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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人身、集會自由 

2015.1-12（23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150112 汪艶芳 /廣州

維權人士唐荊

陵妻子 

廣州國保於 12 日拘傳汪艶芳，帶走她

的電腦、行動硬碟及信件等物品，並指

汪和丈夫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汪艶

芳表示被拘原因可能是其在與丈夫書

信往來時，詢問丈夫在獄中寫的「谷中

百合」（獄中感恩見證文章）和最近支持

香港占中的文章，被認為是煽動顛覆國

家。 

自由亞洲電臺

(2015/01/13) 

2 20150205 莫建剛 /貴州

人權研討會成

員 

貴陽南明區國保大隊在未出示法律文

書情況下強行帶走莫建剛，並將其家中

電腦和手機搜走。國保詢問莫在網路上

發表聲援王藏文章（詩人王藏亦為貴州人權

研討會成員，因在網路發表聲援香港占中圖

片，去年 10月遭北京通州區國保拘留，後被以

「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批捕），並警

告其不得隨妻子到四川老家過農曆新

年。 

自由亞洲電臺

(2015/02/06) 

3 20150225 鐵流（原名黃澤

榮）/異見作家 

被控「非法經營」案，判處有期徒刑 2

年半，緩刑 4年，罰款 3萬元人民幣，

已被羈押逾 5個月的鐵流於宣判後獲釋

（北京警方去年以涉「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

鐵流，逮捕時加上「非法經營罪」。報導指鐵

流恐係因發文批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

而遭控）。 

信報

(2015/02/23、

2015/02/26) 

4 20150306 李婷婷、韋婷

婷、王曼、武

嶸嶸、鄭楚然/

女權活動人士 

五人原計劃在「三八」婦女節期間組織

反性騷擾抗議活動，並製作一系列「制

止性騷擾，安全你我她」等貼紙欲在各

自所在城市發放，以要求設立「公共交

通性騷擾防治機制」，但分別在 3月 6

日到 7日晚間遭警方拘留。 

自由亞洲電臺

(2015/03/12)

、自由時報

(2015/03/24) 

5 20150325 為「六四」死

難者掃墓人士 

四川數十名人士為「六四」死難者掃

墓，遭上百名警察圍堵，並全部帶走拘

押。 

自由亞洲電臺

(2015/03/26) 

6 20150325 隋牧青 /廣州 廣州律師隋牧青擬前往泰國旅遊時在 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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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 廣州白雲機場遭到邊檢攔截，未能成功

出境，對方也拒絕出示書面文書。隋牧

青律師表示這是他半年內第二次被限

制出境，兩次的理由都是「可能危害國

家安全」(隋曾代理柳州教案、「廣州四君子」

之一王清營案等敏感案件，也多次在網路上參

與公民聯署)。 

(2015/03/26) 

7 20150429 祭拜林昭人士 4 月 29 日是大陸北大右派才女林昭遭

槍決 47周年祭日，江蘇、廣東、湖南、

山東等地民眾連日湧至蘇州靈岩山祭

拜林昭墓，大陸當局出動逾百警員戒

備，並有 30餘人被捕。 

香港蘋果日報

(2015/04/29)

、信報

(2015/04/30) 

8 20150511 四川綿陽災民 時值汶川地震 7周年之際，20餘名四川

綿陽災民試圖趁「第九屆大陸殘疾人運

動會」在當地開幕之際上訪被截，部分

人被抓捕，但已陸續獲釋。 

香港經濟日報

(2015/05/13) 

9 20150527 吳淦 /網名為

「屠夫」的知

名人士 

吳淦近日在江西南昌舉牌抗議，要求法

院重啟富有爭議的凶案調查（2000 年江

西樂平發生一起命案，大陸當局在 2006 年判 4

名被告死緩；2011 年，另一主犯承認自己才是

真兇。律師指此案存在疑點，要求啟動重審程

序，但遭拒絕），遭大陸當局行政拘留 10

天，公安機關指控其罪名，包括在門外

辱駡法院院長。5月 27日吳淦被以涉嫌

尋釁滋事及誹謗罪，遭福建公安刑事拘

留。 

明報

(2015/05/21、

2015/05/29) 

10 20150530 鮑彤 /中共前

總書記趙紫陽

政治秘書 

「六四」26周年日前夕，鮑彤在北京家

中遭公安帶走，強制旅遊。 

自由亞洲電台

(2015/06/03) 

11 20150602 黃琦 /維權網

站「六四天網」

創辦人 

遭四川廣安市公安局國保支隊帶走，指

其涉嫌策劃萬人上街示威及勾結外國

官員，扣押 11小時後獲釋。 

東方日報

(2015/06/03) 

12 20150710 周世鋒、王

宇、李和平、

王全璋等逾百

名維權律師 

7月 10日起，大陸當局對維權律師展開

圍捕，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首當其衝，

拘押周世鋒、王宇、李和平、王全璋等

著名刑事辯護律師、弱勢群體維權律

師。「710 大圍捕」之後，廣東、湖南

東方日報

(2015/07/27)

、信報

(2015/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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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陸續有相同行動，已有逾 250名律

師先後被刑拘、帶走、失聯、約談、傳

喚，或以其他方式限制人身自由。 

13 20150724 聲援「廣州三

君子」民眾 

曾協助已故民運人士李旺陽家屬的維

權律師唐荊陵、維權人士袁朝陽及王清

營（號稱「廣州三君子」）等人，被控煽動

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在廣州法院庭

審。多名民眾到庭外聲援，被公安帶

走。 

香港蘋果日

報、太陽報

(2015/07/24) 

14 201508 維權律師子女 8月 3日，律師張慶方帶女兒、朋友的

孩子準備前往美國西雅圖，在北京通關

檢查時被攔下；8月 2日，某北京律師

的孩子與十多名同學，由其就讀的上海

某大學老師帶領赴英國牛津大學當暑

期交換生，也被海關攔下。這兩個案例

中，海關提出的攔阻理由都是「可能危

害國家安全」。 

自由時報

(2015/08/06) 

15 20150806 李和平/律師 8月 6日下午，警察撬開李和平家門，

並以「尋釁滋事罪」名義對李和平妻子

王峭嶺進行刑事傳喚。隨後王峭嶺發表

「我的丈夫李和平之六」，文中披露她

被傳喚是因為發表「我的丈夫李和平」

系列文章及起訴中共官方媒體一事，警

察並恐嚇她若文章再被海外媒體轉

載，大陸當局還會再次傳喚。 

中國觀察

(2015/08/07) 

16 20150806 余文生 /北京

律師 

先前為「被失蹤」律師王宇發聲的北京

律師余文生，8月 6日下午遭警察拜訪

住家。余接受採訪表示無懼於官方騷擾

之後，家中大門即被警方撬開，余文生

遭撞倒在地，被控以「尋釁滋事」罪上

銬，家中電腦、隨身碟連同被帶走。 

自由時報

(2015/08/08) 

17 20150827 莊道鶴/律師 8月 24日，維權律師莊道鶴在上海與在

美國負責宗教自由的高級外交官薩珀

斯坦（David Saperstein）會面，27日即

被大陸當局軟禁在家。 

太陽報

(2015/08/29) 

18 20150903 張凱 /北京律

師 

張凱因協助浙江教堂相關訴訟，8月 25

日被大陸當局帶走並監視居住，9 月 3

中央通訊社

(2015/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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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其家人收到公安發出通知書，指控張

凱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為境外竊取

國家秘密等罪。 

19 20151006 包卓軒 /被捕

大陸維權律師

王宇的 16 歲

兒子 

7月 9日，為維權人士辯護的律師王宇

和丈夫包龍軍在北京被警方強行帶

走，其子包卓軒在父母被捕後也被警方

監視，包卓軒原打算到澳洲讀高中，但

護照被警方沒收。10月 6日包卓軒在經

由緬甸前往美國的路上被攔截，由大陸

警方押送回內蒙興安盟烏蘭浩特的祖

父母家中，並遭警方 24小時監視。 

中央通訊社

(2015/10/10)

、香港蘋果日

報

(2015/10/13) 

20 20151021 盛曉雲 /黑龍

江法輪功學

員、新唐人電

視臺「老外看

中國」主持人

郝毅博的岳母 

因控訴江澤民迫害法輪功，遭黑龍江警

方逮捕並拘留。 

自由時報

(2015/10/25) 

21 20151110 藺其磊 /北京

律師 

11月 10日上午，藺其磊應法國司法部

邀請準備前往巴黎考察學習，但在北京

首都機場遭邊檢攔截，這是涉及自 7月

起大陸當局對維權律師展開圍捕行動

後，而被阻止出境的至少第 19名律師。

藺其磊表示，對方沒有出示任何書面通

知，僅口頭稱其可能危害國家安全而拒

絕其出境。 

自由亞洲電臺

(2015/11/10) 

22 20151205 廣東維權組織 截至 12月 5日，大陸廣東省 4個勞工

權益組織負責人和員工共 21 人被廣東

當局傳喚，當中 3人在押，包括佛山「南

飛雁」社工中心負責人何曉波、員工朱

小梅及廣州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負

責人曾飛洋，家屬均已收到刑事拘留通

知書。其中何曉波罪名是「職務侵佔」

（貪污公款），曾、朱兩人則是「聚眾

擾亂社會秩序」，另尚有 4人失聯，其

餘 14人在警方傳喚後獲釋。 

明報

(2015/12/06) 

23 20151214 聲援浦志強人

士 

大陸維權律師浦志強因發表微博內容

涉及批評大陸政府及官員等，被控煽動

民族仇恨及尋釁滋事罪，案件於 12 月

自由亞洲電臺

(2015/12/17)

、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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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在北京開審。當天在法院外數十名

聲援浦志強人士遭北京警方帶走，部分

人士已陸續獲釋，惟河北張占、遼寧王

素娥、渠紅霞、廣西冉崇碧等 4人遭扣

押，並證實被刑事拘留，但罪名不詳。 

(2015/1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