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徐友渔教授们的扣留－我们的忧虑与期望」 

 

各位怀抱良知的中国朋友们，平安： 

 

此刻，我们的好朋友，徐友渔以及浦志强、郝建、胡石根、刘荻、姚文田等一些怀抱

良知的中国公民，正处于失联状态。我们为他们深感忧虑，并且在关注相关的状况。 

 

徐友渔先生等人，为了治愈由于 1989年发生的那场不幸事件而心灵严重受伤的中国社

会、为了鼓励中国人再度团结而回复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的荣誉心，持续不懈地进行

又和平又理性的知识活动。作为他们的邻人，也作为他们的朋友，我们诚实祈望他们

的平安，与此同时由衷希望这样的一群知识人士不会由于出于良心和爱国心的活动而

遭受身体或生命的危险。 

 

我们坚信，不论国家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如何，东亚各国的人民不仅应有基本权利

享受满足的物质生活，更应有各种权利享受精神自由、人性尊严、在法律之下的平等。

就这一点上，中国的公民与邻邦公民应该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我们的诉求不含任何助

长国家或地区发生混乱的意图，我们仅仅是以愿意一起追求共同价值观的朋友身份诚

挚地盼望徐友渔先生等怀抱良知的人士为了中国社会进一步的发展以及东亚地区的和

平和共存得以继续做出一些贡献。谨此期望我们的诉求承蒙懷抱良知的中國朋友們的

关注。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３日 

 

铃木贤 (北海道大学法学院教授 ：发起人代表) 

远藤乾 (北海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 ： 发起人代表) 

阿古智子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 ： 发起人代表) 

 

青木隆 （企业家） 

吾乡真一  （立命馆大学法学院特別招聘教授） 

麻生晴一郎 (新闻工作者) 

圷由美子 （律师） 

天儿慧 (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教授) 

网谷龙介 （津田孰大学学艺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 



安藤淳 （东京新闻/中日新闻社会部） 

李娜荣  (中央大学（韩国）社会学系教授) 

石井知章 (明治大学商学院教授) 

石川祯浩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石崎明人 （律师） 

石田宪 （千叶大学法经学院教授） 

石塚迅 (山梨大学生命环境学院副教授) 

石原忠浩 （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市川裕康 （企业家） 

井出庆太郎 (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 

伊藤和子 （律师/Human Rights Now事务局长） 

岩佐昌暲 (九州大学名誉教授) 

岩下明裕 （北海道大学 Slavic-Eurasian Research Center教授） 

岩本阳儿 （和光大学教员） 

宇田川幸则 （名古屋大学法学院教授） 

打越さく良 （律师） 

宇野木洋 (立命馆大学文学院教授) 

江藤美沙 (日本公民) 

及川淳子 (法政大学客座学术研究员) 

王琳 (东京大学研究生) 

大泽升 （大正大学客座教授） 

小川隆太郎  （律师） 

小野寺史郎 (埼玉大学教养学院副教授) 

海渡雄一  (律师) 

柿泽未知 (北海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副教授) 

梶谷怀 (神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加藤千晴 （早稻田大学学生） 

加藤弘之 (神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加藤三由纪 (和光大学表现学院教授) 

龟山伸正 （庆应义孰大学SFC研究所高级客座职员） 

川岛真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 

神原元 (律师) 

翰光 (作家) 



北井大辅 (「季刊刑事辩护」杂志总编) 

木全义二 (日本公民) 

邱花妹 (中山大学（台湾）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邱毓斌 (屏东教育大学（台湾）社会发展系助理教授) 

呉介民 （中央研究院（台湾）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員） 

呉逢时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Kim Kyoseong （中央大学（韩国）社会福祉系教授） 

Kim Yeonmyun （中央大学（韩国）社会福祉系教授） 

久保亨 （信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Kumagai Maki （剧作家） 

黑坂真 (大阪经济大学教授) 

黄国昌 (中央研究院（台湾）法律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黄净愉 （北海道大学法学院助教） 

小滨祥子 (北海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副教授) 

小滨正子 (日本大学文理学院教授) 

小松久惠 （追手门学院大学国际教养学院专任讲师） 

今野和代 （诗人） 

樱井次郎 （神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樱田淳 (东洋学园大学现代经营学院教授) 

佐近幸村 （新泻大学副教授） 

佐治俊彦 （和光大学表现学院教授） 

佐藤千岁 (北海商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佐藤充则 （纪录片电影制作人） 

泽田郁子 （日本公民） 

芝原里佳 （马来西亚科学大学教员） 

徐伟群 （中原大学（台湾）财经法律学系副教授，台湾守护民主平台

理事） 

徐行 (北海道大学法学院讲师) 

白井重笵 (国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代田智明 (东京大学教养学院教员) 

城山英己 (记者) 

Shin Kwangyong （中央大学（韩国）社会福祉系教授） 

菅原宁格 （北海学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杉本拓也 (律师) 

铃木隆 (爱知县立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鈴木康介 （杂志编辑） 

诹访一幸 (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成令方 （高雄医学大学（台湾）性别研究所副教授） 

濑地山角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苏义渊 （国立中兴大学（台湾）法律系助理教授，北海道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 

高井洁司 (樱美林大学教授) 

高田友美 （日本公民） 

高田幸男 （明治大学文学院教授） 

高原明生 （东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高见泽磨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生院教授) 

高山由起 （律师） 

竹川英识 (农业工作者) 

竹川麻衣子 (农业工作者) 

但见亮  (一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田畑智砂 （律师） 

Tanaka Kouichiro （Asia Art Alliance CEO） 

玉田义人 （日本公民） 

池直美 (北海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讲师) 

千叶惠子 (律师) 

张茂桂 （中央研究院（台湾）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員） 

张敭 （中医） 

陈尚志 （中正大学（台湾）政治系助理教授） 

陈龙 （公民） 

堤静雄 (日本公民) 

恒木健太郎 （专修大学讲师） 

郑俊星 （大学生） 

郑大均 (首都大学东京特任教授) 

寺岛荣宏 （labor-net） 

寺中诚  (东京经济大学教员) 

杜文苓 （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公共行政系副教授） 



土井香苗 (律师，人权观察组织日本代表) 

富泽芳亚 （岛根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中居良文 (学习院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岛岳志 (北海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长野麻子 （大学讲师） 

长野ヒデ子 （图画书作家） 

长野雅史 （编辑记者） 

中村觉 （日本公民） 

中村佳代子 （日本公民） 

中村元哉 （津田孰大学学艺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中村泰士 (日本公民) 

中山一贵 (日中学生交流联盟代表/东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 

西野由起子 (茨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西元宏治 （专修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野村修身 (工学博士) 

梅干得 (企业负责人) 

朴景信 （高丽大学（韩国）教授） 

马场裕之 (翻译) 

林大辅 (EUSI(EU Studies Institute in Tokyo)研究员) 

林田力 (希望城市东京 in东部共同代表) 

原和良 (律师) 

东泽靖 （律师） 

菱田雅晴 (法政大学法学院教授) 

平野爱 （纪录片电影制作人） 

藤野彰 （北海道大学传媒观光学院教授） 

Baek Seungwook （中央大学（韩国）社会学系教授） 

前田智津 （日本公民） 

牧阳一 （埼玉大学教养学院教授） 

松田康博 （东京大学教授） 

三上丰 (和光大学综合文化研究所所长) 

水谷尚子 （中央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水羽信男 （广岛大学综合科学研究生院教授） 

三宅明正（千叶大学文学院教授） 



宫本万里 （伦敦大学牛顿fellow） 

三好吉安 （律师） 

三轮晃义 （律师） 

向井美香 （日本公民） 

村上卫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生院副教授） 

村田雄二郎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本野英一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员） 

安田浩一 （新闻工作者） 

姚人多 (清华大学（台湾）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Yeo Yukyung （庆熙大学（韩国）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横泽泰夫 (原熊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横原由纪夫 （东北亚情报中心（广岛）执行委员） 

横山秀 （日本公民） 

李妍淑 （北海道大学法学院助教） 

李淑君 （成功大学（台湾）台湾文学系博士） 

刘燕子 (关西学院大学讲师) 

林成蔚 (常叶大学法学院教授) 

若林秀树 （国际特赦组织日本分部事务局长） 

若林正丈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教授) 

渡边彰吾 （律师） 

渡边刚 （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院副教授） 

Jussi Laine（Research Associate,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 

 

* 为 2014年 5月 12日截止,  以上總共 161名東亞公民一起表明對這份公開信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