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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人身、集會自由 

2014.1-12（29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140103 何家維 /湖南

異見人士 

參與「六四」二十五周年「天下圍城」

系列活動的接力絕食活動，3 日晚間遭

警察、網監處及國保人員帶往轄區派出

所，並搜走電腦，至 4日淩晨 1時獲釋。 

自由亞洲電臺

(2014/01/05) 

2 20140115 伊芳力哈木．

土赫提 /中央

民族大學維吾

爾族教師 

伊芳力哈木．土赫提（維漢雙語網站「維

吾爾在線」的創始人，曾多次公開批評

北京新疆政策）和他的母親被新疆公安

廳與北京市公安局警察從寓所帶走，並

拿走家中通訊設備，他的妻子和兩個孩

子被看守在家中，不准外出。 

自由亞洲電臺

(2014/01/16)

、英國 BBC 電

臺

(2014/01/16) 

3 20140202 王淑青 /山東

曲阜異議分子

薛明凱母親 

山東曲阜異議分子薛明凱雙親於 1 月

23 日遭大陸當局軟禁後，1 月 29 日被

帶往曲阜檢察院，數小時後薛父薛福順

因不明原因自檢察院四樓墜落死亡，大

陸當局以自殺結案。曲阜公安向薛母王

淑清施壓，要求簽字准許解剖薛父遺

體，遭王淑清和薛明凱拒絕，認為警方

此舉是為消滅證據，後王淑清於 2 月 2

日遭十多名山東國保強行帶走、下落不

明。 

自由時報

(2014/02/09)

、明報

(2014/02/04) 

4 20140313 黃琦 /六四天

網創辦人 

在成都寓所被警方帶走，警員查抄他的

電腦及其他設備。當地維權人士指出，

警員出示一份由北京公安局簽發的傳

喚證，傳喚理由是尋釁滋事，估計與黃

琦近期在網站刊載北京的維權事件有

關。 

東方日報

(2014/03/14) 

5 20140327 朱瑛娣 /杭州

人士 

曾於大陸「兩會」期間上訪分發傳單而

被刑事拘留，後警方稱朱瑛娣已於 3月

27 日被東城區檢察院批准以「尋釁滋

事」罪逮捕，正審查起訴中。對此，朱

瑛娣丈夫戴鑫根表示，妻子被刑拘及批

准逮捕時並未收到通知書，公安抓捕朱

瑛娣是因其長期上訪和維權的行動令

當局不滿而採取的報復行為。 

自由亞洲電臺

(2014/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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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40418 丁家喜/「新公

民運動」成員 

爭取教育平權及官員公布財產的大陸

「新公民運動」成員丁家喜，被控聚眾

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在北京一審判監 3

年半。丁的律師指稱法庭沒有提供證據

正本，宣判後亦未給丁家喜發言機會表

達是否上訴。 

星島日報

(2014/04/19) 

7 20140504 香港記者林建

誠等 9人 

香港有線電視記者林建誠等一行 9人，

在湖南邵陽拜祭李旺陽（因參與「六四」

民運及勞工維權遭累計判監 22 年，於 2012 年

死亡）時遭大陸當局扣留半日，其中 6

人在港澳辦官員「陪同」下乘車離開邵

陽，另 3名大陸異見人士則被行政拘留

5天。 

香港蘋果日報

(2014/05/05) 

8 20140504 出席紀念「六

四」研討會人

士 

大陸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北京電影學

院教授郝建、女作家劉荻和「六四」異

見人士胡石根等人，因出席紀念「六四」

研討會，被北京公安當局以「尋釁滋事」

罪刑事拘留。 

香港蘋果日報

(2014/05/05) 

9 20140507 陳光/畫家 於「六四」期間擔任戒嚴士兵及目睹當

局鎮壓的陳光，曾創作 20 多幅以「六

四」天安門為主題的油畫，並在香港展

出「六四」現場照片譴責當局暴行。7

日晚間陳光在北京宋莊工作室內遭當

局帶走，並被關押至通州看守所。 

臺灣蘋果日報

(2014/05/11) 

10 20140514 屈振紅 /北京

華一律師事務

所律師（維權律

師浦志強外甥

女） 

遭警方指控「非法獲取個人信息罪」而

被逮捕。據悉，屈振紅被抓恐與她擔任

浦志強助手，協助媒體查閱資料有關。

屈振紅也是繼香港「南華早報」駐北京

前記者吳薇、「日本經濟新聞」中文新

聞助理辛健之後，第 3個與浦案有關而

遭拘捕的人。 

臺灣蘋果日報

(2014/05/17) 

11 20140515 唐荊陵 /廣東

律師 

唐荊陵曾參與調查李旺陽死亡案，15

日晚間警方闖入唐家將其帶走，並扣押

電腦、手機及相機等物品。唐妻汪豔芳

收到廣州市公安局白雲山分局的刑拘

通知書，指唐荊陵涉嫌「尋釁滋事」，

惟唐妻表示，丈夫被拘可能與臨近「六

四」事件二十五週年有關。 

星島日報

(2014/05/17) 

12 20140530 鮑彤 /大陸前 大陸當局今年 2月曾致電鮑彤，要求他 香港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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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趙紫陽

秘書 

在「六四」前不可發表有關言論，並被

迫安排返回浙江老家。5月 30日下午鮑

彤遭大陸當局派人「接走」，後於 6月

7 日返回北京住處，結束 9 天的「被旅

遊」。 

(2014/06/01)

、臺灣蘋果日

報

(2014/06/10) 

13 20140601 郭健 /北京藝

術家 

接受外媒訪問，嚴詞批判當年天安門血

腥鎮壓，此外，報導更刊出他用碎肉做

成的天安門裝置藝術照片，因而被拘

留。 

臺灣蘋果日報

(2014/06/04) 

14 20140603 王德邦 /前北

京學運領袖、

「零八憲章」

首批聯署人之

一 

於「六四」事件 25 週年前夕，在未通

知親屬情況下遭警方帶走。 

東方日報 

(2014/06/04) 

15 20140619 劉萍、魏忠

平、李思華/江

西人士 

參與「新公民運動」倡議大陸官員公布

財產，遭法院以「尋釁滋事」等罪名判

刑；劉萍和魏忠平被判有期徒刑 6 年

半、李思華有期徒刑 3年。 

中央通訊社 

(2014/06/19) 

16 20140630 衛小兵 /廣東

汕尾人士 

準備赴港聲援「7.1 遊行」，由深圳羅

湖口岸過關時被攔下並告知不能出

境，其後被羈押在警務室 1小時後獲釋。 

香港蘋果日報

(2014/07/01) 

17 20140703 參與「六四公

祭」人士 

今年 2月 2日在河南滑縣舉行「六四公

祭」，紀念趙紫陽、胡耀邦和「六四」

死難者，其中陳衛、於世文、常伯陽、

姬來松、董廣平、侯帥及方言等人於 5

月遭大陸當局抓捕，7 月 3 日被正式批

捕，罪名為「尋釁滋事」。 

英國 BBC 電

臺 

(2014/07/04) 

18 20140730 伊力哈木．土

赫提（ Ilham 

Tohti）/維吾爾

族學者、前中

央民族大學經

濟學院講師 

去年 10 月北京天安門發生新疆維族人

駕車衝撞天安門爆炸襲擊事件後，土赫

提因批評大陸官方箝制維族而被監

控，今年 1月在北京家中被警方帶走，

送往烏魯木齊拘押至今。7月 30日土赫

提被烏魯木齊市人民檢察院以分裂國

家罪提起公訴。 

太陽報

(2013/12/31) 

、自由時報 

(2014/07/31)  

19 20140830 參加「小河案

兩周年暨冤案

申訴研討會」

律師 

70名大陸律師原定在貴陽舉辦「小河案

兩周年暨冤案申訴研討會」（小河案因在

貴州市小河區審理得名。2012 年，貴陽男子黎

慶洪被控為黑幫頭目入獄 15 年，但不少律師認

中央通訊社

(2014/08/31)

、香港蘋果日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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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案件有諸多疑點，不應成立），但預定的

5 個會址都遭當地警方騷擾，活動被迫

取消，研討會改在黔靈公園黔靈湖舉行

後，又遭警方干擾打人。 

(2014/09/01) 

20 20140905 張林 /安徽異

議人士 

因爭取女兒就學權利而被刑事拘留的

張林，被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

罪」，一審判刑 3 年 6個月（此為張林第

5 次被判刑或勞教。他因參與 1989年天安門民

主運動而被判刑兩年。後因在北京參與籌辦「勞

動者權利保障同盟」被勞教三年。1997年前往

美國，隔年返回大陸第二天就被警察帶走，再

被判勞教 3年。2005 年因試圖進京參加前中共

領導人趙紫陽追悼會後，被以「煽動顛覆國家

政權罪」判刑 5 年）。 

中央通訊社

(2014/09/06) 

21 20140923 伊力哈木．土

赫提（ Ilham 

Tohti）/維族學

者 

今年 1月伊力哈木被警方從北京家中帶

走，7月底烏魯木齊市人民檢察院以「分

裂國家罪」的罪名提起公訴。該案於 9

月 23 日一審宣判，新疆烏魯木齊中級

人民法院裁定有罪，判處無期徒刑，沒

收個人全部財產，但他否認分裂國家的

指控（伊力哈木曾為大陸中央民族大學講師、

「維吾爾在線」網站的創辦人和站長，經常呼

籲大陸當局應妥善處理維吾爾人的不滿情緒，

以避免新疆的暴力活動，並長期受到大陸警方

監控）。 

中央通訊社

(2014/09/23) 

22 201409- 

201410 
聲援「佔中」

民眾 

據紐約時報報導，香港「佔中」運動開

始以來，大陸各地已逮捕超過 50 名聲

援「佔中」民眾（包括：在北京，有 11 人

因與宋莊藝術家舉行的詩歌朗誦會聲援「佔中」

行動有關，先後遭警方帶走。在重慶，維權人

士謝丹、羅亞玲因拍照上網表示支持「佔中」，

被處以行政拘留 10 天的處罰等。其中韓穎、劉

惠珍、李冬梅、姜流勇、郭志英、陳連和、吳

小平、韓淑清、崔寶弟、張崇鋼等 10人被證實

以涉嫌「尋釁滋事」刑拘）。 

中央通訊社 

(2014/10/13) 

、自由時報 

(2014/10/08)

、香港蘋果日

報 

(2014/10/05) 

23 20140930 汪龍/深圳市

民 

被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名刑事拘留。其律

師表示與汪龍在網路轉發香港佔領中

環活動文章，以及其近年參加公民活

動、要求政府資訊公開等有關（汪龍曾以

聯合報

(2014/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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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連上 Google 狀告大陸國有電信商「中國聯

通」，這項訴訟被稱為「封鎖 Google 全球第

一案」，9 月 4 日深圳福田法院開庭審理但並

未當庭宣判）。 

24 20141009 郭玉閃/學者 凌晨在家中被 10 幾名安全人員帶走，

並取走電腦、硬碟和文件。郭玉閃的太

太在微博透露，其被公安傳召以尋釁滋

事罪刑事拘留，可能與他公開表態支持

「佔中」有關。（郭玉閃曾於 2012 年幫助

盲眼維權律師陳光誠脫逃，大陸官方關閉其「傳

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 

中央通訊

社 、新加坡聯

合早報

(2014/10/13) 

25 201411 趙海通 /新疆

人士 

遭大陸當局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罪」被秘密審判，家人近日收到法院的

二審通知，稱趙海通被判囚 14 年。據

律師吳魁明稱，指控可能與民族問題有

關（趙去年 8月在新疆被捕，今年 5月中大陸

當局審理其案件，但趙海通至 6月 17日才首次

與律師會見）。 

香港蘋果日報

(2014/11/09) 

26 20141119 楊秀瓊、楊冬

英、顧國平、

肖建芳、危文

元、王晶、張

繼新 /抗議網

禁人士 

在烏鎮首屆世界網路大會會場周邊舉

牌抗議網禁，警察和便衣在沒有出示證

件的情況下，將 7 人抓上警車。 

明報

(2014/11/20) 

27 20141121 趙萌、高衛/著

名記者高瑜親

人 

高瑜案（去年 8 月大陸 1份中央機密文件被多

家外國網站轉載，北京警方展開調查，於今年

4 月抓捕高瑜，並在 5 月公開高瑜承認洩露國

家機密。但高 10月改口否認控罪，指當時是為

了兒子安全才認罪）在北京市第三中級法

院開庭。高瑜兒子趙萌被被國保強行送

至河北「旅遊」，胞弟高衛則被警方監

控。未能抵達法院旁聽。 

太陽報

(2014/11/18)

、明報

(2014/11/22) 

28 20141210 王晶 /吉林記

者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王晶在央視附

近拍攝在京訪民維權照片時被北京警

方抓住，隨後被送到北京久敬莊，遭到

當地截訪便衣的暴力毆打。 

大紀元

(2014/12/15) 

29 20141212 葉曉崢 /惠州

網友 

大陸警方查抄其家中電腦、手機等物

品，並以「涉嫌尋釁滋事」帶走。葉的

友人表示，可能與葉聲援香港「佔中」

事情有關。 

自由亞洲電臺

(2014/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