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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言論自由 

2018.1-12（36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180126 林生亮 /深圳

居民 

林因在共享單車及公車站塗鴉「關注郭

文貴」等字，被法院以「尋釁滋事罪」

判刑 1 年 2 個月。林對其行為表示認

錯，但不認罪，已提請上訴；其律師則

指此事完全不構成刑事犯罪。 

自由亞洲電臺

(2018/1/26)  

2 20180208 段功偉/「南方

週末」總編輯 

2月 8日「南方週末」撤除「海航又鬧

錢荒」、「海航危機史」2 篇關於海航集

團財務狀況的調查報導，總編輯段功偉

隨後去職。國際記者聯盟亞太辦公室，

要求雜誌說明相關處分，籲中國大陸媒

體勿再繼續進行自我審查。 

明報

(2018/2/8) 

3 20180214 丁文婷 /湖北

武漢居民 

丁因在微博留言「武漢市長滾」，遭當

地公安局以「在微博上公開發表辱罵他

人的言論，造成不良後果」為由行政拘

留 10 天。維權律師指丁的留言瀏覽量

僅有 70幾次，凸顯當局係選擇性執法，

濫用權力。 

香港 01 

(2018/2/18)  

4 20180306

、16 

沈良慶、黃美

娟 / 廣 東 廣

州、安徽合肥

居民 

沈良慶曾任職檢察官，因參與「六四學

運」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被判刑 1

年 6個月。近年仍持續公開評論西藏人

權、社會弊端，並支持香港雨傘運動。

3月 6日沈因在推特批評「修憲」被當

地公安帶走。 

黃美娟因受外媒訪問發表對修憲的看

法，被當地公安、國保員警警告、威脅。

黃認為中共官方邀請外媒採訪「兩

會」，卻不允許百姓受訪是兩套標準。  

紐約時報中文

網、希望之聲

(2018/3/9、17)  

5 20180327 黃靜怡、耿彩

文 /湖北武漢

居民 

3月 1日黃靜怡、耿彩文因錄製「倒車」

影片，被中共當局認為，諷刺習近平修

憲刪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係開「倒

車」，遭行政拘留 15天。16日拘留期滿

未如期獲釋，再被軟禁在郊區渡假村 10

天，不得與外界聯繫，直至「兩會」閉

自由亞洲電臺

(201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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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6 20180329 徐秦 /人權組

織「中國玫瑰

團隊」負責人 

2月 10日徐自江蘇揚州到昆山途中，遭

公安以「尋釁滋事」為由刑事拘留。3

月 21日被改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外傳「中國玫瑰團隊」成員已逾 50 人

被抓捕，或被要求退群。 

大紀元 

(2018/3/21、

29) 

7 20180423 岳昕 /北京大

學外國語學院

學生 

4 月初岳昕向北京大學申請公開該校前

中文系教授沈陽涉嫌性侵女學生高岩

的原始檔案，遭校方推辭拒絕。4月 22

日岳遭校方及親屬施壓後返家；23日岳

發布公開信批評北大扭曲事實、威脅其

學業進度，並在網路流傳；同日北大校

園「紅旗團委」宣傳欄被張貼 3張聲援

岳昕的大字報，傳達學生的強烈不滿。 

自由時報

(2018/4/29) 

8 20180504 樊立勤 /北京

大學校友 

5月 4日北京大學校友樊立勤在北大校

園張貼大字報，批評毛澤東搞個人崇拜

給中國人帶來災難，現在習近平「大搞

個人崇拜」可能讓悲劇重演，要求反對

個人崇拜、堅守憲法，國家領導人必須

實行任期制。大字報貼出約 10分鐘後，

員警、便衣、學校保衛處人員和學生將

樊立勤圍住，被警方帶走。 

中央社

(2018/5/8) 

9 20180520 翟桔紅 /中南

財經政法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

副教授 

翟被控於 4 月 25 日政治學課中，教授

「政府結構與功能」時，錯誤解釋中國

憲法修改情況，錯誤介紹中國國企產權

制度，妄議中國人大制度，片面介紹其

他國家地區的政治制度，在學生當中產

生負面影響，遭建議開除黨籍，記過處

分，並調離教學科研職務。 

自由時報 

(2018/5/20) 

10 20180602 陳家鴻等 /廣

西律師、上海

等地維權人士 

陳家鴻、徐佩玲等人因在飯店聚餐時呼

喊涉及六四口號後，遭當地員警帶回派

出所訊問。湖南株洲維權人士陳思明、

何家維因拿六四標語與坦克車合照，被

當地派出所要求禁止離開該地區，等待

傳喚調查。 

自由亞州電臺 

(2018/6/4) 

11 20180613 葉啟明 /江西

作家 

葉因公開撰文質疑習近平 4月於博鰲亞

洲論壇宣佈擴大對外開放政策，遭官方

法廣 RFI 

(201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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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涉嫌尋釁滋事逮捕，被刑事拘留。 

12 20180624 蝌蚪往人 /中

國大陸網友 

該網友在中國大陸「虎撲」論壇發表看

好阿根廷球員梅西（Lionel Messi）「連任

3屆隊長」，遭網管認定隱射習近平修憲

刪除連任限制，為敏感政治言論，封鎖

其帳號 7天，並須經通過「考試」才能

回復權限。 

自由時報

(2018/6/27) 

13 20180626 子肅 /雲南省

黨校退休教師 

2014年子肅自雲南省委黨校退休後，積

極參與民間維權運動，並在 2017 年 4

月發表公開信要要求「十九大」總書記

黨內直選，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

起訴書指子肅以手機散佈公開信，大肆

攻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習近平，以及

勾連境外敵對人員預謀武裝暴動等；6

月 26 日四川成都中級法院召開庭前會

議，子肅出席，並堅持自己無罪。 

自由亞洲電台

(2018/6/26) 

14 20180630 尤盛東 /廈門

大學嘉庚學院

教授 

尤在廈大主講國際貿易、世界經濟學，

疑似在課堂有政治發言遭學生舉報，被

校方以「言論偏激」解聘。同時有百名

廈大學生在網路連署要求改變解聘決

定，並在微博表達不滿。尤稱其教書生

涯從未遇過此種情況，到了晚年竟要開

始說假話。 

中央社

(2018/6/30) 

15 20180706 王剛 /河北工

程大學臨床醫

學院副教授 

王剛 2012 年曾對共產黨中央發表公開

信，希望能走上政治改革的道路，近年

則創設「上海百姓維權」與「中國百姓

維權」等微信群，呼籲民眾移民。7 月

6 日所屬學校以「言論違反師德」將其

解聘。 

自由時報

(2018/7/7) 

16 20180715 樂某 /江西網

友 

樂某在微信群稱當地幹部「死了好」、

「美國打過來，我願做漢奸」，遭當地

警方以「惡意發表侮辱性言論」、「涉嫌

尋釁滋事」逮捕，處以行政拘留 6日。 

香港 01 

(2018/7/15) 

17 20180724 許章潤 /清華

大學法治與人

權研究中心主

任 

7月 24日許撰文批判近年政治倒退，要

求警惕極權回歸、恢復國家主席任期

制，制止個人崇拜，實施官員財產陽光

法案、平反六四等意見。許目前在海外

美國之音 

(201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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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學，但仍擔心自身安全。 

18 20180729 張曉山 /前中

共國土資源部

航空物探遙測

中心主任 

網傳中共自然資源部派駐紀檢組公文

指出，2015年來張在微信同學群發布和

轉發妄議中央、醜化黨和國家形象、詆

毀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否定黨史、軍

史的言論和文章，對張進行立案調查。

另傳張出生革命家庭，係紅二代一員，

且 2005年退休已 10餘年，再遭組織調

查引起外界譁然。 

自由亞洲電台

(2018/7/29) 

19 20180801 董建彪 /潑墨

女孩董瑤瓊之

父 

董建彪與律師赴關押董瑤瓊的株洲市

三醫院，未能見到女兒，卻再次被警方

帶走。 

自由亞洲電臺 

(2018/8/1) 

20 20180817 楊某 /安徽網

友 

楊某在微博發表「哪條法律規定不許說

臺灣國了」、「安倍首相是我親爹」等言

論，被認定違反國家法律、褻瀆民族情

感，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 

澎湃新聞 

(2018/8/17) 

21 20180820 倪某 /海南三

亞網民 

7月 19日倪在微信群中稱「習豬頭最近

怎麼樣了，好幾年沒看新聞聯播了」；8

月 20日警方以「公然侮辱他人」為由，

處以行政拘留 10 天，罰款 500 元人民

幣。 

蘋果日報

(2018/8/20) 

22 20180831 周運中、田佳

良 /廈門大學

助理教授、博

士生 

廈門大學通報稱周運中多次發表錯誤

言論，損害黨和國家形象，傷害國人感

情，決定解除聘用關係。廈大博士生田

佳良則因在網路批評中國人到處丟垃

圾，是「惡臭你支」，被開除黨籍，勸

退學籍。 

自由亞洲電台 

(2018/9/3) 

23 20180924 王棟 /湖南城

市學院新生 

校方以王網路留言稱「老子一輩子都不

可能愛國」，並在宿舍發表政治言論，

對同室同學愛國言論冷嘲熱諷，認定其

散佈辱國錯誤言論，取消入學資格。 

自由亞洲電臺 

(2018/9/24) 

24 20180930 楊紹政 /貴州

大學經濟學院

教授 

8 月 15 日貴州大學以楊長期在網上發

表和傳播錯誤性政治言論，將其開除。

楊提出申訴，9 月 30 日校方維持原處

分。 

自由亞洲電臺 

(2018/10/2) 

25 20181007 楊凱莉 /虎牙

直播主 

楊 10月 7日因翻唱中共「國歌」，被上

海公安以違反「國歌法」處以行政拘留

自由亞洲電臺 

(201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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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楊事後發表公開信表示對不起祖

國、粉絲和平臺，會努力學習「國歌

法」，維護國歌的嚴肅性。 

26 20181013 趙思運 /浙江

傳播學院文學

院副院長 

趙被校方指控在 9 月 30 日開學典禮致

詞不當，且在 2013-15年間轉發或發表

錯誤言論，對其給予黨內嚴重警告。 

北京新京報

(2018/10/14) 

27 20181023 呂千榮 /安徽

網路作家 

呂因發表批評習近平的言論，8月 1日

當地警方以「發表對國家不利的言

論」，涉嫌「尋釁滋事」為由限制行動，

並被強制送到德安醫院精神科做鑑

定，遭關在精神病院 65天。 

自由亞洲電臺 

(2018/10/24) 

28 20181024 劉成昆 /網路

媒體人 

劉在網路發表小說被認為影射內蒙古

伊利集團董事長潘剛起家史、家庭狀

況，以及涉貪腐外逃，遭呼和浩特警方

跨省抓捕。呼和浩特市回民區法院以

「尋釁滋事罪」判處劉有期徒刑 8個月。 

自由亞洲電臺 

(2018/10/24) 

29 20181101 董奇 /廣東惠

州居民 

董奇因穿著印有郭文貴標語「一切都是

剛剛開始」T恤，被以「尋釁滋事罪」

逮捕；11月 1日遭判刑 1年 6個月。 

美國之音

(2018/11/3) 

30 20181102 張廣紅 /廣州

知名網民「拈

花時評」 

張遭控 2017年在微信群、境內外網站，

發佈攻擊黨和政府、國家領導人的言

論，嚴重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秩序，且

至今沒有認罪，原「誹謗罪」被改為「尋

釁滋事罪」。11月 2日遭判刑 1年 6個

月。張已表達不服，提出上訴。 

美國之音

(2018/11/3) 

31 20181104 劉大聖 /蘇州

大學畢業生 

劉在美國旅遊期間拍攝影片稱讚臺灣

言論自由和民主投票，籲臺灣絕不能被

中共統一，遭陸網友批評、肉搜，傳江

蘇老家被公安威脅，要求其停止發言。 

阿波羅新聞網 

(2018/11/6) 

32 20181111 張盼成、祁怡

元 /前北京大

學保安及其友

人 

11 日陸網路流傳張在北京大學的自拍

影片，表示反對一黨專政、要求言論自

由和釋放被失蹤董瑤瓊、華湧、佳士工

人、岳昕等。其友人祁怡元另自拍影

片，穿著寫有「反對習禁評倒行逆施」

上衣，要求結束共產黨一黨獨裁，2 人

皆已失蹤。 

博訊新聞網 

(2018/11/12) 

33 20181112 天則經濟研究 5 日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被以有危 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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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害國家安全為由，禁止出境參加美國哈

佛大學舉行的研討會。12日該研究所的

子公司遭吊銷營業執照後，盛洪公開譴

責，認為官方作為與習近平聲稱保護民

企背道而馳。 

(2018/11/05、

12) 

34 20181207 徐琳 /廣東網

路作曲家 

7 日廣州南沙法院認定徐琳利用網路多

次辱駡國家領導人，以尋釁滋事罪判處

3年有期徒刑。 

自由亞洲電臺 

 (2018/12/7) 

35 20181225 孫林 /南京公

民記者 

孫林因轉發敏感文章，以及公開呼籲打

倒共黨政權，25日遭南京市中級法院以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 4年。 

自由亞洲電臺 

 (2018/12/27) 

36 20181228 網站「寒冬」

旗下撰稿人 

該網站 28日表示旗下超過 45名中國大

陸撰稿人，因採訪中共箝制宗教、侵害

人權，以及新疆再教育營等議題，被以

間諜罪、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 

美國之音 

 (2018/1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