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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言論自由 

2020.4（46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200103 李文亮 為武漢中心醫院醫師，2019年 12月 30

日因在微信群發布「華南海鮮水果市場

確診 7例 SARS」，1月 3日遭派出所訓

誡。後遭感染，於 2月 6日逝世。 

南都即時 

(2020/1/30) 

2 20200103 潘建 四川教師潘建因網路言論和給海外基

金捐款，遭陝西省咸陽市網安支隊以

「尋釁滋事」罪逮捕。 

維權網 

(2020/1/3) 

3 20200109 杜二偉 山西調查記者杜二偉 2019年 8月 20日

因「尋釁滋事」罪刑拘，1月 8日開庭

遭檢方求刑 3年半至 4年半。 

維權網 

(2020/1/9) 

4 20200120 王勇 為山東公民，因於推特發表言論遭警方

以「反黨、反共、侮辱誹謗國家領導人、

煽動臺獨」構成尋釁滋事罪遭逮捕，於

1月 20日遭判刑 10個月。 

維權網 

(2020/5/26) 

5 20200122 陳永明 為新疆輪台縣第三中學校長，因宣傳普

世價值與民主憲政等言論，2019 年 6

月被捕、9 月以「尋釁滋事」罪判刑 1

年 6個月。 

維權網 

(2020/1/22) 

6 20200130 

、 

20200530 

樊鈞益、陳思

明、王藏 

湖南網友樊鈞益被指轉發武漢肺炎疫

情的虛假報導，遭國保帶走調查；湖南

公民陳思明則遭傳喚警告；詩人王藏遭

警方威脅抓捕。5月 30日因「六四」遭

涉「煽動顛覆罪」逮捕。 

自由亞洲電臺 

(2020/1/30) 

維權網 

(2020/5/31) 

民生觀察 

(2020/6/1) 

7 20200203 方斌 為武漢市民，2月 1日起因拍攝當地醫

院實況影片並抨擊當局，多次遭當地警

方警告騷擾，2月 9日失聯。 

自由亞洲電台

(2020/2/3)、 

民生觀察

(2020/2/22) 

8 20200204 朱欣欣 為湖北前媒體人，2月 2日因微信言論

被石家莊市長安區行政拘留 10天。 

獨立中文筆會 

(2020/2/4 

9 20200207 陳秋實 為北京律師，於 1月疫情爆發後赴武漢

報導當地情況，2月 6日赴方艙醫院後

失聯，或被當局隔離。 

自由亞洲電台

(2020/2/7) 



 2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0 20200207 雲南醫務人

員等 

雲南文山州人民醫院文某、劉某等 5名

醫務人員 2月 6日因拍攝患者並散佈疫

情信息，遭罰款、拘留。 

自由亞洲電台

(2020/2/7) 

11 20200207 王亞軍 因幫助災區組織援救物資，撰文關注疫

情，被齊齊哈爾警方處以 10 日行政拘

留，現在家自行隔離，待疫情結束再到

拘留所補坐 10天牢。 

維權網 

(2020/2/7) 

12 20200208 李宇琛 為微信公眾平臺「權益牆」運營者，2

月 5日因其為李文亮作傳等文章，遭國

保約談。 

維權網 

(2020/2/8) 

13 20200221 祁怡元、張盼

成 

兩人在北京錄製提倡言論自由及聲援

維權律師影片，被以涉「尋釁滋事」罪

起訴，其中祁怡元做無罪辯護，而張盼

成則認罪，法官擇日宣判。 

China Aid 

(2020/2/21) 

14 20200225 桂民海 為香港銅鑼灣書店前股東，被指涉及境

外非法提供情報罪，2月 24日一審判處

有期徒刑 10年。 

自由亞洲電台

(2020/2/25) 

15 20200227

、

20200422 

李澤華 為前央視 CCTV7 頻道主持人，因前往

武漢報導疫情，於 2 月 26 日遭警方破

門抓捕後失聯，於 4 月 22 日現身似已

恢復自由。 

維權網 

(2020/2/27) 

自由亞洲電台 

(2020/4/22) 

16 20200305 周德才 為浙江杭州下城區農民，因在網路批評

中共指控美國散播病毒係賊喊捉賊遭

刪帖並封號。 

議報 

(2020/03/05) 

17 20200307 戴自更 為「新京報」創報元老，於 2019 年被

捕，2020年 3月 6日遭「雙開」，咸認

與報社敢言及吳小暉案有關。 

自由亞洲電台 

(2020/3/6) 

18 20200310

、

20200413 

艾芬 為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3 月 1

日接受「人物」雜誌專訪表示 2019 年

12月 30日即已注意到冠狀病毒再現並

通知武漢醫師同事，但遭上級訓誡；該

篇專訪在網路遭封殺，網民紛以各國語

言翻譯流傳。 

4月 13傳疑已失蹤 2周，無國界記者組

織急尋，籲中共盡快說明。 

大紀元 

(2020/3/11) 

法廣 

(2020/3/13、19) 

法廣 

(2020/4/13) 

19 20200312 周維林 為安徽合肥工傷致殘勞工及殘疾人權

益行動者，12日遭當地警方扣押。 

維權網 

(20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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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20 20200312 任志強 為中國房地產大亨，近日發表《剝光了

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批習，傳

於 12日起失聯並遭「留置」，長子與秘

書亦遭帶走，29日又傳因絕食出現心臟

衰竭，被送院搶救。 

美國之音 

(2020/3/25) 

新唐人電台 

(2020/3/13、 

30) 

21 20200313 盧廷閣 河北人權律師盧廷閣於 3 月 11、13 日

兩度因關注疫情遭警方傳喚。 

維權網 

(2020/3/11、13) 

22 20200326 陳兆志 為北京科技大學退休教授，疑因於推特

轉貼習近平及疫情評論遭警方拘留月

餘。 

維權網 

(2020/3/26) 

23 20200330 醫護人員 各省赴武漢支援之醫護人員皆被要求

簽署保密協議，不得透露確診及死亡真

實人數。 

寒冬 

(2020/3/30) 

24 20200401 張文斌 為山東應屆畢業大學生，自稱曾是小粉

紅，因 3 月 30 日在微博實名發布「習

近平下課、共產黨下課」視頻，遭網路

封殺及居留，現失聯中。 

新唐人電台 

(2020/4/1) 

25 20200403 劉瑩瑩 為河南鄭州律師，因在網路發表疫情相

關文章遭鄭州律師協會處以警告處分。 

維權網 

(2020/4/3) 

26 20200404 祁怡元、張盼

成 

為 90 後青年，前因發表呼籲民主、反

對習近平獨裁言論被捕，4月 3日分別

遭判刑 2年和 1年 6個月。 

維權網 

(2020/4/4) 

27 20200410 「集合吧！

動物森友會」

中國玩家 

任天堂知名電玩，因遊戲內容允許高度

自由創作，有網友發表批評中共之圖

文，遊戲遭官方下架。 

BBC中文網 

(2020/4/26) 

28 20200413 蕭輝 為財新網記者，其疫情採訪手記流出，

指武漢市中南醫院早已上報疫情但被

批「政治覺悟性不高」而壓下，文章旋

即遭刪除。 

萬維讀者網 

(2020/4/13) 

29 20200419

、 

20200519 

蔡偉、陳玫、

小唐（蔡偉女

友） 

蔡偉和陳玫為「端點星」計畫（透過開放

原始碼網站 github 從事備份保存被中共刪除之

網路文章的志願計畫）志願者，小唐為蔡

偉女友，疑因備份疫情相關文章遭警方

逮捕。陳玫、蔡偉 5 月 19 日被以涉嫌

尋釁滋事罪「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小

唐保釋但被遣送安徽老家。 

南方傻瓜關注

群臉書粉專 

(2020/4/25、

5/19) 

德國之聲 

(2020/4/27)  

The Telegraph 

(202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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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記者組

織 

(2020/5/27) 

30 20200419 方方 為湖北作家，曾寫作出版「方方日記」，

18日接受「財經十一人」專訪文章刊登

在騰訊網，19日遭刪。 

法廣 

(2020/4/19) 

31 20200419 河南商家 遭地方政府強制要求自費懸掛如「不忘

初心，牢記使命」、「創建文明城市，共

築和諧家園」等多個習思想宣傳牌，否

則不許恢復營業。 

寒冬 

(2020/4/19) 

32 20200426 梁艷萍 為湖北大學教授，3月 22日透過微信公

眾號「吉言賢食」發表題為「直面對衝，

迎頭相撞是方方」文章力挺方方，4 月

26日遭校方調查。 

法廣 

(2020/4/27) 

明報 

(2020/4/28) 

33 20200428 豐曉燕 為山東臨沂市人大研究室副研究員，4

月 28 日在北京發傳單籲推行民主改

革，重選國家主席，反對社會不公，被

警方以擾亂社會治安罪扣留， 29 日被

送至臨沂第四精神病院。 

大紀元時報 

(2020/5/20) 

中國禁聞網 

(2020/5/21) 

34 20200429 王小妮 為海南大學教授，因發表力挺方方言論

被網民起底曾於 2011-2014間在微博發

表支持民主、太陽花運動等言論，遭校

方調查 

大紀元時報 

(2020/4/30) 

35 20200430 陳杰人 為資深媒體人，2018年因具名舉報湖南

邵陽市紀委書記鄧廣雁失職瀆職遭

捕，30日被以「尋釁滋事、敲詐勒索」

等罪判 15年有期徒刑。 

維權網 

(2020/4/30) 

大紀元時報 

(2020/4/30) 

36 20200428 豐曉燕 為山東臨沂市人大研究室副研究員，4

月 28 日在北京發傳單籲推行民主改

革，重選國家主席，反對社會不公，被

警方以擾亂社會治安罪扣留， 29 日被

送至臨沂第四精神病院。 

大紀元時報 

(2020/5/20) 

中國禁聞網 

(2020/5/21) 

37 20200501 魯揚（本名張

桂祺） 

為山東詩人、獨立中文筆會成員，曾參

與「零八憲章」連署，曾於 2017 年 1

月支持山東濟南建築大學教授鄧相超

批毛及習言論，疑因近期網路異議言論

遭以「顛覆國家政權」遭逮捕。 

自由亞洲電台 

(2020/5/13) 

美國之音 

(2020/5/17) 

獨立中文筆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tag/%E4%B8%B4%E6%B2%82.html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tag/%e6%b0%91%e4%b8%bb/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tag/%e6%b0%91%e4%b8%bb/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tag/%e6%94%b9%e9%9d%a9/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tag/%e7%b2%be%e7%a5%9e%e7%97%85/
https://www.epochtimes.com/gb/tag/%E4%B8%B4%E6%B2%82.html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tag/%e6%b0%91%e4%b8%bb/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tag/%e6%b0%91%e4%b8%bb/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tag/%e6%94%b9%e9%9d%a9/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tag/%e7%b2%be%e7%a5%9e%e7%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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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18) 

38 20200507 于琳琦 為哈爾濱師範大學社會與歷史學院教

授、黨委副書記，被網民指咒駡領袖馬

克思，侮辱劉胡蘭（國共內戰期間的中共地

下黨員），遭免去院黨委副書記、副院長

等職及調查；微博「林奇視角」文章遭

刪除。 

自由亞洲電台 

(2020/5/8) 

法廣 

(2020/5/9) 

39 20200509 杜導斌 為湖北異議人士，曾響應許章潤批習言

論、批判中共應處疫情並籲接納意見，

自 4月底遭軟禁在家。 

美國之音 

(2020/5/10) 

自由亞洲電台 

(2020/5/11) 

40 20200511 張雪忠 為前中國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異議人

士，10日致書「兩會」籲制憲政改。11

日遭警方逮捕，12日獲釋。 

BBC中文網 

(2020/5/12) 

41 20200512 秦滬輝 為南京市民，因在自家私家車上粘貼憲

政、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官員財產公

示等標語於 2018年 10 月 10日被捕，

2020年 5月 12日遭以尋釁滋事罪判刑

1年 9個月有期徒刑。 

維權網 

(2020/5/12) 

42 20200513 張賈龍 為前騰訊財經頻道編輯，曾報導藝術家

艾未未工作室遭強拆和「結石寶寶之

父」趙連海維權事件，並在 2014 年美

國前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訪中期間

應邀會面，批評中國的監控體系及網路

審查制度。因 2016 年去信凱瑞及推特

言論於 2019年 8月 12日被以「尋釁滋

事」逮捕，2020年 5月 13日開庭。 

自由亞洲電台 

(2020/5/13) 

美國之音 

(2020/5/21) 

43 20200514 張展 為上海異議人士與公民記者，因聲援香

港反送中和赴武漢報導疫情遭以尋釁

滋事罪逮捕。 

自由亞洲電台 

(2020/5/16、18) 

無國界記者組

織 

(2020/5/16、27) 

44 20200517 姜成芬 為六四天網志工，因轉發黃琦母親寫給

中共中央的「請求書」遭警方上門調查。 

維權網 

(2020/5/17) 

45 20200519 江雪 為原華商報首席記者、評論部主任，疑

因撰寫「在國家哀悼日，我拒絕加入被

安排的合唱」一文批評中共遭逮捕。 

美國之音 

(202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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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200526 全世欣 為北京訪民、政府貪腐舉報者，因翻牆

註冊推特帳號並發表支持反送中運動

言論於 2019 年 8 月遭以尋釁滋事罪逮

捕，5月 26日被正式起訴。 

維權網 

(2020/5/26) 

自由亞洲電台 

(2020/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