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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宗教自由 

2018.1-12（25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180326 郭希錦 /教廷

任命的福建閩

東教區「地下

主教」 

3 月 26 日郭赴中國大陸宗教事務局辦

公室，晚間即遭公安帶走，傳係郭不願

與地上主教共融共祭，及加入愛國會所

致；27 日獲釋；29 日現身主持彌撒，

外傳其鼓勵教友勇敢，隨後又遭公安帶

走。4 月 3 日中國大陸國家宗教事務局

副局長陳宗榮受訪表示，郭已於 3月 31

日下午，復活節前返回教區參加有關活

動，其自由受限的說法不符合事實。 

亞洲新聞、紐

約時報、香港

01、新城新

聞、立場新聞

(2018/3/26-4/3

)  

2 20180405 聖經 網傳中共有意重新編譯「聖經」等宗教

書籍，添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要

求網路書店自 2018 年 3月 30日起，將

「聖經」全面下架，禁止販售；4月起，

淘寶、京東、當當網等網售平臺確實已

將「聖經」下架。 

自由時報

(2018/4/5)  

3 20180516 維吾爾等少數

民族人士 

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多里坤·艾沙受訪

表示，中國政府在 5 月 16 號開始到 6

月中結束的齋月期間逮捕更多的維族

人士，並禁止政府雇員在齋月期間禁食

或到清真寺，還舉辦飲酒、吃豬肉比賽

活動。 

美國之音

(2018/6/3) 

4 20180529 西藏喇榮五明

佛學院和亞青

寺的僧人 

美國國務院「2017 年國際宗教自由報

告」批評中國加強對維吾爾人、西藏僧

侶、基督徒和法輪功信徒的鎮壓，指出

中國當局繼續驅逐喇榮五明佛學院和

亞青寺的僧人，被驅逐者至少有 1 萬

1,500人，並拆毀逾 6,000間僧舍，並強

迫僧人進入「愛國再教育中心」改造。 

中央社、美國

之音

(2018/5/29、

6/2)  

5 20180517 世界維吾爾大

會總書記多裡

坤·艾沙之母 

多裡坤·艾沙之母 1 年多前被以「受到

宗教極端主義影響」，拘留於新疆阿克

蘇柯坪縣「第二再教育中心」，近期被

證實已於 5月 17 日去世。多裡坤·艾沙

表示其父、兄弟皆下落不明，他的處境

自由亞洲電台

(20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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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維族人的共同遭遇。 

6 20180615 崔泰 /梵蒂岡

教廷認可的張

家口市宣化教

區助理主教 

1993年起，崔泰多次被中國當局以「非

法傳教」、「非法舉行宗教集會」等名義

勞教、拘留和軟禁。近期崔疑似遭官方

秘密關押逾 2個月。6 月 13日香港天主

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發起網路聯署，呼籲

全球信徒簽名，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崔泰

及其他被關押的信徒。 

香港 01 

(2018/6/15) 

7 20180629 曹三強 /美籍

牧師 
曹牧師長期在雲南、緬甸貧困地區協助

少數族群，提供食物、衣服，建立學校

並傳教。3 月 5 日曹從緬甸以非正規方

式返回雲南遭捕，官方以「組織他人偷

越國境罪」一審判決 7年有期徒刑。其

友人稱近年官方已關閉曹創辦的多間

學校，針對外國傳教士監控、打壓。6

月底美國眾議院議員聯名要求美國政

府出面解救。 

美國之音

(2018/6/29)  

8 20180715 廣州聖經歸正

教會 
廣州聖經歸正教會禮拜聚會時，遭到員

警、宗教局、食品藥品監督及文化執法

大隊等近 40 人衝入會場干擾，牧師在

內等民眾被帶走盤問，聚會者身份證資

訊被登記，教會學校和食堂被查封。番

禺區宗教局並向牧師黃小甯送達「責令

整改通知書」，要求立即停止聚會活

動。此外，廣州多名律師接到司法局通

知，要求不得代理基督教維權案件。 

美國之音

(2018/7/18)  

9 20180805 北京地區家庭

教會 

北京 48 所家庭教會發表連署聲明，批

評各地教會受到官方無端干擾，侵犯信

徒的正常信仰，籲當局停止打壓家庭教

會，尊重中國憲法明訂的宗教信仰自

由。 

美國之音 

(2018/8/5) 

10 20180809 寧夏回族自治

區同心縣韋州

清真大寺 

今年 5月，寧夏吳忠市紀委監察委通報

韋州清真大寺存在違規擴建問題。當地

政府下令該寺在 8 月 10 日前自行拆

除。傳地方政府要拆掉清真寺頂部的 8

個穹頂，有意抹滅宗教的代表符號。 

美國之音、南

華早報

(201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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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80822 河南、安徽基

督教教友 
美籍華裔牧師劉貽貼出中共官方印製

的 2種不再信仰基督教的個人承諾書、

聲明，證明官方正在強迫民眾不再信仰

基督教，要求堅決聽黨話，跟黨走。 

美國之音

(2018/8/23)  

12 20180902

、21 

新疆維吾爾族

穆斯林 

8 月 10 日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

副主席麥道高（Gay McDougall）稱，估計

高達 100萬名維族穆斯林被拘禁於新疆

「反極端主義中心」，另有 200萬人被

迫要進所謂「再教育營」，接受文化與

政治教化。 

1 名在北美讀大學的維族人，暑假返回

新疆就先被關押到「再教育營」等待審

核，17天後獲釋。3名維族人受訪稱，

營內空間狹小，警衛用酷刑管理，每天

要高聲朗讀歌頌政府的文章及高唱中

國歌曲，否則沒有飯吃。 

中央社、自由

亞洲電臺

(2018/9/2、21) 

13 20180911 北京、四川、

廣東等基督教

教會 

2 日廣州「聖經歸正教會」聚會時被控

非法集會，並以「妨礙公務罪」抓捕 8

人；9 日北京、四川等地以違反「新宗

教事務條例」禁止教會舉行禮拜，對教

會開罰、沒收聖經，並帶走傳道人員；

10 日超過千名信徒的北京錫安教會被

關閉，遭沒收「非法宣傳資料」。 

立場新聞 

(2018/9/11)  

14 20180927 浙江、江西醫

護人員 

院方要求醫護人員簽署不信教、不參與

宗教活動、不宣傳宗教思想的責任書（保

證書），並要求員工間要適時發現、制

止、舉報宗教工作中發生的違法違紀行

為，情節嚴重者恐遭解聘、開除。 

自由亞洲電臺 

(2018/9/27) 

15 20181026 周勇軍 /天安

門學運領袖 

周 1998 年返中被以「偷越國境罪」判

處勞教 3年，後續被以不同罪名拘捕。

8 月周在廣西東興市遭控「涉嫌利用邪

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逮捕。 

自由亞洲電臺 

(2018/10/26) 

16 20181102 蘇貴朋、趙賀/

河北地下教會

神父 

蘇、趙兩名神父分別在 10月 13、24日

被官方帶走，要求學習「宗教條例」進

行思想轉化，加入中國大陸天主教愛國

會。另傳河北進行非法宗教活動取締行

動，已有 10多個地下教會地點遭關閉，

天亞社

(20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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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強迫教友服從愛國教會。 

17 20181104 河南地下教會 河南省上蔡縣黨店鎮幹部以拆除違章

建築建築為名，強拆格大張村天主堂的

十字架和鐘樓。河南南陽市則以傳銷罪

名對基督徒進行抓捕審判，已有 2名基

督徒被以傳銷罪的名義抓捕。 

美國之音

(2018/11/4) 

18 20181122 盧丹華 /浙江

麗水教區地下

教會神父 

盧神父 2017 年 12 月 29 日疑因在青田

天主堂舉行彌撒被認定為非法，遭官方

帶走拘留，因胞弟病重，盧於 11 月 22

日獲釋。 

天亞社

(2018/11/30) 

19 20181123 邵祝敏 /浙江

溫州地下教會

主教、 

9日邵被樂清市宗教局人員帶走，稱 10

至 15 天後會釋放。外界猜測與邵 4 日

參加林錫黎主教墓前舉行追思彌撒有

關，該場活動聚集逾 500 人，遭當局關

切，或與中央宗教巡視組到溫州有關。

拘留 14天後，邵於 11 月 23日獲釋。 

香港 01 、天

亞社

(2018/11/14、

30) 

20 20181209 四川成都秋雨

聖約教會 

9 日起四川成都秋雨聖約教會信徒陸續

遭警方帶走，要求簽署不再聚會的保證

書才獲釋放，另有 18 人被刑事拘留、3

人行政拘留。24日該教會房產被社區佔

用成辦公場所。 

香港 01 

(2018/12/25) 

21 20181210 更敦嘉措、曲

格嘉措 /西藏

民眾 

國際人權日前夕，四川阿壩縣 2 名 16

歲藏人更敦嘉措、曲格嘉措高喊「西藏

自由」等口號後自焚身亡。 

BBC 中文網

(2018/12/25) 

22 20181216 廣東廣州榮桂

裡教會 

60餘名當地宗教、教育、員警單位以違

反宗教條例為由，對教會進行查封。 

南華早報

(2018/12/16) 

23 20181225 禁止聖誕節 河南、河北、湖南、貴州、廣西、安徽

等城市在聖誕節前發布禁令，要求嚴格

管控各類聖誕節物品、宣傳活動。安徽

泗縣有小學校長發表「聖誕節是中國人

的恥辱」演講。 

自由亞洲電臺 

(2018/12/14) 

24 20181227 李常興 /法輪

功信徒 

2017 年 4 月 19 日李常興因宣傳、印製

大量法輪功宣傳品遭廣州市公安逮

捕。2018年 9月 6 日李被控利用邪教組

織破壞法律實施罪，遭判處 4年有期徒

刑。 

中國反邪教微

博 

(2018/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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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81229 雲南大理白族

自治州巍山彝

族回族自治縣

清真寺 

29日雲南官方以清真寺屬違章建築、信

徒從事非法宗教活動為由，對大理白族

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回輝登、

三家村、馬米廠等地的 3間清真寺強行

封鎖並準備拆除，派出 100多名特警、

武警到場取締。 

自由時報 

(201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