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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維權人士 

2021.9（44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210104 盧思位 為維權律師，因代理涉偷渡之 12港人案擔

任辯護律師，4日遭吊銷律師執照。 

法廣 

(2021/1/4) 

自由亞洲電台

(2021/1/8) 

2 20210107 周澤 為北京律師，曾被人民網、新華網、中國

法院網、央視國際網站聯合評選為年度「十

大法制人物」，因披露案件當事人被刑求，

遭處停業 1年。 

維權網 

(2021/1/7) 

中央社 

(2021/1/7) 

3 20210113 華秀珍 為假疫苗案維權人士，曾多次上訪，13日

向街道幹部反應退休金被剝奪無以為生後

即失蹤。 

維權網 

(2021/1/13) 

4 20210116 謝陽與陳科雲 為維權律師，16日赴山西欲探望遭關押之

維權律師常瑋平的父母，遭國保囚禁 24

小時。 

德國之聲 

(2021/1/18) 

5 20210128 郭飛雄（本名楊

茂東） 

為上海維權人士，欲赴美探視甫接受癌症

手術的妻子，遭禁止出境，在上海浦東機

場發起絕食，後與外界失聯。 

自由亞洲電台 

(2021/1/9)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21/2/3) 

6 20210128 襲祥棟 為律師，曾一度代理人權律師王全璋案，

因在網路披露當事人被法院不公正對待而

遭吊銷律師執照。 

自由亞洲電台

(2021/1/28) 

財新網 

(2020/1/29) 

7 20210128 顧治平 為江蘇無錫訪民，在「兩會」期間於無錫

市大會堂前廣場拍攝影片，要求全國人大

伸冤，遭以「尋釁滋事罪」逮捕。 

維權網 

(2021/2/1) 

8 20210130 彭永和 為上海維權律師，疑因發表聲援李文亮和

陳秋實相關言論，遭以逾期未被律師事務

所聘用為由註銷律師執照。 

自由亞洲電台

(2021/2/3) 

大紀元時報 

(2021/2/4) 

9 20210202 任全牛 為河南維權律師，因受理 12港人涉嫌偷渡

案，遭吊銷律師執照。 

立場新聞 

(2021/02/02) 

自由亞洲電台 

(2021/02/02) 

10 20210203 鮑乃剛 為湖北京山維權人士，2018年 10月 18日

赴京上訪被截訪，遭以「尋釁滋事罪」判

維權網 

(2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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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刑 4年。 

11 20210206 李翹楚 曾長期參與勞工和性別議題相關運動，男

友為知名民運人士許志永律師，繼許被捕

後於 2月 6日亦被捕。 

德國之聲 

(2021/3/15) 

美國之音 

(2021/3/16) 

12 20210226 陳國江 被稱為「外送盟主」，多次為外送員爭取權

益，遭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 

美國之音 

(2021/3/22) 

蘋果日報 

(2021/3/23) 

13 20210301 陸琴媛 為江蘇訪民，在北京上訪而被綁架回無錫。 維權網 

(2021/3/5) 

14 20210302 江天勇 為維權律師，曾參與愛滋病感染者救助、

山西黑磚窯案、北京律師直選、法輪功案

等多項維權事件。2017年被判刑兩年，惟

出獄後仍被監視，限制行動自由。 

維權網 

(2021/3/2) 

自由亞洲電台 

(2021/3/2) 

15 20210304 顧學星和沈琴

芬 

皆為江蘇訪民，在北京上訪而被遣返回無

錫，遭處行政拘留。 

維權網 

(2021/3/5) 

16 20210307 李強 為北京「小湯山」強拆事件房屋所有權人，

因遭強拆而抗爭，被不明人士帶走後失蹤。 

自由亞洲電台 

(2021/3/12) 

希望之聲 

(2021/3/13) 

17 20210308 王宇 為維權律師，於 2015年「709」大抓捕中

被捕，2020年被吊銷律師執照，於今年國

際婦女節獲美國務院頒發「國際婦女勇氣

獎」，疑似遭國保限制行動，無法參與由美

第一夫人吉爾‧拜登（Jill Biden）和國務卿

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主持的線上頒獎儀

式。 

自由亞洲電台 

(2021/3/8) 

BBC中文網 

(2021/3/9) 

18 20210323 劉富祥等人 為重慶訪民，因不滿政府強制拆遷的補

償，曾多次抗爭，曾在 2018年被毆打，23

日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 2年到 5年半

不等。 

自由亞洲電台 

(2021/3/26) 

19 20210325 陳雲飛 為四川成都維權人士，因響應艾未未發起

紀念「5.12汶川大地震」死難學生活動（以

接力方式在 Clubhouse上念出死亡學生名字），遭

警方逮捕。 

對華援助網 

(2021/4/1) 

民生觀察 

(2021/04/7) 

20 20210327 盧廷閣 為河北維權律師，欲赴河南鄭州代理一起

房屋遭強拆案，卻遭警方以涉嫌「尋釁滋

美國之音 

(202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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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從車站帶走傳喚，被限制人身自由 7

個多小時。 

21 20210401 顏蘭英、高月

清 

為上海維權人士，被疑似國保人士綁架並

警告勿前往龍華烈士陵園集會。 

維權網 

(2021/4/2) 

22 20210409 浦梅芬 為江蘇無錫訪民，曾因住家遭不明人士搗

毀，向警方報案卻無下文而多次上訪，近

期遭以「違反監督管理規定」為由行政拘

留 10日。 

維權網 

(2021/4/20) 

23 20210421 徐昆 為雲南昆明維權人士、「玫瑰團隊」成員，

於 2019年 8月 17日被捕，近遭以「尋釁

滋事罪」判刑 2年。 

民生觀察 

(2021/04/21) 

自由亞洲電台 

(2021/04/21) 

24 20210425 張金鳳 為山東維權人士，因赴天津探訪剛出獄的

維權人士張建中，遭國保從車站攔截押回

濟南。 

對華援助網 

(2021/4/27) 

25 20210427 楊暉 為廈門維權律師，曾代理 12港人案和成都

秋雨教會等案件，被以非法在二手書網站

出售書籍罰款 28萬 3千多元人民幣。 

自由亞洲電台 

(2021/4/27) 

蘋果日報 

(2021/4/27) 

26 20210427 邢望力 為河南維權人士，在北京遭河南公安「截

訪」帶回河南，以「尋釁滋事罪」為由處

行政拘留 15日。 

維權網 

(2021/4/28) 

自由亞洲電台 

(2021/4/28) 

27 20210506 邢勇成 為河北石家莊訪民，遭警方從北京遣返回

河北。 

維權網 

(2021/5/8) 

28 20210514 王和英等多名

維權人士 

王和英為江蘇蘇州維權人士，因在昆山開

設之茶莊開幕，廣邀各地維權人士參加，

受邀者如劉萍、張建中以及律師任全牛、

吳其和等紛遭控制行動、阻止前往，王和

英亦失蹤。 

對華援助網 

(2021/5/14) 

蘋果日報 

(2021/5/15) 

自由亞洲電臺

(2021/5/17) 

29 20210602 黃曉敏 為四川維權人士，因協助他人寫訴狀及發

表言論遭以「尋釁滋事罪」拘捕。 

自由亞洲電臺 

(2021/6/2) 

30 20210607 謝俊彪 為四川維權人士，因關注「六四天網」創

辦人黃琦案件，遭以「尋釁滋事罪」拘捕。 

維權網 

(2021/6/8) 

自由亞洲電臺 

(2021/6/11) 

31 20210612 謝燕益 為律師，因追查吉林殘障訪民郭洪偉暴斃 民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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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遭警方闖入住所查扣資料。 (2021/6/13) 

自由亞洲電臺 

(2021/6/14) 

32 20210601

、13 

陳思明、陳燕

慧、唐玉春 

皆為維權人士，疑因長期關注和協助維權

人士歐彪峰，另陳思明在網路上傳紀念「六

四」照片而紛被拘捕。 

維權網 

(2021/6/1) 

自由亞洲電臺 

(2021/6/15) 

33 20210628 蔣祖成 為重慶維權人士，在北京向相關部門反映

重慶兩江新區御臨河生態調節壩污染問

題，被重慶當局攔截並遣返。 

維權網 

(2021/7/6) 

34 20210702 伍立娟 為湖北訪民，十數次購票欲進京上訪被攔

截。 

維權網 

(2021/7/2) 

35 20210727 趙春紅 為河北訪民，欲赴北京上訪被阻擋在檢查

站，無法進入。 

維權網 

(2021/7/27) 

36 20210802 劉杰 為黑龍江訪民，因在北京攔阻國務院副秘

書長兼信訪局局長李文章的座車，遭以「尋

釁滋事罪」拘留 15天。 

維權網 

(2021/8/23) 

大紀元時報 

(2021/8/27) 

37 20210805 程淵 為推動殘障人士權益的湖南長沙公益組織

「富能」創辦人，在 2019年被捕，近期遭

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 5年。另同案

吳葛健雄、劉永澤（原名劉大志）分別遭判

刑 3年和 2年。 

自由亞洲電臺 

(2021/8/6) 

法廣 

(2021/8/6) 

38 20210827 吳繼新 為江蘇訪民，赴北京信訪後返家隔離期間

遭警方逮捕。 

維權網 

(2021/8/27) 

大紀元時報 

(2021/8/28) 

39 20210830 楊芝祥、陳素

英夫婦 

為江蘇訪民，長期居住北京大興區，被警

方以將舉行重要會議為由強迫搬遷。 

維權網 

(2021/9/1) 

40 20210907 李世斌 為湖北訪民，在北京的檢查站被攔截帶往

派出所。 

維權網 

(2021/9/8) 

41 20210909 吳繼新 為江蘇訪民，進京上訪時在住處遭截訪、

逮捕。 

維權網 

(2021/9/9) 

42 20210919 黃雪琴、王建

兵 

黃雪琴為關注維權和女權的獨立記者，王

建兵為職業病權益 NGO工作者，在王為

黃赴英留學送行前夕兩人突失蹤，據稱因

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指定居所

監視居住。 

德國之聲 

(2021/9/21) 

自由亞洲電臺 

(202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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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210920 陳喜珍、曾祥

軍、王彩連、

劉愛香之兄 

為湖北訪民，進京上訪遭毆打。 維權網 

(2021/9/27) 

民生觀察 

(2021/9/27) 

44 20210930 李玉鳳 為河南維權人士，曾參與反北京清除低端

人口、聲援香港「佔中運動」，多次遭判刑

入獄，今年獲頒第七屆「曹順利人權捍衛

者紀念獎」，再度因「尋釁滋事罪」被判刑

4年。 

自由亞洲電臺 

(202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