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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維權人士 

2019.1-12（80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190111 張錦雄 「彩虹中國」負責人港人張錦雄在陸推

廣愛滋病平權及公益活動，1月 11日在

深圳被控違反「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

動管理法」行政拘留 3日；15日獲釋被

告知 5年內不得入境中國大陸。 

香港 01 

(2019/1/19) 

2 20190114 季孝龍 2018年 7月陸疫苗造假事件爆發時，維

權人士季孝龍於醫院等公共場所的廁

所門後撰寫批評中共政權標語，號召

「廁所革命」，1月 14日被以「尋釁滋

事罪」判刑 3年有期徒刑。 

中央社

(2019/1/14) 

3 20190117 陳武權 維權律師陳武權因協助村民抵抗廣東

省湛江市填海開發活動，2018年 2月 9

日被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近期

遭判 5年有期徒刑。 

中國公民運動

網(2019/1/17) 

4 20190124 黃燕 異議人士黃燕 2018 年 5 月持聯合國國

際難民證入境臺灣，1月 24日搭機赴美

洛杉磯，由美國華裔牧師、對華援助協

會創始人傅希秋安頓在美生活。 

香港 01 

(2019/1/26) 

5 20190128 王全璋 天津第二法院 1 月 28 日以「顛覆國家

政權罪」判維權律師王全璋 4年 6個月

有期徒刑。王被控與瑞典人達林（Peter 

Dahlin）等合謀，在香港成立公司接受

境外組織的資助，辦理「赤腳律師」培

訓，傳授如何對抗政府，並向境外提供

報告攻擊中國法治和人權狀況。 

中央社 

(2019/1/28) 

6 20190129 劉飛躍 湖北隨州法院 1 月 29 日裁定「人權與

民生觀察」網站創辦人劉飛躍遭訴「煽

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立，處以 5年有

期徒刑。其母丁啟華抨擊中共背棄承

諾，以判劉緩刑誘騙家屬服從。 

自由時報

(2019/1/30) 

7 20190130 顏克芬、劉興

聯 

維權人士顏克芬因關切中國大陸人權

問題遭中共列為異議份子追捕，劉興聯

因參與民主維權活動遭捕，趁保外就醫

逃離中國大陸；兩人於 2018年 9月 27

日持聯合國難民證向臺灣申請政治庇

中央社

(20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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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護，1月 30日以專業交流名義入境。 

8 20190222 中國大陸各地

疫苗受害家屬 

2 月 22 日中國大陸各地數十名疫苗受

害家屬到北京國家衛計委請願，要求完

善疫苗立法、設立救助基金，家屬被地

方政府截訪、恐嚇。 

自由亞洲電臺

(2019/2/24) 

9 20190228 蒲文清 六四天網創辦人黃琦之母蒲氏 2018 年

12 月赴京上訪遭捕失聯，2019 年 1 月

22返回四川成都居家療養，中共「兩會」

前維穩人員自帶寢具住進蒲家，遭 24

小時監控。蒲文清長期遭非法軟禁無法

簽署委託書，變相剝奪黃琦聘請律師權

利。 

自由亞洲電臺

(2019/3/3、

10/12) 

10 20190228 江天勇 2 月 28 日維權律師江天勇刑期屆滿出

獄，中共官方以被判「剝奪政治權利」

的附加刑為由，繼續限制其人身自由，

軟禁於河南父母家中。 

香港 01 

(2019/3/3) 

11 20190302 李文足、 許

豔、原珊珊 

中共「兩會」會議期間，眾多維權律師

之妻遭當局禁止出門、監控、跟蹤。 

大紀元 

(2019/3/7) 

12 20190302 盧廷閣 維權律師盧廷閣發起連署欲向「兩會」

提出非政治敏感議題的修憲提案建

議，卻於 3月 2日被地方司法局人員帶

走，迄今行蹤不明。 

中央社

(2019/3/5) 

13 20190319 陳建芳夫婦 上海維權人士陳建芳夫婦 3 月 19 日在

家中遭警方秘密抓捕，具體抓捕原因不

明。9月 3日被上海市檢察院第一分院

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至上海市第

一中級法院。 

自由亞洲電臺

(2019/3/25)、

大紀元

(2019/10/17) 

14 20190327 王宇 維權律師王宇 3 月 27 日前往美國駐北

京大使館參加「家暴和法律」講座時，

被警方以不配合檢查身分證、「涉嫌妨

礙公務」為由，強行拖上警車並拘留 20

小時後獲釋。 

美國之音 

(2019/3/27) 

15 20190401 符海陸、張雋

勇、羅富譽、

陳兵 

四川成都中級法院連續 4天進行「六四

酒案」宣判，「六四酒案」異議人士符

海陸、張雋勇、羅富譽 3人皆被判刑 3

年，並予緩刑 4至 5年不等；堅不認罪

的陳兵被判刑 3年 6個月，未獲緩刑。 

香港 01 

(2019/4/5) 

16 20190419 山東平度、江 兩地法院同步將 2起維權抗爭案定調為 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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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蘇鎮江事件維

權老兵 

「打著退役軍人旗號實施犯罪」，發起

人分別被當地法院判處 2至 6年有期徒

刑。 

(2019/3/25) 

17 20190428 譚兵林、劉春

冬 

維權人士譚兵林、劉春冬欲祭拜北大右

派才女林昭，4月 28日穿著「不自由毋

寧死」上衣抵達蘇州火車站，遭國保帶

走訊問，下午被遣返湖南。 

China Aid 

(2019/4/29) 

18 20190507 張昆 維權人士張昆因參與公民維權活動，並

在網路揭露遭關押酷刑等經歷，2017

年 5 月 27 日被徐州警方以「尋釁滋事

罪」抓捕，今年 5月 5日被判 2年 6個

月徒刑。 

自由亞洲電臺 

(2019/5/7) 

19 20190523 四川簡陽市公

辦學校教師 

約 300多名在職教師趁午休時間到市信

訪局請願，要求教師目標考核獎與公務

員持平，並補發老師 13個月的工資。 

自由亞洲電臺 

(2019/5/23) 

20 20190524 孫文科、郭慶

軍、廖永忠 

中國大陸政治犯家屬援助團體「全國旅

遊微信群」義工，孫文科 5 月 23 日被

以「尋釁滋事罪」判 1年 1個月徒刑。

另義工郭慶軍、廖永忠分別獲刑 1年 6

個月和 1年 3個月。 

自由亞洲電臺 

(2019/5/24) 

21 20190530 朴成秀 中國民主黨韓國黨部代表朴成秀因從

事民運活動遭中共當局抓捕，2012年起

旅居韓國。近期朴在陸家人被公安約

談、調查，並監控其手機、微信帳號。 

自由亞洲電臺 

(2019/5/30) 

22 20190612 龔與劍 異議人士龔與劍因主張「平反六四」被

中共判反革命罪，送勞教 2 年，2015

年逃亡滯留臺灣，6月 12日向移民署投

案，並申請在臺居留。 

中央社 

(2019/6/12) 

23 20190619 劉曉原 北京朝陽區司法局 6 月 19 日通知鋒銳

律所合夥人劉曉原的執業資格遭註

銷，劉「被失業」後擺地攤賣殺蟲劑，

陸網友批評猶如文革時期專家掃廁所。 

自由亞洲電臺 

(2019/6/19) 

24 20190628 王全璋 維權律師王全璋遭捕近 4年，其妻李文

足、胞姊王全秀首次獲准探監，會面後

稱王的外貌、性格與過去判若兩人，對

其精神狀況感到擔憂。 

中央社 

(2019/6/28) 

25 20190629 哎烏、楊崇夫

婦 

維權人士哎烏、楊崇夫婦參與維權、聲

援香港等活動，2015年流亡泰國，2017

自由亞洲電臺 

(201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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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年獲聯合國難民署政治庇護，2019年獲

加拿大難民庇護資格，6月 26日在泰國

出境遭羈押，可能被遣返回陸。 

26 20190630 謝燕益 維權律師謝燕益遭房東通知不續租

約，當地警察向租屋仲介施壓，不准協

助尋房，全家 5口將暫時在飯店過夜。 

民生觀察 

(2019/6/30) 

27 20190707 唐荊陵 維權律師唐荊陵獲頒第 2屆中國人權律

師獎，惟其 4 月 29 日刑滿出獄後仍被

軟禁，無法來臺灣領獎。 

自由時報 

(2019/7/7) 

28 20190710 紀斯尊 赤腳律師紀斯尊 4 月 26 日刑滿獲釋仍

在醫院被監護，7月 10日在漳州醫院逝

世，官方要求當天火化遺體，家屬僅被

告知因內出血病逝，相關病例、治療情

況皆不透露。 

大紀元 

(2019/7/10) 

29 20190710 張寶成 維權人士張寶成 2014 年因要求官員公

布財產被以「擾亂公共秩序罪」判刑 2

年。7月 4日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

滋事、宣揚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煽動

實施恐怖活動」拘捕。 

自由時報

(2019/7/10) 

30 20190720 朱承志 維權人士朱承志因在推特、臉書發表

「猴年馬月獨裁倒臺」、「沒有共產黨、

才有新中國」言論及宣傳「建三江事

件」、「慶安事件」、「雷洋事件」，被江

蘇省蘇州市吳中區檢察院以「尋釁滋事

罪」起訴。 

自由亞洲電臺 

(2019/7/20) 

31 20190723 李金星 山東司法局以維權律師李金星自 2017

年 4月以來，在微博多次發表「不當言

論」，「製造輿論，攻擊、詆毀司法機關

和制度」為由，吊銷其律師執業證。 

維權網 

(2019/7/23) 

32 20190729 黃琦 「六四天網」創辦人黃琦被依「故意洩

露國家秘密罪」、「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

秘密罪」合併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剝

奪政治權利 4年，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

2 萬元。黃被捕期間堅不認罪，多次申

請保外就醫遭拒。 

中央社 

(2019/7/29) 

33 20190729 比拉什 

（ Serikzhan 

Bilash） 

哈薩克阿塔珠爾特志願青年（Atajurt）

組織領袖比拉什號召民眾發動「聖

戰」，營救新疆再教育營裡的哈薩克

中央社 

(201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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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人，今年 3月被居家監禁，7月 29日被

控「煽動種族不和罪」出庭受審，最高

可被處 7年有期徒刑。 

34 20190802 董廣平 維權人士董廣平曾因參加「六四公祭」

等民主活動 3度入獄；2015年偷渡泰國

遭捕遣返回中；2018年 7月重慶法院以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偷越國境罪判刑

3年半；今年 8月 2日刑滿出獄，但隨

即遣返河南老家「被上崗」兩個多星

期，目前不能接受媒體訪問，也不准離

開鄭州。 

China Aid 

(2019/8/2、

10/24) 

35 20190811 何方美 維權人士何方美因其女 2018 年因接種

武漢生產的問題百白破疫苗致病，今年

3 月赴北京維權遭捕，8 月被以尋釁滋

事罪起訴。 

自由亞洲電臺 

(2019/8/11) 

36 20190813 袁兵、陳劍雄 2017年 10月中共「十九大」前，維權

人士袁兵、陳劍雄與湖北赤壁國保人員

發生言語衝突後被拘捕、羈押；今年 7

月被以尋釁滋事罪分別判刑 3年、3年

6個月；終審維持原判 

自由時報

(2019/8/13)、

博訊

(2019/10/28) 

37 20190816 賽爾克堅 ·比

萊喜 

（ Serikzhan 

Bilash） 

哈薩克阿塔珠爾特志願青年（Atajurt）

組織領袖賽爾克堅號召民眾發動「聖

戰」，營救新疆再教育營裡的哈薩克

人；今年 3月被居家監禁，7月 29日被

控「煽動種族不和罪」；8月 16日法院

裁定罰款 300元美金後獲釋，條件包括

不准公開批評新疆政策、不參加政治活

動等。 

自由亞洲電臺 

(2019/8/20) 

38 20190823 林生亮 深圳維權人士林生亮 2017 年在腳踏車

上寫郭文貴名言「一切剛剛開始」，被

判刑 1年 2個月；刑滿出獄後再批評政

府、監獄酷刑，2018年 8月被以尋釁滋

事罪判拘捕，今年 8月被判刑 2年。 

自由亞洲電臺 

(2019/8/23) 

39 20190901 黃曉敏 四川維權人士黃曉敏因支持開放直

選、選舉胡德平為總書記事件，於 2017

年 5月 18日被成都警方秘密綁架。2019

年 7月，黃曉敏以尋釁滋事罪被判刑 2

年 6個月。 

維權網

(20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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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40 20190902 全世欣 7 月 25 日北京維權人士全世欣疑因發

支持香港抗議言論遭刑事拘留。8月 31

日以尋釁滋事罪正式逮捕。 

維權網

(2019/9/2) 

41 20190902 孟晗 廣州工運維權人士孟晗 8 月 30 日被 8

名便衣警察帶回住所搜查後下落不

明，傳涉發佈香港「反送中」文章，被

警方以涉「尋釁滋事罪」刑拘，10月 7

日獲釋後仍被監控。 

China Aid 

(2019/9/2、

10/9) 

42 20190906 王全璋 維權律師王全璋妻子李文足 9月 6日表

示，警察施壓學校使其子失學。王全璋

獄中多次確認孩子是否就學，李文足認

為中共以兒子要挾王全璋拒絕探視及

保外就醫。 

立場新聞

(2019/9/6) 

43 20190917 賴日福 廣州維權人士賴日福 9 月 13 日曾於微

信及臉書上傳反送中歌曲「願榮光歸香

港」，並稱「這是我的祖國，我要讓她

自由！」16日，賴日福遭警方以涉嫌尋

釁滋事罪刑事拘留。 

博訊

(2019/9/17) 

44 20190920 孟曉東 9月 5日/河南維權人士孟曉東被河南睢

縣公安局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

留，15天後正式逮捕，羈押於睢縣看守

所。 

維權網

(2019/9/20) 

45 20190920 郭飛雄 廣東維權律師郭飛雄為撰寫新書考察

歷史遺跡，9月 14日在河南與藺其磊律

師見面後失聯。 

China Aid 

(2019/9/20) 

46 20190924 王美余 湖南維權人士王美余曾於 2018 年舉牌

要求習、李下台，實施全民選舉。7 月

8 日王美余以尋釁滋事罪被捕，家屬 9

月 23 日得知他在看守所內不明猝死，

疑遭迫害致死。 

自由時報 

(2019/9/24) 

47 20190927 袁小華 湖南維權人士袁小華 9 月 23 日因王美

余非正常死亡一事，遭長沙公安局國保

部門人員約見，隨後失聯，可能被軟禁

或拘留。 

維權網 

(2019/9/27) 

48 20190927 謝陽 維權律師謝陽因赴湖南衡陽調查王美

余在衡陽市看守所猝死案，維權律師謝

陽 25 日晚間被數名荷槍實彈的特種警

察控制在酒店之中，目前失聯。 

中央社

(201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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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49 20191001 王德邦（本名

王治晶） 

為民主維權人士、「六四」高校對話代

表團成員，於「十一」期間被阻止出遊。 

China Aid  

(2019/10/1) 

50 20191003 項錦鋒 為福建維權人士，9 月 24 日遭警方以

「散佈謠言」行政拘留 9天，期間強迫

收看中共建政閱兵式，10月 3日獲釋。 

博訊 

(2019/10/3) 

51 20191015 羅少華、劉家

財等 

湖北維權人士羅少華抗議香港「禁蒙面

法」，拍攝蒙面照片被處以行政拘留 7

天；湖北人權人士劉家財等人因拍攝蒙

面照片遭警方嚴厲警告。 

中國公民運動 

(2019/10/15) 

52 20191017 周勇軍 為六四學運領袖，遭控利用境外社交媒

體發佈虛假信息，廣西法院 10月以「尋

釁滋事」判刑 1年 2個月，扣除羈押期

後將於 10月 19日獲釋。 

自由亞洲電臺 

(2019/10/17) 

53 20191024 黃雪琴 為女權活動人士、獨立記者，曾報導香

港「反送中」運動文章，10月 17日遭

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刑拘。現已被指

定居所監視居住。 

中央廣播 電

臺、維權網 

(2019/10/24、

11/26) 

54 20191028 李蔚、高瑜、

齊志勇、 

北京維權人士李蔚自 10月 26日起「被

上崗」失去人身自由；資深傳媒人高

瑜、「六四」傷殘人士齊志勇近日也「被

上崗」。 

China Aid  

(2019/10/28) 

55 20191030 王承剛、王大

鵬 

為遼寧大連維權人士因在推特轉帖遭

控「尋釁滋事罪」案，2019 年 9 月 11

日在大連市金州區法院不公開開庭審

理，王承剛獲刑 1年半、王大鵬 1年 2

個月。 

維權網 

(2019/10/30) 

56 20191031 侯美華 為遼寧殘疾維權、勞權人士，10 月 29

日於瀋陽北站遭截訪人員限制人身自

由。 

維權網 

(2019/10/31) 

57 20191101 覃永沛 廣西南寧人權律師覃永沛 10月 31日被

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遭警方帶走，辦

公室遭查封。 

維權網 

(201911/1、2) 

58 20191102 朱虞夫 浙江民主人士朱虞夫被當局 24 小時監

控，外出時均有人貼身跟踪，警方未告

知實施監控理由。 

維權網 

(201911/2) 

59 20191105 邵重國 山西維權人士邵重國 8 月 29 日以涉嫌

「尋釁滋事罪」遭刑事拘留，可能因尋

找失蹤的高智晟律師被捕。 

China Aid 

(201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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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20191107 王怡 成都秋雨教案王怡牧師代理律師張培

鴻遭成都檢察院强行取消辯護資格，王

怡妻子蔣蓉則遭監視居住。 

維權網 

(201911/7) 

61 20191111 趙作媛 維權人士趙作媛 11 月 7 日在北京遭警

方逮捕，隔日山東省長島縣警方扣押其

物品。 

民生觀察 

(2019/11/11) 

62 20191115 鄧傳彬（網名

晃晃） 

四川鄧傳彬（網名晃晃）5月 16日在推

特上傳六四酒案酒瓶照片。隨即被國保

以涉嫌尋釁滋事刑事拘留，律師盧廷閣

11月 13日會見遭阻。 

維權網 

(201911/15) 

63 20191115 程淵、劉永

澤、吳葛健雄  

長沙富能程淵、劉永澤、吳葛健雄自 7

月 22 日被中共指控顛覆國家政權刑拘

後，代理律師至今無法會見當事人。 

維權網 

(201911/15) 

64 20191128 胡雙慶 湖南維權人士胡雙慶近日發表涉及香

港「不當言論」，而被行政拘留，11 月

27日獲釋後遭公司解雇。 

自由亞洲電台 

(201911/28) 

65 20191208 邢鑒 維權人士邢鑒具聯合國難民身分，滯留

泰國期間於 11 月 25 日遭公安跨國追

捕，可能將遭遣返。 

維權網 

(2019/12/8) 

66 20191209 王和英、陳明

玉、吳紹坪、

蔡邦英、趙安

秀、楊興儀、

曾文 

多名維權人士 12 月 9 日前往美國使館

參加世界人權日活動，維權人士王和英

於使館入口遭警察帶離，維權人士陳明

玉、吳紹坪、蔡邦英、趙安秀、楊興儀、

曾文遭北京警方帶到朝陽區麥子店派

出所。 

維權網 

(2019/12/9) 

67 20191209 許艷 許豔 12 月 9 日被北京市國保、警察限

制出門 4至 5天，並遭推打辱罵。 

維權網 

(2019/12/9) 

68 20191211 李文足 709 維權律師王全璋妻子李文足獲頒法

德人權法治獎，12月 11前往法國大使

館領獎，途中被國保騷擾。 

China Aid 

(2019/12/11) 

69 20191216 王展 環保學者王展 10月 15日入境時遭警方

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逮捕。 

維權網 

(2019/12/16) 

70 20191216 李春富 人權律師李春富 12月 16日出境旅遊時

遭告知被北京市公安局限制出境。 

維權網 

(2019/12/16) 

71 20191216 劉萍 江西維權人士劉萍出獄後，辦理退休養

老金被告知「需要等待領導指示」，變

相剝奪其養老社保。 

維權網 

(2019/12/16) 

72 20191217 郝勁松 2005年度十大法制人物、山西人權律師 維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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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勁松 12月 10、11、17日多次以「尋

釁滋事」為由遭傳喚。 

(2019/12/17) 

73 20191218 陳偉祥 勞工行動研究者、微信公眾號「心環衛」

創辦人陳偉祥與一名實習生 12月 17日

在廣州被警方帶走。 

維權網 

(2019/12/18) 

74 20191222 劉家財 湖北民主人士劉家財因到外地推銷家

鄉土特產，遭宜昌國保帶回並以涉嫌

「尋釁滋事」傳喚。25日國保要求其不

要在網上發表言論，且出行須報備。 

維權網 

(2019/12/22 、

25) 

75 20191223 宮敏賡 上海維權人士宮敏賡因在微信群發表

「支持香港民眾誓死捍衛民主自由，呼

籲全世界人民宰豬滅共」等， 12月 18

日被以涉嫌「尋釁滋事」行政拘留 5日。 

維權網 

(2019/12/23) 

76 20191228 戴振亞、丁家

喜、李英俊、

張忠順 

福建維權人士戴振亞 12月 26日遭警方

抓捕，並威脅說不能和任何人聯繫與接

受採訪；北京人權律師丁家喜、福建維

權人士李英俊、山東維權人士張忠順均

遭中共當局逮捕。家屬轉述警方消息稱

涉嫌罪名爲「顛覆國家政權」，傳由公

安部成立「12·13」專案組指派山東警

方辦案。 

民生觀察 

(2019/12/28) 

77 20191230 黃志強、朱虞

夫、吳澤西、

辛忠誠 

浙江民主人士與人權律師黃志強、朱虞

夫、吳澤西、辛忠誠 12月 29日被浙江

金華警方拘傳，其中黃志強律師以涉

「尋釁滋事」拘傳。 

維權網 

(2019/12/30) 

78 20191231 衛小兵 四川維權人士衛小兵 12月 30日被以擾

亂公共秩序行政拘留 15天 

維權網 

(2019/12/31) 

79 20191231 盧思位 四川維權律師盧思位 12月 30日去香港

參加法律研討會遭邊防人員限制人身

自由，當晚被警方抓捕。 

自由亞洲電台 

(2019/12/31) 

80 20191231 劉書慶 山東維權律師劉書慶 12月 31日自住處

被警方帶走，據傳因涉顛覆國家政權罪

被傳喚。 

維權網 

(2019/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