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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人身、集會自由 

2017.1-12（41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170105 謝小玲 /雷洋

案公民聯署發

起人 

謝小玲於雷洋（29歲的人大碩士雷洋於 2016

年 5 月，因涉嫖娼案在警方拘捕過程中猝死，

北京市當局與雷洋家屬達成庭外和解，5 名涉

案警務人員免於起訴）葬禮舉辦前 1 日遭

公安軟禁在家，此與她發表公開信抗議

不起訴雷洋案相關人士，和要求北京市

政府公開雷洋案和解協議內容有關。 

香港蘋果日報

(2017/1/6) 

2 20170108 宋玉生等維權

律師 

以 709 大抓捕為主題的紀錄片「709 人

們」於 1 月 8 日起在香港首映，多位中

國大陸維權律師遭所在地司法局人員

和公安警告，不得前往香港觀看影片。 

北京之春

(2017/1/12) 

3 20170111 王臧 /異議詩

人 

王臧曾於 2014 年聲援香港占中行動，

被以「尋釁滋事」為由刑事拘留。在租

賃合約尚未期滿情況下，房東於 2017

年 1 月 11 日要求王臧搬遷，並直言是

政府授意，之後住處水、電、網路及暖

氣於 15 日被切斷，至 23 日才恢復。 

自由亞洲電臺

(2017/1/23) 

4 20170118 葉海燕 /女權

工作者 

葉海燕在網路聲援因發表批毛言論而

遭打壓人士，致其微信公眾號被停用，

房東也因受到警方壓力要求其搬離。 

自由亞洲電臺

(2017/1/18) 

5 20170125 于雲峰、李柏

華 /哈爾濱人

士 

于雲峰、李柏華夫婦因製作聲援律師謝

陽（謝陽在 709大抓捕行動中被捕，被羈押期

間遭湖南公安酷刑）布條，於 2017 年 1 月

25 日遭公安強行帶往康安派出所。 

自由亞洲電臺

(2017/1/25) 

6 20170214 王 全 璋 / 律

師、「709 事

件」遭抓捕者 

2015 年 7 月 10 日，王全璋因涉嫌「顛

覆國家政權罪」遭警方帶走，後被執行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2016 年 1 月 8 日，

遭天津市公安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

逮捕，並關押於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2017 年 2 月 14 日，案件由天津市檢察

院第二分院起訴至天津巿第二中級法

院。 

博聞社

(2017/2/15) 

7 20170301 李文足/709大

抓捕事件中被

在中國大陸「兩會」召開前夕，李文足

自 2017年 3月 1日起，被 10餘名安全

博訊新聞網

(20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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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捕人士王全璋

的妻子 

保衛監視及限制外出。 

8 20170303 于雲峰/黑龍

江哈爾濱市人

士 

于雲峰因聲援 709 案被捕人士謝陽，自

2017年 3月 3日起被行政拘留 10日，

至 3 月 13 日期滿未獲釋放，又遭警方

以涉嫌誹謗毛澤東、誹謗政府，再行政

拘留 10天。 

自由亞洲電臺

(2017/3/13) 

9 20170305 黃雲敏/新疆

圖木舒克市退

休法官 

黃雲敏因幫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

師農場職工維權，2017年 3月 7日遭當

地公安局以其「手機內存有色情圖片」

處以行政拘留 5 日，於 3 月 12 日拘留

期滿，後又遭公安以涉嫌「煽動民族仇

恨、民族歧視罪」刑事拘留。 

自由亞洲電臺

(2017/3/15) 

10 20170309 佟適冬民眾/

追悼湖南省民

運人士 

湖南省民運人士、湖南大學退休教授佟

適冬於 2017年 3月 4日辭世，原訂於 3

月 9日舉行追悼會，但湖南大學校方派

人強行接管追悼會，提早舉行告別儀

式，阻止維權人士前往拜祭。 

自由亞洲電臺

(2017/3/10) 

11 20170331 蘇昌蘭/聲援

香港「占中」

運動人士 

蘇昌蘭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案，

2017年 3月 31日在佛山市中級人民法

院一審宣判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 3

年，剝奪政治權利 3年。 

中央通訊社

(2017/3/31) 

12 20170331 陳啟棠 /筆名

「天理」，自

由撰稿人 

陳啟棠因在微信轉發「占中」相片和訊

息，於 2014 年 11 月 25 日遭刑拘。2017

年 3 月 31 日，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

審裁定陳啟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

處有期徒刑 4 年半、剝奪政治權利 3 年。 

成報

(2017/4/1) 

13 20170423 湖南衡陽民眾 湖南衡陽的胡雙慶、呂程、周明、肖瀟、

王俊哲、張石祥、趙學文等 7 人，因赴

邵陽祭拜李旺陽（於 1989 年組織工人參與

「六四」事件，被控「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

處有期徒刑 13 年；2001 年再被以「顛覆國家

政權罪」判刑 10 年；2012 年 6 月 6 日在湖南

邵陽市醫院上吊死亡），遭警方扣押及刪

除所拍攝照片、影片等，並被驅離邵

陽。 

自由亞洲電臺

(2017/4/26) 

14 20170428 李和平 /中國 李和平為「709 大抓捕」中遭逮捕的維 中央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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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大陸維權律師 權律師之一，2017 年 4 月 28 日遭天津

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

判處有期徒刑 3 年，緩刑 4 年。 

(2017/4/28) 

15 20170510 謝 燕 益 / 涉

「709 案」律

師 

謝燕益在保釋後第 3度遭北京國內安全

保衛約談，要求對大小會議及熱點事件

「不參與，不關注，不評論」。 

自由亞洲電臺

(2017/5/12) 

16 20170511 孫洪琴 /上海

人士 

2010 年孫洪琴在上海市靜安區的房子

被強遷，多年上訴未果。在「一帶一路」

峰會舉辦之際，孫洪琴在北京被上海市

政府駐京辦人員帶回上海關押。 

博訊新聞網

(2017/5/14) 

17 20170529 黎學文 /獨立

作家 

在「六四」28 周年及香港移交 20 周年

等敏感事件前夕，黎學文和女友在國內

安全保衛逼迫下暫時離開居住地廣州。 

世界日報

(2017/5/31) 

18 20170530 華海鋒等 3 名

勞工維權人士 

勞工維權人士華海鋒疑因非法使用偷

錄設備，調查美國總統川普長女伊凡卡

品牌鞋子代工的中國大陸工廠，在江西

省被捕，另有 2 名勞工維權人士失聯。 

中央通訊社

(2017/5/31) 

19 20170601 潘斌 /重慶維

權公民 

2017 年 6 月 1 日，潘斌因不明原因遭重

慶涪陵區警方帶走並刑事拘留。 

博訊新聞網

(2017/6/5) 

20 20170602 查建國 /異議

人士 

查建國因在微信朋友圈發表支持「六

四」及倡議中國民主轉型文章遭公安帶

走，下落不明。 

中央通訊社

(2017/6/4) 

21 20170603 陳劍雄 /湖北

人士 

陳劍雄赴廣東照顧遭羈押維權人士王

軍待產中的妻子嚴均均，在廣東佛山出

租屋內被公安帶走。 

中央通訊社

(2017/6/4) 

22 20170604 史庭福 /南京

市民 

史庭福於「六四」28 周年當天，身穿寫

有紅字「六四我心痛毋忘六四」衣服，

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前大聲向路人宣

講「六四」後，被南京警方以「涉嫌尋

釁滋事」罪名刑事拘留。  

明報、香港蘋

果日報

(2017/6/7) 

23 20170604 湖南株洲民眾 湖南株洲 10 位民眾以身體排成「六四」

字樣拍照，當中 4 人遭當地派出所關

押，期間由 7 至 10 天不等。 

明報

(2017/6/7) 

24 20170705 李碧雲等人 /

維權公民 

廣東順德政府為建造歡樂華僑城，自

2015 年起徵地，由於拆遷補償爭議，村

民拒絕搬遷。2017 年 7 月 5 日起，當地

逢沙村有兩戶戶主遭到當局抓捕並遭

自由亞洲電臺

(201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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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斷水斷電圍困，不許外界送糧食、水。 

25 20170718 王芳 /湖北武

漢維權人士  

2015 年 7 月，王芳、尹旭安、胡新建等

10 多人，因穿著聲援 709 遭捕維權人

士，於武漢黃鶴樓拍照後被捕。7 月 18

日武昌區法院一審宣判，以「尋釁滋事

罪」判處王芳有期徒刑 3 年。  

自由亞洲電臺

(2017/7/18) 

26 20170718 劉國理家屬 /

維權公民 

7 月 12 日 23 歲青年劉國理遭控「非法

持槍罪」判處有期徒刑 2 年後，不服判

決提出上訴，卻於還押第二天身亡，獄

方稱其肺炎死亡。7 月 17 日獲准見遺

體，死者身體傷痕累累。當局禁止家屬

拍照並收繳手機，獄方亦拒絕提供監視

器畫面。7 月 18 日，劉國理家屬及 200

多名鄉親於北海市政府抗議，要求交代

事件真相，遭數百員警驅散。 

希望之聲、自

由亞洲電臺

(2017/7/18、

21) 

27 20170724 衛小兵等 /維

權人士 

7 月 19 日，劉曉波「頭七」日，廣東、

四川等地 10 多名維權人士、律師及作

家，於廣東新會海邊祭拜劉曉波。7 月

22 日出席海祭的衛小兵、何霖被員警帶

走，黎學文、卓玉禎、汐顏、劉廣曉及

李舒嘉等人也遭抓捕或下落不明，外傳

部分人員於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看守

所拘留。  

香港 01、自由

亞洲電臺

(2017/7/21、

24) 

28 20170726 善心匯 /維權

公民 

7 月 21 日，公安部稱廣東深圳市善心匯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張天明

等多名犯罪嫌疑人，遭刑事拘留。7 月

23、24 日「善心匯」上萬投資者於北京

市，舉行多場抗爭活動，要求釋放遭押

人員，歸還投資。 7 月 26 日，北京公

安以涉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刑事拘

留 63 名「善心匯」成員，另有 4 人涉

嫌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被公安拘留。 

中央社、自由

時報 

(2017/7/24、

25、31) 

29 20170803 張寶成等 /維

權人士 

8 月 2 日曾因「非法集會罪」入獄的張

寶成與友人於西安聚餐，遭公安以吸毒

為由扣留數小時，並要求刪除聚餐照

片；8 月 16 日張於河北石家莊被警臨

檢，身份被註記為「吸毒人員」，遭強

迫驗尿。張認為當局刻意藉吸毒之名限

自由亞洲電臺

(2017/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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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制其行動。 

30 20170807 李建榮 /山東

維權公民 

7 月 29 日李建榮進京上訪，控告當地村

幹部及鎮政府官員貪腐，被地方人員接

回即送進德州看守所，並以「尋釁滋事

罪」關押，至今家人無法會見。 

自由亞洲電臺

(2017/8/7) 

31 20170816 陳善華家屬 /

湖南維權公民 

8 月 12 日湖南省婁底市新化縣陳善華

無故被帶至派出所後，被緊急送醫搶救

不治，疑似遭警用擊棍電擊致死；13

日上百名家屬遊行抗議，但遭當局抓

捕。 

中央社

(2017/8/16) 

32 20170904 山東淄博退伍

軍人 

9 月 4 日起山東淄博退伍老兵連日赴中

央督察組入駐的賓館前聚集，要求與督

察組對話，反映養老、醫療等問題，但

遭公安強制驅趕、清場。 

大紀元

(2017/9/6) 

33 20170922 吳明良（筆名

浪子）/詩人 

浪子因涉協助出版紀念劉曉波詩集，7

月 1日遭廣州警方以「涉嫌非法經營罪」

行政拘留 10 天；8 月 18 日改為刑事拘

留；9 月 22 日獲取保候審。 

美國之音

(2017/9/26) 

34 20171006 馬英龍 /北京

清真書局經理 

10 月 6 日經營伊斯蘭教學術刊物、穆斯

林文化和生活用品的北京清真書局遭

查封，其經理馬英龍被新疆警方以涉恐

怖主義罪名帶走。 

明鏡網

(2017/10/11) 

35 20171009 陳法慶 /浙江

民間環保人士 

8 月 14 日陳法慶公開寄送「歧視打壓殘

疾人、獨裁腐敗無人權」的錦旗給習近

平；8 月 17 日，浙江當地派出所對陳警

告；10 月 8 日雲南昆明市公安局以組

織、領導傳銷活動為由將陳刑事拘留。 

美國之音

(2017/10/9) 

36 20171027 桂敏海 /香港

銅鑼灣書店股

東 

10 月 17 日桂敏海獲釋，但仍被軟禁於

浙江寧波，正申請瑞典護照，準備離開

中國大陸。 

自由亞洲電臺

(2017/10/27) 

37 20171031 張寶成 /北京

維權人士 

10 月 31 日，張寶成因拒絕簽署赴美不

參加郭文貴活動的保證書，其與家人被

通知不允許出境。 

自由亞洲電臺

(2017/10/31) 

38 20171103 徐琳 /網路歌

曲創作人 

11 月 3 日徐琳因創作網路維權歌曲，遭

官方以「尋釁滋事罪」正式逮捕。 

自由亞洲電臺

(2017/11/3) 

39 20171114 熱比婭親屬 /

世界維吾爾代

11 月 14 日國際特赦組織通報熱比婭在

新疆的 30 名親屬（姐妹、兄弟、兒子、

中央社

(201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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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表大會主席 孫子女及家族成員），近幾個月來陸續

被中共官方拘捕，關在某個管教中心面

臨遭受酷刑和虐待的危險。 

40 20171216 常珈瑄 /山西

省臨汾市民 

因抗議當地熱力公司藉「媒改氣」政

策，違法收取「暖氣接口費」，12 月 16

日被警方以妨礙公務帶走，17 日數萬名

市民包圍市政府抗議，要求放人。 

民生觀察、蘋

果 日 報

(2017/12/16 、

20) 

41 20171226 劉霞 /諾貝爾

和平獎得主劉

曉波遺孀  

9 月進行子宮肌瘤手術，身體正在恢

復，但每天需服用高劑量抗憂鬱藥物。

近期劉可見一些不敏感的朋友，平安夜

劉與其弟劉暉可外出觀賞北京的聖誕

燈飾。 

香港 01、聯合

報

(2017/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