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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宗教自由 

2021.9（48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201016 卡地爾丁‧吐

達訇 

為天津商業大學維吾爾族學生，於 2020

年 10月 16日遭以涉嫌「煽動民族仇恨

罪」、「民族歧視罪」逮捕。 

自由亞洲電台 

(2021/1/9) 

維吾爾人權項目 

(2021/1/11) 

2 20201228 雲南省武定

縣土瓜地教

會 

會眾因拒絕當地政府在教會插國旗遭

推擠、扭打。 

對華援助網 

(2021/1/1) 

3 20210101 陳文勝 為湖南衡陽小群教會會友，因傳福音遭

拘留 10日。 

對華援助網 

(2021/1/1) 

4 20210105 古麗仙‧阿巴

斯（Gulshan 

Abbas） 

為維族女醫師，其妹為著名的維吾爾人

權活動人士羅姍．阿巴斯（ Rushan 

Abbas）。其於 2018 年消失，近日證實

已於 2019 年 3 月遭以恐怖主義相關罪

名判刑 20年。 

寒冬 

(2021/1/1) 

央廣 

(2021/1/5) 

5 20210110 李軍才 為河南家庭教會牧師，因反對強拆十字

架、拒絕將「愛神愛人」改為「愛國愛

教」，遭控「職務侵佔、「妨害公務」及

「銷毀帳目」等三項罪名，於 2019年 2

月被捕，近期遭判刑 5年。 

對華援助網 

(2021/1/11) 

6 20210115 浙江溫州永

中教堂與滄

河教堂 

十字架遭強拆。 對華援助網 

(2021/1/17) 

7 20210119 牛國寶 為河南省魯山縣基督徒，因 2020年 12

月 19 日與會友慶祝聖誕節，遭宗教局

人員闖入並沒收聖經，19日開罰 16萬

元人民幣。 

維權網 

(2021/1/19) 

立場新聞 

(2021/1/21) 

8 20210121 陳成萬 為廣西人，已居廣州 15 年，為廣州市

白雲區太和鎮廣福教會白話堂長老。因

曾上訪遭政府列為黑名單，不予續辦居

住證。 

對華援助網 

(20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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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10127 河北三河市

燕郊鎮家庭

教會 

由楊迦勒牧師牧養的家庭教會遭強

闖、取走教會用品。 

對華援助網 

(2021/1/28) 

10 20210223 遼寧遼陽家

庭教會 

被要求拆除所有宗教符號，取消奉獻

箱，停止一切聚會。 

對華援助網 

(2021/2/26) 

11 20210223 遼寧遼陽家

庭教會 

被要求拆除所有宗教符號，取消奉獻

箱，停止一切聚會。 

對華援助網 

(2021/2/26) 

12 20210224 福建廈門巡

司頂教會 

因未經宗教事務部門批准而擅自設立

分堂，違反「宗教事務條例」相關規定

遭取締、罰款。 

對華援助網 

(2021/2/26) 

13 20210227 雲南昭通 2

座清真寺 

遭強拆。 法廣 

(2021/3/2) 

14 20210228 重慶活水泉

教會 

為家庭教會，傳道人程海蓉曾參與 2018

年由成都秋雨教會王怡牧師發起的「牧

者連署：為基督信仰的聲明」，教會在

禮拜中被警方闖入，扣押電腦，以防疫

和未經登記為由要求停止聚會，並拘捕

兩人。 

對華援助網 

(2021/3/2) 

15 20210316 貴陽仁愛歸

正教會 

小組團契時遭帶往派出所，長老張春雷

前往了解狀況也被行政拘留 11日。 

蘋果日報 

(2021/3/18) 

自由亞洲電台 

(2021/3/22) 

16 20210316 黃瑞勛 為天主教徒，因將私宅的教堂提供給僅

取得教宗認可、未經中共認可的邵祝敏

主教舉行彌撒，遭地方民族宗教事務當

局以違反「宗教事務條例」須在經註冊

場所舉行宗教活動的規定，罰款 20萬

元人民幣。 

天亞社 

(2021/4/27) 

17 20210320 上海藍村忠

約教會 

禮拜中遭警方闖入，以非法集會為由要

求解散，逮捕傳道人張培鴻及兩位會

友，並稱「七一」黨慶前不得聚會。 

對華援助網 

(2021/3/24) 

18 20210321 重慶橄欖山

基督教會 

主日禮拜時遭公安、國保等多部門強迫

中止禮拜，驅散會眾並查封會堂，搬空

物品。 

維權網 

(2021/3/26) 

自由亞洲電台 

(2021/3/28) 

19 20210327 河北燕郊豐 為家庭教會，遭民族宗教事務局、國 對華援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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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教會 保、公安等多人闖入，強取音響和租屋

合約文件等教會物品。該會楊迦勒牧師

曾參與簽署王怡牧師在 2018年發起的

「牧者連署：為基督信仰的聲明」。 

(2021/3/29) 

20 20210417 廈門巡司頂

教會 

在新場地聚會禮拜再次遭警方闖入、監

控。 

對華援助網 

(2021/4/17) 

21 20210425 三一福音豐

收教會 

為深圳的家庭教會（成員包括著名維權人

士、非政府組織「長沙富能」負責人程淵），

主日禮拜時遭公安闖入，逮捕牧師曹

源、毛志斌和 8名會友。 

天亞社 

(2021/4/26) 

眾新聞 

(2021/4/26) 

22 20210428 郄佳富 為北京錫安教會傳道人，遭以非法集會

為由拘留 10日。 

對華援助網 

(2021/4/28) 

23 20210429 「福音聯

盟」、「古舊福

音」 

為向中國大陸基督徒提供神學資源和

教會建造指引的微信公眾號，遭到封

鎖。 

對華援助網 

(2021/4/29) 

24 20210430 雲南布萊基

督教會 

官方以未施打疫苗為由關閉教會。 對華援助網 

(2021/5/4) 

25 20210508 吳五清 為成都秋雨教會傳道，自教會喪禮返家

後遭警方以「涉嫌擾亂公共秩序」為由

拘留。 

對華援助網 

(2021/5/8) 

26 20210520 天主教新鄉

宗座監牧區 

為中共官方不予承認的教區，遭警方以

違反「宗教事務條例」、未經政府許可

進行宗教活動為由，逮捕張維柱主教、

7名神父和 10名修生（基層神職人員）。 

天亞社 

(2021/5/22) 

立場新聞 

(2021/5/24) 

27 20210523 王成 為珠海古道教會信徒，遭警方拘補。 對華援助網 

(2021/5/28) 

28 20210524 上海佘山聖

母大殿 

今年 5 月 24 日「為中國教會祈禱日」

遭官方下令禁止開放。 

 

註：5月 24日為教宗本篤 16世 2007 年

所定全球教友為中國教會祈禱日，每

年吸引大批信徒到上海佘山聖母大

殿朝聖。 

天亞社 

(2021/5/24) 

立場新聞 

(2021/5/24) 

29 20210619 陳文勝 為湖南基督徒，和邵姓基督徒赴浙江宣

教，遭國保押回湖南關押 14天，並威

脅開除任教職的家人。 

對華援助網 

(2021/6/26) 

30 20210621 三名藏人 白玉縣村長多傑、村領導索蘭平措及曲 對華援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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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疑因購買宗教供品而被捕。 (2021/6/22) 

31 20210706 曲嘉旺波、羅

桑金巴、諾布

頓珠和阿旺

益西 

為四名西藏僧人，因和尼泊爾藏人聯繫

並捐款幫助 2015年 4月尼泊爾大地震

當地的藏人及寺院、社區重建，及持有

達賴喇嘛肖像與文獻，遭判刑 5至 20

年不等。 

人權觀察 

(2021/7/6) 

法廣 

(2021/7/6) 

蘋果日報 

(2021/7/9) 

32 20210706 20至 30名藏

人 

因在網路分享資訊慶祝第 14世達賴喇

嘛 86歲生日而被捕。 

西藏之聲 

(2021/7/15) 

33 20210711 深圳三一豐

收福音教會 

國保阻止線上主日禮拜進行。 對華援助網 

(2021/7/11) 

34 20210716 傅炫娟、鄧天

永、韓麗、馮

群豪 

因銷售聖經播放機，於 2020年 7月遭

以涉嫌「非法經營」逮捕，被判刑 1年

3個月至 6年不等。 

對華援助網 

(2021/7/28) 

35 20210718 成都秋雨聖

約教會 

實習傳道戴志超、會友崔連芳、肖東紅

及慕道友王松等人因主日線上聚會被

捕，居留 1日後獲釋。 

對華援助網 

(2021/7/19) 

36 20210720 趙維凱 為山西太原郇城歸正教會基督徒，警方

稱電腦內有「六四」及新疆動亂相關影

片，以「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

義物品」為由逮捕。 

對華援助網 

(2021/7/21) 

37 20210725 河南基督教

會 

遭河南省新鄉市民宗局禁止以教會、基

督徒之名義參與救災或賑災。 

對華援助網 

(2021/7/25) 

38 20210728 浙江舟山漁

船 

十字架遭強拆。 對華援助網 

(2021/7/29) 

39 20210728 山西郇城歸

正教會 

5名基督徒因 2020年初赴馬來西亞吉

隆坡參加唐崇榮牧師的「2020福音與文

化大會」，遭以「偷越邊境」為由逮捕。 

對華援助網 

(2021/7/28) 

40 20210802 甘肅紅城寺 為著名藏傳佛教寺廟，疑因在疫情期間

獲 30多萬元人民幣捐款，當地政府要

求寺院上繳遭拒絕，因而強迫寺院關

閉、僧侶還俗。 

自由亞洲電臺 

(2021/8/2) 

西藏之聲 

(2021/8/3) 

自由時報 

(2021/8/3) 

41 20210805 貢美 為四川阿壩縣一間藏傳佛教寺廟的掌

堂師，遭中共拘捕，官方尚未透露原因。 

自由亞洲電臺 

(2021/8/5) 

42 20210807 山西臨汾金 王曉光牧師等 9人因拒絕加入三自教 自由亞洲電臺 



 5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燈堂教會 會，遭以非法從事宗教活動為由逮捕。 (2021/8/9) 

43 20210809 安徽蕪湖基

督教會 

王明海、萬紅霞、韓燕雷、謝志鋒、楊

志言和另 5人為安徽蕪湖基督教會的老

師，5月 27被逮捕至今，近期正式被批

捕。 

對華援助網 

(2021/8/9) 

維權網 

(2021/8/15) 

44 20210822 四川藏人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百餘名藏人因私

藏達賴喇嘛法像而被捕。 

美國之音 

(2021/8/29) 

自由亞洲電臺 

(2021/9/1) 

45 20210822 成都秋雨聖

約教會踏水

小組 

主日聚會時遭警方闖入、阻止，提供場

地的組長戴志超遭拘捕 14日。 

自由亞洲電臺 

(2021/8/24) 

46 20210903 四川甘孜州

藏人 

繼 8月底有 60人因持有達賴喇嘛法像

被捕後，四川甘孜州石渠縣藏人又有 8

人被捕，且多數為母語保存協會成員。 

自由亞洲電臺 

(2021/9/7) 

47 20210904 麥子聖樂高

中 

為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教會音樂學

校，遭警方闖入，多人被逮捕，經 1日

審訊後釋回，校長則失蹤。 

對華援助網 

(2021/9/6) 

天亞社 

(2021/9/9) 

48 20210928 牛雲杰 為山西家庭教會基督徒，遭警方以被認

定為邪教的民間信仰結社組織（「氣功

會道門」）為由逮捕。 

對華援助網 

(2021/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