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涉及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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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210106 噶括和南木

亞 

為藏族、微信群管理員，因轉發流亡藏

人行政中央選舉相關訊息遭逮捕。 

西藏之聲 

(2021/1/14) 

2 20210106 「香港編年

史」網站 

在「反送中」運動期間蒐集抗議活動帳

戶、圖片和支援運動的公司，並起底過

度使用暴力的員警，警方 6日依「港版

國安法」要求香港網路供應商將其刪

除，成為該法通過以來第一個被封殺的

網站。 

法廣 

(2021/1/14) 

BBC中文網 

(2021/1/21) 

3 20210107 李志德 為反腐網站「中國輿論監督網」創辦

人，遭以「非法經營罪」判處 5年有期

徒刑。 

獨立中文筆會 

(2021/1/18) 

4 20210108 張賈龍 為記者，曾報導多起維權事件並聲援

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於 2019年遭

控「尋釁滋事罪」被逮捕，近日遭判刑

1年 6個月。 

維權網 

(2021/1/8) 

法廣 

(2021/1/9) 

5 20210124 崔立霞 為山東人民廣播電台記者，欲前往棲霞

市人民醫院採訪笏山金礦礦災傷患

時，被院外的公安阻止拍攝、推倒。 

自由亞洲電台 

(2021/1/26) 

蘋果日報 

(2021/1/27) 

6 20210209 「乳膜新聯

社」社長和

成員 

擬在農曆新年期間舉辦「辱包拜年祭」

直播活動惡搞中共高層領導人，並放上

「新蛤社」、「牆國蛙蛤蛤」、「乳膜新聯

社」、「乳透社」等社群平臺，社長和 1

成員被捕，Telegram群組被「屠群」（群

組成員被踢出）。 

自由亞洲電台 

(2021/2/12) 

蘋果日報 

(2021/2/13) 

7 20210214 張盼成 為北京大學前保全，2018年曾因批評時

政及表達政治訴求而入獄 1年半，因拍

片批暴君「怕自由像怕火一樣」再度被

捕。 

美國之音 

(2021/2/20) 

蘋果日報 

(2021/2/21) 

8 20210217 頓珠、桑傑措

和坎西 

三人為藏族青年，因組成慶祝藏曆新年

的微信群組未向當地政府登記，遭逮

捕，其中一人遭毆打致雙腿骨折。 

美國之音 

(20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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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10219 張雪忠 為上海憲法學者、律師，因倡議憲政多

次被捕。16日在推特發起「國民制憲，

和平轉型」網路公投，遭警方拘留 1日，

帳號被遮蔽。 

明報 

(2021/2/20) 

法廣 

(2021/2/21) 

10 20210219 「辣筆小球」

等 7位網民 

「辣筆小球」（本名仇子明）為擁有 250

萬粉絲的微博「大 V」、「經濟觀察報」

前記者，與其他 6位網民因質疑中印邊

界共軍死傷人數，遭以詆毀衛國戍邊英

雄官兵、涉嫌「尋釁滋事罪」為由，處

刑事拘留。 

澎湃新聞 

(2021/2/22) 

蘋果新聞 

(2021/2/20) 

11 20210222 蕭育輝和多

位網民 

蕭育輝為廣東維權人士，與多位網友在

各微信群組轉發譴責緬甸軍事政變的

訊息，遭警方約談。 

維權網 

(2021/2/22) 

自由廣播電台 

(2021/2/22) 

12 20210315 潘瑞 為地產大亨潘石屹之子，在國外透過網

路評論中印邊界衝突，遭北京警方指控

虛構死傷人數，涉及謠詆毀英雄烈士，

對其發出刑事拘留和追緝。 

環球時報 

(2021/3/15) 

自由亞洲電台 

(2021/3/15) 

 

13 20210321 周強 為旅居海外的 youtuber，以「沈度」為

名主持「周周侃」節目評論時政，返回

中國大陸後疑似被捕，3月中起音訊全

無。 

中央社 

(2021/4/17) 

14 20210323 6名藏人異

議分子 

分別為藏人作家崗吉‧珠巴嘉、塞朗、

僧侶崗布優博和崗次仁卓瑪，及兩位未

知身分人士，皆為藏人異議分子，曾參

與反抗中共活動被捕，於 3 月 23 日起

陸續再度被捕。 

西藏之聲 

(2021/4/15) 

自由亞洲電台 

(2021/04/18) 

15 20210325 北京許姓女

子 

因發文稱「一個不能上街遊行的國家，

養了一堆窩家互聯網暴民，有跟董存瑞

似的彩妝 gay，也有 Jack the Ripper似

的普信男，一天天的，就是折騰……」

等語，被指侵害英雄烈士董存瑞名譽，

遭處刑事拘留。 

多維新聞網 

(2021/3/26) 

澎湃新聞 

(2021/3/26) 

16 20210401 河北王某 遭舉報在微信群組中辱駡烈士王偉、侮

辱烈士遺孀，遭處刑事拘留。 

註：王偉為 2001年中美軍機相撞之中

人民日報 

(20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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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駕駛。 

17 20200407 晏玉香和周

紅雲 

為河北民企企業家孫大午的弟媳，就孫

大午一家及 29名員工被以涉嫌尋釁滋

事和破壞生產經營等罪拘捕，上網發表

公開信稱不接受強加之罪，隨即被刪

文。 

中央社 

(2021/4/7) 

18 20210409 古懿家人 古懿為美國喬治亞大學留學生、全美學

自聯理事，曾多次發起批判中共民族政

策、呼籲抵制北京冬奧的行動，近期其

在中國大陸的家人遭到國保騷擾和威

脅。 

自由亞洲電台 

(2021/4/9) 

19 20210416 桑旦桑布和

慈成 

為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藏人，因使用微

信與外國人士聯絡而被捕。 

西藏之聲 

(2021/4/21) 

自由亞洲電台 

(2021/4/21) 

20 20210422 蔡玉玲 為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因調查「反送

中運動」期間「7.21」元朗事件可疑車

輛，被控違反香港「道路交通條例」中

「為取得道路交通條例下的證明書而

作出虛假陳述」罪，於 2020年 11月被

拘留 10日，被裁定有罪並處罰款 6000

元港幣。 

BBC中文網 

(2021/4/22) 

香港電台 

(2021/4/22)7 

21 20210522 重慶、北京等

多位網民 

北京、重慶、廈門等多位網民對農業科

學家袁隆平去世語出輕佻、嘲諷過度造

神，遭警方刑事拘留。 

新華網 

(2021/5/24) 

蘋果日報 

(2021/5/25) 

22 20210529 王愛忠 為廣州民運人士，因接受外媒訪問相關

言論遭刑事拘留。 

自由亞洲電臺 

(2021/5/31) 

23 20210605 高恆 為廣州基督徒，在地鐵舉「六月四日為

國家禱告」標語，遭警方逮捕。 

蘋果日報 

(2021/6/7) 

24 20210617 大愛律人 為長期發文揭露中國律師行業黑幕的

微信公眾號，近因評論山東某法院領導

收受多名律協領導賄賂案而被永久封

號。 

自由亞洲電臺 

(2021/6/17) 

希望之聲 

(2021/6/18) 

25 20210617 香港蘋果日

報 

遭以違反港版國安法第 29條 「串謀勾

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進

行搜索，逮捕 5人及主筆楊清奇、馮偉

蘋果日報 

(2021/6/17) 

法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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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資產遭凍結，被迫停止運作。 (2021/6/27) 

央視 

(2021/6/27) 

26 20210626 仁青持真 為四川藏人，2019年因在網路發表政

治、社會言論遭捕，近期遭以煽動分裂

國家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4年半 

維權網 

(2021/6/26 

自由亞洲電臺 

(2021/6/26) 

27 20210628 羅翔 為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長期在網路

探討法律體系漏洞和司法黑幕，並曾批

「尋釁滋事罪」臭名昭著，其微博文章

突然被清空。 

自由亞洲電臺 

(2021/6/28) 

28 20210701 宋詩婷 為「三聯生活週刊」記者，因評論中共

「七一」百年黨慶指女孩們像是「爭相

獻祭」有如恐怖片，讓她汗毛直豎，微

博帳號被封。 

多維新聞網 

(2021/7/2) 

聯合報 

(2021/7/2) 

29 20210706 龍克海 為甘肅異議分子，因在網路轉發針砭時

弊的文字和圖片，被甘肅國保以「散佈

謠言，故意擾亂公共秩序」為由行政拘

留 10日。 

新唐人電視臺 

(2021/7/9) 

維權網 

(2021/7/9) 

30 20210708 程向棲 為成都秋雨教會基督徒，因在社群軟體

發布籲中共悔改的相關文字，遭拘留 15

日。 

對華援助網 

(2021/7/15) 

31 20210726 朱順忠 為河南籍媒體工作者，公開實名呼籲 

「請中央為鄭州換帥」，為抗洪不力擔

責，文章被下架。 

明報 

(2021/7/27) 

32 20210730 唐英傑 在 7月 1日時駕駛插有「光復香港、時

代革命」字樣旗幟的摩托車，被裁定具

有「港獨」意涵和構成煽動他人分裂國

家，遭依「港版國安法」的「煽動他人

分裂國家罪」及「恐怖行動罪」判刑 9

年。 

德國之聲 

(2021/7/30) 

BBC中文網 

(2021/7/30) 

33 20210803 周維林 為公民記者，曾多次替「維權網」報導

維權事件，因接受境外資金援助被以

「尋釁滋事罪」判刑 3年半。 

自由亞洲電臺 

(2021/8/3) 

34 20210810 仁欽吉 青海藏族學校教師，因用藏語授課遭以

涉嫌分裂國家罪名逮捕，該校亦被關

閉。 

美國之音 

(2021/8/11)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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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11) 

35 20210810 揚州某教師 在網路發表建議揚州試辦與病毒共

存，降低封控措施強度，遭警方以「發

布涉疫情不當言論，造成不良社會影

響」為由行政拘留 15日。 

香港 01 

(2021/8/12) 

中央社 

(2021/8/12) 

36 20210810 周筱赟和聂

敏 

為律師，疑因轉發司法人員的爭議言論

影片（某檢察官開庭時稱司法人員收賄不辦事

正凸顯其道德底線），或因為被告當事人

辯護的說詞遭以「尋釁滋事罪」逮捕。 

自由亞洲電臺 

(2021/8/10) 

 

37 20210813 陳枚和蔡偉 為「端點星 404之聲」保存遭查禁文章

計畫之志工，於 2020年被捕並拘禁至

今，遭以「尋釁滋事罪」判刑 1年 3個

月，8月 15日獲釋。 

端點星404之聲

臉書 

(2021/8/15) 

德國之聲 

(2021/8/16) 

38 20210818 郭永皓、張敬

生、容頌禧及

杜林丞亨 

為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幹部，因 7月

7日該會通過「感激」七一刺警案梁健

輝「為港犧牲」議案，遭警方以「港版

國安法第」27條宣揚恐怖主義罪逮捕。 

香港 01 

(2021/8/18) 

中央社 

(2021/8/18) 

39 20210820 黃明志 為馬來西亞知名歌手，在微博發布建議

塔利班政權穩定政權的 8項措施，嘲諷

中國大陸的網路長城與再教育營，遭刪

除帳號。 

三立新聞 

(2021/8/22) 

民視新聞 

(20218/8/22) 

40 20210826 辛德勇 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以自由派著

稱，疑因在微信公眾號「歷史在前進」

暗指中共在韓戰及中越戰爭是侵略的

一方，遭檢舉而被封號。 

中國數字時代 

(2021/9/1) 

明報 

(2021/9/2) 

41 20210828 周曉松 為知名導演、音樂製作人，疑因其製作

節目「曉松奇談」中的友日和異於中共

史觀的言論，及曾任職於阿里巴巴集

團，節目遭影視平臺下架，其發起的公

益圖書館「曉書館」也宣佈暫時閉館。 

聯合早報 

(2021/8/29) 

多維新聞網 

(2021/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