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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維權人士 

2022.12（59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220109 胡新城 

前為記者，曾積極調查、協助訪民維權

行動，去年 12月因訴求大病免費醫療，

遭以在網路平臺上傳涉暴恐影片、觸犯

「刑法」而被刑事拘留。 

維權網 

(2022/1/9) 

大紀元時報 

(2022/1/20) 

2 20220111 謝陽 

為湖南人權律師，疑因聲援李田田案而

被捕失蹤數日，17日警方正式發出批補

通知書。 

自由亞洲電臺 

(2022/1/13) 

聯合報 

(2022/1/18) 

3 20220111 周文明 
為江蘇維權人士，因土地問題進京上

訪，遭押解回江蘇拘禁。 

民生觀察 

(2022/1/25) 

4 20211212 
數十名西藏爐

霍縣藏人 

因反對中共在當地建造大型養豬場和

養雞場，及被控向境外洩漏消息而遭

捕。 

西藏之聲 

(2022/1/12) 

5 20220124 曹永亮 

為山西訪民，2021年臨汾當局給予其 5

萬元要求勿在「七一」黨慶前夕上訪，

於是曹在 9月初進京上訪，被捕後近期

遭以「敲詐勒索罪」判刑 5年。 

自由亞洲電臺 

(2022/1/24) 

6 20220126 兩名異議人士 
因聲援近期將開庭的維權人士歐彪峰

而遭行政拘留。 

自由亞洲電臺 

(2022/1/27) 

7 20220214 雷宗林 

為福建訪民，因 8次申請建房獲批准又

被強拆而多次上訪，被不明身份人員拘

禁在派出所對面建物長達 24小時。 

維權網 

(2022/2/15) 

8 20220215 
楊芝祥、陳素

英夫婦 

為南京訪民，在北京居住，遭南京官員

赴北京挾持赴福建旅遊。 

維權網 

(2022/2/15) 

9 20220223 李學志 
為重慶訪民，曾多次上訪，遭以「尋釁

滋事罪」刑事拘留。 

維權網 

(2022/2/26) 

10 20220228 李翹楚 

為人權運動工作者，因聲援涉廈門維權

聚會案的男友許志永，於 2021 年 2 月

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羈押

至今，近期遭以散播許志永言論、涉嫌

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 

臉書

/FreeLiqiaochu

李翹楚 

(2022/3/18) 

11 20220304 
林愛欽、魏英

（魏香萍） 

為福建訪民，在北京遭截訪，魏英被囚

禁在海景園賓館，林愛欽不知所蹤。 

維權網 

(2022/3/9) 

12 20220306 沈愛斌 為江蘇異議人士，再遭警方以「尋釁滋 維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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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事罪」逮捕，疑與江蘇訪民毛黎惠遭警

方截訪、拘禁，傳不明原因自焚身亡一

案有關。 

(2022/3/7) 

自由亞洲電臺 

(2022/3/8) 

13 20220314 張夢穎 

為河北維權人士，今年「兩會」期間籲

政府落實男女平等，遭警方逮捕、抄走

電腦。 

維權網 

(2022/3/15) 

自由亞洲電臺 

(2022/3/16) 

14 20220327 
黃雪琴和王建

兵 

黃雪琴為關注維權和女權的獨立記

者，王建兵為職業病 NGO 工作者，於

2021年 9月被捕，今遭以涉嫌「煽動顛

覆國家政權罪」起訴。 

黃雪琴、王建

兵臉書關注組

(2022/4/1) 

香港 01 

(2022/4/3) 

15 20220405 帥仁兵 

為湖北維權人士，因建物遭強拆而多次

上訪，4月 5日遭從北京截訪回湖北後

被持續居留，21日起被以「尋釁滋事罪」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維權網 

(2022/4/26) 

16 20220412 陳劍雄 

為湖北維權人士，因在網路轉發關注廣

州異議人士王愛忠案的相關消息，遭國

保拘捕審訊，下落不明。 

自由亞洲電臺 

(2022/4/12) 

17 20220425 邢望力 

為河南維權人士，因指控 3名地方官員

2016年對其毆打導致重傷，其子以其名

義發布公開信求助，遭以汙衊官員為

由，依「誹謗罪」判刑 2年 11個月。 

自由亞洲電臺 

(2022/4/7) 

維權網 

(2022/4/26) 

18 202205 次旺仁青 

為西藏日喀則的藏人，曾為阻止牧民遷

移政策請願，5月被捕，16日被以「防

礙公務罪」和「濫用職權罪」判處一年

半徒刑。 

西藏之聲 

(2022/7/29) 

19 20220510 梁白端 

為福建維權人士，赴公安局申訴去年遭

員警毆傷，被上銬關押超過 24個小時，

又因在門口播放反腐宣言遭以「擾亂單

位秩序罪」處行政拘留 7日。 

維權網 

(2022/5/11-14) 

20 20220512 王德邦 

本名王治晶，為「零八憲章」首批連署

人、「八九學運」領袖和維權人士，與

其妻被廣西警方從河北強行帶回桂林

老家，又遭當地警方帶走，下落不明。 

維權網 

(2022/5/12) 

自由亞洲電臺 

(2022/5/12) 

21 20220518 尹登珍等 4人 

為湖北維權人士，與其夫及夏永華、孫

志強等 4人在北京上訪時遭以防疫封控

為由控制在法院外的塑膠棚內 13 天，

維權網 

(2022/5/18) 

民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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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遭湖北截訪人員闖入並遣返回鄉。 (2022/5/29) 

22 

20220523

、 0615、

0628 、

0710 

河南村鎮銀行

儲戶 

河南新財富集團在今年 2月已遭註銷，

旗下數間村鎮銀行仍持續透過網路販

售包裝成高息儲蓄商品詐騙民眾購

買，河南及安徽多間村鎮銀行的存戶 4

月底以來無法提款，外省儲戶健康碼遭

官方逕改為紅碼或黃碼以阻其進入河

南，公安並鳴槍驅離抗議群眾，官方僅

回應幕後集團涉及非法吸金正在調查

中，造成擠兌和存戶上訪要求取回存

款，卻遭警方鎮壓、驅離。 

7月 10日千名儲戶因無法取款、申訴無

門而在中國人民銀行鄭州支行外集結

抗議，標語包括「中國夢破滅」、籲李

克強調查、批樓陽生和河南政府勾結黑

社會，隨後遭白衣人毆打和警方逮捕；

網路相關資訊被禁言。另 7月以來再度

對外省儲戶之健康碼標紅碼。 

微博 

(2022/5/20) 

新唐人電視臺 

(2022/5/23) 

中央社 

(2022/6/15、

7/10) 

新浪財經 

(2022/6/16) 

BBC中文網 

(2022/6/18) 

自由亞洲電臺 

(2022/6/29、

7/8) 

德國之聲 

(2022/7/10) 

23 20220527 天安門母親 

在「六四」前夕遭國保警告將強制旅

遊、禁止接聽境外來電；「六四」當日

幾位代表在警力戒護下前往萬安公墓

祭拜，重申「真相、究責和賠償」三訴

求。 

中央社 

(2022/5/27) 

明報 

(2022/5/29) 

有線中國組 

(2022/6/4) 

24 20220529 白血病患者 

估計達上千人的多省民眾以網路公開

信方式，指控施打科興等國產疫苗後罹

患白血病，上訪投訴卻遭政府打壓、漠

視。 

香港 01 

(2022/5/29) 

中央社 

(2022/5/29) 

25 20220602 張海、任全牛 

張海因其父在武漢染疫病故持續向政

府追究責任；任全牛為維權律師，2021

年因代理張展案和「十二港人」案遭吊

銷律師執照，兩人銀行帳戶遭以交易可

疑維由遭限制功能。 

自由亞洲電臺 

(2022/6/2) 

26 20220614 
金漢豔、金漢

琴姐妹 

為湖北訪民，因 1997 年考取公職卻遭

冒名頂替上訪迄今，4 月遭從北京截訪

回湖北，6月 14日遭以涉「尋釁滋事罪」

刑事拘留。 

維權網 

(2022/7/1) 

27 20220616 陳喜珍 為湖北訪民，在湖北黨代會召開時赴武 民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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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上訪，遭截訪回潛江並軟禁。 (2022/6/23) 

28 20220622 
「烏衣」及其

家屬 

「烏衣」為一關注徐州「鐵鍊女」之 90

後女性，2 月時因赴徐州探訪鐵鍊女卻

遭警方遭關押後獲釋，3 月再度遭囚至

今，近家屬亦遭徐州警方上門維穩。 

民生觀察 

(2022/6/24) 

大紀元時報 

(2022/6/30) 

29 20220628 陳風強 

為廣東傷殘軍人，因投資房產遭地方政

府強拆而上訪多年，因習近平 7月 1日

赴港而被軟禁在家多日。 

維權網 

(2022/7/4) 

30 20220629 李天明 
為福州訪民，上訪時遭當地政府派人截

訪和毆打，並遭車輛拖行致死。 

維權網 

(2022/6/29) 

自由亞洲電臺 

(2022/7/1) 

31 20220629 譚兵林 

為湖南維權人士，長期訴求政府提供免

費醫療、教育和養老，並支援維權運

動，疑因此前在村委會就其父母接種疫

苗事表達不滿事遭拘捕。 

維權網 

(2022/7/6) 

32 20220718 王宇 

為維權律師，因就醫時被刁難而報警，

卻被以涉嫌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為由，搜

身並拘留 8小時。 

維權網 

(2022/7/18) 

自由亞洲電臺 

(2022/7/19) 

33 20220723 唐兆星 

為福建訪民，今年 3月在北京被截訪回

福州後，健康碼變成黃碼至今，無法去

銀行提款，生計陷入困頓。 

維權網 

(2022/7/23) 

34 20220726 常瑋平 

為維權律師、2021年德法人權獎得主，

因 2019年 12月參加異議人士的廈門聚

會而被捕，遭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起訴，近日開庭，其妻陳紫娟欲赴法院

旁聽，被公安困在高速公路上十幾個小

時，其多位友人如陝西寶雞的田秋麗、

四川成都的鄧福泉、甘肅徽縣的龍克海

等被所在地員警傳喚或被軟禁；美、

英、德、法駐中使館分別在推特和微博

聲援、籲釋放。 

德國之聲 

(2022/7/26) 

法廣 

(2022/7/26) 

明報 

(2022/7/27) 

推特 

(2022/7/29) 

35 20220729 陸琴媛 
為江蘇無錫訪民，赴常州上訪後健康碼

被標黃碼。 

維權網 

(2022/7/31) 

36 20220730 趙利春 

為長春訪民，因在軍醫院手術導致殘疾

多次上訪，欲再度進京，在長春火車站

以要開「二十大」不能進京為由被截訪。 

維權網 

(20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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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220803

、4 

葉鐘等數十位

訪民 

欲向進駐福州大飯店的中央巡視組上

訪，被攔截驅趕，余愛民被強迫送入精

神醫院；後葉鐘、林鴻等進京上訪，在

順義區被捕而失蹤。 

維權網 

(2022/8/3、6、

12、17) 

38 20220803 柳德林 
為遼寧訪民，進京上訪途中在北京密雲

區被截訪遣返回遼寧。 

民生觀察 

(2022/8/6) 

39 20220803 裴莉 

為安徽合肥訪民，因多年前與政府簽約

投資別墅，後遭政府強拆、收回土地多

次上訪，進京上訪時被截訪遣返回安

徽。 

民生觀察 

(2022/8/9) 

40 20220804 童斌 
為武漢訪民，因祖厝被強拆控告地方政

府，遭維穩人員毆傷。 

民生觀察 

(2022/8/6) 

41 20220901 項錦鋒 
為福建維權人士，疑因網路言論和「二

十大」前維穩而被捕。 

維權網 

(2022/9/9) 

42 20220902 南京銀行儲戶 
在浙江分行外抗議無法提領 50 萬人

民幣以上的大額存款，遭警方驅離。 

新頭殼 

(2022/9/2) 

明報 

(2022/9/3) 

43 20220909 
何斌、徐彩虹

夫婦 

為湖北維權人士，因此前多次上訪而被

警方拘留。 

維權網 

(2022/9/9) 

44 20220914 郝明靜 

為湖北訪民，被捕並囚禁於精神病院，

官方要求承諾「二十大」前不上訪方可

釋放。 

維權網 

(2022/9/19) 

45 20220914 韓忠明 為上海訪民，在北京被截訪回上海。 
民生觀察 

(2022/9/14) 

46 20220922 胡雙蓮 為湖北訪民，在北京被截訪回湖北。 
民生觀察 

(2022/9/24) 

47 20220923 陸羽 
為江蘇訪民，在北京國家信訪局上訪時

被員警逮捕後失聯。 

維權網 

(2022/9/29) 

48 20220924 陳思明 

為湖南維權人士，因披露「潑墨女」董

瓊瑤之父董建彪死於獄中而被捕，處行

政拘留 15日。 

維權網 

(2022/9/26) 

世界日報 

(2022/9/26) 

49 20220929 李本才 

為安徽訪民，因果園被強佔、房屋遭強

拆上訪 27 年，因擬向中央陳情，被以

「尋釁滋事罪」判處 2年 6個月徒刑。 

維權網 

(2022/10/2) 

新唐人電視臺 

(2022/10/11) 

50 20221005 黃曉敏 為四川異議與民運人士，曾籲「十九大」 維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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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直選，多次被捕；2021年再次遭以

「尋釁滋事罪」逮捕，判處 4年有期徒

刑。 

(2022/10/5) 

51 20221017 夏貝貝 
其母為曾多次赴京上訪的尹登珍，在北

京旅遊時被湖北駐京辦關押。 

維權網 

(2022/10/18) 

52 20221020 王杰 

為寧夏農戶，因不滿官方企圖違約提前

收回承租農地上訪，遭處行政拘留 14

日。 

維權網 

(2022/10/20) 

53 20221024 陳家鴻 

為廣西維權律師和民運人士，因「煽動

顛覆國家政權罪」獲刑 3年，今年 4月

甫出獄，被指擁有反共書籍，再因涉「尋

釁滋事罪」遭刑事拘留。 

民生觀察 

(2022/10/25) 

54 20221111 王藏夫婦 

王藏為作家與異議人士，與其妻王利芹

2020年 5月因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

和批評中共防疫措施，遭依涉「煽動顛

覆國家政權罪」逮捕，今分別被判刑 4

年和 2年 6個月。 

維權網 

(2022/11/11) 

明報 

(2022/11/12) 

55 20221115 張曉東 
為江西維權人士，遭以「尋釁滋事罪」

逮捕，具體原因不明。 

維權網 

(2022/11/17) 

56 20221116 唐雲淑 

為重慶維權人士，多次抗爭土地徵收不

公，於 2021 年 9 月遭以涉嫌「尋釁滋

事罪」拘捕，今遭判刑 4年 6個月，其

未婚夫肖真義為其多方奔走維權亦被

捕。 

維權網 

(2022/11/16 、

21) 

57 20221128 陳建芳 

為上海維權人士，多次因土地遭強徵而

維權抗爭，2019年 3月被捕，今遭以「煽

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 4年 6個月。 

維權網 

(2022/11/28) 

58 20221201 余文生 

為維權律師，與其妻許豔在歐盟理事會

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12 月 1

日訪問北京時，被大批警力監控在家，

無法外出。 

民生觀察 

(2022/12/1) 

59 20221219 貢布吉 

為藏人，在拉薩高級人民法院前抗議對

其弟政治犯多吉扎西的判決，被警方逮

捕。 

西藏之聲 

(2022/1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