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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言論自由 

2019.1-12（54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190102 張千帆 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為著名自由派法

學家，所撰法學教材「憲法學」和「憲

法學導論」疑被舉報「鼓吹西方制度、

嘲諷社會主義」，1月起遭全面下架。 

路透社

(2019/1/2) 

2 20190104 廣東、重慶網

民 

廣東、重慶多名網民於 1月 4日前後因

網路「翻牆」遭處行政裁罰，當地公安

局以違反「計算機資訊網絡國際聯網管

理暫行規定」為由，處以 1,000元人民

幣罰款，或進行傳喚。 

自由亞洲電臺 

(2019/1/7) 

3 20190115 四川省甘孜

藏族自治州

藏人 

流亡藏人洛珠 1 月 14 日表示，中共官

方以透過微信與居住在印度和西方國

家的藏人分享政治敏感話題、資訊、圖

片及影片為由，拘捕當地 6名藏人。 

自由亞洲電臺 

(2019/1/15) 

4 20190131 劉豔麗 劉豔麗因 2016 年 9 月在微信朋友圈轉

發 10 多則評論毛澤東、周恩來、習近

平的訊息，被以誹謗罪起訴。 

自由亞洲電臺 

(2019/1/31) 

5 20190217 艾未未 藝術家艾氏在柏林影展短片集「柏林，

我愛你」中執導的部份被刪除，疑其政

治身分將讓資金籌措困難，而遭製作團

隊排除。 

德國之聲 

(2019/2/18) 

6 20190221 劉大聖 蘇州大學畢業生劉大聖在美國旅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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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傳母被國安單位

約談後失聯。 

香港 01 

(2019/2/22) 

7 20190223 釋大成 2018 年 9 月釋氏因轉發郭文貴抨擊中

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影片，被湖南邵陽

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刑 1年 8個月；

2019年 2月獲釋，並向法院提出申訴。 

自由亞洲電臺 

(2019/2/25) 

8 20190225 符海陸、張雋

勇、羅譽富、

陳兵等 

四川疫苗受害者家屬 2016 年 5 月符氏

等人因製作「永不忘記，永不放棄，銘

記八酒六四，27年記憶陳釀酒非賣品」

海報，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自由亞洲電臺 

(201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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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拘捕，2017年 3月 24日被成都市中級

法院起訴，已被關押近 3年未開庭審理。 

9 20190320 唐雲 重慶師範大學唐雲因 2月在「魯迅研究」

課堂批評習近平「擼起袖子加油幹」說

法不文雅遭學生舉報，3月 20日校方以

「發表損害國家聲譽的言論，違反政治

紀律」對其降級處分。 

香港 01 

(2019/3/31) 

10 20190323 李家寶 嘉南藥理大學陸生李家寶在臺短期研

修的 21歲山東籍陸生李家寶 3月 11日

在推特直播，反對習近平專制，稱習是

最後一個皇帝，並受訪表示已收到多次

「死亡威脅」，經濟來源也被截斷。 

自由時報 

(2019/3/27) 

11 20190326 許章潤  清華大學許章潤 2018 年 7 月「我們當

下的恐懼與期待」一文，並要求在恢復

國家主席任期制度、「平反六四」、反思

對外大量援助，實施官員財產陽光法案

等政策，受陸網民大量轉發，後許成為

敏感詞封鎖，3 月下旬傳校方已撤銷許

所有職務、禁止上課及輔導學生，以及

停止科研活動等處分，等待調查。 

BBC中文網 

(2019/3/27) 

12 20190403 李志、達明一

派、張學友 

李的歌曲因涉「六四」等政治敏感議

題，遭中共官方多次封禁，今年 2月四

川文化和旅遊廳已緊急通報禁止李在

當地的 23場巡演；4月起李的微博、微

信遭刪除，歌曲在音樂平臺被下架；長

期支持民運的「達明一派」歌曲亦被下

架。另張學友「人間道」一曲也因涉同

情「六四」遭下架。 

蘋果日報、香港

01、美國之音

(2019/4/6、8、

14) 

13 20190404 朱誠卓 蘇州市廣播電視總臺全媒體編輯中心

節目副總監朱誠卓因註冊推特帳號，關

注境外非法網站遭公安機關傳喚，4 月

4 日被以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

矩，撤除副總監職位、降調 3級，扣除

年終績效獎金。 

自由時報 

(2019/4/11) 

14 20190408 竺修遠、平易 浙江康恆律師事務所竺修遠對「侮辱黨

和國家領導人」的訊息點「讚」，海翔

律師事務所律師平易安裝滯美陸商郭

自由時報 

(20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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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貴的「郭媒體」軟體，被浙江海寧市

司法局通報違反律師執業行為規定「應

將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

法治作為從業基本要求」。 

15 20190506 京東創辦人

劉強東涉性

侵案聲援女

方的微信帳

號 

陸 4 月起民間掀起聲援疑遭性侵的

Jingyao Liu 風潮， 5 月多個標記

「HereForJingyao」及傳送聲援書的微

信帳號，被以「違反規定」禁用，阻止

泛#MeToo運動在中國蔓延。 

香港 01 

(2019/5/6) 

16 20190507 劉書慶 維權律師劉書慶在 709大抓捕後被吊銷

律師執照，2018年被齊魯工業大學以言

論失當停止其授課，並 5月以「在媒體

上發表不當言論」，處以記過處分，教

職恐將不保。 

自由亞洲電臺 

(2019/5/7) 

17 20190517 班某 安徽公民班某將 2隻寵物狗取名為「城

管」和「協管」，當地警方以在微信中

分享「侮辱執法人員資訊」，對其行政

拘留 10天。 

自由亞洲電臺 

(2019/5/17) 

18 20190527 張玥 大陸藝術家張玥在 5月 27日獲頒第 13

屆 AAC藝術中國「年度青年藝術家」，

致詞時提及「六四」及對言論、創作不

自由的感慨。該活動訊息被中共官方封

鎖，張的網路文章、訊息亦被全面封

殺。 

中央社 

(2019/5/29) 

19 20190530 沈良慶 安徽異議人士沈良慶曾因「六四」接受

外媒採訪被列為湖南株洲維穩重點人

口，帳戶被凍結；5月 16日被以尋釁滋

事刑事拘留在合肥看守所。 

自由亞洲電臺 

(2019/5/30) 

20 20190623 程愛華、衛小

兵 

程、衛兩人因在網路轉貼、聲援香港抗

爭，遭四川西充縣員警威脅對其「強迫

旅遊」，衛則被行政拘留 15天。 

自由亞洲電臺 

(2019/6/23) 

21 20190625 祁怡元、張盼

成 

祁、張兩人於 2018年 11月發布自拍影

片，公開反對習近平專制，提出捍衛言

論自由等訴求，隨即被以尋釁滋事罪逮

捕。 

China Aid 

(2019/5/17) 

22 20190630 黃昭雲 深圳公民黃昭雲 2018年 12月黃因推特

言論遭刑事拘留，獲釋後被社區員警警

自由亞洲電臺 

(20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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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並威脅不讓其工作、趕出社區，2019

年 2月黃在推特公開自身遭遇，6月被

警方以「尋釁滋事」刑事拘留 10天。 

23 20190714 徐列軍 浙江公民徐列軍疑因實名舉報官員腐

敗，6月 12日被警方以「涉嫌誹謗罪」

刑事拘留，7月 12日獲取保候審後，再

被以「涉嫌侮辱國旗、國徽及尋釁滋事

罪」刑拘在杭州市蕭山區看守所。 

香港 01 

(2019/7/14) 

24 20190724 王力威 前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公安王力威 7

月 23日在推特揭露其遭政治迫害，2017

年底因在家族微信群批評北京紅黃藍

幼稚園事件及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傅政

華，遭上海公安紀委調查後，被處以警

告、記過處分，現已離警隊、公職。 

大紀元 

(2019/7/24) 

25 20190729 遼寧大連、湖

北武漢、宜

昌、安徽淮

南、江蘇南京

公民 

大連盧某、張某，武漢張某，宜昌李某，

安徽淮南張某，南京戴某、葉某、孟某

等 8人因在網路發表批評中國言論，被

以煽動「反華」、「仇華」、「精日」、破

壞國家形象等理由，處以行政處分或刑

事拘留。 

澎湃新聞 

(2019/7/29) 

26 20190801 黃洋 重慶公民黃洋在微信群稱「敢不敢像我

一樣走上街頭聲援東方之珠？」，隔天

即被公安傳喚，指控其聲援香港抗爭，

在網路散佈不當言論，擾亂社會治安。 

自由亞洲電臺 

(2019/8/6) 

27 20190809 何杲等 14人  中共民航局 8月 9日對國泰航空發出重

大航空安全風險警示，該公司行政總裁

何杲、顧客及商務總裁盧家培、空勤人

員協會主席施安娜及機師、員工等，已

有 14 人陸續因涉香港「反送中」言行

被迫離職。 

中央社 

(2019/8/23) 

28 20190818 香港大學醫

學院學生 

港大醫學生赴港大深圳醫院上課時，遭

邊境官員拘留，搜查其手機訊息、社交

網站帳號、上課筆記等，港大醫學院已

取消所有深圳課程。 

明報 

(2019/8/22) 

29 20190818 杜二偉 前新華社山西分社記者杜二偉在微信

轉發批評北京政府驅逐低端人口、習近

平修憲等內容，7月 19日被北京警方訊

維權網 

(201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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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8月 18日被北京國保以尋釁滋事罪

刑拘，送往太原第二看守所關押。 

30 20190823 香港大學生 在聖母峰大本營持「光復香港」字樣拍

照，遭西藏警方帶走訊問，具結悔過書

後獲釋。 

香港 01 

(2019/8/25) 

31 20190826 鄭文鋒 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副教鄭文鋒授在與

學生的微信群中，評論中國古代「四大

發明」沒有實質創新、水平不高，遭校

方處分停課 2年，取消評獎評優、職務

升等等權利。 

南華早報 

(2019/8/26) 

32 20190826 天則經濟研

究所 

近 2年遭北京各部門打壓，逼迫該所搬

遷，查封官方網站、社群媒體帳號，吊

銷營業執照。8月 26日該所對官方強制

關閉命令提起行政復議、行政訴訟。 

自由亞洲電臺 

(2019/8/27) 

33 20190827 陳思明 湖南公民陳思明 在 Twitter 響應

#Eye4HK、 #為港遮眼，遭當地公安、

國保、警方 5度傳喚，要求刪除文章，

並恐嚇會坐牢。 

自由時報 

(2019/8/28) 

34 20190905 施根源 福建泉州施根源（網名斷代工程）9 月

5日遭以尋釁滋事罪判刑 3年，稱施利

用網絡散佈虛假信息，歪曲炒作重大敏

感案件，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 

維權網 

(2019/9/5) 

35 20190910 張翼飛 網路寫手張翼飛因文章中涉及香港事

件，9月 5日被有關部門約談並拘留。 

維權網 

(2019/9/10) 

36 20190913 王江松  中國勞工關係學院教授王江松 9 月 10

日稱其研究勞動文化學專案遭認定有

嚴重政治問題，給予零分並凍結該項目

經費，另要求歸還已撥付的經費。 

新唐人 

(2019/9/13) 

37 20190913 張賈龍 前騰訊財經頻道編輯張賈龍 8 月 12 日

在貴陽以涉嫌尋釁滋事罪羈押於看守

所，9 月 13 日發出通知正式逮捕張賈

龍。網友疑與近期關於香港抗議的言論

有關。 

維權網 

(2019/9/13) 

38 20190927 賀衛方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微信帳號 9月

26 日因「傳播惡性謠言等違法違規內

容」被永久封號。 

中央社 

(2019/9/27) 

39 20190929 樊鈞益/網民 湖南長沙岳麓區網友樊鈞益因舉牌反 禁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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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閱兵」，9月 29日以「擾亂公共

秩序」罪名遭警方拘留 15天。 

(2019/9/30) 

40 20191003 網民「24K純

帥」、侯多蜀 

網民「24K純帥」9月 29日因發佈「精

日」言論並對國慶閱兵式表示不屑，遭

行政拘留 7 日；侯多蜀 30 日因微信批

評「人大舉手機器」申紀蘭亦遭警方拘

留 10天，10月 10日獲釋後被限制離開

達州。 

維權網 

(2019/10/3、10) 

41 20191007 網民「透漏的

天」、「田園萌

肉花坊（探

長）」 

山東網民「透漏的天」10月 3日因為微

信評論稱「祖國沒養你，是你媽養你的」

遭警方行政拘留 10 天；江蘇網友「田

園萌肉花坊（探長）」評論「文明國家

把機器人變成軍人，流氓國家則把軍人

變成機器人」遭警方行政拘留 7日。 

維權網 

(2019/10/7) 

42 20191007 賀維彤 北大自由派教授賀衛方之弟賀維彤轉

發伊斯蘭國槍殺平民影片，遭警方以

「非法持有宣傳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物

品」的罪名刑拘。 

法廣 

(2019/10/7) 

43 20191008 王顥達 王顥達 10 月 6 日身穿火箭球衣，戴黑

色口罩、獨眼，並作勢點燃五星旗等，

7日遭舉報後被警方拘捕。 

明報 

(2019/10/8) 

44 20191011 黃椿 為貴州民族大學退休教授，因轉發有關

香港示威及「六四」相片，9月 24日遭

綁架並被脫光衣服拘留於武警基地，後

被國安部門以「擾亂社會秩序」處以行

政拘留 15日。 

自由亞洲電臺 

(2019/10/11) 

45 20191024 劉玉富 為成都理工大學法學院教師，因課堂言

論，此前遭該校停課一年，10月 11日

被四川省教育廳擬給予撤銷教師資格

證行政處罰。 

希望之聲 

(2019/10/24) 

46 20191106 周再强、李冬 湖南長沙網民周再强、李冬因公開在推

特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周再强 10 月底

以尋釁滋事被刑事拘留，李冬 10月 23

日則遭行政拘留 12日。 

維權網 

(2019/11/6) 

47 20191123 徐昆、張展 昆明網民徐昆 8 月 18 日因轉發郭文貴

圖片、香港「反送中」運動和鮑彤推文，

以「尋釁滋事」遭處行政拘留 15日， 9

維權網、China 

Aid 

(2019/1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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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月 1日轉爲刑事拘留，10月 11日面臨

刑事起訴。上海復旦大學碩士畢業生張

展，也因轉發香港示威圖片，8 月被刑

事拘留。 

12/3) 

48 20191126 龍克海 陝西公民龍克海發布轉發誹謗侮辱中

共領導人及辱駡中共言論，3月 4日以

尋釁滋事罪抓捕，11月 11日判刑 1年

6個月。 

維權網 

(2019/11/26) 

49 20191128 余江帆 河南鄧州維權人士余江帆 9月以尋釁滋

事罪遭刑事拘留，外界推測與她推特內

容有「全民覺醒」及「香港加油」言論

有關。 

China Aid 

(2019/11/28) 

50 20191129 凌浩波（本名

凌建華） 

因關注鄧傳彬被刑拘案並發布相關消

息，6月 19日被警方帶走，11月 22 日

以尋釁滋事罪遭批捕。  

維權網 

(2019/11/29) 

51 20191203 劉淑芳 山西太原退休工人劉淑芳因轉發涉香

港示威照片，遭行政拘留 10 日，並在

看守所內遭虐待。 

維權網 

(2019/12/3、16) 

52 20191205 邵重國 山西公民邵重國因在微信轉發「反送

中」網帖及大陸的維權信息，被以「尋

釁滋事」逮捕起訴。 

China Aid 

(2019/12/5) 

53 20191212 「寒冬」記者 2018年 8月至 12月，45位「寒冬」供

稿人因報導中共迫害宗教及少數民族

而遭抓捕，現仍有 20 人被關押，其中

18人囚禁於新疆，沒有進一步消息。 

寒冬 

(2019/12/12) 

54 20191213 楊立才 藝術家、「零八憲章」簽署者楊立才或

因發表涉港言論遭警方刑事拘留，其住

屋與物品遭查抄。 

維權網 

(2019/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