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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維權人士 

2016.1-12（22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160129 唐荊陵、袁新

亭、王清營/維

權人士 

被稱為「廣州三君子」的唐荊陵等 3人

是「零八憲章」首批簽署者。2014年 5

月，廣州警方指控 3人涉嫌「尋釁滋事

罪」強行拘捕，2015 年 5月檢方以「煽

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提起公訴。2016

年 1 月 29 日廣州中級法院一審宣判，

判處唐荊陵有期徒刑 5年、袁新亭 3年

6個月、王清營 2 年 6個月。 

臺灣蘋果日報

(2016/01/30) 

2 20160129 北京女權非政

府組織「眾澤

婦女法律諮詢

服務中心」 

「眾澤婦女法律諮詢服務中心」負責人

郭建梅透露，應「有關部門」要求，該

中心須在春節前關閉，並自 2月 1日起

歇業。 

中央通訊社

(2016/01/31) 

3 20160326 倪玉蘭 /維權

人士 

倪玉蘭獲頒 2016 年美國「國際婦女勇

氣獎」，頒獎典禮於 3 月 28 日在美國

國務院舉行，但北京當局凍結倪玉蘭護

照禁止出境，致其無法赴美領獎。另 3

月 26 日北京當局派人將她趕出住家，

並毆打其丈夫董繼勤。 

自由時報

(2016/03/29) 

4 20160406 浦志強 /大陸

維權律師 

北京司法局向浦志強送達聽證權利告

知書，稱浦志強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處

罰，依據相關規定，處以吊銷律師執業

證書（2014年 5月，浦志強因參加小規模紀念

「六四」25周年研討會被北京警方刑拘，2015

年底法院憑浦志強微博言論，以涉及煽動民族

仇恨、尋釁滋事兩罪，判罰浦志強有期徒刑 3

年，緩刑 3年)。 

明報

(2016/04/15) 

5 20160426 高智晟 /大陸

維權律師 

被囚禁的大陸維權人士郭飛雄（原名楊茂

東）因健康狀況變差引起外界關注，其

好友高智晟發表聲援文章但遭大陸當

局攔截，電話也被停機。 

香港經濟日報

(2016/04/29) 

6 201606 高智晟 /維權

律師 

高智晟的女兒耿格赴香港出席高智晟

新書「2017 年，起來中國」發表會後，

中國大陸警方前往高智晟位於陝西的

住所威脅其家人，高智晟也再度下落不

明。 

自由亞洲電臺

(2016/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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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60601 高瑜 /知名獨

立記者、鮑彤/

趙紫陽政治秘

書 

「六四」天安門事件 27 週年之際，高

瑜和鮑彤分別被中國大陸當局人員帶

離北京強迫旅遊。據悉，高瑜被帶到青

島，鮑彤則被帶往昆明，「六四」後才

能返家。 

多維新聞網

(2016/06/01)

、自由時報

(2016/06/03) 

8 20160630 陳雲飛 /四川

維權人士 

陳雲飛去年為「六四」死難學生吳國鋒

掃墓後被捕，並以「尋釁滋事罪」起訴。

案件原定在成都市武侯區法院開庭審

理，但在未被告知理由情況下臨時取消

開庭。 

中央通訊社

(2016/06/30) 

9 20160721 黃琦/「六四天

網」創辦人 

2016年第 3次「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

議」（7 月 23日至 24 日舉行）舉行前夕，

成都國保（國家安全保衛）將黃琦「帶走

旅遊」，至 25 日晚上才送返家中。由

於黃琦在「被旅遊」期間疲勞過度，導

致腎炎加劇惡化。 

自由亞洲電臺

(2016/07/26) 

10 20160802-

0805 

「709大抓捕」

案被捕人士 

2015年 7月 9日起，中國大陸官方展開

對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大規模抓捕，外

界稱為「709 大抓捕」。其中北京鋒銳

律師事務所主任周世鋒、異議人士胡石

根、翟岩民、勾洪國等 4 人，在 2016

年 7 月 15 日遭中國大陸檢方以「顛覆

國家政權罪」起訴，並自 8月 2日起陸

續開庭宣判，4 人分遭判處 3 年至 7 年

6個月不等的徒刑。 

中央通訊社

(2016/08/05) 

11 20160804 張凱 /維權律

師 

2015年 8月，張凱在因介入浙江地區教

堂拆除維權運動遭浙江溫州警方拘

捕。2016年 8月 4日，取保候審的張凱

前往天津旁聽「709」案庭審，在被安

排接受鳳凰衛視等媒體採訪時，指責

「709」案受難者周世峰等人「走得太

遠，做的一些事情非常不當，與律師身

份不符」；至 8 月 30 日，張凱通過微

博發布聲明表示，當時「並非本人真實

意願，係恐懼之下的被迫表達，現本人

撤銷所有評論」。 

臺灣蘋果日報

(2016/08/31) 

12 20160831 胡佳 /北京維

權人士 

胡佳在 G20峰會（9 月 4日至 5日於浙江杭

州舉辦）召開前夕，遭便衣帶至深圳「旅

中央通訊社

(2016/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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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待會議結束後才回北京。 

13 20160908 林祖戀 /廣東

省烏坎村民委

員會前主任 

9 月 8 日，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法

院宣判林祖戀受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

賄等罪名，共判刑 3年 1個月，另罰款

40 萬元人民幣。林祖戀當庭認罪不上

訴，但因審判不公開，全案疑似「被認

罪」。 

自由時報

(2016/09/09) 

14 20160919 黃琦 /成都六

四天網創辦人 

9月 19日，成都公安以涉嫌「散佈謠言」

傳喚黃琦並將其從住所帶走，同時扣押

電腦和手機，至 20日釋放。 

自由亞洲電臺

(2016/09/21) 

15 20161023 劉飛躍 /維權

網站「民生觀

察網」負責人 

「十八屆六中全會」前夕，湖北安全保

衛將劉飛躍帶走軟禁（今年中國大陸「兩

會」和 G20峰會等敏感時期劉飛躍均曾被國保

軟禁）。 

中央通訊社

(2016/10/25) 

16 20161024 黃琦 /四川成

都「六四天網」

創辦人 

10 月 24 日，甫獲提名「記者無國界」

新聞獎的黄琦家中被大肆搜索，並遭成

都溫江派出所公安拘留，直至 25 日才

獲釋。 

自由亞洲電臺

(2016/10/25) 

17 20161103 孟晗 /廣東勞

工 NGO 番禺

打工族服務部

前員工、勞工

維權人士 

在 2013 年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

院護工和保安聯合維權事件中，孟晗擔

任首席談判代表並參加維權，遭警方以

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刑事拘留，並

於 2014年 4月遭判刑數月。2015年 12

月孟晗再度被捕，並於 2016 年 1 月 10

日遭番禺檢察院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

秩序罪」及「洩漏國家秘密罪」批捕。

11 月 3 日番禺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

審理孟晗「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案，判處孟晗有期徒刑 1年 9個月。 

自由亞洲電臺

(2016/01/08)

、香港蘋果日

報

(2016/11/02)

、(2016/11/03) 

18 20161117 劉飛躍 /維權

網站「民生觀

察」創始人 

2016年 11月 17 日，劉飛躍在湖北隨州

「因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到拘留。 

香港蘋果日報

(2016/11/25) 

19 20161121 江天勇 /北京

維權律師 

江天勇曾代理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

案，並先後參與高智晟、陝北油田等敏

感案件，遭中國大陸當局註銷律師證。

2016年 11月 21 日，江天勇前往長沙探

訪維權律師謝陽的家屬後，在返京途中

失蹤。 

BBC 中文網

(2016/11/24)

、香港蘋果日

報

(201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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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161128 黃琦 /維權網

站「六四天網」

創辦人 

2016年 11月 28 日，四川成都、綿陽和

內江三地警方搜查黃琦住所並抓捕黃

琦。 

自由亞洲電臺

(2016/11/29) 

21 20161227 江天勇 /人權

律師 

江天勇遭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罪」，並被指定居所監視，12 月 27 日

其辯護人陳進學前往長沙市公安局直

屬分局，要求會見的江天勇遭拒。 

自由亞洲電臺

(2016/12/28) 

22 20161229 彭明 /民運人

士 

因著作「民主工程」被判無期徒刑的彭

明在湖北咸寧監獄猝死，警方未向死者

家屬交代死因，且不准親友為其辦理喪

事，並於 12月 29日強行火化彭明遺體。 

香港蘋果日報

(2016/12/01)

、自由亞洲電

臺

(2016/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