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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宗教自由 

2019.1-12（85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190106 伊斯蘭教 1 月 5 日中共與 8 個伊斯蘭教協會代表

會面，通過伊斯蘭教中國化的 5 年計

畫，將引導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相容。

中國伊斯蘭協會會長楊發明稱，未來伊

協將採取一系列措施，例如開設課程，

提供關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法律和

傳統的培訓。外媒則指中方已禁止開辦

宗教學校、阿拉伯語課程，小孩也不准

參加穆斯林活動。 

香港 01、美聯社 

(2019/1/6) 

2 20190107 天主教 河南洛寧「三自愛國教會」被中共中央

宗教督查巡視組、當地統戰部官員以國

家政策為由，勒令刪除寫在牆上的「十

誡」中的第一誡「除了耶和華，不可有

別的神」字樣，使「十誡」變「九誡」，

並稱係習近平反對，警告信徒配合政

策。 

寒冬 

(2019/1/7) 

3 20190109 西藏拉薩市

公職人員、藏

族學生 

藏人揭露中共當局下令禁止拉薩市公

職人員參加宗教佛事活動，違者將嚴

懲，除限制行動自由並將剝奪其終生福

利。另西藏山南澤當鎮教育當局則嚴禁

學生寒假期間參加任何宗教活動。 

西藏之聲 

(2019/1/9) 

4 20190110 河北、海南等

地阿拉伯宗

教 

環球時報英文版稱，中共官方正在河

北、海南展開「反泛阿拉伯化」運動，

嚴密審查當地公共場所的阿拉伯文標

語，包括餐廳菜單、宣傳廣告等，是否

含有宗教成分。 

自由亞洲電臺 

(2019/1/10) 

5 20190130 靳祿崗 河南天主教南陽地教區主教靳氏早在

2010 年已被教廷承認為該教區的正權

主教，但屬於地下教會，不被中共官方

承認；1月 30日舉行就職典禮，中共官

方僅承認靳祿崗為陸愛國教會助理主

教職務。 

自由亞洲電臺 

(2019/1/30) 

6 20190202 佛道教 河北省石家莊平山縣一座高達 57.9 公 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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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尺的摩崖石刻立式滴水觀音像，被當地

政府以整治佛道商業化、生態環境保護

之名，於 2月 2日炸毀。 

(2019/3/6) 

7 20190220 河南新鄉原

陽縣家庭教

會 

李軍才牧師及 3名同仁因抵抗當局強拆

十字架，2月 20日被地方公安以「涉嫌

妨害公務罪」刑事拘留。 

China Aid 

(2019/3/11) 

8 20190320 北京守望教

會、廣東家庭

教會 

廣州市民族宗教事務局 3 月 20 日印發

「廣州市群眾舉報非法宗教活動獎勵

辦法」，鼓勵民眾舉報非法宗教活動線

索，並提供最高 1 萬元人民幣獎勵，有

意壓縮家庭教會活動空間。北京守望教

會 3 月 23 日被當地宗教局、公安局取

締，以未經登記擅自以社會組織名義開

展活動為由，帶走信徒盤查，並收繳「非

法」物品。 

China Aid 

(2019/3/25、26) 

9 20190404 陝西天主教

鳳翔教區千

陽教堂 

陝西千陽縣唯一天主教教堂 4月 4日被

拆除，官方未說明拆除理由，但該教會

2,000 名信徒皆未轉向加入天主教愛國

會。 

天亞社中文網

(2019/4/4) 

10 20190408 全能神教會 湖北武漢中級人民法院裁定，全能神教

會汪氏等 10 人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

律，維持原判有期徒刑 1 年 6 個月至 2

年 6個月；另有浙江、福建全能神教會

信徒指控，被逮捕後被要求長時間站

立、審訊，不准睡覺造成精神崩潰，並

以「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判

刑入獄。 

寒冬 

(2019/4/8) 

11 20190409 宗教信仰 中共推動文明城市、文明村評選（獎金

超過 100 萬人民幣），將基督教會、佛

道廟宇列為社會負面指標，激化對立，

迫使民間「自願」拆廟；另傳學生家長

被要求簽字承諾，不讓孩子信仰任何宗

教，參加宗教活動，遠離宗教場所。 

寒冬

(2019/4/9、30) 

12 20190411 甘肅省臨夏

市折橋尕莊

清真寺 

當地政府以「模仿沙國的建築風格」為

由拆除清真寺，並禁止居民轉貼拆除影

片或圖片，有民眾因上傳相關影片被警

方拘留。另有外媒比對衛星照片指出，

德國之聲、

Bellingcat 

(201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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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新疆至少有兩座歷史超過 500年的清真

寺(艾提卡爾清真寺、加滿清真寺)在

2018年遭中共大規模破壞。 

13 20190414 崔泰、章建

林、張廣軍/

河北宣化教

區地下教會

神職人員 

3月 28、29日宣化教區崔泰助理主教和

副主教章建林神父被當地宗教局人員

強行帶走，其家人則被統戰部、國保、

公安人員約談；4月 14日該教區張廣軍

神父再遭便衣人員開車押走。 

天亞社中文網

(2019/4/16) 

14 20190417 江蘇省高郵

市土地公廟 

當地以清理違規濫建，推進移風易俗整

治，在 26天拆毀全市 5,911 座土地廟。 

自由時報

(2019/4/17) 

15 20190419 江西新余市

家庭教會 

江西省新余市 2018 年以來，已有超過

350 處基督教場所遭到政治力迫害，使

用強拆、威脅、欺騙等手段迫使宗教場

所退出。 

寒冬 

(2019/4/19) 

16 20190420 內蒙古呼和

浩特市玉泉

區桃花鄉郭

家營村教堂 

內蒙古政府推動「守法規強教風，喜迎

70 年大慶」整風整治活動，4 月 20 日

派出數百名員警、工作人員驅趕信徒教

堂，包圍教堂進行拆除。 

China Aid 

(2019/4/22) 

17 20190421 湖北、山東、

河南等地教

堂 

4月 21日復活節前，湖北武漢新洲區陽

邏天主堂祈禱所、山東臨沂河東鄭旺鎮

大官莊青草地教會、河南安陽教區衛輝

教堂的十字架陸續遭拆除。 

China Aid 

(2019/5/1) 

18 20190425 藏傳佛教 當地政府以社會、生活保障要求僧人加

強法律和國家意識，將愛國、守法作為

戒規戒律的前提，並與十四世達賴喇嘛

集團劃清界線。 

香港 01 

(2019/4/25) 

19 20190502 江西省教堂 江西省 5月 1日實施「江西省宗教事務

條例」，各地方政府通知地下教會團體

將清拆教堂。江西省統戰部副部長曹國

慶要求加大整治教會力道，確保剩下的

十字架永遠消失。 

寒冬 

(2019/5/2) 

20 20190515 北京市教會 北京當局近期對刑滿獲釋的基督教系

「全能神教會」女信徒採取 24 小時監

視。另北京市宗教部門針對家庭教會進

行清查。 

自由時報、天亞

社(2019/5/4、15) 

21 20190529 河北、福建天 河北省宗教部門 5月 7日拆除天主教邯 天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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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主教教區 鄲教區劉莊教堂的十字架，蘇里、南門

里等教堂貼出「未成年人禁止入內，共

產黨員不得信教」的告示。福建省福州

教區和西北陝西省鳳翔教區則被當地

政府強迫加入愛國會。 

(2019/5/8、29) 

22 20190530 山 東 省 教

堂、廟宇 

中共國務院國家宗教事務局督察組 5月

進駐山東臨沂等地，要求拆除全境教堂

十字架，指明 18歲以下禁止進入教堂，

禁止教會舉辦任何形式的培訓活動，清

除教堂裡跟基督教有關的標誌等。 

山東省統戰部要求地方政府對所有基

督教聚會地點、佛教念佛堂進行全面

「摸底」、造冊。 

「山東第一觀音」聖泉觀音則被整容成

孔子像，底座蓮花被打掉，左手的玉淨

瓶改成竹簡，雕像顏色由白色換成古銅

色。 

自由時報、自由

亞洲電臺

(2019/5/3、30) 

23 20190530 河 南 省 教

堂、廟宇 

河南省鄭州市 5 月初以「非法宗教場

所、消防不合格」等理由，4 天內突擊

強拆 4座寺廟。另要求三自教堂負責人

將教堂無償捐給政府，否則強行拆除。 

河南省鶴壁市無線電管理局則舉辦「基

督教對中華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專

題黨課，要求正確認識基督教，防止意

識形態偏差。 

寒冬、天亞社、

自由時報

(2019/5/2、9、

30)  

24 20190607 新疆清真寺 新疆和田地區逾 30 座清真寺遭摧毀，

殘存建築的寺塔及拱頂被清除，並規定

不做宗教使用，導致穆斯林信徒無處聚

會、禱告。 

法新社

(2019/6/7) 

25 20190607 廣東、河南、

江西、安徽、

遼寧、吉林、

黑龍江等地

基督教教堂 

陸多地方宗教部門要求基督教教堂捐

獻給官方，否則強行拆除，並要求教堂

支付拆除、佔用土地等費用。 

自由亞洲電臺

(2019/6/7) 

26 20190608 毛主席宇宙

天尊佛祖廟 

河南省汝州市寄料鎮張坡村的宇宙天

尊佛祖廟內設有「毛主席佛祖殿」，供

奉毛澤東，5 月遭省政府下令拆除，寺

寒冬(20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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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廟建築一夜之內被夷平，毛澤東雕像被

移走。 

27 20190617 福建、江蘇、

海南、四川基

督教家庭教

會 

福建省廈門市 6月大規模取締基督教家

庭教會，逾 40 家聚會地點被關閉、教

會標示遭破壞。江蘇省徐州市對出租家

庭教會場所的房東罰款人民幣 10 萬

元。另海南省儋州市方舟教會、四川成

都市的生命之泉教會同遭當地政府取

締、關閉。 

China Aid 

(2019/6/17、29) 

28 20190627 山東孔首觀

音像 

「山東第一觀音」聖泉觀音為躲避宗教

審查被整容成孔子像，經媒體廣泛報

導，6 月中旬當地政府秘密拆除，將雕

像徹底夷平。 

自由時報 

(2019/6/27) 

29 20190627 天主教三自

教會 

中共不准三自教會教牧人員跨域集

會、傳教，要求登記個人資訊，制定請

假制度，讓當地政府掌控行蹤，否則關

閉教堂，撤銷資格。 

自由時報 

(2019/6/27)  

30 20190708 貴州省基督

教家庭教會 

貴州省畢節市大方縣民族宗教局局長

謝明星以「教導小孩子在家裡唱聖

歌」，對家庭教會處行政裁罰，稱其傳

播此類思想就是違法。 

China Aid 

(2019/7/8) 

31 20190718 千年古寺旃

檀古寺、大阿

彌陀佛寺 

河北省石家莊市始建於隋朝的旃檀古

寺在 4 月 18 日被毀。陝西省西安灞橋

區的大阿彌陀佛寺被大量國旗、政治標

語進駐，佛教標誌皆被改為中共國徽。 

寒冬 

(2019/7/18) 

32 20190719 四川亞青寺

外地僧人 

四川白雲縣亞青寺 5、7 月各有 3,500

名、3,600 名來自青海等外地僧人被中

共當局驅逐出寺。 

自由亞洲電臺

(2019/7/19) 

33 20190726 浙江省台州

市、河南省洛

陽市欒川縣

基督教集會

所；河北省石

家 莊 封 龍

山、遼寧省蓋

州市廟宇 

中國大陸各地持續進行宗教場所整頓

工作，浙江省台州市 3 至 4 月間有 10

幾處聚會所被查封、恐嚇、罰款，6 月

河南省洛陽市欒川縣逾 11 處宗教集會

場所被「自願」捐給政府。三自教堂被

要求講道必須融入中國傳統文化，舉辦

愛國主義專題，中共的文宣標語必須放

在教堂醒目處。河北省石家莊封龍山 20

多間廟宇被拆；遼寧省蓋州市 15 處佛

寒冬、自由亞洲

電臺

(2019/7/1、6、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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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道教場所被查封。 

34 20190801 北京清真餐

廳、攤販 

北京市政府下令所有清真餐廳和攤

販，必須將招牌中與伊斯蘭有關的阿拉

伯文字和符號刪除，包括新月符號、阿

拉伯文 halal「清真」等。 

美國之音

(2019/8/1) 

35 20190805 聖經播放機

製造公司主

管、員工 

廣東深圳製造聖經播放機的電子公司

賴姓主管及 6 名員工 7 月 22 日被深圳

國安人員帶走，下落不明。 

China Aid 

(2019/8/5) 

36 20190805 雲南大理、貴

州貴陽、四川

成都等地家

庭教會 

中共地方宗教局、公安局、居委會人員

突襲家庭教會主日聚會，以進行非法宗

教活動等事由查封教會所有物品、財產

及聚會所，參加聚會的信徒被要求簽署

訓誡告知書，承諾不再聚會才能離開。 

China Aid 

(2019/8/5、12) 

37 20190815 李英強 2018 年 12 月 9 日成都秋雨教會遭官方

查封，逾百人遭拘留，14日教會長老李

英強被以「尋釁滋事罪」逮捕，今年 8

月 15 日獲取保候審 1 年，但被遣送湖

北老家，禁止與外界接觸。 

香港 01 

(2019/8/23) 

38 20190815 圖巴、洛桑坦

凱、洛桑多吉  

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阿壩縣河支

寺、格爾登寺 3 名僧人分別於 2017、

2018年被當局拘捕後失聯，傳洛桑坦凱

7月 30日已被判刑 4年有期徒刑；另 2

人仍下落不明。 

自由亞洲電臺

(2019/8/15) 

39 20190826 河北省武安

市妙蓮寺 

逾 2百年歷史的妙蓮寺，5月 22日被當

地政府以「無證佔用耕地」之名強行拆

除，寺內尼姑、居士遭驅離。 

寒冬 

(2019/8/26) 

40 20190826 廣東佛山、江

西、河南教會

夏令營 

中共以誘拐未成年參加宗教活動為

由，突襲教會所辦夏令營活動，逮捕牧

師、志工，並訓斥學童不得崇拜西方信

仰，要求立即解散。 

自由時報

(2019/8/26) 

41 20190828 仁索 7月 6日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84歲生

日，四川若爾蓋縣藏人仁索透過微信傳

送達賴喇嘛法像即被當地警方行政拘

留，16日獲釋返家。 

自由亞洲電臺

(2019/8/28) 

42 20190902 河南省回民 新密市宗教局 6月中旬要求拆除清真寺

伊斯蘭標誌，如果不整改就取締。6 至

寒冬 

(2019/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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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7月，新密市至少 15 座、駐馬店市至少

40座清真寺伊斯蘭教標誌被強拆。 

43 20190902 全能神教會 菏澤市警方 6月 15日抓捕 52名全能神

教會基督徒。8 月 5 日，日照市全能神

教會 2名教會同工、20餘名普通基督徒

被捕。淄博市警方 8月 16至 18日抓捕

百餘名全能神教會基督徒。 

寒冬 

(2019/9/2) 

44 20190905 全能神教會 福建省福州市 9 月 5 日有 12 名全能神

教會基督徒被抓捕；安徽省蕪湖市 6日

至少有 13 處全能神教會聚會點遭警方

突襲取締，至少 42 名信徒遭抓捕。 

寒冬 

(2019/9/30) 

45 20190905 基督教家庭

教會 

南昌市灣里區家庭聚會點 6 月 30 日被

中共以未登記為由查封，負責人遭抓捕

盤問，另 3處聚會點被查封。8月 6日，

江西省九江市家庭教會聚會點遭取

締，牧師被抓捕審訊。 

寒冬 

(2019/9/5) 

46 20190913 武漢市黃陂

區西寺、青雲

寺、德康寺 

武漢市黃陂區政府 3 月 29 日拆毀西寺

大殿；4月 11 日再拆毀廟房、禪房與齋

房。3月 24日，勒令青雲寺不許燒香拜

佛，廟牆漆成白色並封門，僧人不能住

廟，否則將拆廟。6 月中旬，區政府勒

令德康寺移走佛像並封死廟門。 

寒冬 

(2019/9/13) 

47 20190913 西藏退休幹

部 

「人權觀察」組織 9 月 11 日表示，中

共西藏自治區黨委近日禁止政府退休

幹部參加「廓拉」等藏傳佛教活動，無

論是否為黨員，參加者均將受罰。 

美國之音 

(2019/9/13) 

48 20190915 北大清真寺 數百年歷史的鄭州市北大清真寺，2006

年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其宣禮塔

頂部被中式塔樓取代，塔身也改深灰

色，被中共作為中國化改造的樣板。 

寒冬 

(2019/9/15) 

49 20190915 北京基督教

家庭教會聖

愛團契 

北京基督教家庭教會「聖愛團契」長老

徐永海 9月 15日「被上崗」；自 9月中

旬，北京規模較大的家庭教會都「被上

崗」，無法進行崇拜或查經班，「三一教

會」被迫停止聚會，直至「十一」後才

恢復；10月 28日徐永海再「被上崗」。 

China Aid 

(2019/9/15 、

23、10/28) 

50 20190927 中華福音教 河南省唐河縣王集鄉中華福音教會的 China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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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張永成長老因抗拒政府清拆令，9月 24

日被拘捕後下落不明。 

(2019/9/27) 

51 20191004 韓國基督教

會、德國基督

教會 

7 月初，山東省濱州市一韓國基督教會

信徒遭警察突襲被捕；5 月，遼寧省十

幾名韓國「新天地」教會信徒聚會遭警

察與宗教局人員襲擾，威脅再聚會按

「政治犯」論，並被迫簽保證書；4 月

至 6月期間，廣東、上海、江蘇等地德

國基督教會信徒因傳福音被抓捕拘留。 

寒冬 

(2019/10/4) 

52 20191005 韓國聖樂教

會 

韓國聖樂教會遼寧分點的中國籍牧師 6

月 17 日遭到當局抓捕審訊，逼問資金

來源與教會人員信息，被迫寫下不再聚

會的保證書後釋放。 

寒冬 

(2019/10/5) 

53 20191010 基督教傳道

人 

8 月，遼寧省某三自教堂一位香港建道

神學院畢業的講道人因不同意在聚會

中禱告詛咒蔡總統，遭舉報「反黨反政

府」後停工；河南省一位三自教會負責

人因表達對基督教中國化政策的不滿

遭撤職。 

寒冬 

(2019/10/10) 

54 20191012 因信稱義派

教會 

山西臨汾市因信稱義派家庭教會 6 月

21日聚會時遭警方突襲，負責人王曉光

與 21 名信徒被警方控制，並警告再聚

會就拘留；5 月中旬，湖南郴州市因信

稱義家庭教會聚會點因拒絕加入三自

教會遭取締。6 月底，湖北武漢市因信

稱義家庭教會聚會點被取締，講道人也

被抓捕。 

寒冬 

(2019/10/12) 

55 20191014 耶和華見證

人 

8 月初，山東省「耶和華見證人」信徒

遭警察帶走調查，並稱來中國傳道的外

國人都是外國間諜，不能再跟外國人聯

繫。5 月，山東青島「耶和華見證人」

兩對韓籍夫婦遭抓捕、遣返。 

寒冬 

(2019/10/14) 

56 20191014 天主教地下

教會 

6月 29日，中共派人監視福建省閩東教

區輔理主教郭希錦和拒絕加入三自教

會的神父；8 月 4 日，福州教區一處地

下天主教聚會所遭當局以「存在消防安

全隱患」為由關閉；7 月下旬，黑龍江

寒冬 

(2019/10/14) 



 9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地下天主教堂遭政府以「無證」關閉 

57 20191022 耿宜敏、孫永

耀等 

安徽阜南縣基督教教堂 10月 18日遭政

府以「存在安全隱患」強制拆除。教堂

委員會主任耿宜敏、牧師孫永耀等 19

日以「擾亂社會秩序罪」遭刑事拘留。 

自由亞洲電臺 

(2019/10/22) 

58 20191027 涉韓教會 6 月，山西省河津市一家庭教會因被懷

疑與韓國教會有關， 40 餘名信徒被抓

捕、審問。河北省韓國好消息教會 8月

28 日遭警察勒令停止非法聚會，並以

「涉及境外組織滲透」為由抓捕 4名牧

師，拘留 5天。 

寒冬 

(2019/10/27) 

59 20191028 徐永清 上海法輪功信仰者徐永清 2018年以「邪

教罪」判處有期徒刑 2年，羈押審訊及

服刑期間曾遭酷刑虐待，致其身心嚴重

受損。 

維權網 

(2019/10/28) 

60 20191028 溫州教區邵

祝敏主教 

9 月下旬，溫州教區邵祝敏主教遭人員

強迫「旅遊」，政府警告教友禁止到林

錫黎主教墓地舉行宗教活動，否則將挖

掉墳墓。 

寒冬 

(2019/10/28) 

61 20191103 四川全能神

教會 

四川省遂寧市大英縣法院 9 月 11 日以

「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

罪」對 12 名全能神教會基督徒宣判，

其中 4人被判 9至 11年不等有期徒刑。 

寒冬 

(2019/11/3) 

62 20191104 天主教邯鄲

教區教堂 

河北邯鄲市政府強拆天主教邯鄲教區

新建天主教堂，現場還播放「沒有共產

黨就沒有新中國」。 

China Aid 

(2019/11/4) 

63 20191106 福州基督教

會 

福建省福州市強拆多座基督教教堂；城

門鎮政府 10 月下令要求城門基督教堂

將其 20個聚會點合併為 10個，每個聚

會點信徒人數不得超過 50人。 

寒冬 

(2019/11/6) 

64 20191108 河南省原陽

縣農村教堂 

河南省原陽縣多間農村教堂遭到當地

政府人員強拆，包括三自教堂，遭拆教

堂所屬土地被充公。 

China Aid 

(2019/11/8) 

65 20191111 北京雅和博

教會長老胡

北京雅和博教會長老胡石根 2015 年被

捕後，因患有冠心病、腎功能衰竭、高

China Aid 

(201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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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根 血壓及脂肪肝等，多次申請保外就醫不

獲批准。雅和博教會自其被捕後解散。 

66 20191112 湖北黃石市

三自教會 

湖北省黃石市 10 月起多處受官方控制

的教堂都已開始用指紋機和人臉識別

設備記錄信徒的聚會情況，並將信徒個

人及家庭信息備案。 

寒冬 

(2019/11/12) 

67 20191115 南京市橋北

教會 

南京市浦口區橋北基督教會為官方教

會。11 月 14 日遭該區宗教局官員強行

拆除聚會場所 。另消息指出南京多個官

方教會接到通知要求自行拆除教堂，並

將信徒併入大型教會，以便政府監管。 

自由亞洲電台 

(201911/15) 

68 20191117 山西全能神

教會 

山西省運城市聞喜縣、稷山縣、萬榮縣

等地，9月 9日至 10 日針對全能神教會

抓捕至少 135 名信，並洗劫 33 萬人民

幣的教會及個人錢財。被捕信徒已有 98

人被關進「臨汾市法制學習基地」強制

洗腦轉化。 

寒冬 

(2019/11/17) 

69 20191123 山東全能神

教會 

山東省平度市公安局 11 月 1 日突襲當

地 24處全能神教會聚會點，逮捕 38名

基督徒，沒收 34 萬教會奉獻款。10 月

16 日，膠州市至少 23 名全能神教會基

督徒被捕；17 日，李滄區 10 名基督徒

也遭抓捕。 

寒冬 

(2019/11/23) 

70 20191125 雲南省楚雄

市城區清真

寺 

雲南省楚雄市城區清真寺 11月 20日在

政府和楚雄市城區清真寺未達拆遷協

議前，即強行拆除，經信徒抗爭後暫停

拆遷，全寺僅剩下禮拜殿和教學樓。 

自由亞洲電台 

(201911/25) 

71 20191126 秋雨聖約教

會會友裴文

舉 

秋雨聖約教會會友裴文舉在秋雨教案

之後，全家因信仰原因被成都警方關

注、騷擾，所撫養的四個孩子也被強行

送走。 

China Aid 

(2019/11/26) 

72 20191129 成都秋雨教

會覃德富長

老 

成都秋雨聖約歸正家庭教會長老覃德

富在秋雨教案大抓捕中，以涉嫌「非法

經營罪」刑拘，判刑 4年。 

維權網 

(201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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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20191204 上海麥種教

會 

12月 1日被當局查封取締，逾 200名信

徒被迫在馬路旁唱詩禮拜。 

China Aid 

(2019/12/4) 

74 20191205 廣州廣福家

庭教會 

牧師馬可 12 月 2 日被派出所傳喚，要

求教會必須掛國旗、國家宗教政策。聚

會點 9月遭政府人員强行闖入阻止會友

聚會，負責人被威脅抓捕並罰五萬元，

而房東亦被警告不得租房予教會。 

China Aid 

(2019/12/5) 

75 20191205 江西基督徒 江西省官員 8 月至 10 月以扶貧名義走

訪，撕掉信徒家中宗教標誌和畫像，以

習近平畫像取代，否則將取消貧困戶低

保和其他補貼。 

寒冬 

(2019/12/5) 

76 20191210 新疆全能神

教會 

68名信徒 9月被判重刑，其中 3人因「積

極發展信徒」被重判 12 年，其他被重

判 11年到 5年不等。 

寒冬 

(2019/12/10) 

77 20191212 腰斯圖格根

喇嘛廟 

該廟 12 月 9 日被當局强拆，試圖阻止

的蒙古族牧民被警察噴辣椒水。 

維權網 

(2019/12/12) 

78 20191216 北京聖愛團

契 

長老徐永海 12月 12 日被軟禁家中，信

徒倪玉蘭律師 12月 8至 12日住處外被

上崗，同教會維權人士何德普被上崗。 

China Aid 

(2019/12/16) 

79 20191216 河南省阿訇 河南省政府勒令不堅定執行宗教中國

化政策的外省籍阿訇離開河南省，導致

清真寺沒有阿訇主持宗教事務及儀式。 

寒冬 

(2019/12/16) 

80 20191222 河南省三自

教會 

河南省欒川縣統戰部 11 月命令三自教

會拆除「十誡」和「使徒信經」，否則

查封或拆除教堂，並稱為中央政策。 

寒冬 

(2019/12/22) 

81 20191224 全能神教會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教會信徒高

達 840 人獲刑。山東 2019 年已有 1180

名信徒被抓，其中被判刑 145人較去年

81人翻倍，被中共擄掠的教會和個人財

產達 332萬元人民幣。 

寒冬 

(2019/12/24) 

82 20191228 藏傳佛教 河北省各地政府為應對中央督察組檢

查，11月強拆遵化市聖泉寺內 9座藏式

佛塔，驅逐該寺住持喇嘛。廣西省都安

寒冬 

(2019/12/28) 



 12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瑤族自治縣安福寺藏式佛塔亦被整

改，塔底部的轉經筒被水泥密封。 

83 20191228 天主教 河南省林州市田家井加爾默羅聖母朝

聖地 9月下旬遭市統戰部、宗教局強拆

聖母祭台。河北邯鄲市館陶縣 10 月 30

日以「非法佔用耕地」強拆當地官方天

主教堂；該市臨漳縣 7月中旬拆除非官

方天主教堂內十字架，砸毀聖母像。 

寒冬 

(2019/12/28) 

84 20191230 王怡 成都秋雨教案王怡牧師 12月 30日以煽

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非法經營罪二罪併

罰，判處有期徒刑 9年，剝奪政治權利

3年等。 

維權網 

(2019/12/30) 

85 20191230 藏傳佛教 中共 12月 20、21日在拉薩重兵戒備防

止藏人趁燃燈節集聚示威，並下令所有

藏人公務員、學生及退休幹部不得參加

宗教活動，嚴密監控僧俗藏人。 

自由亞洲電台 

(2019/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