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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維權人士 

2014.1-11（20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140104 梁頌基 /維權

人士 

為紀念「南周」事件一周年，大批維權

人士擬在廣州南方報業大樓外舉行紀

念活動，惟警方大肆抓捕並在大樓附近

部署警員戒備，有十多人被帶走，其中

梁頌基被控擾亂社會秩序罪並刑拘。 

太陽報

(2014/01/08) 

2 20140117 胡佳 /維權人

士 

原定前往已故大陸中央總書記趙紫陽

故居弔唁（逝世 9周年忌日），但一出

門便被警方攔截。 

新報

(2014/01/18) 

3 20140126 許志永 /大陸

維權人士 

發起「中國新公民運動」的許志永，於

2013年 8月 22日正式遭大陸當局以「聚

眾擾亂公共秩序」的罪名逮捕，並於 12

月 13日遭到正式起訴。2014年 1月 26

日一審宣判，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中央通訊社

(2013/12/13)

、自由時報

(2013/08/24) 

、自由亞洲電

臺

(2014/01/27) 

4 20140126 胡佳 /維權人

士 

聲援許志永，被國保總隊以涉嫌「尋釁

滋事」名義帶走。 

香港蘋果日報

(2014/01/27) 

5 20140127 丁家喜、李

蔚、袁冬、張

寶成等四人 /

新公民運動成

員 

因在公共場所舉牌要求大陸官員公佈

財產，被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

起訴。案件 27 日在北京市海澱區法院

審理，其中袁冬在 1 月 29 日於北京市

海澱區法院被控「聚眾擾亂公共秩序」

罪成立，判監 1年半。 

英國 BBC電

臺

(2014/01/27)

、信報

(2014/01/30) 

6 20140208 劉霞 /劉曉波

妻子 

劉霞 2 月 8 日因心臟病發前往醫院治

療，原安排住院兩周，惟隔天即遭院方

趕走。據劉曉波夫婦的委任律師指出，

劉霞心臟病發後有意向大陸當局申請

「境外就醫」，但遭拒絕。後劉霞於 2

月 16 日被送往北京某醫院治療，警方

禁止她和家人向外界透露就醫地點及

病情。 

台灣蘋果日報

(2014/02/16)

、太陽報

(2014/02/21) 

7 20140214 王成 /浙江杭

州維權律師 

在家中被多名國保人員帶走。知情人士

指出，此與不久前王成發起「千萬公民

大連署」活動有關。 

台灣蘋果日報

(2014/02/16) 

8 20140225 胡佳 /維權人 在大陸「兩會」召開前夕，北京警方以 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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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士 「尋釁滋事」為由傳喚胡佳，8 小時後

獲釋。期間主要盤問胡佳號召民眾在

「六四」25 周年期間重返天安門等言

論。 

(2014/02/27) 

9 20140314 區少坤 /維權

人士 

為高調監督大陸公車私用問題而聞名

的維權人士，因憤屢被街道辦人員上門

騷擾，並強迫交出居民代表證，在家中

割脈自殺，經搶救後已脫離生命危險。 

太陽報

(2014/03/16) 

10 20140327 譚作人 /四川

汶川地震維權

人士 

被大陸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判刑 5 年的四川維權人士譚作人（參與

汶川大地震維權活動，揭發「豆腐渣工程」，

並撰文悼念「六四」事件，於 2010年被法院判

處五年監禁、剝奪政治權利三年），服刑期

滿出獄，但被疑為警方的車輛將其從監

獄接走，去向不明。譚作人律師浦志強

表示，預料將被送到一處保密地點「休

養」。 

香港蘋果日

報、星島日報

(2014/03/28) 

11 20140411 許志永 /維權

學者 

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大陸維權學者許

志永被控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罪一案，北

京高院二審（終審）未開庭，直接宣判

以一審判決「定罪準確、量刑適當」等

為由，駁回許志永上訴，維持一審判刑

4年的原判。 

星島日報、香

港蘋果日報

(2014/04/12) 

12 20140504 浦志強 /維權

律師 

浦志強於 3日出席紀念「六四」研討會

後，4 日被國保（公安下屬的國內安全保衛

支隊）帶走；5日下午曾短暫回家，晚間

公安搜屋，取走浦志強家中電腦、書籍

等資料。大陸當局並以「尋釁滋事」罪

名將其「刑事拘留」。 

自由時報

(2014/05/07) 

13 20140603 倪玉蘭 /北京

維權人士 

於「六四」事件 25 週年前夕外出參加

活動時，被警方強行關在汽車後車廂遣

送回家。 

中央通訊社 

(2014/06/04) 

14 20140613 浦志強 /維權

律師 

於 5月 3日出席紀念「六四」研討會後，

被大陸當局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拘，6

月 13 日經檢察機關批准，正式以涉嫌

尋釁滋事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訊息罪

依法逮捕。 

自由時報

(2014/05/07)

、東方日報

(2014/06/14) 

15 20140621 唐荊陵 /曾參

與調查湖南民

於「六四」事件 25 週年前夕，被大陸

當局以涉嫌尋釁滋事帶走，且於 6月 21

太陽報

(2014/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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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人士李旺陽

死因之維權律

師 

日被大陸當局以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罪」將其拘捕。 

16 20140707 胡佳 /維權人

士 

遭北京當局軟禁兩天，並在沒有任何傳

喚文件的情況下被帶回公安局，據報導

可能與德國總理梅克爾 7月 6至 8日訪

問大陸期間，有意會晤民間人士有關。 

中央通訊社

(2014/07/07)

、自由時報

(2014/07/08) 

17 20140708 唯色 /藏族維

權女作家 

從外地返回北京住所後遭當局軟禁兩

天，原因不明。唯色表示，懷疑與美國

國務卿凱瑞到北京出席「中」美戰略與

經濟對話期間，美國駐華使館邀請她參

與晚宴有關。 

太陽報

(2014/07/10) 

18 201411 浦志強 /維權

律師 

今年 5月因參加「六四」研討會被北京

公安刑拘。6月 13日，檢方以其涉嫌「尋

釁滋事罪」及「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

罪」批准逮捕。現被加控「煽動分裂國

家」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合計四

項控罪。 

星島日報

(2014/11/22) 

19 20141126 唐荊陵 /廣州

維權律師 

今年 5月 16日，被廣州警方以涉嫌「尋

釁滋事罪」刑事拘留，6月 21日警方改

變罪名，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正式逮捕，11月 26日被廣州公安局移

送檢察院審查起訴（唐荊陵在 2012年湖南

民運人士李旺陽離奇死亡後，做為李旺陽胞妹

李旺玲的法律代理人。其後因多次代理政治敏

感案件，遭大陸當局吊銷律師執業資格）。 

香港經濟日報

(2014/11/28) 

20 20141128 郭飛雄 /維權

人士 

被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案」開庭

（參與 2013年「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街頭

抗議活動），其辯護律師張磊表示，法庭

對郭飛雄、辯護律師嚴重壓制，並強行

駁回管轄異議等。 

多維新聞網

(2014/11/28)

、新加坡聯合

早報

(2014/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