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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人身、集會自由 

2018.1-12（36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180108 湖南長沙街道

社保工作人員 

1月 8日上千名湖南長沙市政府街道辦

員工在市政府前集體維權，抗議「長沙

市街道社區勞動保障和低保工作人員

招聘領導小級辦公室」被裁撤，導致其

工作、身份、福利待遇等保障受損。政

府信訪人員勸離未成遭大量員警驅離。 

民生觀察 

(2018/1/8） 

2 20180112 許光利 /維權

人士 

2017年 12月 26日許原訂自廣東清遠返

回湖北衡陽後失蹤；2018年 1月 12日

家屬獲告許因尋釁滋事罪遭逮捕，拘留

在湖北荊門市看守所。外界認為與許參

加祭奠劉曉波有關。 

明鏡

(2018/1/12) 

3 20180301 高瑜等 /北京

及各地維權人

士 

中共官方為維持「兩會」期間社會穩定

及和諧形象，3月 1日起，包括高瑜、

胡佳、查建國、高洪明等人遭公安帶離

北京，強制旅遊 20天至「兩會」閉幕。

鮑彤則被公安下達禁令，包括不參加聚

會、不發表文章、受訪。浙江網路活耀

人士吳斌（網路暱稱「秀才江湖」），甚遭當

局扣留身份證，要求「沉默」至月底「兩

會」結束。 

自由亞洲電臺

(2018/3/1) 

4 20180302 吾守爾（Shohret 

Hoshur）等 4人

/自由亞洲電

臺記者 

吾守爾（Shohret Hoshur）、吾哈（Gulchehra 

Hoja）、朱瑪（Mamatjan Juma）與尼亞茲

（Kurban Niyaz）等 4 名自由亞洲電臺維

吾爾族記者，都有陸籍親友遭中國大陸

官方拘留或失蹤。外媒認為是在藉此恫

嚇或懲罰對外報導新疆新聞的媒體工

作者。  

自由時報 

(2018/3/2) 

5 20180415 何德普、徐永

海、齊志勇等

人 /北京異議

人士  

4 月 15 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 29

周年，其北京故居由警車戒備及公安監

視，沒有民眾前往祭奠，但北京多名異

議人士皆被限制活動。 

自由亞州電臺 

(2018/4/16) 

6 20180527 安徽六安市教

師 

5月 27日近 200名教師在六安市政府前

示威，要求政府處理拖欠工資問題，卻

遭當地警方以嚴重擾亂公共秩序為

法廣 RFI、大

公網

(201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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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由，粗暴對待、強行上手銬帶走，員警

施暴影片在網路廣為流傳，引起社會輿

論撻伐。29日六安市政府表達歉意，並

由市政法委成立調查組，查辦警方執法

情況。 

29) 

7 20180531 李文足、許艷/

中國大陸維權

律師王全璋之

妻、余文生之

妻 

4月 4日起李文足進行「徒步尋夫」計

畫，從北京徒步前往天津，要求天津市

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回應王全璋案。9 日

上午李在天津被執法人員帶走，下午獲

釋後返回北京，遭軟禁家中。11日 709

案家屬及李的親友欲探視，遭國保、居

委會人員圍堵、毆打。5月 24日德國總

理梅克爾訪陸期間會見李文足、許艷，

對中國人權問題交換意見並合影。31

日許被住家當地派出所限制出行、搭計

程車。李文足受訪強調，國際社會關注

會對中共有影響力，會讓其不敢明目張

膽的限制他們的自由。 

美國之音、中

央社 

(2018/5/31) 

8 20180531 鮑彤、高瑜、

查建國等 /中

國大陸異議、

維權人士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

被要求六四之前不能受訪，否則就要被

旅遊；高瑜、查建國、何德普、六四傷

者齊志勇、「天安門母親」團體發起人

丁子霖、張先玲等人，已被帶走旅遊或

被軟禁在家。山東民主人士李紅衛和於

新永則因多年前曾參加六四紀念活

動，被濟南市警方以尋釁滋事為由刑事

拘留。 

自由亞州電臺 

(2018/5/31) 

9 20180615 孫文廣 /山東

大學退休教授 

孫在濟南舉辦紀念六四活動近 10年， 5

月 3日被當地國保提前帶走，非法羈押

42 天後，6 月 15 日獲釋返家，但仍被

嚴密監控。 

自由亞洲電台

(2018/6/18) 

10 20180619 江蘇鎮江退伍

軍人 

6 月 19 日江蘇鎮江退伍軍人赴市政府

集體維權，訴求未獲回應且遭不明人士

攻擊，引起各地退伍軍人不滿，號召逾

2,000人到鎮江聲援；23日清晨官方動

員大批警力強制清場，傳有 15 人重傷

送醫，其餘人員都被隔離拘留在附近學

校等待遣返原籍。 

民生觀察

(201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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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80710 劉霞 /諾貝爾

和平獎得主劉

曉波遺孀  

7 月 10 日劉霞在德國大使陪同下由北

京搭機赴德國柏林，並獲德國政府提供

沒有期限的居留證，確定可長期在德國

生活、工作。惟其弟劉暉未能同行，外

界認為中共將其弟做為人質，以約束劉

霞在外發言及活動。 

自由亞洲電台

(2018/7/10) 

12 20180710 

 

 

北京天則經濟

研究所 

7月 10日該研究所大門被強行封鎖，5

名職員被困求助警方。近年天則研究所

官網、微博等遭官方關閉，辦公室亦遭

房東逼迫搬遷，研究所所長盛洪認為打

壓行動來自於部分不能容忍社會多元

的官員。 

自由亞洲電台

(2018/7/11) 

13 20180730 山東、河南等

地退伍軍人 

7月 16日，百名退伍老兵聚集河南省民

政廳，要求與傳聞赴當地調研的退役軍

人事務部部長孫紹騁見面；24日山東煙

臺數十名退伍老兵計畫進京上訪，遭當

地警方及維穩人員圍堵在煙臺火車站。 

美國之音

(2018/7/30) 

14 20180801 孫文廣 /山東

大學退休教授 

孫教授於 8月 1日與美國之音直播節目

受訪時遭警方帶走後下落不明，有百名

山東大學校友簽發連署公開信；15日傳

孫被軟禁在家中，但無法與外界聯繫。 

美國之音

(2018/8/15) 

15 20180802 中國大陸穆斯

林 

中共要求赴麥加朝拜的穆斯林佩戴具

有 GPS追蹤功能的「朝覲通」，外界認

為中共利用現代科技迫害人權，並將監

控延伸至海外。 

美國之音

(2018/8/2) 

16 20180806 P2P 網路貸款

平臺倒閉受害

者 

中國大陸各地 P2P 網路借貸平臺受害

者 8 月 6 日在北京金融街附近集體維

權，惟官方早已部署千名警力、百輛巴

士對維權民眾進行抓捕。 

美國之音、自

由亞洲電台

(2018/8/6) 

17 20180809 穆達偉（David 

Missal ）/清華

大學新聞系德

國留學生 

穆達偉曾採訪多名維權律師及家屬遭

警方拘押、訊問，8 月初北京公安局以

穆達偉所從事的活動不屬於其學生簽

證的範圍，註銷其簽證，並要求於 8月

12日離境。 

美國之音

(2018/8/12) 

18 20180810 熱依拉 ·達吾

提 （ Rahile 

Dawut）/新疆

熱依拉為國際知名維族文化研究女學

者，去年 12 月從烏魯木齊前往北京後

失蹤至今，其家人、朋友認為不能再沉

紐約時報

(201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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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大學教授、新

疆民俗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 

默，持續沉默無法讓她重獲自由。 

19 20180814 桂敏海 /香港

銅鑼灣書店股

東 

2015年 10月於泰國失蹤，中共央視稱

桂涉及 2003 年交通事故，自願返陸自

首。2017年 10月 17日桂獲釋後被軟禁

於浙江寧波。2018年 1月 20日桂在瑞

典外交人員陪同赴北京途中被公安拘

捕。2月 9日桂在寧波看守所受訪，稱

被瑞典領事慫恿離開中國大陸，成為

「瑞典的棋子」，呼籲瑞典政府不要再

繼續炒作事件，其只想等待案件結束並

住在中國大陸。2月 10日新華社證實，

桂因涉非法經營、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嫌

偵辦中。 

3 月 8 日瑞典外交大臣瓦爾斯特倫

（Margot Wallstrom）批評中國大陸阻擋瑞

典醫生探視桂敏海。9 日中共外交部發

言人耿爽稱瑞典的指責毫無依據，桂的

身體狀況良好，已有專家問診，稱其不

想見瑞典醫生。6 月 6 日瑞典國慶前

夕，瑞典 37 家媒體發表聲明，批評中

共粗暴踐踏人權，要求立即釋放桂民

海。8 月瓦爾斯特倫透露，有瑞典醫護

人員為桂民海檢查，並再次呼籲北京將

其釋放。 

法新社

(2018/8/13) 

20 20180909 深圳佳士科技

公司員工 

7 月初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員工為組建工

會進行維權；27日 20餘名員工被警方

以「尋釁滋事」罪抓走，公安進駐工廠，

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學

生網路聲援，各地人士紛赴深圳聲援； 

24 日遭警方突襲抓捕多名到深圳聲援

的學生。9月 9日部分聲援佳士工人組

建獨立工會的工人及大學生到湖南韶

山，舉行紀念毛澤東忌日活動，藉機諷

刺中共當局不支持工人組工會，轉向毛

請願，該團體隨即遭警方帶走。 

美國之音

(2018/9/9) 

21 20180910 中國大陸退伍 10 日四川省各縣市數百名退伍老兵聚 美國之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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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軍人 集省政府民政廳，要求落實先前與國務

院督察組在成都座談的承諾，未獲回應

而與警方發生衝突；同日還有退伍老兵

在北京中南海、退役軍人事務部與中央

軍委周邊請願，遭大批警力包圍攔截。

19至 20日數千名老兵聚集退役軍人事

務部外廣場維權抗議和警察發生衝突。 

由亞洲電臺

(2018/9/11、20) 

22 20180911 史竟 /維權人

士史庭福之子 

申請 10 月赴臺觀摩選舉，被當地公安

傳喚並警告不得赴臺，史認為可能已經

被限制出境。 

民生觀察

(2018/9/11) 

23 20180924 安徽省蕪湖市

得得貝、童馨

幼兒園家長 

近 500名家長在幼兒園門口抗議園方提

供發霉米飯、過期雞腿等過期食品，部

分家長遭警方逮捕。 

聯合新聞網

(2018/9/24) 

24 20181012 孫世華 /廣州

律師 

孫擔任律師超過 20 年，長期代理商業

案件；9月 20日第一次接手刑事案件，

即被廣州市荔灣區華林街派出所員警

關押，並被警方誣陷其自導自演。 

BBC中文網

(2018/10/12) 

25 20181019 岳昕 /北京大

學畢業生 

北大畢業生岳昕因聲援深圳佳士工人

維權，8月 24日被警方帶走後，至今杳

無音信。10月 19日佳士工人聲援團官

網發出「尋找北大女孩岳昕發起信」。 

自由亞洲電臺 

(2018/10/22) 

26 20181024 江西省鄱陽縣

遊城鄉北塘

村、土塘村村

民 

當地千名村民聚集反對興建垃圾焚燒

發電廠，遭當地政府動員員警、特警強

力維穩，抗議消息被封鎖，相關影片也

在微博遭遮蔽刪除。 

美國之音 

(2018/10/24) 

27 20181030 孟葛瑞絲 /前

中共公安部副

部長孟宏偉之

妻 

孟妻在法國受訪表示接到恐嚇電話，已

被中共派的兩個小組盯上，中共外交官

則稱要轉交孟的家書，約孟妻見面，孟

妻認孟遭遇「殘酷而骯髒的政治迫

害」。 

自由亞洲電

臺、美國之音 

(2018/10/19、

30) 

28 20181103 盧廣 /環境攝

影師 

盧現居於紐約，持有美國綠卡，經常關

注中國大陸毒品、愛滋病等社會問題。

10月 23日受邀到烏魯木齊交流，11月

3日起與外界失聯，遭新疆國保帶走。 

BBC中文網 

(2018/11/27) 

29 20181107 湖南風鑽工人 逾 300名過去在深圳工作罹患塵肺病的

湖南風鑽工人及家屬，7 日赴深圳市社

保局、市政府遊行索償，遭警方以辣椒

香 港

01(201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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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催淚瓦斯驅離及遣返。 

30 20181109 深圳市中華全

國總工會社區

幹部 

深圳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中

華全國總工會的 2名社區幹部，疑因幫

助深圳佳士公司工人組建工會遭官方

秋後算帳。 

美 國 之 音

(2018/12/4) 

31 20181109 于天夫、張聖

業、孫敏、宗

揚 /北京大學

學生、畢業生 

9 日晚間于天夫在北京大學校園內遭黑

衣人圍毆，尋找岳昕活動發起人張聖業

疑遭綁走。另北京大學畢業生孫敏、宗

揚則在上海、廣州失蹤，疑與聲援深圳

佳士工人維權有關。 

自由時報 

(2018/11/12) 

32 20181116 黃文勳 /廣東

異議人士 

黃文勳在網路公佈將以跑步慶祝雙十

節，隨即公安以「尋釁滋事」為由刑事

拘留，11月 16日廣東惠州市博羅縣國

保通知家屬黃被正式逮捕。 

自由亞洲電臺 

(2018/11/19) 

33 20181211 山東平度市退

伍軍人 

38 名平度老兵進京上訪途中被當地公

安暴力截訪，6 人住院，各地老兵聚集

平度聲援，當局從青島、濰坊、煙臺等

周邊城市調遣數千名公安特警，動用催

淚彈暴力清場。12月 11日山東省公安

機關對 10 人提起妨害公務罪、故意傷

害罪、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尋釁

滋事罪等刑事強制措施。 

新唐人、新華

社

(2018/10/10、

12/11) 

34 20181216 新疆哈薩克族

人 

16 日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區哈巴河縣等

地哈薩克族中小學生，因拒絕食用豬肉

發起遊行示威，約 400名學生被警方帶

走，下落不明。 

自由亞洲電臺 

(2018/12/18) 

35 20181226 邱占萱 /北京

大學馬克思主

義學會會長 

26 日邱占萱赴紀念毛澤東冥誕 125 週

年活動前遭不明人士帶走；27日該學會

被校方要求改組，由中共黨員、預備團

員與共青團員取代。 

自 由 時 報 

(2018/12/26、

29) 

36 20181228 李文足 /維權

律師王全璋之

妻 

李獲得 2018 年瑞典「愛德爾斯塔姆人

權獎」（The Edelstam Prize），惟遭中共

禁止出境，改由盲人律師陳光誠妻子袁

偉靜代領。12月 26日王全璋開庭時，

李文足遭軟禁在家；28日李赴中國大陸

最高人民法院請願，遭約 600名特勤人

員包圍，強制驅離。 

中 央 社 

(201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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