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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宗教自由 

2020.4（55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200102 開封猶太社

群 

中共 2019年以官方認可的「五大宗教」

中沒有猶太教為由，打擊猶太會堂舊址

並拆除相關標誌物。 

寒冬 

(2020/1/2) 

2 20200105 天主教福州

教區 

福州教區眾神父拒入愛國教會，當局關

閉該教區 100多處地下聚會點並威脅拆

除，嚴密監視神父並禁止私下開會。 

寒冬 

(2020/1/5) 

3 20200109 湖北鄂州家

庭教會牧師

郝志娓等 

2019年 7月 31日因未經批准傳道，並

收取奉獻涉嫌詐騙，另兩名教會同工被

捕；郝志娓將面臨最低 10年刑期。 

China Aid 

(2020/1/9) 

4 20200113 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青海佑寧寺以保護文物為

由，安裝 200 多個高清監控攝像頭監

控；珍珠寺阿卡要定期接受政府培訓，

才被允許恢復宗教活動。陝西省金頂寺

藏式佛塔被勒令整改。 

寒冬 

(2020/1/13) 

5 20200120 法輪功 法輪功 1月發布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

法輪功學員遭迫害致死人數達到 96

人，受迫害致死的 96人年齡從 28至 87

歲不等，其中 53名為女性，19人是在

警方拘留期間死亡。 

寒冬 

(2020/1/20) 

6 20200130 浙江省蘭溪

市女埠教會

甘溪分堂 

因聚會點遭取締赴京上訪，1月 3日該

教會 5名信徒被控聚眾擾亂公共秩序遭

關押，其中 3位取保獲釋後仍受限制。 

China Aid 

(2020/1/30) 

7 20200206 浙江家庭教

會 

浙江蘭溪市執法人員 2019年 12月 1日

圍困當地家庭教會，強行闖入並毆打致

11名基督徒受傷，並搬走教會財產。 

China Aid 

(2020/2/6) 

8 20200207 武漢宗教場

所 

武漢市民宗委於 2019年 10月下發「迎

接中央宗教工作督查『回頭看』作風巡

查建議方案」，確保被取締宗教場所已

無活動，要求官方宗教場所禁止非官方

許可出版物、私自舉辦神學培訓班、確

保升國旗等，若發現未成年人、外國人

寒冬 

(20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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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或黨員立即取締。 

9 20200208 劉江東 為原河南省鄭州教區神父，因不服從宗

教政策，2018年 9月被控「財務混亂」、

「挪用公款」判刑 1年 2個月，並撤銷

神職，出獄後被迫離開河南。 

寒冬 

(2020/2/8) 

10 20200213 江西家庭教

會聚會點 

該聚會點 2019 年 12 月 7 日遭當局查

抄，以非官方「聖經」屬「盜版」為由

加以沒收，並威脅信徒再聚會就抓人並

剝奪工作。 

寒冬 

(2020/2/13) 

11 20200215 耶和華見證

人長老林在

務、劉衛國 

為耶和華見證人信徒庫爾勒會眾長

老，因涉嫌「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

法律實施罪」遭逮捕，在看守所內拒唱

紅歌等遭體罰虐待。 

維權網 

(2020/2/15) 

12 20200219 孫峰 為山東基督徒，1 月 31 日在微信發佈

「為武漢疫情禁食 9 天禱告，祈求平

安」，2月 7日被國保扣押 24小時。 

China Aid 

(2020/2/19) 

13 20200221 陝西地下天

主堂 

2019年 12月 29日因「手續不全屬違建」

為由遭強拆；亦有因無宗教活動場所登

記證而被關閉。 

寒冬 

(2020/2/21) 

14 20200224 山東三自教

會 

山東省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和基督教協

會 2 月 23 日發出通知，要求停止網上

直播講道活動，並要求各教會核查杜絕

私自聚會現象。 

China Aid 

(2020/2/24) 

15 20200226 山東省清真

寺 

2019年 11月，山東省某縣多所清真寺

的阿拉伯文標誌都被習近平語錄及新

「宗教事務條例」取代。 

寒冬 

(2020/2/26) 

16 20200302 于金紅 為河北石家莊市青園社區法輪功學

員，被石家莊槐底派出所員警拘捕。 

中國公民運動

網 

(2020/3/30) 

17 202003(日

期不詳) 

童素清 為法輪功學員，被深圳市上梅林派出所

員警拘捕。 

中國公民運動

網 

(2020/3/30) 

18 20200308 安徽基督教 安徽蚌埠市淮上區基督教堂的十字架 China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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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遭強拆。 (2020/3/15) 

19 20200311 江蘇、安徽基

督教會 

江蘇宜興香柏樹教堂、安徽亳州渦陽基

督教堂十字架分別於 11日、13日遭強

拆。 

China Aid 

(2020/3/15) 

FOX News 

(2020/3/25) 

20 20200313 基督教及其

他宗教 

1 月間河南商丘教堂、寺廟等宗教場所

皆遭強制關閉。 

寒冬 

(2020/3/13) 

21 20200317 李文芬 為貴州省法輪功學員，遭警方拘捕、沒

收電腦、印表機、法輪功師父法像、法

輪功書籍及小冊子。 

中國公民運動

網 

(2020/3/30) 

22 20200318 阮浩南 為廣東鶴山豐樂教會教友，因疫情失

業，屢次就業皆因公安騷擾被迫離職。 

China Aid 

(2020/3/18) 

23 20200319 馬志偉 為遼寧省瀋陽法輪功學員，遭警方騷

擾。 

中國公民運動

網 

(2020/3/30) 

24 20200324 李春秀、邢振

華 

為天津市寧河區法輪功學員，遭警方拘

捕、搜索住家。 

中國公民運動

網 

(2020/3/30) 

25 20200324 李子蘭及其

弟妹 

為山東省臨清市法輪功學員，遭舉報並

被警方拘捕。 

中國公民運動

網 

(2020/3/30) 

26 20200325 山西藏傳佛

教 

2019年 11月 22日山西省忻州市偏關縣

藏傳佛寺院教雲空寺三面觀音像遭拆

毀。 

寒冬 

(2020/3/25) 

27 20200325 河南、湖北佛

教 

河南鄭州滎陽市聖壽寺、祭城鎮洪福

寺、河南許昌市白衣堂廟、湖北省隨州

市長山廟遭拆毀。 

寒冬 

(2020/3/25) 

28 20200326 河南、山東三

自教會 

河南省鄭州新密市城關鎮楚溝教堂、開

封市蘭考縣某教會、南陽市某真耶穌教

堂、山東臨沂市沂南縣多處三自教會皆

被要求強裝監控攝影機。 

寒冬 

(2020/3/26) 

29 20200327 謝慶芬 為安徽省合肥法輪功學員，遭警方拘捕

並搜索、沒收住家電腦、印表機、法輪

功書籍。 

中國公民運動

網 

(2020/3/30) 

30 20200327 萬紅霞 為河北省廊坊法輪功學員，遭警方拘

捕。 

中國公民運動

網 

(2020/3/30) 

https://zh.bitterwinter.org/tag/shanxi-province/
https://zh.bitterwinter.org/tag/hubei-province/
https://zh.bitterwinter.org/tag/henan-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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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200328 全能神教會 防疫期間四川、山東、福建百餘名信徒

遭捕，當局並以防疫監控科技追捕逃亡

者。 

寒冬 

(2020/3/28) 

32 20200330 河北法輪功

學員 

河北省張家口市下花園區多名法輪功

學員，被社區工作人員、鄉村幹部騷

擾，要求法輪功學員放棄修練，簽署「決

裂書」、「保證書」、「悔過書」、「揭批書」

等表格。 

中國公民運動

網 

(2020/3/30) 

33 20200401 安徽阜陽教

堂 

有百餘年歷史，十字架遭強拆。 華人基督徒公

義團契推特 

(2020/4/1) 

34 20200402 趙懷國 為湖南省張家界市慈利縣伯特利家庭

教會牧師，3 月 14 日被張家界市國安

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

留，4月 2日被批捕。 

維權網 

(2020/4/13) 

AsiaNews 

(2020/4/28) 

35 20200403 內蒙古、河

北與江西天

主堂 

2019年 4月至 11月間內蒙古錫林郭勒

盟太僕寺旗寶昌鎮、河北深州與江西

吉安教區天主堂分別遭勒令拆毀，教

會遭解散。 

寒冬 

(2020/4/3) 

36 20200404 河 南 、 甘

肅、山東清

真寺 

2019 年以來河南商丘市寧陵縣孟樓村

及信陽市、甘肅平涼市清真寺被強拆

圓頂、星月等伊斯蘭風格建物依「中國

化」原則換成「愛黨愛國團結和諧」看

板；山東柳城伊斯蘭教禁止清真寺播

放宣禮詞，改播國歌。 

寒冬 

(2020/4/4) 

37 20200402 黃進同 為天主教閩東福安市塞岐教區神父，

遭安全部隊帶走監禁，遭「熬鷹」酷刑

（長時間剝奪睡眠）4天 4夜，強迫簽署加

入愛國會之聲明。 

亞洲新聞 

(2020/4/6) 

寒冬 

(2020/4/28) 

38 20200407 河南商丘睢

陽三自教會 

被要求解散教會微信群組，亦不得以

十字架做為頭像；因疫情改採網上聚

會的教會頻道遭中斷。 

寒冬 

(2020/4/7) 

39 20200407 江蘇、遼寧

兩省約 340

2019 年以來遭拆除十字架及以合併敬

拜場所為名關閉教會 

寒冬 

(2020/4/7) 

https://zh.bitterwinter.org/ccps-new-measures-to-control-disobedient-catholic-priests/
https://zh.bitterwinter.org/ccps-new-measures-to-control-disobedient-catholic-pri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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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處家庭教

會 

40 20200412 賈學偉、張

旭東、張建

青 、 伍 吳

清、郭海、

王軍等 

為成都秋雨聖約教會會友，進行復活

節敬拜被員警上門拘捕。 

維權網 

(2020/4/13) 

法廣 

(2020/4/25) 

41 20200412 青海西寧東

湖基督教堂 

遭當局以違章、聚集安全隱患為由進

行強拆。 

光傳媒 

(2020/4/13) 

42 20200411 陝西佛教、

道教 

2019 年 8 月以來陝西延安市、寶雞市

150餘處佛寺道觀陸續遭強拆。 

寒冬 

(2020/4/11) 

43 20200413 河南鄭州安

提阿教會 

遭以未經登記為名取締。 華人基督徒公

義團契推特 

(2020/4/13) 

44 20200415 安徽合肥市

肥西三河教

堂 

十字架遭強拆。 華人基督徒公

義團契推特 

(2020/4/15) 

45 20200418 天主教安徽

聖母玫瑰堂 

十字架遭強拆。 UCA News 

(2020/4/28) 

46 20200419 安徽宿州市

埇橋區天主

堂 

十字架遭強拆。 UCA News 

(2020/4/28) 

47 20200422 遼 寧 、 山

東、內蒙回

族餐廳與賓

館 

2019年 11月以來數百間回族餐館阿語

標誌被拆，賓館等公共場所出現的星

月標誌、清真寺圖案、拜毯等涉及宗

教的標誌與文字遭清除。 

寒冬 

(2020/4/22) 

48 20200424 河南基督教

堂 

河南商丘大仵鄉夏莊基督教堂遭拆

除，教會已年屆七旬之負責人遭毆傷。 

寒冬 

(2020/4/24) 

49 20200424 西藏芒康縣

寺院、喇榮五

明佛學院和

亞青寺 

為藏傳佛教宗教場所，芒康縣寺院遭強

拆，3 名僧侶抗議遭當局毆打威脅；喇

榮五明佛學院和亞青寺遭以發展名義

強拆，數千僧尼學員遭驅逐。 

西藏之聲 

(2020/4/24) 

50 20200427 安徽合肥基

督教堂 

有 124年歷史，十字架遭強拆。 華人基督徒公

義團契推特 

(2020/4/27) 

https://zh.bitterwinter.org/tag/henan-province/
https://zh.bitterwinter.org/tag/henan-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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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 News 

(2020/4/28) 

51 20200430 曹鳳英、吳

倩、盧青、

閆朝雲、韋

春琴等 15名

全能神教會

信徒 

2020年 1月 14日遭以「利用邪教組織

破壞法律實施罪」判刑，其中曹鳳英、

吳倩、盧青、閆朝雲被重判 7年半，韋

春琴被判刑 7 年。自 2019 年來至少

6132 人被抓捕，1355 人被判刑，481

人被判刑 3年或 3年以上，12人被判刑

10年或 10年以上。 

寒冬 

(2020/4/30) 

52 20200503 福建廈門杏

光教會 

信徒於家中聚會時遭警方強行闖入、

毆傷。 

對華援助會 

(2020/5/3) 

香港有線新聞 

(2020/5/3) 

53 20200507 安徽淮南潘

集區基督教

會 

十字架遭強拆。 華人基督徒公

義團契 

(2020/5/7) 

54 20200512 江西上饒德

興基督教會 

十字架遭強拆，被要求懸掛五星旗。 基督教中國宗

教文化研究社

臉書 

(2020/5/12) 

55 20200523 駱ＯＯ（本名

不詳） 

為武漢南京路教會傳道，因線上舉辦

「傳揚基督福音大會」遭警方帶走問

訓，後釋回。 

對華援助會 

(2020/5/23) 

 

https://zh.bitterwinter.org/what-is-a-xie-jiao/
https://www.chinaaid.net/2020/05/blog-post_55.html
https://www.chinaaid.net/2020/05/blog-post_5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