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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人身、集會自由 

2019.1-12（63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190102 人民大學新

光協會 

人民大學學生社團聯合會 1月 2日控新

光協會無視黨紀、校紀校規，故意製造

事端，擴大網絡影響，被要求暫停活動

並限期 3個月內整改。此事疑因會員陳

可欣等人聲援佳士工人運動。 

中央社 

(2019/1/5) 

2 20190107 展振振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學生展振振曾參

加佳士工人聲援團、北大馬克思主義學

會等組織，12 月 25 日赴湖南韶山參與

紀念毛澤東活動，1 月 2 日在長沙遭帶

走失聯，北京大學隨即將其退學。 

香港 01 

(2019/1/8) 

3 20190109 王天安 陸民運人士王炳章在海外籌組「中國民

主團結聯盟」等民運組織，2002年在越

南遭綁架回中國大陸，被以從事間諜活

動、領導恐怖活動等罪名判處無期徒

刑。其女王天安曾赴陸探監，惟 1 月 9

日抵杭州機場即遭遣送出境。 

自由亞洲電臺 

(2019/1/11) 

4 20190111 江蘇淮安過

期疫苗受害

者 

江蘇淮安金湖縣爆發多種疫苗過期事

件，至少 145名兒童受害；1月 11 日受

害家長包圍縣府抗爭；12日當地警方以

「煽動滋事造謠惑眾」對 3名男子處以

刑事、治安拘留。 

香港 01 

(2019/1/13) 

5 20190120 佳士工人聲

援團、深圳勞

工維權人士 

佳士工人聲援團官網 1 月 20 日揭露，

廣東國安人員約談該團成員觀看失蹤

數月的岳昕、沈夢雨、顧佳悅、鄭永明

等 4 人被拍攝「認罪影片」，自述做出

違法行為係被激進組織洗腦，強調以後

會更加和黨站在一起。另深圳春風勞動

爭議服務部負責人張治儒、前職員簡

輝、宋佳慧，勞動維權人士吳貴軍、何

遠程及北大、人大學生，疑因涉入深圳

佳士工人抗爭，1月 20日被深圳警方以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抓捕。 

中 國 勞 工 通

訊、香港 01 

(2019/1/22) 

6 20190125 江蘇鎮江、山

東平度維權

中共官媒 1 月 25 日公佈，2018 年 6 月

鎮江、10月平度兩起退伍軍人集體維權

自由時報 

(201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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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 事件中，19 人被以故意傷害、妨害公

務、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等罪名正式送

辦。 

7 20190127 新 疆 維 吾

爾、哈薩克族

人 

近期自「再教育營」獲釋的維族、哈薩

克族人疑似被獄方施打不明藥物，導致

精神狀況不佳。另外媒證實中共允許新

疆 2,000 多名哈薩克族人放棄中國身份

離境。 

自由亞洲電臺 

(2019/1/10、27) 

8 20190201 新疆維吾爾

族人 

傳中共官方為避免世界關注「再教育

營」，在春節前將 3 萬多名新疆維吾爾

族人遣送到河南分配關押。 

博訊新聞網 

(2019/3/3) 

9 20190210 黑伊特 土耳其外交部發言人阿克索伊（Hami 

Aksoy）2 月 9 日抨擊中共任意逮捕維

吾爾突厥人，並稱失蹤的維族詩人、音

樂家黑伊特去年已逝世；10日「中國國

際廣播電臺土耳其語廣播」在 Twitter

公布短片，自稱「黑伊特」男子表示自

己身體健康，因涉嫌違反法律被調查。 

中央社 

(2019/2/11) 

10 20190212 沙曼 

 (Qalymbek 

Shahman)  

哈薩克族人沙曼 2018 年與漢族妻兒搬

至廣州屢遭警方騷擾，從廣州飛往曼

谷，再轉往哈薩克，因簽證問題被哈薩

克拒絕入境，為避免被遣返回中國大

陸，沙氏在烏茲別克機場錄影自殘，並

向歐美各國領導人及國際組織求救。 

德國之聲 

(2019/2/12) 

11 20190216 陳可欣、吳家

偉等 

曾加入深圳佳士工人聲援團的人民大

學學生陳可欣、吳家偉 2 月 16 日在武

漢失聯；北京各校進步社團社員被公安

約談，集體觀看佳士工人聲援團人員悔

過影片。 

中央廣播電臺 

(2019/2/18) 

12 20190220 穆特裡甫·斯

迪克·卡依日 

喀什大學以「通過學術管道，宣揚伊斯

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之名，給予喀什

大學退休教授卡依日「留黨察看」處

分；2018年 11月遭警方逮捕，被控「煽

動顛覆國家政權」，或在 2019年 2月底

秘密開庭。 

美國之音 

(2019/2/20) 

13 20190221 李澤遠  因 709案維權律師李和平犯「顛覆國家

政權罪」，其子李澤遠被河南鄭州入出

自由亞洲電臺 

(201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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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局禁止辦理護照。 

14 20190226 張治儒、吳貴

軍、何遠程 

深圳勞工維權人士張氏等 3人因涉佳士

工人案遭關押超過 1個月後，被以「聚

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正式逮捕，家屬被

警告不得接受媒體採訪。 

中國勞工通訊 

(2019/2/27) 

15 20190303 陝西塵肺病

工人 

陝西省安康市 50多位塵肺病工人 3月 3

日到河南洛陽要求解決醫療、生活保障

問題，4日遭到 70 多名員警抓捕。 

維權網 

(2019/3/6) 

16 20190320 危志立、柯成

冰 

/工人媒體「新生代」編輯危志立、柯成

冰 3 月 20 日被深圳市坪山公安分局以

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關押在

深圳市第二看守所，疑其協助塵肺病工

人維權有關。另一名「新生代」編輯柯

成冰亦失蹤，或已被捕。 

香港 01 

(2019/3/29) 

17 20190321 柴曉明 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柴曉

明因涉深圳佳士工運和北大左派學生

社團活動失蹤，3月 21日南京市國安單

位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對其監視居住。 

自由亞洲電臺 

(2019/3/25) 

18 20190325 維權律師謝

燕益子女  

河北省出入境管理局以「危害國家安

全」為由，拒絕發給謝燕益律師 3名子

女護照。 

香港蘋果日報 

(2019/3/27) 

19 20190404 內蒙古通遼

市 紮 魯 特

旗、興安盟科

右中旗牧民 

內蒙古通遼市紮魯特旗 3名牧民因草場

糾紛等訴求到呼和浩特市上訪，被公安

以「尋釁滋事罪」行政拘留 10 日；另

有興安盟科右中旗 3名牧民到北京上訪

遭截訪，被處行政拘留。 

香港 01 

(2019/4/9) 

20 20190409 新疆維族人 新疆喀什市有數十萬維族及穆斯林被

拘禁，中共已建立龐大控制網路，導致

鄰居成為告密者、兒童遭審問及清真寺

被監控；網傳新疆官方文件證實新疆利

用「十戶聯防」鎮壓分化當地維族人。 

紐約時報中文

網(2019/4/9) 

21 20190412 阿斯克別克 

（Nabigaly 

Askerbek） 

前新疆人大代表阿氏 2018 年 3 月遭秘

密逮捕，遲未進行法院審判。近傳其不

願交出興建當地清真寺捐助者名單遭

刑求、酷刑逼供。 

自由亞洲電臺 

(2019/4/12) 

22 20190507 馬蕭（原名謝

強） 

人權作家馬蕭（原名謝強）是零八憲章

的簽署人之一，長期撰文關注政治犯，

自由時報 

(20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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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前夕被北京宋莊派出所約談。 

23 20190523 「天安門母

親」發起人、

成員 

丁子霖 5 月 20 日被強制離京前往江蘇

無錫老家，其他成員被便衣員警貼身監

視，防止記者採訪遺屬。 

中央社 

(2019/5/23) 

24 20190526 馮躍、吳德華  重慶能源集團前董事長馮躍、重慶市渝

北區委前常委吳德華兩人於 2018 年 10

月被以受賄罪起訴，重慶市中紀委 5月

底再公佈，馮私自購買、閱讀、存放有

嚴重政治問題的境外書刊，吳購買、私

存反動雜誌，傳播政治謠言，做為違反

政治紀律案例宣傳。 

自由亞洲電臺 

(2019/5/26) 

25 20190527 李大君、李長

江、梁自存、

童菲菲等 

北京希望社區負責人李大君、深圳清湖

學堂負責人李長江、HOPE 學堂梁自

存、廣東木棉社工服務中心社工、北大

社會學碩士童菲菲等人，於 5月期間陸

續被警方帶走失聯。 

自由亞洲電臺 

(2019/5/27) 

26 20190531 薩吾提拜 

（Sayragul 

Sauytbay） 

哈薩克族婦女薩氏被中共官方要求在

新疆再教育營教中文，2018年逃出揭露

中共擇優漢化，同時壓迫、摧毀不聽話

的人，惟至哈薩克共和國申請庇護遭

拒，被遣返回陸前獲得瑞典庇護。 

聯合新聞網、自

由時報 

(2019/5/10、31) 

27 20190604 胡佳等數十

名維權人士 

北京異議人士胡佳、高洪明、查建國、

何德普、齊志勇等人、獨立學者高瑜被

公安軟禁或帶到外省旅遊。劉曉原、李

蔚、許志永、陳思明、翟岩民、任全牛

等數十名維權人士的微信、微博被限制

發言、登入時間，進行特別管制。 

自由亞洲電臺 

(2019/6/4) 

28 20190604 謝文飛 異議人士謝文飛在微信公布紀念「六

四」30週年絕食 1 天，6月 4日下午警

方將其從家中帶走，刑事拘留 10天。6

月 13日獲釋後，被官方帶到外地旅遊，

不讓其返家。 

民生觀察 

(2019/6/5、17) 

29 20190619 戴自更 前新京報社長戴自更中共中紀委稱戴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遭紀律審查和監察

調查。戴被視為改革派，多次刊發批評

性、敏感性報導。另有消息稱其涉入前

安邦集團董事長吳小暉案。 

無國界記者 

(201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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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190627 追魂等 6 名

北京藝術家 

北京藝術家追魂、原國鐳、賈穹、龐勇、

趙金鶴、程延安等人 5 月 28 日在南京

進行「良心運動」巡展失聯，南京警方

到追魂北京家中搜索，表示其涉「尋釁

滋事」被刑事拘留。 

自由亞洲電臺 

(2019/6/27) 

31 20190718 薩達姆·阿布

杜薩拉姆 

（Sadam 

Abudusalamu

） 

澳洲籍維吾爾人薩達姆接受澳洲廣播

電視公司（ABC）訪問表示其妻兒被中

共官方禁止出境，5 個兄弟姐妹被關押

在「再教育營」，不能祈禱、不能齋戒，

強制看「洗腦電視節目」。其妻納迪拉·

烏麥爾（Nadila Wumaier）在訪問播出

後，被烏魯木齊官方約談。 

端傳媒 

(2019/7/18) 

32 20190719 章詒和 中國民主同盟及農工民主黨創始人章

伯鈞之女章詒和自香港書展返回北京

時遭海關拘留 3小時，所攜帶書籍遭沒

收，在臺灣出版的暢銷書「往事並不如

煙」被視為非法出版物。 

中廣新聞網 

(2019/7/23) 

33 20190726 程淵、劉永

澤、吳姓員工  

中國大陸民間公益組織長沙富能程淵

等 3人疑因赴香港，並轉貼「反送中」

相關訊息，7月 22日被以顛覆國家政權

罪，遭深圳國保人員帶走，關在長沙市

國家安全局看守所。 

中央社 

(2019/7/26) 

34 20190803 林祖戀 廣東烏坎村前村主任林祖戀 2016 年 6

月被以受賄罪抓捕，判刑 3年 1個月。

今年 8 月 3 日刑滿出獄，仍被公安 24

小時監控行動，暫住外地，不得返回烏

坎村。 

自由亞洲電臺 

(2019/8/5) 

35 20190803 陳建剛 維權律師陳建剛因代理中共前政治局

常委周永康兒媳黃婉案件，遭官方威脅

觸犯政治紅線；今年 4月 1日陳欲搭機

赴美時被告知禁止出境；在人權組織協

助下，全家輾轉東南亞 5 國後，8 月 3

日抵達美國紐約。 

中央廣播電臺 

(2019/8/3) 

36 20190808 鄭文傑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香港籍雇員鄭文

傑 8月 8日在深圳出席商務會議返港途

中失聯；中共外交部 21 日確認其被深

圳警方行政拘留 15 天，24日獲釋返港。 

BBC 中文網 

(201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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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190812 張賈龍 前騰訊記者張賈龍在貴州貴陽家中被

以尋釁滋事罪抓捕居留，疑與 2017 年

的 Twitter言論有關。張 2014年 2月曾

與訪陸的美國國務卿克里會面，籲施壓

中共拆除網路防火牆。 

香港 01 

(2019/8/16) 

38 20190822 陳秋實 大陸律師陳秋實為忠實呈現「反送中」

運動的情況隻身赴港，8月 20日在港機

場拍攝影片上傳，被北京公安局等多個

單位要求其立即回京；22日回報平安返

家，透露惹出麻煩。 

自由時報 

(2019/8/22) 

39 20190823 楊恆均 大陸異議作家楊恆均 1 月 18 日在廣州

轉機時失聯，中共外交部稱楊涉嫌從事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其妻女欲從北

京返回澳洲遭阻，被禁止出境；8月 23

日被以間諜罪正式逮捕。 

聯合報 

(2019/8/27) 

40 20190921 陳雲飛 四川異議人士陳雲飛 8 月 31 日受訪稱

香港是大陸民眾典範，亦在推特多次轉

發香港消息。9月 19 日被國保刑拘，罪

名不明。 

維權網 

(2019/9/21) 

41 20190926 朱洪廣（筆名

淩霜） 

上海警察 9 月 25 日進入上海網路作家

朱洪廣家中，要求其前往派出所，此後

失聯。 

維權網 

(2019/9/26) 

42 20190927 「天安門母

親」發起人、

發言人 

天安門母親發言人尤維潔 9 月 27 日表

示，住處遭人 24 小時看守，但仍可外

出。發起人丁子霖告知將「被上崗」；

另發起人張先玲「被上崗」後無法聯

繫。 

China Aid 

(2019/9/27) 

43 20190928 次傑、斯太旺

傑、楊佩、杜

堆拉吉、諾

桑、西旺朗傑 

9月 20日西藏那曲地區達前鄉 6名藏人

因未依政府要求配合中共建政周年籌

備活動，被中共當局強行帶走，進行政

治思想教育。 

西藏之聲 

(2019/9/28) 

44 20191003 葛開英 上海訪民葛開英 10 月 1 日於北京遭警

方劫持押往上海，後送黃浦區看守所以

「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11 月 1日移

交關押在 751基地黑監獄。 

維權網 

(2019/10/2 、

11/3) 

45 20191005 王小琴、周志

銀 

王小琴 10 月 4 日在北京上訪遭綁架押

回陜西，另一訪民周志銀仍遭監控。 

大紀元 

(201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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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191008 吳菊芳 吳菊芳 9 月 24 日遭南京市玄武區政府

人員限制自由及毆打，病情日益嚴重後

於 10月 6日釋放。 

維權網 

(2019/10/8) 

47 20191009 鄧福全 服役時因聽力失聰，退伍後開始維權。

8 月 12 日遭國保關押在看守所 30 天，

後送至南充市第二精神病院關押，10

月 29日獲釋。 

維權網 

(2019/10/9、29) 

48 20191011 何觀嬌 因工傷上訪， 8月份遭囚禁深圳精神病

院 4個多月，期間何絕食抗爭，遭院方

強制灌食、灌藥，後於 12月 17日返家。 

維權網 

(2019/10/11 、

12/23) 

49 20191013 張德利 7 月 5 日至今遭仍北京市順義公安分

局、派出所雇用人員非法監控、限制人

身自由。 

維權網 

(2019/10/13) 

50 20191025 哈哈爾麥.阿

合曼 

為原塔城地區沙灣縣第二中學校長，

2018年 4月 5日被抓捕後送入「再教育

營」，後獲悉遭重判有期徒刑 19年，罪

名及關押地點不詳。 

維權網 

(2019/10/25) 

51 20191029 蔣湛春、馬玉

珍、林春芬、

李玉、萬顯文 

蔣湛春、馬玉珍 9 月被截訪回江蘇，蔣

湛春以涉嫌「尋釁滋事罪」遭刑拘，10

月 25 日改為指定監視居住；林春芬 7

月底被警方截訪後，以涉嫌「尋釁滋事

罪」刑拘及逮捕；李玉於 9月底被截訪

刑拘；萬顯文在「十一」前被截訪回重

慶後失蹤。 

China Aid 

(2019/10/29) 

52 20191031 張耀東 山東傷殘軍人張耀東至北京上訪遭截

訪，10 月 28 日赴醫院治傷時被警察等

人員監視並困在醫院。 

維權網 

(2019/10/31) 

53 20191031 陸祚鈺 為福建省屏南縣的失地農民，因上訪遭

政府監控，「十一」從北京押回福建後

非法拘禁至 10月 4 日；10月 29日再遭

截訪後，處以 9天的行政拘留。11 月 8

日行政拘留期滿後，被公安以涉「尋釁

滋事」拘留，期間遭民警侮辱毆打。 

維權網 

(2019/10/31 、

11/8、19) 

54 20191105 胡耀輝 律師胡耀輝 11 月 4 日在粵遭輔警非法

截停檢查身份證，後以不配合執法爲

由，强行將其押解並毆打。 

民生觀察 

(2019/11/5) 

55 20191106 阮仁芬 合肥市民阮仁芬 3 月 17 日遭社居委書 維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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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主任等毆打綁架，警方拒不立案，

並遭維穩人員騷擾至今。 

(2019/11/6) 

56 20191114 朱廣花 山東訪民朱廣花自 9月份被政府强制關

押歡城鎮敬老院，至今未獲人身自由。 

維權網 

(2019/11/14) 

57 20191117 陳偉華 旅日華僑陳偉華依法上訪反映房屋强

拆問題，10 月 1 日從北京強制接回上

海，以涉嫌尋釁滋事罪拘押在徐匯區看

守所，11 月 1日被釋放。 

維權網 

(2019/11/17) 

58 20191203 哈斯鐵爾.木

沙汗和、木拉

格爾.阿里木 

新疆哈薩克族人哈斯鐵爾.木沙汗和木

拉格爾.阿里木逃亡哈薩克，新疆當局審

問並逮捕其親友，並傳以大規模逃亡團

夥處理。另哈薩克政府將遣返兩人。 

China Aid 

(2019/12/3、6) 

59 20191207 阿亞桑札 青海藏族牧民阿亞桑札因不服控告政

府違法結果，帶多名藏民向省紀委繼續

控告而遭抓捕，判刑 7年。 

維權網 

(2019/12/7) 

60 20191210 楊威 四川律師楊威因代理他人舉報，12月 1

日被四川公安以「尋釁滋事」刑拘。 

維權網 

(2019/12/10) 

61 20191211 裘小平 湖南退伍老兵裘小平 2018 年於上訪返

回途中遭抓捕關押，12 月 10 日以「尋

釁滋事」判刑 2年。 

維權網 

(2019/12/11) 

62 20191224 劉紅志 遼寧公民劉紅志赴港聲援「反送中」，

12月 1日被控「尋釁滋事」拘留，後傳

遭送去醫院作精神病鑑定，其家屬則疑

遭警方控制。 

民生觀察 

(2019/12/24) 

63 20191231 紀愛美 江蘇民眾紀愛美夫婦 12月 29日因反迫

遷，遭搬遷安置辦公室毆打並遭關押，

警方稱「拆遷引起的糾紛不屬於公安管

轄」拒不受理。紀愛美夫婦於 30 日獲

釋。 

維權網 

(2019/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