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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維權人士 

2013.1-12（25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120214 廖雙元/貴州

維權人士 

向親戚朋友電話拜年時，被國安警告，

稱春節期間打了許多電話，不許再亂打

電話。 

自由亞洲電臺

(2013/02/15) 

2 20130307 劉沙沙 /維權

人士 

於前往劉霞（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劉曉波之妻）住所樓下聲援時被公安人

員帶走問話，且在被押返河南南陽老家

時，沿路被沒收手機和提款卡，並被按

在地上掌摑 10 多次，耳膜被打穿及腦

震盪。 

明報

(2013/03/15) 

3 20130314 胡佳 /維權人

士 

北京公安以「尋釁滋事罪名」傳喚並將

其帶到派出所後交給 2 名國保人員（公

安中負責國家安全及保衛的人員），國

保人員要求交代「組織楊匡等人探望劉

霞」，以及於兩會期間在網上批評領導

人之事（指稱「密集污衊中共和國家領

導人，企圖使國家陷於內亂、賣主求

榮」），因拒交代遭到瘋狂毆打，包括：

被箍頸與摔落地板，導致頭部流血、腰

扭傷等。胡佳在被扣留 8 小時後獲釋。 

明報

(2013/03/15)

、香港蘋果日

報

(2013/03/16) 

、美國之音

(2013/03/19) 

4 20130329 劉沙沙 /維權

人士 

原定由廣州出發，以北京為終點，宣傳

「自由劉霞」訊息，但在深圳福田長途

客運車站被公安拘捕，被補 3 小時後獲

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03/30) 

5 20130331 袁冬、張寶

成、侯欣、馬

新立 /維權人

士 

在北京西單街頭呼籲官員公示財產

後，被警方刑拘。 

美國之音

(2013/04/21) 

6 20130403 王全璋 /北京

維權律師 

在江蘇省靖江市法院為 1名法輪功學員

出庭辯護時，被法官下令帶走拘捕。靖

江市法院 4 月 4 日公告宣稱王全璋「違

反法庭秩序」，被判拘留 10 日。後於 4

月 6 日凌晨「提前解除拘留」獲釋。 

中央通訊社

(2013/04/05) 

7 20130417 丁家喜 /維權

律師 

在家中被警察帶走，電腦、手機、文化

衫等物品被扣押，並以「涉嫌非法集會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被刑事傳喚。 

美國之音

(2013/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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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8 20130417 趙常青 /北京

獨立中文筆會

會員、家庭教

會成員（民運

人士） 

因參與呼籲官員公示財產活動被公安

抓捕，18 日被以「涉嫌非法集會」被刑

拘。 

美國之音

(2013/04/18、

2013/04/21) 

9 20130524 孫文廣 /維權

人士 

被山東濟南國保（公安屬下的國內安全

保衛支隊）邀約談話，阻止他參加紀念

「六四」聚會，並提出「被旅遊」、待

在家中、不准出大門、不准外人進入等

要求。 

美國之音網站

(2013/05/27) 

10 20130524 羅茜 /維權人

士 

向湖南省公安廳提出申請到長沙岳麓

山舉行「六四」24 周年公祭，被帶到

賓館軟禁看守。 

明報

(2013/05/29) 

11 20130526 唐荊陵 /維權

律師 

廣州國保於晚間 11 時至家中，以「擾

亂公共秩序」名義將其傳喚至派出所。

唐妻汪豔芳要求國保出示書面通知，亦

被帶到派出所，翌日凌晨 3 點被釋放，

唐荊陵則於凌晨 5 點獲釋。唐荊陵表

示，國保警告他「六四」期間不要出門、

不要見朋友、不要參加街頭運動。 

明報

(2013/05/29) 

12 20130528 朱承志 /湖南

邵陽維權人士 

到廣西南寧探望民運人士張維，南寧國

保衝入其居住之酒店房間毆打成傷，並

將其戴上手銬帶往派出所，翌日獲釋。 

明報

(2013/05/29) 

13 20130625 馮正虎 /上海

維權人士 

在大陸共產黨「七一」黨慶之前，當日

上午被公安傳喚，至下午四點多釋放，

並在其家門口增加保安，每天 24 小時

看守。 

自由亞洲電臺

(2013/06/27) 

14 20130626 徐琳 /廣州維

權人士 

在大陸共產黨「七一」黨慶之前，被派

出所治安隊員約談，警告其自當天起不

要隨便出門，否則將會阻止。 

自由亞洲電臺

(2013/06/27) 

15 20130719 楊林 /維權人

士 

楊林的律師表示，楊林曾「圍觀」廣東

烏坎事件等維權活動，多次遭行政拘

留、判刑，此次「逮捕通知」係大陸當

局指稱楊林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罪」。 

自由亞洲電臺

(2013/08/12) 

16 20130808 郭飛雄（本名

楊茂東）/維權

人士 

被大陸當局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

罪」刑拘。郭飛雄的律師認為，他被捕

的直接原因是因為今年初參加「南方周

末」的維權活動。 

中央通訊社

(201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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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30811 陳寶成 /大陸

財新傳媒記

者、維權人士 

因協助山東平度老家的民眾抗拒政府

拆房，遭當地公安以「涉嫌非法拘禁罪」

進行刑事拘留。 

聯合報

(2013/08/13) 

18 20130812 劉家財 /湖北

維權人士 

曾在網上發表三篇文章批評政府，被宜

昌市公安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刑事拘留。 

東方日報

(2013/08/16) 

19 20130822 許志永 /維權

律師 

發起「中國新公民運動」，遭軟禁數月

與拘留超過一個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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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時報

(2013/08/24) 

20 20130914 曹順利 /人權

活動人士 

計劃前往日內瓦參加聯合國人權培訓

時，在北京機場遭警方問話後「失蹤」。 

中央通訊社

(2013/09/25) 

21 20130915 胡佳 /維權人

士 

在警方未告知原因下遭軟禁，也未說明

何時可恢復自由。外界猜測與他近日聲

援廣州維權人士郭飛雄、為良心犯家屬

寄送中秋月餅，以及上街要求官員公開

財產有關。 

世界日報

(2013/09/16) 

22 20130925 姚立法 /維權

人士 

原訂參加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 9 月 27

日舉辦的學友聯誼會，惟在 25 日遭湖

北省潛江市當局強行帶走，至 28 日晚

釋回。 

美國之音網站  

(2013/09/29) 

23 20131024 沈勇 /上海維

權人士 

據自由亞洲電台（RFA）報導，沈勇遭

公安帶走 2 小時後返家，沒多久即身

亡。家屬指控沈勇脖子上有勒痕，質疑

他遭派出所凌虐毆打致死。 

中央通訊社

(2013/10/26) 

24 201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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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通訊社

(2013/12/13)

、自由時報

(2013/08/24) 

25 20131215 郭飛雄 /廣州

著名維權人士 

郭飛雄被指組織並參與發生在 2013 年

元旦期間的聲援「南方周末」新年獻詞

事件，並於 2013 年 8 月 8 日被刑拘，

罪名是「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

郭案代理律師陳光武表示，大陸當局已

向郭飛雄送達移送審查起訴告知書，並

指出廣州警方未通知律師，是搞程序真

空、秘密移送審查起訴。 

信報

(2013/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