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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維權人士 

2018.1-12（34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180206 林炳興、石立

琴等人 /福建

訪民 

2016年 8至 9月杭州 G20峰會期間，

因舉牌要求公平、公正、公義，穿著紀

念「六四」衣服等事，被控尋釁滋事罪。

2018年 2月 6日，其中 11人被認定成

罪，刑期最高 2年 3個月，所有人均表

示要上訴。 

自由亞洲電臺

(2018/2/6) 

2 20180208 史庭福 /維權

人士 

2017年 6月 4日史穿著「勿忘六四」上

衣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門外演講，隨即

被控尋釁滋事罪，遭刑事拘留，羈押於

南京市雨花臺區看守所。2018年 2月 8

日於當地法院認罪，律師透露係因身體

狀況而須妥協。 

大紀元

(2018/2/13) 

3 20180212 隋牧青 /維權

律師 

2 月 12 日廣東省司法廳以擾亂法庭秩

序、在會見室拍照等事由，吊銷隨的律

師執業證。2017年下半年起，已有雲南

王理乾和王龍德、山東祝聖武被吊銷律

師執業證，浙江吳有水則被停止執業 9

個月，外界認為中共當局藉吊證整肅維

權律師，影響不亞於 709大抓捕。 

美國之音 

(2018/2/12) 

4 20180210 徐秦 /維權組

織中國人權觀

察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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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屬

認為與徐聯署聲援維權律師余文生，以

及 2017年 12月聲援拍攝北京驅趕「低

端人口」紀錄片的行動藝術家華涌有

關。 

自由電子報

(2018/2/11) 

5     

6 20180416 甄江華/「翻牆

網」執行編輯 

2017年 9月 1日甄因指導網友突破網路

封鎖，並參與非政府組織協助維權，遭

官方帶走調查。2018年 3月 30日被以

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

捕；4月 13日甄的 2名辯護律師被警方

通知遭到解聘。 

自由亞洲電臺 

(2018/4/16) 

7 20180417 吳淦/「709案」

遭抓捕維權人

士 

2015年 7月吳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

逮捕，2017年 8月 14日天津法院閉門

審理，12月 26日法院稱吳犯罪行為積

香港蘋果日報

(201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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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極，情節惡劣，社會危害性大，主觀惡

性深，應依法從嚴懲處，判有期徒刑 8

年，剝奪政治權利 5年。美、德駐中大

使館發布聯合聲明，籲立即釋放吳淦。

2018年 4月 17日，天津高院二審宣布

維持原判。 

8 20180420 余文生 /維權

律師 

中共「十九大」期間，余發表公開信，

建議罷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2018年 1

月 17 日再發表「關於修憲的公民建

議」，要求刪除憲法序言等以黨治國、

治軍相關內容；19日余被控妨礙公務遭

警方帶走。4月 20日江蘇徐州市檢察院

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涉

嫌妨害公務罪」，對其正式逮捕，並依

余的聲明書解聘其辯護律師。 

新唐人

(2018/4/24) 

9 20180426 黃永祥 /維權

人士 

黃曾參加聲援 709案維權律師王宇、海

祭劉曉波等活動，並遭警方以「尋釁滋

事罪」、「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等罪刑事

拘留。4月 25日黃被以涉嫌「煽動顛覆

國家政權罪」抓捕，羈押在珠海市第一

看守所，其友人認為與甄江華案有關。 

自由亞洲電臺 

(2018/4/26) 

10 20180514 覃永沛律師、

百舉鳴律師事

務所 

廣西百舉鳴律師事務所、秦永敏等多件

敏感案件，並接納廣西的人權律師。5

月 14 日廣西司法廳以覃永沛使用假文

憑，註銷其律師執業證書後，21日通知

其所屬事務所立即解散，但未出具書面

資料。覃認為中共當局打壓人權律師是

有整體規劃、部署，並逐步行動。 

大紀元 

(2018/5/21) 

11 20170517 李和平 /維權

律師 

2017年 4月 28日李被以顛覆國家政權

罪判處有期徒刑 3年，緩刑 4年。2018

年 4 月 25 日北京市司法局通知將吊銷

李的律師執照。據中共「國家統一法律

職業資格考試實施辦法」新規，遭吊銷

法律職業資格者將不得再參加法律職

業資格考試，李將被中共官方全面封

殺。5月 17日李宣佈拒絕出席、抵制聽

證會，並批評中國司法體制荒謬、愚

昧。 

法廣 RFI 

(201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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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2 20180530 黃燕 /維權人

士 

黃為法輪功成員及法律代表，曾聲援釋

放中國大陸知名維權律師高智晟，並強

力批評中共人權議題，2015年被以妨礙

公務罪判刑入監。2016年黃獲得聯合國

難民資格；2018年 5月 30日抵臺尋求

政治庇護，並取得 3個月居留權。 

自由時報

(2018/5/30) 

13 20180613 曾國凡等 3人/

民運組織興華

會成員 

6 月上旬江西南昌等地街頭出現「官員

公開財產、平反八九六四、結束一黨專

政」等標語，並署名「興華會」。曾國

凡等人疑似該組織成員，遭官方以顛覆

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 

美國之音

(2018/6/13) 

14 20180627 彭佩玉 /湖南

公民 

2015年彭因為在網路發表「討習（近平）

檄文」被刑事拘留 1個月，成為官方重

點監控對象。6 月 27 日彭突遭公安帶

走，疑與其赴北京上訪，實名舉報當地

政府放任採石場造成環境污染、安全隱

患有關。 

自由亞州電臺 

(2018/7/3) 

15 20180704 董瑤瓊 /湖南

維權人士 

7月 4日董在推特直播向習近平看板潑

墨，公開表達反黨反習，當天下午遭警

方帶走，出面聲援的董女父親董建彪和

大陸人權藝術家華涌也被捕；廣州藝術

家蒼鷹亦因創作關於潑墨的畫作，遭廣

東警方刑事拘留。7 月中旬媒體確認董

女被官方認定有精神疾病，遭關押在湖

南株洲第三醫院精神病院。 

美國之音 

(2018/7/24) 

16 20180707 陳杰人 /獨立

媒體人 

湖南警方稱，陳利用網路炒作負面訊息

為威脅、敲詐巨額資金，並冒充國家領

導招搖撞騙。其友質疑陳係因實名檢舉

湖南省官員遭報復，其妻、弟亦遭湖南

監察委指控涉嫌賄賂犯罪立案調查，並

且拒絕律師會見。 

自由亞洲電臺

(2018/7/7) 

17 20180711 秦永敏/「中國

人權觀察」理

事長 

2015 年 1 月秦疑因接受外媒採訪及寫

文章過多被捕；2017年 6月武漢市檢察

院控秦「顛覆國家政權罪」；2018 年 7

月 11日被判 13年有期徒刑，判決書稱

秦在香港出版和平轉型等書籍，係訂定

顛覆國家政權的方針和目標、策略和方

法，組建「中國人權觀察」則在策劃顛

香港 01 

(201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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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覆國家政權的活動。 

18 20180724 假疫苗受害者 7月 24日重慶市民「啟靖」號召成立「重

慶地區假疫苗受害群眾維權組織」，家

中網路遭中斷，並被公安約談，要求將

矛頭指向造假企業，不得批評黨和政

府；30 日陸長春長生疫苗造假事件延

燒，約 30 名因注射疫苗導致傷亡的家

長到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門外抗

議，要求疫苗立法、對疫苗傷害追究刑

事責任、國家賠償等。 

香港蘋果日

報、美國之音

(2018/7/24、

30) 

19 20180726 姜野飛 /政治

漫畫家 

2015 年 4 月姜被聯合國機構認定為難

民；11 月在中共壓力下被泰國遣返回

陸；2016 年 5 月遭重慶公安局正式逮

捕，並在電視上認罪；2018年 7月被以

「顛覆國家政權」、「偷越國境」罪判 6

年半有期徒刑。 

美國之音 

(2018/7/26) 

20 20180807 劉飛躍 /中國

大陸維權網站

「民生觀察

網」創辦人 

8月 7日劉飛躍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

權」在湖北隨州中院開庭審理，前往旁

聽圍觀的維權人士全遭警方扣留、遣

返。 

美國之音 

(2018/8/7) 

21 20180824 紮西文色 /青

海玉樹縣知名

西藏母語保護

者 

紮西文色 5月被以「煽動分裂國家」判

刑 5年；8月 13日二審維持原判，裁定

書稱其在境外傳媒污衊政府「消滅民族

文化」、歪曲事實，行為違背公民言論

自由的法律底線。 

香港 01、美國

之音

(2018/8/24) 

22 20180824 江天勇 /維權

律師  

江在 2016年 11月 21 日赴湖南長沙探

視「709 案」遭逮捕律師謝陽的妻子後

失蹤；2017年 6月 2日江被以「煽動顛

覆國家政權罪」逮捕；8月 22日於湖南

長沙法院公開認罪，坦誠在境外培訓產

生希望在中國實現西方憲政制度的思

想；11月 21日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

權罪」判刑 2年，剝奪政治權利 3年；

2018年 4月 28日被轉往河南省第二監

獄服刑，預計 2019年 2月底服刑期滿。

江妻金變玲於 8 月 24 日獲准赴監獄探

視，稱江每日被迫服用 3種藥物，臉色

蒼白、動作遲緩，擔心江的身體狀況無

自由時報 

(201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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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法撐過役期。 

23 20180903 P2P 網貸平臺

受害者 

200 多名「君融貸網」P2P 平台投資受

害人在大連市信訪辦維權，與信訪辦、

經偵、金融局等談判，但事後卻遭特警

阻攔追打、噴辣椒水。 

大紀元 

(2018/9/5) 

24 20180907 陳科雲 /廣州

維權律師 

因代理湖南桃江縣四中學生集體感染

肺炎案件，要求地方失職官員自首。9

月初廣東司法部門以陳曾遭起訴未告

知、「不誠信」為由，撤銷其律師執照。 

自由亞洲電臺 

(2018/9/7) 

25 20180907 王倩/P2P 網貸

平臺受害者 

投資 P2P 平臺「票票喵」約 26萬人民

幣遭倒債，多次維權被警方阻擾毆打，

甚至遭監控。7 日留下控訴國家的遺書

後自殺身亡，浙江警方則強行火化遺

體，嚴格監控親屬、封鎖消息，避免民

間聚集哀悼。 

自由時報

(2018/9/10) 

26 20180913

、25 

董俊華、何方

美 /疫苗維權

人士 

9 月初董在北京呼籲疫苗立法時，被地

方截訪人員帶回，被以「尋釁滋事」罪

刑事拘留。何則欲藉北京舉行中非論壇

時維權，當局以其子在醫院的照片警

告。 

美國之音、大

紀元

(2018/9/13、

25) 

27 20181002 季孝龍 /維權

人士 

季 7 月 20 日在推特呼籲民眾響應「廁

所革命」，在醫院、大學等公共場所的

廁所門後寫上「打倒共產黨」等字句，

遭當局以「尋釁滋事罪」批捕，被關押

在浦東看守所。 

大紀元

(2018/10/2) 

28 20181015 姜家文 /訪民

春晚策劃人 

姜赴北京上訪被關押在丹東市七道派

出所，期間因對看守警員講中國大陸法

律現狀，22日被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

罪」刑事拘留。 

自由亞洲電臺 

 (2018/10/15) 

29 20181023 黃琦/「六四天

網」創辦人 

2017年 7月 16日黃被以「為境外非法

提供國家機密罪」移送檢察院。2018

年 3月 6日黃母稱因黃拒絕認罪，被檢

察院要求重判 12 至 15 年有期徒刑。4

月 19 日黃母指黃琦身體嚴重浮腫，若

未能取保候審，接受治療，擔心隨時病

逝；23日黃母在成都向中央巡視組遞交

黃案資料，促其徹查。10月 23日黃透

過律師劉正清對外表示，看守所用手動

自由亞洲電臺 

(20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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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測量血壓、偽造資料記錄，以掩蓋病

情。黃母則指中共當局「把黃琦整死為

原則」。 

30 20181109 北京鋒銳律師

事務所及所屬

律師 

3 月北京市司法局以鋒銳律師事務所疏

於管理，縱容、包庇主任周世鋒等人的

違紀行為，吊銷事務所執業證。該所旗

下 9 名律師則因事務所財務帳本被扣

押，遲遲無法轉至其他事務所繼續執

業。陸律師認此為中共官方的「連坐

法」，脅迫律師群體就範。11月 9日北

京市朝陽區司法局正式註銷鋒銳律師

事務所的執業許可證，該事務所的掛職

律師自 2016年 5月失業至今。 

蘋果日報 

 (2018/11/13) 

31 20181130 陸投資失利民

眾 

5 名疑似遭中國大陸天津現貨交易坑殺

的投資人，因近月在北京上訪無果，11

月 30 日中午在天安門廣場喝農藥自

盡，警方將其緊急送醫，生死未卜。 

大紀元 

(2018/12/2) 

32 20181226 王全璋 /維權

律師 

王在 2015年「709事件」被抓捕，2017

年 2月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

其代理律師始終無法與其會面，失聯已

近 3年。6月 29日中共司法部長傅政華

在媒體追問王全璋下落時稱，任何人的

自由和權利都要「依法處置」。7 月 13

日獲准律見。12月 26日在天津市第二

中級人民法院開庭，王被控多次接受境

外組織培訓，受境外組織資金，並提供

攻擊中國大陸法治及人權狀況的材

料，組織、策劃和實施顛覆國家政權，

將擇期宣判。 

美國之音

(2018/12/24) 

33 20181220 蒲文清/「六四

天網」創辦人

黃琦之母 

蒲 7日赴北京維權，未出車站即遭警方

帶走失聯。 

衛報

(2018/12/7) 

34 20181226 劉正清 /廣東

律師 

劉曾擔任黃琦、秦永敏、張海濤等維權

人士的辯護律師，25日廣東司法局以劉

的言論危害國家安全為由，通知吊銷其

律師執照。 

自由亞洲電臺 

 (2018/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