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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人身、集會自由 

2020.6（35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200104

、

20200227

、

20200403 

蔣湛春、馬玉

鳳 

為江蘇訪民，在「十一」維穩被控「尋

釁滋事」遭違法監視居住。2019 年 12

月 31 日蔣湛春監視居住被延長，馬玉

鳳轉為批捕。2月 27 日加控蔣湛春「擾

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改為刑事拘留，

4月 3日遭逮捕。 

維權網 

(2020/1/4)、 

China Aid 

(2020/2/28) 

維權網 

(2020/4/3) 

2 20200107 潘向榮、黃行

芝 

為湖北省潛江市工商銀行人員，因該行

解除勞動契約赴北京上訪，1 月 5 日在

北京逛街時遭當地派出所抓捕後轉送

該市駐京辦軟禁。 

維權網 

(2020/1/7) 

3 20200110 李翹楚 為維權人士許志永女友，12 月 31 日遭

以「尋釁滋事」罪關押並訊問許志永情

況，被釋後仍遭國保監控。2月 16日傳

訊表示「有人敲門了」，隨後失聯。 

3 月 7 日許志永證實遭「指定居所監視

居住」，罪名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許女友李翹楚亦以同罪名被關押 

自由亞洲電臺 

(2020/1/10)、 

維權網 

(2020/2/16) 

美國之音 

(2020/3/8) 

4 20200113 李青 1 月 9 日旁聽訪民葉洪霞的行政訴訟案

庭審，在北京南站被杭州截訪人員抓走

後失聯。 

China Aid 

(2020/1/13) 

5 20200117 阿斯哈·阿孜

提別克 

為退休幹部，2017年移民至哈薩克後遭

新疆警方跨境綁架，後以間諜罪和詐騙

罪起訴，數罪合計執行 20年徒刑等。 

維權網 

(2020/1/17) 

6 20200123 何觀嬌 此前因上訪遭深圳公安關押於精神病

院，2020 年初遭釋放。1 月 23 日計畫

赴北京打工時，再度遭當局劫持並送到

精神病院。 

維權網 

(2020/1/23) 

7 20200129 加爾肯別克·

卡生巴依及

其家人 

2017年被以「煽動民族仇恨，民族分裂

罪」、「宗教極端犯罪」秘密判處 10 年

徒刑；其妻退休金被停發，女兒因幫其

聘任律師，被羈押「再教育營」後失聯。 

維權網 

(2020/1/29) 

8 20200130 海米提·阿不

都熱合曼及

其家人 

與妻子因 2014 年與在瑞典流亡申請政

治庇護的兒子見面，2017 年被「再教育

營」關押，近期遭法院宣判有期徒刑 18

維權網 

(20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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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其女 2018 年送到「再教育營」後

下落不明。 

9 20200205 錢慧霞 為河北民眾，1月 12 日因土地被非法强

占上訪被拘留 15 日，獲釋後於 2 月 4

日被強制送精神病院。 

維權網 

(2020/2/5) 

10 20200220 劉麗 1月 13日被截訪後，稱被送至醫院強制

體檢，2 月 20 日派出所通知家人因涉

「尋釁滋事」遭批捕。 

維權網 

(2020/2/20) 

11 20200304 新疆伊瑪目

努爾加合浦 

新疆伊瑪目努爾加合浦（音譯）和妻

子、弟弟及新疆伊犁地區有多名哈薩克

族伊斯蘭教伊瑪目被當局判刑 10 至 25

年不等。 

中國公民運動

網 

(2020/3/4) 

12 20200309 維族青年 百餘名新疆維吾爾青年遭強制派往湖

南、江蘇、江西、浙江等省強制勞動參

與復工並遭禁止宗教禮拜。 

自由亞洲電台 

(2020/2/28) 

寒冬 

(2020/3/9) 

13 20200317 王健 江蘇南京維權人士王健自 3 月 17 日起

失蹤。 

維權網 

(2020/3/21) 

14 20200324 吳慧群 為因房屋遭強拆上訪 20 餘年之訪民，

再度上訪遭維穩人員暴力毆打，且警方

雖制止但不受理報案。 

維權網 

(2020/3/26) 

15 20200404 王全秀 為維權律師王全璋之姊，預計於 4 月 5

日前往山東臨沂監獄接王全璋出獄，遭

警方阻撓。 

立場新聞 

(2020/4/4) 

16 20200413 陳家坪（原名

陳勇） 

為紀錄片導演、詩人，因拍攝許志永紀

錄片被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罪」，遭執行「監視居住」並被捕失蹤，

4月 12日其妻發公開信求救。 

維權網 

(2020/4/13) 

自由亞洲電台 

(2020/4/13) 

17 20200414 鄧曉雲（維權

律師覃永沛

之妻） 

南寧警方威脅聲稱要對其抓捕，大女兒

也遭街道辦主任騷擾。 

維權網 

(2020/4/14) 

 

18 20200416 施明磊（程淵

之妻）的父母 

施明磊的父母遭「村支書」騷擾。 維權網 

(2020/4/16) 

19 20200505 萬顯文 為重慶訪民，因住家遭強占、強拆多

次上訪，疑因「兩會」被截訪遣返回重

慶。 

對華援助會 

(2020/5/7) 

20 20200507 楊秀梅 為遼寧訪民，在京打工，疑因「兩會」 中國公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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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穩，被強制遣返回遼寧。 (2020/5/7) 

21 20200509 陳碧香 為湖南郴州訪民，疑因「兩會」維穩，

遭監視、恐嚇，15 日遭逮捕。 

自由亞洲電台 

(2020/5/9) 

維權網 

(2020/5/15) 

22 20200509 羅世模 為四川中共地下黨員後代，因父親羅萬

森於 50 年代遭土改下落不明多次上

訪，疑因「兩會」維穩於 9日遭逮捕。 

獨立中文筆會

(2020/5/9) 

23 20200511 張德利 為北京訪民，因「兩會」遭跟監限制自

由。 

維權網 

(2020/5/12) 

24 20200511 陳翠琳 為江蘇訪民，疑因「兩會」遭強制自北

京遣返回江蘇。 

民生觀察 

(2020/5/12) 

25 20200516 冉崇碧 為重慶訪民，欲赴京上訪遭「截訪」，

強制押回重慶，並以防疫為由在旅館隔

離 14天。 

維權網 

(2020/5/19) 

26 20200519 陶紅 為江蘇張家港訪民，欲赴無錫探訪親人

時因「兩會」遭警方以防疫為由強制在

家隔離 14天。 

維權網 

(2020/5/20) 

27 20200521 彭希玲 為湖北訪民，因「兩會」被限制不得離

家，且遭維穩人員毆傷搶奪財物。 

民生觀察 

(2020/5/23) 

28 20200527 何斌 為湖北襄陽訪民，曾參與「六四」紀念

活動與協助其他訪民，因「六四」被從

北京遣返回湖北襄陽。 

對華援助會 

(2020/6/5) 

29 20200603 鄧孝碧、周

必君、湯先

生（名字不詳） 

皆為重慶訪民，在餐館用餐時因「六

四」遭疑為重慶維穩辦唆使的二、三十

名不明人士毆打、強押至派出所以阻

止渠等赴北京上訪。 

民生觀察 

(2020/6/3) 

30 20200603 丁靈杰 為訪民、河北公民記者、維權網站「民

生觀察」編輯，長期報導訪民維權動

態，曾於 2017-8 年因「尋釁滋事罪」

遭拘捕、判刑入獄。疑因「六四」遭警

方強押失蹤。 

民生觀察 

(2020/6/4) 

美國之音 

(2020/6/14) 

31 20200604 天安門母親 在公安監視下赴萬安公墓祭拜在「六

四」事件中死傷的家屬。 

自由亞洲電台 

(2020/6/4) 

32 20200604 高瑜 為資深媒體人，曾報導「六四事件」，

受到國保嚴密監控，被迫放棄參加「六

自由亞洲電台 

(20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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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線上紀念會。 

33 20200604 查建國、齊

志勇、徐永

海、李蔚、

張毅、王蓉

文、張起等 

異議人士查建國、齊志勇、徐永海被

隨身監控；維權人士李蔚因被強迫帶

去外地；武漢「六四」學生張毅被帶強

制旅遊；成都維權人士王蓉文 6月 3日

被 4人帶到彭州監控；張起被監控在家

裡不准出門。 

自由亞洲電台 

(2020/6/4) 

34 20200604 張雋勇、羅

富譽、符海

陸、陳兵 

為「六四」酒案四君子。張雋勇被國保

帶往都江堰虹口，羅富譽、符海陸被

司法所通知「喝茶」，陳兵與外界失

聯。 

註：「六四」酒案係 2016 年 5 月四川

成都疫苗受害者家長符海陸、設計師

羅富譽、維權人士張雋勇以及八九民

運領袖陳衛之弟陳兵製作一款紀念

酒，瓶身設計標寫「永不忘記，永不放

棄，銘記八酒六四」並在網路銷售，遭

以「尋釁滋事罪」刑拘，後被控「煽動

顛覆國家政權罪」。 

自由亞洲電台 

(2020/6/4) 

35 20200619 王麗 為政治犯、詩人王藏之妻，王藏於 5月

30 日遭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

捕，王麗 6 月 19 日被雲南公安傳喚後

音訊全無，疑已遭羈押。 

自由亞洲電台 

(2020/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