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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推薦「轉型正義」議題師資名單 
 
 

姓名 吳叡人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職稱 副研究員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比較政治（比較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族群政治）、政

治理論（民主理論、民族主義、後殖民主義、西洋政治思想史）、

亞洲民族主義研究、台灣政治史、台灣政治思想史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1. 吳叡人（與談人），2015，〈作為政治的轉型正義〉，《台灣

人權學刊》，第三卷第一期，頁 93-102。 

2. 吳叡人，2009，〈臺灣原住民自治主義的意識型態根源：樂

信‧瓦旦與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政治思想初探〉，收入洪麗完主

編，《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頁 193-

229。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3. 吳叡人，2008，〈「臺灣高山族殺人事件」──高一生、湯守

仁、林瑞昌事件之政治史的初步重建〉，收入許雪姬編，《二

二八事件 60 週年紀念論文集》，頁 325-363。臺北：臺北市政

府文化局‧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4. 〈戰前與戰後臺灣左翼思想之連續、斷裂與變形：以臺共為觀

察對象〉，許雪姬主持，「日治時期臺灣左翼人士與戰後政治

案件的關聯—白色恐怖中的左翼人士及其思想」研究計畫

（2007.5.1—2008.8.31，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

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結案報告第一部份，頁 1-68。 

電子郵件信箱  etranger@gate.sinica.edu.tw 

個人網頁  http://www.ith.sinica.edu.tw/members_faculty_l 
 ook.php?l=c&no=3&id=76&page=1&ps=20 

mailto:etranger@gate.sinica.edu.tw
http://www.ith.sinica.edu.tw/members_faculty_look.php?l=c&no=3&id=76&page=1&ps=20
http://www.ith.sinica.edu.tw/members_faculty_look.php?l=c&no=3&id=76&page=1&p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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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福鐘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職稱 副教授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國民黨黨產問題、兩蔣威權統治、威權主義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國民黨黨產取得之類型分析〉，《台灣史學雜誌》第 5 期，2008 

年 12 月〈威權體制下的國民黨黨營企業〉，《國史館學術集刊》

第 18 期，2008 年 12 月 

電子郵件信箱  fubell@nccu.edu.tw 

個人網頁  https://taiwan.nccu.edu.tw/people/bio.php?PID= 
 55496 

 

姓名 沈秀華 

性別 女 

服務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職稱 副教授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228 事件、性別與國家暴力、女性政治受害口述歷史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1. 1997、2020 沈秀華。《查某人的二二八》: 政治寡婦的故事 。 

台北: 玉山出版社。 

2. 1992 張文義、沈秀華。《噶瑪蘭二二八》。台北：自立晚

報。 

電子郵件信箱  hhshen@mx.nthu.edu.tw 

個人網頁  http://www.soc.nthu.edu.tw/hsiuhuashen/ 

 

姓名 林正慧 

性別 女 

服務單位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職稱 助研究員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二二八、1950 年代政治案件、戰後情治機關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1. 林正慧（與歐素瑛、黃翔瑜合編），《簡國賢案史料彙編》。

臺北：國史館，2014年。 

2. 林正慧（與歐素瑛、黃翔瑜合訪、合編），《海外黑名單相關

人物口述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14 年。 

 

mailto:fubell@nccu.edu.tw
https://taiwan.nccu.edu.tw/people/bio.php?PID=55496
https://taiwan.nccu.edu.tw/people/bio.php?PID=55496
mailto:hhshen@mx.nthu.edu.tw
http://www.soc.nthu.edu.tw/hsiuhua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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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林正慧，《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十）》。臺北：國史館，

2017 年。 

4. 林正慧，〈1950  年代「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相關案件試

析〉，黃翔瑜主編，《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

史專題論文集》，頁 715-809，臺北：國史館， 2008 年。 

5. 林正慧，〈1950 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

相關案件為中心〉，《臺灣文獻》，第 60 卷第 1 期（2009 

年），頁 395-477。 

6. 林正慧，〈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臺灣史研究》，第 

21 卷第 3 期（2014 年 9 月），頁 1-64。 

7. 林正慧，〈肅諜保防與情治分工〉，收入《戰後初期的臺灣

（1945-1960s）》，頁197-250。臺北：國史館，2015 年。 

8. 林正慧，〈隱身的左翼武裝：二二八事件中的自治聯軍〉，收

入許文堂主編，《軍事佔領下的臺灣（1945-1952）》，頁 

281-360。臺北：財團法人臺灣教授協會，2017 年。 

9. 林正慧，〈二二八事件中的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收

入許雪姬主編，《七十年後的回顧：紀念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

學術論文集》，頁 145-238。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7 年。 

10. 林正慧，〈二二八事件中的情治機關及其角色〉，收入陳儀

深、薛化元主編，《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稿上

冊》，共118 頁。台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2020 年。 

11. 林正慧，〈反抗的起點？──從民間角度看二二八與白恐的歷史

連結〉收入陳儀深、薛化元主編，《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

義報告稿下冊》，共 58 頁。台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

基金會，2020 年。 

12. 林正慧，〈秋後算帳？──從官方角度看二二八與白恐的歷史連

結〉收入陳儀深、薛化元主編，《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

報告稿下冊》，共 90 頁。台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

金會，2020 年。 

電子郵件信箱  pipi1119@gate.sinica.edu.tw 

個人網頁  

 
  

mailto:pipi1119@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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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林佳範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職稱 副教授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人權教育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1. (2020)〈台灣的人權教育，有在教人權嗎？—2018 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人權教育教學資料分析〉(專書出版審查中)。 

2. (2020)〈大專校院學生對學生權利之認知調查研究〉，《學生

事務與輔導》(已獲刊登出版通知) 

3. (2019)〈尋找校園學生主體性― 人權教育與十二年國教 之素養

導向學習與教學〉，《學校行政雙月刊》123 期。 

4. (2019)〈國教署人權教育自我評估報告實施計畫結案報告〉，

委託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 5. (2019)〈大專校院學生表現自由之憲法保障與實證調查研

究〉，〈教育法學評論〉第3 期。 

電子郵件信箱  t11001@ntnu.edu.tw 

個人網頁  http://cve.ntnu.edu.tw/blog/11 

 

姓名 林傳凱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職稱 博士後研究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1950 年代政治案件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戰後台灣地下黨的革命鬥爭（1945-1955）。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

社會學系博士論文。 

電子郵件信箱  d96325005@ntu.edu.tw 

個人網頁  

mailto:t11001@ntnu.edu.tw
http://cve.ntnu.edu.tw/blog/11
mailto:d96325005@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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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林蔚昀 

性別 女 

服務單位  

職稱 作家、翻譯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兒童人權、透過文學／繪本面對歷史記憶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譯作： 

1. 《跳舞的熊》 

2. 《向日葵的季節》 

3. 《布魯卡的日記》 

4. 《人，你有權利》 

5. 《麥提國王執政記》 

6. 《麥提國王在無人島》 

電子郵件信箱  tajpejkrakow07@gmail.com 

個人網頁  

 

姓名 林耀盛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職稱 教授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政治暴力創傷、心理療癒、社會災難心理重建、社會文化心理病理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倫理的不及處？創傷與哀傷的透工/體驗迂迴，成邏輯：人文取向諮

商與臨床心理學的「成人」之路八八水患災後心理療癒：排灣族受

災者存有經驗的現象探索 

電子郵件信箱  yawsheng@ntu.edu.tw 

個人網頁  http://www.psy.ntu.edu.tw/index.php/members/ 
 faculty/fulltime-faculty/1291-lin-yaw-sheng 

 
  

mailto:tajpejkrakow07@gmail.com
mailto:yawsheng@ntu.edu.tw
http://www.psy.ntu.edu.tw/index.php/members/faculty/fulltime-faculty/1291-lin-yaw-sheng
http://www.psy.ntu.edu.tw/index.php/members/faculty/fulltime-faculty/1291-lin-yaw-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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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花亦芬 

性別 女 

服務單位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 

職稱 教授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台灣轉型正義、德國轉型正義、轉型正義教育、中東歐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1. 花亦芬(2016)，《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

之路》。台北市：先覺出版社。 

2. 花亦芬(2017)，《像海洋一樣思考：島嶼，不是世界的中心，

是航向遠方的起點》。台北市：先覺出版社。 

3. 花亦芬(2019), 〈西德歷史教育如何體現民主國家重建的新思

考？──從國族教育到公民教育的轉向〉。《台大歷史學報》63 

期( 2019 年 6 月)，頁 195-234 。 

4. 花亦芬(2018), 〈透過轉型正義將台灣與世界緊扣在一起〉。

《新世紀智庫論壇》81 期( 2018 年 3 月)，頁 22-27。 

5. 花亦芬(2016a), 〈面向歷史複雜性的轉型正義：中東歐經驗給

臺灣的啟示〉。《國史研究通訊》11 期，頁 23-34。 

6. TED-Talk (2016),【轉型正義的重要】(Yih-Fen Hu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7Cr99 6lmrs 

個人網頁 臉書粉專：花亦芬專欄 https://www.facebook.com/huaopus/ 

 

姓名 侯坤宏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國史館修纂處 

職稱 前處長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二二八研究、白色恐怖研究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1. 侯坤宏，2011.06，《研究二二八》，臺北：博揚文化，頁 

320。 

2. 侯坤宏，2008 年 12 月，〈1970 年彭明敏逃出臺灣之後〉，

《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臺北：國

史館。 

3. 侯坤宏，2015.08，〈臺灣白色恐怖口述訪談所面臨的幾個問

題〉，《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第 6 期。 

4. 侯坤宏，2017.12，〈二二八事件中的｢臺灣意識｣〉，許雪姬

主編：《七十年後的回顧——紀念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學術論

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

件紀念基金會），頁 451-482。 

電子郵件信箱  hou951a@gmail.com 

個人網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7Cr9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7Cr996lmrs
https://www.facebook.com/huaopus/
mailto:hou951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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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凌宗魁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 

職稱 聘用副編審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不義遺址、威權象徵、文化資產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電子郵件信箱  prha1008@gmail.com 

個人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PRHA1008 

 

姓名 許文堂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職稱 副研究員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電子郵件信箱  shiu@gate.sinica.edu.tw 

個人網頁  http://www.mh.sinica.edu.tw/UserDetail.aspx?us 
 erID=81&mid=16&tmid=2 

 

姓名 陳進金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 

職稱 副教授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歷史學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1. 2016《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及莊敬營區建築群口述歷史計畫

結案報告》，國家人權博物館 

2. 2018《白色記憶 2：政治受難者對綠島教育文化貢獻口述訪談

計畫結案報告書》， 國家人權博物館 

3. 2018《東部地區政治監獄之組織變遷及相關史料蒐集研究計畫

結案報告書》，國家人權博物館〈一九五０年代白色恐怖在宜

蘭--以「蘭陽工委會案」及「羅東紙廠案」為中心〉，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26 卷 4 期（2019:12） 

電子郵件信箱  chcchen@gms.ndhu.edu.tw 

個人網頁  

 
  

mailto:prha1008@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PRHA1008
mailto:shiu@gate.sinica.edu.tw
http://www.mh.sinica.edu.tw/UserDetail.aspx?userID=81&mid=16&tmid=2
http://www.mh.sinica.edu.tw/UserDetail.aspx?userID=81&mid=16&tmid=2
mailto:chcchen@gms.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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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葉浩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職稱 副教授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轉型正義理論、和解理論、政治哲學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1. 葉浩*, 2009.06, '「范蘭欽事件」的轉型正義意涵, ' 思想, Vol.12, 

pp.p.233-p.241. 

2. 葉浩, 2008.05, '轉型正義與民主深化, '「民主深化與國家發展」

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 

3. 葉浩, 2008.06, '價值多元式轉型正義理論：一個政治哲學進路

的嘗試, ' 台灣政治學刊, Vol.12, No.1, pp.11-51.(TSSCI） 

4. 葉浩*, 2017.01, '從過去的執拗低音到今天的主旋律——關於台

灣轉型正義論述的側寫, ' 二十一世紀, Vol.2017 年 2 月

號,No.159, pp.p.24-p.38. 

5. 葉浩*, 2014.12, '太陽花照亮民主轉型的未竟之處：318 運動的

政治哲學側寫, ' 思想, Vol.27, No.2012 年 12 月號, pp.p.161-

p.182. 

6. 報導者/評論：凝視歷史的深淵──哈佛法學院院徽事件的轉型

正義啟示(2016/03) 

7. 報導者/評論：轉型正義的艱難——重新理解「和解」與「妥

協」的意義(2018) 

8. 報導者/評論：新政府能否縫合選戰裂縫，開創新局迎接憲政

時刻？（2020/01) 

9. 期刊收錄發言稿：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轉型正義(2016) 

10. 校園雜誌雙月刊 2019 年 5/6 月號:轉型正義嗎?--誰的真相?如何

和解? 轉型正義的歷史脈絡 ▏葉浩 16-19 

11. 葉浩*2019.07,’落實轉型正義不可避免的理論問題,’台灣二二八

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國際研討會 

12. 葉浩*2015.12,’政治行動與希望的基礎—淺談漢娜・鄂蘭《人的

條件》’菜市場政治學 

電子郵件信箱  cogito@nccu.edu.tw 

個人網頁  https://politics.nccu.edu.tw/people/bio.php?PID= 
 4313#personal_writing 

 
  

mailto:cogito@nccu.edu.tw
https://politics.nccu.edu.tw/people/bio.php?PID=4313&personal_writing
https://politics.nccu.edu.tw/people/bio.php?PID=4313&personal_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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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廖健男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健德律師事務所 

職稱 律師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人權與法律、從轉型正義談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監察權與人權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電子郵件信箱  candorlaw@gmail.com 

個人網頁  

 

姓名 蔡志偉 Awi Mona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 

職稱 副教授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原住民族、人權、法律、教育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電子郵件信箱  awimona@gms.ndhu.edu.tw 

個人網頁  

 

姓名 魏千峯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魏千峯律師事務所 

職稱 主持律師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人權法、教育法、勞動法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1. 第三波民主潮下之憲政改革─台灣與捷克比較，思與言 38 卷 1 

期，1 頁至 44 頁， 89 年 3 月。 

2. 南非新憲法下之人權保障，思與言 38 卷 4期，117 頁至 154 

頁，89 年 12 月。 

3. 憲法基本權利條款在勞工案件運用之探究，收錄於〈法治與現

代行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263 頁至 278 頁，93 

年 5 月。 

4. 解嚴後台灣人權之發展與其限制─兼比較亞洲人權，思與言 46 

卷 4 期，1 頁至 105 頁，97 年 12 月。 

5. 馬來西亞的人權發展及其限制，法學新論12 期，59 頁至 85 

頁，98 年 7 月。 

6. 台灣民主轉型前後的公益訴訟，全國律師17 卷 6 期，45 頁至 

56 頁，102 年 6 月。 

7. 司法審查與人權保障─以印度最高法院為例，收錄於〈公法研

究的世代對話〉，法治斌教授逝世十週年紀念論文集，300 頁

mailto:candorlaw@gmail.com
mailto:awimona@gms.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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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349 頁，102 年 12 月。 

8. 南韓公益律師的崛起、演變與其實踐，律師法學期刊 1 期，23 

頁至 41 頁，107 年12 月。 

電子郵件信箱  wei1548@ms8.hinet.net 

個人網頁  www.cfwei.com.tw 

 

姓名 羅承宗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職稱 教授兼所長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黨產清查與追討、司法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專書 

1. 《黨產解密：小豬對大野狼的不公平競爭》，新台灣國策智

庫，2011 年 12 月期刊 

2. 〈轉型正義特種基金推動之困境與改正〉，高雄科技大學《科

技法律評析》，第11 期 ，2019 年 12 月 

3. 〈民眾服務社在原鄉:整理與分析研究〉， 台灣原住民族法學

期刊，第 6 期，2019 年4 月，第 15-32 頁 

4. 〈轉型正義在法院的可能性與侷限性－以中廣板橋佔地案判決

為中心〉，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律評析》，第 8 期， 

2015 年 12 月 ， 第 147-179 頁 

5. 〈裁判書裡的「轉型正義」：整理與分析研究〉，收於《國

家‧憲法‧人權》，台灣憲法學會編，2018 年 6 月 BOD 一版，第 

112-135 頁 

電子郵件信箱  lochengchung@stust.edu.tw 

個人網頁  https://law.stust.edu.tw/tc/node/lo 

 

姓名 蘇彥圖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職稱 副研究員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憲法理論、民主理論、轉型正義法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電子郵件信箱  yentusu@sinica.edu.tw 

個人網頁  www.iias.sinica.edu.tw/content/researcher/conte 
 nts/2013110516162336964/?MSID=2013111319 
 190439247 

 
  

mailto:wei1548@ms8.hinet.net
http://www.cfwei.com.tw/
mailto:lochengchung@stust.edu.tw
https://law.stust.edu.tw/tc/node/lo
mailto:yentusu@sinica.edu.tw
http://www.iias.sinica.edu.tw/content/researcher/contents/2013110516162336964/?MSID=2013111319190439247
http://www.iias.sinica.edu.tw/content/researcher/contents/2013110516162336964/?MSID=2013111319190439247
http://www.iias.sinica.edu.tw/content/researcher/contents/2013110516162336964/?MSID=2013111319190439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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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蘇瑞鏘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職稱 助理教授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戰後台灣白色恐怖、台灣民主運動史、台灣人權發展史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專書 

1. 薛化元、蘇瑞鏘、楊秀菁（2015 年 12月）。戰後台灣人權發

展史（1945-2000）。新北市：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

會。 

2. 蘇瑞鏘（2014 年 11 月）。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

件之處置。新北市： 稻鄉出版社。 

3. 蘇瑞鏘（2008 年 01 月）。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與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台北市：前衛出版社。 

4. 蘇瑞鏘（2005 年 04 月）。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

民主黨」組黨運動。台北縣：稻鄉出版社。 

電子郵件信箱  srk8917@gmail.com 

個人網頁  https://taiwan.ntue.edu.tw/about/staffDetail/87 

 

姓名 蘇瑶崇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職稱 教授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二二八事件相關、台灣戰後史、美麗島事件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1. 二二八事件的軍事部署與鎮壓 

2. 試論二二八事件中外省人的死傷人數 

電子郵件信箱  sytsung@pu.edu.tw 

個人網頁  

 

姓名 蘇慶軒 

性別 男 

服務單位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職稱 博士後研究 

轉型正義相關專長 轉型正義、國家鎮壓、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 

轉型正義相關重要著作  

電子郵件信箱  farmershang@gmail.com 

個人網頁  

 

mailto:srk8917@gmail.com
https://taiwan.ntue.edu.tw/about/staffDetail/87
mailto:sytsung@pu.edu.tw
mailto:farmershan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