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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160108 北京鋒銳律師

事務所律師 

律師周世鋒、王全璋、謝燕益、謝陽、

實習律師李姝雲及律師助理趙威等 6

人，在 2015 年 7 月大陸打壓維權律師

行動中被補後，遭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6

個月，在期限將屆之際陸續遭警方依顛

覆國家政權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

逮捕，家人並已收到長沙、天津等地公

安發出的逮捕通知。 

自由時報

(2016/01/13) 

2 20160201 王秋實/律師 被控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遭監視居住

的哈爾濱維權律師王秋實 1 月 19 日在

央視節目中認罪，承認與境外人權組織

共同「編造所謂的人權報告」、「傳遞

給境外反華組織」，近日獲取保候審，

2 月 1 日凌晨返回哈爾濱家中。 

自由亞洲電臺

(2016/02/03)

、星島日報

(2016/02/04) 

3 20160216 楊繼繩/記者 楊繼繩著有「墓碑」（內容記載 1958 年至

1962 年間，大陸有 3600 萬人在大饑荒中死

亡），為大陸禁書。2015 年 12 月，哈

佛大學尼曼學會授予楊繼繩「萊昂斯新

聞良知與正直獎」，並安排於 2016 年 3

月初頒獎，但其前僱主新華社禁止其赴

美受獎。 

紐約時報中文

網

(2016/02/17) 

4 20160218 黃琦 /四川成

都維權網站

「六四天網」

負責人 

黃琦等四名人士前往四川省綿陽市調

查地方政府違法徵地時，遭綿陽市警察

以「非法聚會」為由抓捕。 

自由亞洲電臺

(2016/02/19) 

5 201603 高瑜 /大陸著

名女記者 

高瑜因洩密罪判刑 5 年，2015 年 11 月

以「保外就醫」為由獲釋後多次要求赴

德國就醫被拒，惟 2016 年 3 月初「兩

會」期間，高瑜在警察陪同下到雲南「旅

行」。另 3 月 31 日城管人員以「違章

建築」緣由強拆高瑜住家，並打傷高瑜

兒子趙萌。 

星島日報

(2016/03/18)、 

多維新聞網

(2016/03/31) 

6 20160312 使用問題疫苗

孩童家長 

使用問題疫苗孩童的家長易文龍、金

玲、史桂芹、裴雪、楊丹及惠傑 6 人，

明報

(2016/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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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3 月 12 日身披「中國青年報義工」

字樣緞帶，在北京西單長安街派發該報

所刊登「被惡魔選中的家庭：8 歲兒童

因接種疫苗致癱」文章，其中 5 人被警

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 

7 20160404 陳桂秋 /大陸

維權律師謝陽

妻子 

大陸深圳羅湖口岸海關人員拒絕陳桂

秋過關赴港，謝陽（2015 年因涉煽動顛覆

國家政權罪被捕）辯護律師張重實認為，

此事疑與陳桂秋近日參與聯署寫信予

美國總統歐巴馬呼籲關注大陸人權問

題有關。 

東方日報

(2016/04/07) 

8 20160408 廣州聲援香港

民主運動人士 

謝文飛、王默、張聖雨及梁勤輝等 4 人

因聲援與支持香港民主運動，遭大陸官

方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廣

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 4人刑期分別為

1 年半至 4 年半不等。 

聯合報

(2016/04/09) 

9 20160415 葛永喜 /廣東

律師 

廣州警方闖入葛永喜住家，詢問其是否

在網路傳播巴拿馬文件後，便帶走葛永

喜並沒收其手機。 

博聞社

(2016/04/15) 

10 20160513 鐵流（原名黃

澤榮）/四川著

名作家 

2015 年初鐵流因自行印製回憶錄被大

陸當局以「非法經營罪」判刑兩年半，

緩刑 4 年。保釋後鐵流因拒不服從保釋

條例未向公安定期匯報，又接受外媒採

訪，5 月 13 日被警方帶走，至 28 日晚

釋放，惟仍無法與外界聯繫。 

香港蘋果日報

(2016/05/23)

、自由亞洲電

臺

(2016/05/30) 

11 20160518 王應國 /深圳

商人 

資助維權人士的深圳商人王應國原定

前往香港，出發前被國保人員扣押數小

時後遣返湖北老家。 

自由亞洲電臺

(2016/05/18) 

12 20160531 趙常青、張寶

成/維權民眾 

5 月 29 日多名維權民眾於北京一處住

宅悼念「六四」，至少 5 名參與者，包

括八九學運參與者趙常青、維權人士張

寶成等，遭警方以涉尋釁滋事罪為由刑

拘；另至少 2 人失聯。 

自由亞洲電臺

(2016/06/02)

、香港蘋果日

報

(2016/06/03) 

13 20160606 「709大抓捕」

事件中遭逮捕

人士的辯護律

師和家屬 

「709 大抓捕」事件中（2015 年 7 月上旬

起，有上百名中國大陸律師、民間維權人士與

其親屬，及向政府機關陳情投訴民眾遭中國大

陸當局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涉及省

中央通訊社

(2016/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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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多達 23 個）遭逮捕人士的辯護律師和

家屬至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分院前抗

議，聲援被關押的維權律師和公民，遭

警方口頭傳喚及強制盤查並遭逮捕。 

14 20160615 盧昱宇/「非新

聞」版主 

Twitter 帳號「非新聞」專門蒐集發佈中

國大陸維權群體事件，版主盧昱宇及女

友李婷玉被警方以涉犯「尋釁滋事罪」

拘捕，關押在雲南大理看守所，分析指

此事或與最近廣東烏坎村民維權事件

有關。 

香港蘋果日報

(2016/06/27) 

15 20160624 林祖戀 /廣東

烏坎村黨總支

書記 

汕尾官方召開記者會，指前村委書記林

祖戀插手烏坎學校塑膠跑道工程，從中

收受 8 萬元人民幣回扣，經查屬實，林

祖戀並簽署「不請律師」聲明及按手

印，惟其家人稱未收到相關聲明。另已

有 3 名律師代理林案遇阻。 

明報

(2016/06/25) 

16 20160706 符海陸 /四川

成都人士 

符海陸在「六四」紀念日前夕自行製作

款名為「銘記八酒六四」的白酒（酒名，

酒瓶瓶身為 1989 年六四時王維林擋坦克照片）

並在微信上販售，遭成都警方刑事拘

留。7 月 6 日，當地檢察院以「涉嫌煽

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符海陸和其他

三名涉案人士執行逮捕。 

香港蘋果日報

(2016/07/07)

、自由時報

(2016/07/08) 

17 20160715 「709大抓捕」

事件中遭逮捕

人士 

北京當局 2015 年 7 月 9 日開始大規模

逮捕維權律師及相關人士，包括周世

鋒、胡石根、翟岩民、勾洪國等人，外

界稱此事件為「709 大抓捕」。今年 7

月 15 日，中國大陸天津市人民檢察院

第二分院公布對周世鋒、胡石根、翟岩

民、勾洪國等人，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

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

訴。 

中央通訊社

(2016/07/15) 

18 20160806 王治文 /原北

京法輪功研究

會義務連絡人 

2016 年 1 月，王治文獲得中國大陸當局

簽發護照，隨後獲得赴美簽證，惟 8 月

6 日在女兒陪伴下試圖從廣東出關赴美

時，護照被海關工作人員剪毀。 

美國之音

(2016/08/12) 

19 20160817 鮑彤 /前中共 10 多名北京學者訂於 8 月 17 日在北京 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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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趙紫陽

秘書、高瑜/資

深記者、浦志

強/維權律師 

錦官居酒家聚餐，原計劃出席的鮑彤、

高瑜及浦志強遭公安阻撓，未能赴宴。 

(2016/08/19) 

20 20160826 李學志、劉高

勝、何朝正/重

慶人士 

8 月 26 日，李學志、劉高勝及何朝正 3

人（均曾因揭露重慶政府腐敗、官員侵吞徵地

補償，被公安扣押）分別遭重慶公安自家

中帶走強制旅遊，友人稱此係公安在

G20 峰會期間（9 月 4 日在杭州召開）強行

維穩。 

博聞社

(2016/08/28) 

21 20160922 夏霖 /北京律

師 

9 月 22 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

審宣判夏霖涉詐騙案件，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剝奪政治權利 3 年，罰款 12 萬

元人民幣。法官於宣讀判決後命法警將

夏霖強行帶走，未給夏霖發言機會，夏

霖認為這是對其過去代理案件（曾擔任艾

未未、譚作人等維權案件律師）的報復。 

香港蘋果日報

(2016/09/23) 

22 20160926 曾飛洋、湯歡

興、朱小梅/勞

工權益人士 

2015 年 12 月 3 日，警方帶走包括曾飛

洋、湯歡興、朱小梅等 15 名廣州及佛

山關注勞工權益人士。9 月 26 日，廣州

市番禺區人民法院對上述三人「聚眾擾

亂社會秩序案」作出一審判決，判處曾

飛洋有期徒刑 3 年，緩刑 4 年；另分別

判湯歡興和朱小梅有期徒刑 18 個月，

緩刑 2 年。 

中央通訊社

(2016/09/27) 

23 20161022 徐琳 /安徽蚌

埠民主人士張

林的友人 

10 月 22 日，徐琳原訂探望張林，但在

蚌埠火車站遭到警方攔截不准其前往。 

自由亞洲電臺

(2016/10/23) 

24 20161024 河南「大學生

村官」 

10 月 24 日，多名河南「大學生村官」

計劃到省委組織部集體上訪，要求解決

待遇問題。河南省永城市委下令各鄉鎮

對重點人員動向進行排查，務必確保

「十八屆六中全會」及河南省十屆黨代

表大會期間，「大學生村官」不出現在

北京市和鄭州市。 

博聞社

(2016/10/25) 

25 20161024 18名北京獨立

候選人 

10 月中旬，有 18 名北京市民宣布參選

11 月北京區縣人大代表，並訂於 24 日

自由時報

(201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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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宣傳活動，惟遭當局打壓並禁止渠

等接受外國媒體採訪，部分候選人並被

安排到杭州旅遊。 

26 20161028 「賈敬龍案與

死刑制度、社

會治理學術研

討會」主辦方 

原定 10 月 28 日舉行的「賈敬龍案與死

刑制度、社會治理學術研討會」，因北

京警方和安全保衛干預而取消。 

（註：石家莊村民賈敬龍抗議強拆住屋，射殺

村長被判死刑，外界普遍質疑該案一、二審及

死刑覆核裁定錯誤） 

自由亞洲電臺

(2016/10/28) 

27 20161117 孫峰 /政治異

議人士 

2014 年 1 月，孫峰因舉牌要求中國大陸

釋放劉曉波等政治犯，及舉牌紀念「六

四」等遭山東省淄博市警方以「涉嫌煽

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拘和逮捕，後經

交保回家，其後孫峰就香港公投事件在

網路媒體多次發聲，於同年 11 月 16 日

再被淄博市警方以「在取保候審期間從

事違法活動」為由刑事拘留。2016 年

11 月 17 日，淄博市中級法院一審以「煽

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孫峰有期徒刑

5 年，剝奪政治權利 3 年，刑期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 

中央通訊社

(2016/11/19) 

28 20161202 孫文廣 /中國

大陸山東大學

管理學院退休

教授 

孫文廣宣布獨立參選山東省縣鄉兩級

人民代表大會選舉，警方阻止孫文廣的

參選活動，並於 12 月 2 日將其押回住

處軟禁逾 4 天。 

中央通訊社

(2016/12/09) 

29 20161226 廣東陸豐烏坎

村民 

廣東省烏坎村魏永漢、莊松坤等 9 名村

民因發起或參與聲援林祖戀的示威活

動，被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等罪名，

12 月 26 日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法院一

審宣判，9 人分別被判 2 年至 10 年不等

有期徒刑。 

臺灣蘋果日報

(2016/1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