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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宗教自由 

2022.12（43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220107 
太原郇城歸

正教會 

張立功、王潤雲、王世強、張耀文、宋

守山等 5名會友於 2020年 1月 28至 31

日赴馬來西亞參加唐崇榮牧師的佈道

大會，遭以「偷渡國境」罪判刑 6至 8

個月不等。 

對華援助網 

(2022/1/7) 

2 20220204 
北京家庭教

會聖愛團契 

疑因北京冬奧，徐永海長老等人被員警

帶到飯店軟禁。 

對華援助網 

(2022/2/7) 

3 20220220 周金霞 

為基督徒、遼寧維權人士，在中南海新

華門前舉牌企圖向習近平、彭麗媛傳遞

福音而被捕、送回大連。 

自由亞洲電臺 

(2022/2/23) 

4 20220305 陳文勝 
為湖南基督徒，多年來多次因傳福音被

捕，3月在雲南再度因宣教被捕。 

自由亞洲電臺 

(2022/3/20) 

光傳媒 

(2022/3/21) 

5 20220317 
安徽蕪湖迦

密山教會 

為家庭教會，2021年 5月遭警方取締，

教會學校約旦河學堂校長萬紅霞、老師

王明海等人被以「非法經營罪」為由逮

捕，近期被正式起訴。 

對華援助網 

(2022/3/15) 

維權網 

(2022/3/17) 

6 20200316 
白桑、薩姆和

央吉 

為藏人中學生，因不滿漢化教育，於

2021年 10月被捕，被關押在昌都市芒

康縣，強制接受愛國主義思想教育。 

自由亞洲電臺 

(2022/3/17) 

7 20220403 
太原郇城歸

正教會 

主日禮拜遭警方闖入，7 人被捕後陸續

於淩晨獲釋。 

對華援助網 

(2022/4/5) 

8 20220407 邵祝敏主教 

為浙江溫州教區主教，在復活節前夕再

度被政府人士強迫帶離、禁止參加彌

撒。 

對華援助網 

(2022/4/13) 

9 20220412 
上海莘光長

老會 

遭民政部、網信辦和工信部列入 2022

年第二批 10 家非法社會組織，網站及

社群媒體帳號遭刪除。 

對華援助網 

(2022/4/26) 

10 20220417 兩名藏人 
四川九龍縣藏人洛嘎和玉措夫妻兩人

因與境外親人聯繫而被捕。 

西藏之聲 

(2022/4/20) 

11 20220504 
天主教河北

教區 10 名神

今年以來至少有 10 名和北保定教區地

下教會神父施聯，包括 1月被官方人員

天亞社 

(20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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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帶走的陳合超神父，3、4月間被帶走拘

留的姬福厚、馬里剛、楊廣林和商滿倉

神父，及 4 月 29、30 日施聯的楊建偉

神父、張春光神父、張振全、尹雙喜和

張守欣神父。 

對華援助網 

(2022/5/4) 

12 20220508 
河北邢臺南

關教會 
小組聚會時被取締罰款。 

對華援助網 

(2022/11/20) 

13 20220512 肖犖彪 
為成都秋與教會會友，因陪伴青少年共

學而遭逮捕。 

對華援助網 

(2022/5/13) 

14 

20220520

、 0814、

1209 

成都秋雨聖

約教會 

警方在會友張強和肖月婚禮前夕約談

並施壓，訂婚儀式被迫取消，舉行婚

宴的酒店片面解約，許多會友被恐嚇

不得參加，教會長老、傳道遭禁止出

門，婚禮當天只能視訊證婚。 

在茶館舉行實體聚會遭警方闖入取

締，兩人被捕。 

教會舉行見證分享會紀念 2018 年

1209教案四周年，李英強長老與其妻

張新月、孩子及覃德富長老、戴志超

傳道等人被轄區派出所傳喚，後釋回 

對華援助網 

(2022/5/21) 

民生觀察

(2022/8/14、

12/10) 

15 202206 
烏魯木齊維

族 

世維會發言人迪里夏提披露因習近平 7

月在新疆調研，6 月間烏魯木齊數百名

維族被強制轉移到南疆以維穩。 

自由亞洲電臺 

(2022/7/20) 

16 20220602 

岳陽樓區磐

石聖經家庭

教會 

為湖南嶽陽的家庭教會，主領黃磊因組

織 180多個基督徒聚會而被處以行政拘

留和罰款。 

對華援助網 

(2022/6/12) 

17 20220614 
林學歲等三

名基督徒 
禮拜時遭警方以非法組織為由逮捕。 

華人基督徒公

益團契推特 

(2022/8/21) 

18 20220620 

天主教油通

地下忠貞教

會堂 

遭當地宗教局和公安局的人員威脅拆

除教堂及要求主教董保祿和教友加入

官方的天主教愛國會。 

自由亞洲電臺 

(2022/6/21) 

19 202207 
北京燈檯教

會 

秦泗楓牧師和同工蘇民軍或因印刷詩

歌本被捕，8月 5日遭以「非法經營罪」

批准逮捕。 

對華援助網 

(2022/11/20) 

20 20220705 
阿措德慶曲

闊林寺 

位於青海興海縣，遭官方以興建水電站

為由強制要求遷離。 

西藏之聲 

(20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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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220705 張秀芬 
為北京法輪功學員，因傳法遭員警毆

打、抄家。 

大紀元時報 

(2022/8/3) 

22 20220714 藏人玉珍 

為西藏那曲市安多縣的藏人，疑因涉及

其姊宗嘎上月因私藏達賴喇嘛法相被

捕案，也被捕。 

西藏之聲 

(2022/7/14) 

23 20220725 吳啊萍 

為出家居士，因在南京瞭解到日軍在侵

華戰爭的暴行，進而產生心理陰影、長

期被噩夢困擾，於是在玄奘寺供奉 5名

日軍戰犯以「解冤釋結」、「脫離苦難」，

遭以違背佛教揚善懲惡的教義教規、破

壞公共秩序和傷害民族感情為由，依

「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多地宗教部

門要求清查供奉牌位情形。 

香港 

01(2022/7/24) 

新浪財經 

(2022/7/25) 

中央社 

(2022/7/25) 

自由亞洲電臺 

(2022/7/25) 

24 20220727 藏人洛次 
為四川石渠縣藏人，因在微信建立慶祝

西藏各大上師生辰的群組而被捕。 

西藏之聲 

(2022/7/27) 

25 20220720 
西安豐盛教

會 

主任牧師廉長年發表公開信控會友遭

公安多次登門搜查，威脅會友作證教會

傳播邪教、詐騙奉獻金；教會遭以非法

社會組織為由取締，核心同工被捕，電

腦、書籍被沒收。 

華人基督徒公

益團契推特 

(2022/8/10、21) 

對華援助網 

(2022/8/19) 

26 20220805 

溫州博文聖

經學院、溫州

聖經學院 

遭浙江溫州鹿城區民政局以非法社會

組織為由取締。 

華人基督徒公

益團契推特 

(2022/8/21) 

27 20220805 陳國振神父 

為非官方天主教最興旺的河北保定教

區的神父，須固定洗腎，原本協助照顧

的神父此前被捕，近又遭公安闖入其住

家滋擾。 

天主教在線 

(2022/8/22) 

28 20220811 

寧夏石嘴山

市惠農區磐

石教會 

耿則軍傳道等 2人因拒絕和「三自」教

會合作，遭以非法組織聚會判處有期徒

刑一年三個月。 

對華援助網 

(2022/8/19) 

29 20220814 
北京錫安教

會 

主日禮拜遭警方闖入，楊俊牧師等 9人

被捕。 

華人基督徒公

益團契推特 

(2022/8/14) 

30 20220817 
王順平等 5

名基督徒 

遭雲南怒江福貢縣公安局以組織、資助

非法聚會為由刑事拘留。 

對華援助網 

(2022/8/19) 

31 
20220819

、27，1116 

山西臨汾聖

約家園教會 

舉辦親子營活動遭百名員警闖入，70

餘人被捕，傳道李潔及同工韓曉棟遭警

明報 

(202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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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搜查住宅，後李潔與其妻李珊珊被以

涉嫌「詐騙罪」為由指定監視居住，後

遭正式逮捕。財務同工吳婷婷亦被依

「詐騙罪」遭刑事拘留。11月 16日官

方正式公告取締教會及所屬的阿斯蘭

學堂。 

維權網 

(2022/8/23) 

對華援助網 

(2022/10/1、

11/20) 

推特 

(2022/10/24、

11/3) 

32 20220821 
吉林長春陽

光教會 

主日禮拜遭警方闖入，郭暮雲牧師等 9

人被捕。 

對華援助網 

(2022/8/21) 

33 20220823 
天主教小幫

手 

為天主教 app，為合於「互聯網宗教資

訊服務管理辦法」規定，停止分享、更

名和刪減內容，惟仍無法取得「互聯網

宗教資訊服務許可證」，被迫停止運作。 

對華援助網 

(2022/8/26) 

34 20220824 
秀達等五名

藏人 

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達縣藏人，因

舉行宗教儀式被警方逮捕，其中一人被

毆致死。 

西藏之聲 

(2022/9/20) 

35 20220910 
深圳三一豐

收福音教會 

在海水浴場欲進行洗禮時遭工作人員

和不明人士以禁止宗教活動為由阻撓。 

對華援助網 

(2022/9/14) 

36 20220920 
浙江溫州迦

南神學院 

遭以非法社會組織為由遭取締，教堂設

施被毀，主任牧師黃建樂和劉世濤等數

名老師被員警逮捕，所有神學生均被勸

返回家。 

對華援助網 

(2022/9/21) 

37 20220813 陳利軍 

為河南洛陽家庭教會傳道人，因購買基

督教信仰書籍，被依「詐騙罪」處刑事

拘留。 

對華援助網 

(2022/10/29) 

38 20220926 庇哩亞教會 
遭福建莆田民政局以未經登記、違法活

動為由取締。 

對華援助網 

(2022/10/13) 

39 202010 洛桑曲培 

為西藏阿壩地區格爾登寺僧人，2011

年曾因不滿中共的愛國教育而被關

押，此次疑因同事再遭判刑 2年零 6個

月有期徒刑。 

西藏之聲 

(2022/12/3) 

40 20221019 

六名藏人作

家與活動人

士 

崗吉珠巴嘉、塞朗、桑珠、崗布優博、

崗次仁卓瑪和白瑪仁青等 6人因出版有

關西藏命運及局勢的書報、創建「反紅

組織」和推動民族教育等，遭以「涉嫌

分裂以及危害國家安全」判處 4 至 14

西藏之聲 

(202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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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等的徒刑。 

41 20221029 
江西師大學

生團契 

江西師大瑤湖校區（南昌）瑤湖大學生

團契共 53名大學生基督徒被捕。 

推特 

(2022/10/30) 

42 20221218 3名藏人 

西藏日喀則市 3名藏人前往洛紮縣朝拜

色喀古托寺後，遭警方以計劃前往印度

為由拘捕。 

西藏之聲 

(2022/12/26) 

43 20221230 趙維凱 

為山西太原郇城歸正教會會友，2021

年 5月遭警方以宗教詐騙為由逮捕，今

遭以「非法持有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物

品罪」判刑 2年。 

對華援助網 

(2022/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