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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6	年對中國的維權律師又是風雨飄搖的一年。

中國政府在2015年7月9日開始對維權律師的鎮壓(「709大抓捕」)並未停止。

這場殘酷嚴苛的打壓一直延續至2016年，至今還沒有結束。

在2015年開始的709鎮壓中，至少300名律師、律所人員、人權捍衛者和家屬

被約談、傳喚、限制出境、軟禁、監視居住、逮捕、強迫失蹤。雖然大部份人

士在數天以內被釋放，但是有很多在抓捕中失蹤了的人士的下落直到2016年

的1月份，也就是他們被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6個月後被當局以「顛覆

國家政權」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被正式逮捕時，才水落石出。這場

鎮壓中23名被正式逮捕的人士當中，有9名是維權律師。

2016年8月，幾名在709抓捕中被羈押的核心人物在法院被判以漫長的刑期。

那些在2016年被取保候審的人士也並沒有真正的自由，到了今天，他們依然

活在公安森嚴的監控下，失去了言論和行動自由。那些被正式逮捕卻遲遲未受

法庭審判的人士依然在看守所被羈押，到2016年底為止，他們已經17個月不

讓跟家人或律師見面，而且很大機會被施以酷刑。

在2016年，我們亦觀察到數宗其他律師被拘捕的案例。同時，我們也目睹當

局對被羈押的維權律師家屬加倍的鎮壓，要是她／他們發聲為家人呼籲，就會

經常被騷擾，威嚇甚至被拘留問話。

但縱使家屬面對強大的壓力，她／他們拒絕沉默，依然團結一致，用行為藝術

和寫公開信的方式，還有透過法律途徑進行抗爭，讓人們知道他們被不公對待

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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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縱使維權律師整體不斷遭受來自當局的威嚇與威脅	，他們仍能從709

大抓捕的白色恐怖當中恢復過來，重新發揮互助的精神，團結一致對不公義採

取行動及發聲。

在2016年，國家安全系統，司法局和官方的律師協會繼續通過騷擾，暴力和

行政手段向維權律師施壓。維權律師持續面對逮捕、隨意關押，騷擾或失去工

作的壓力。

除了以暴力和恐嚇手段侵犯律師的權利，當局亦收緊了針對維權律師的法律條

例，把他們更直接的掌握於當局的控制中。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6

月份公佈《關于深化律師制度改革的意見》，強調深化律師制度改革必須「堅

持黨的領導，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及跟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在當局的眼中，法律是黨用以鞏固統治的一個工具，而非讓普通公民伸張權利

的工具，因此，用法律來幫助公民維權的律師被當局視為國家的敵人。

本年度報告是一個涵蓋2016至2018年的3年項目的組成部分，宗旨是推動外

界對中國維權律師狀況的瞭解。關注組希望通過研究2016年中國政府推行的

新政策及在律師身上的個案，讓大家認識當前中國的法律環境及律師的狀況，

也讓大家注意到當中衍生的問題和挑戰。

在此報告中，關注組對影響維權律師及中國法治的一連串問題進行了追蹤研

究：如當局多年來透過吊銷律師執業證用以懲罰一些維權律師界的重心人物的

「年度檢查考核」制度及影響律師執業和調查權的新政策。同時，我們以現有

的資料觀察趨勢及進行分析。

本報告第一章將會討論709大抓捕的後續，包括受害人的庭審，當局對維權律

師的抹黑，他們在電視上的「認罪」，對家屬的打壓以及她／他們的反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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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會討論到情況應該受關注的律師，第三章會關注2016年受暴力對待的維

權律師，第四章會列出當局採取令打壓律師合法化的新政策。第五章會介紹其

他對維權律師工作有負面影響的國家法律，第六章則會介紹維權律師團體對當

局的打壓作出的抗爭。

報告的結語將會對當前維權律師的需要作簡短的分析及就本報告的觀察提出建

議。

本報告紀錄了自2016年1至12月的資料和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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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709大抓捕的餘波

當局於2015年7月9日開始對維權律師的抓捕在2016年依然延續下

去。後來統稱為「709大抓捕」的鎮壓裏，有至少300名律師、律所

人員、人權捍衛者和家屬被約談、傳喚、限制出境、軟禁、監視居

住、逮捕、強迫失蹤。

在2016年，4名709當事人被法庭判刑，同時，有一部分當事人被迫

在官媒或親北京的香港媒體上「認罪」，一部分當事人則被執行「指

定居所監視居住」6個月後，被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或「煽動顛

覆國家政權」罪名被正式逮捕，他們的家人不知道他們囚禁在什麼地

方也不被允許會見他們，更被警方施壓把家人聘用的律師解僱，當事

人被迫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師作辯護律師。

至2016年底，維權律師李和平、李春富、謝燕益、王全章，謝陽和維

權人士吳淦仍然被羈押於看守所等待庭審，面對遭受被酷刑的危險。

截至2016年12月中，至少319名律師、律所人員、人權捍衛者和家

屬被約談、傳喚、限制出境、軟禁、監視居住、逮捕、強迫失蹤，包

括185名律師或律師助理。其中：

˙	羈押待審：14名	（6名律師	：	①李和平	②謝燕益	③王全璋	④謝

陽	⑤李春富	⑥江天勇）

˙	一審審結：4名	（	1名律師：①周世鋒）

˙	取保候審：23名	（14名律師或律所助理	：	10名律師：①王宇	②

包龍軍	③任全牛	④李姝雲	⑤張凱	⑥王秋實	⑦黃立群	⑧隋牧青	⑨

謝遠東	⑩劉四新；	4名律師助理：①趙威	②高月	③劉鵬	④方縣桂）

˙	撤銷案件：1名律師：陳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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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出境：39人（28名律師及助理）

˙被短暫拘留／強制約談／傳喚（已獲釋）：264人（124名律師或助理）

1.	庭審

2016年的8月第1週，4名被拘留的公民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3至7

年的刑期。他們是2015年709大抓捕的第一批被庭審及判刑的公民。當

局僅允許國內官媒和「親中」外媒，如南華早報，星島，東網，鳳凰，

進入法庭旁聽。

周世鋒，北京執業律師，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主任，於 2016年8月4日被

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7年，

剝奪政治權利5年。

鋒銳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是709大抓捕的核心

人物，被官媒稱為「犯罪集團」。鋒銳律師

事務所曾經代理多宗敏感案件，並為多名異

見人士和人權捍衛者辯護，包括藝術家艾未

未和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以及

一些弱勢社羣，包括2008年三鹿三聚氰胺毒

奶粉案的受害人。

庭審期間，公訴機關指控周世鋒「長期受反華勢力滲透影響，形成推翻

國家現行政治制度的思想」，並且指控他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為平

台，糾集律師和維權人士，鼓動他們對國家政權產生不滿和仇視，在網

上網下「發表顛覆國家政權的言論」，組織、指使吳淦等人，「在公眾

場非法聚集滋事，攻擊國家法律制度」，又與基督教家庭教會長老胡石

根、律師李和平、維權人士翟岩民等同樣在709案被捕的人士，「密謀策

劃顛覆國家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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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媒報道，在庭審最後陳述時，周世鋒表示「認罪悔罪，認罪伏法，永

遠不上訴」，對自己的行為深深懺悔。

周受審判的過程充滿違法的情況：（1）官方於審訊前一日才公布審訊日

期，明顯違反國內法律；（2）周的家人被公安警告不可出席聽審，家人

委託的律師皆無法出席庭審；（3）審訊並無依法公開，當日出席的人士

和媒體（包括香港和臺灣的親中「海外媒體」）均由官方安排；（4）周

在庭審上最終由官方指派的律師代表；（5）周早在審判前，被安排與其

他因709被抓捕的人士，分別在官方掌管的電視台認罪或是自我指控，片

段內容更被其他官方媒體多次轉載宣傳。

胡石根，民運人士及家庭教會領袖，於2016年8月3日被天津市第二中級

人民法院判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7年6個月，剝奪政治

權利5年。官媒報道胡當庭表示認罪悔罪不上訴。

據新華社報道，公訴人指控胡石根	

「以非法宗教活動為平台」，向一些

律師和訪民「散布顛覆國家政權思

想」。公訴機關並指控胡石根與周世

鋒、李和平、翟岩民密謀策劃顛覆國

家政權，提出有系統的顛覆國家政權

思想、方法和步驟。報道指，胡石根

指使翟岩民組織訪民，通過在公共場

所「非法聚集滋事、攻擊國家法律制度、利用輿論挑起不明真相的一些

人仇視政府等方式，實施一系列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活動，嚴重危害國

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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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報道指，胡石根在最後陳述時說，法院對他的審判是「公正合法

的」，承認「自己違法犯罪問題的嚴重性，自己的所作所為給國家、社

會造成嚴重危害」，新華社引述胡表示自己「由於長期受資產階級自由

化思潮影響……在反黨反政府的犯罪泥潭裡越陷越深」。

新華社引述胡表示「悔恨萬分」，說：「這次教育比以往任何一次法紀

教育都更為深刻，觸動靈魂」，他決心以後不再參與反黨反政府的活

動。」胡曾於1994年因犯「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

煽動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2008年釋放。

翟岩民，維權人士，於2016年8月2日被天

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顛覆國家政權罪名

成立，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剝奪政

治權利4年。官媒引述他表示不會上訴。

據新華社報導，公訴人指控翟岩民「長期受

反華勢力滲透影響，在顛覆國家政權故意的

支配下」，與胡石根、周世鋒、李和平等人密謀策劃，組織指揮訪民，

通過在公共場所非法聚集滋事、攻擊國家法律制度、利用輿論挑起不明

真相的一些人仇視政府等方式，實施一系列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活動，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報導指，翟參與策劃顛覆國家政權，包

括炒作黑龍江建三江事件、黑龍江慶安事件等熱點案件，「攻擊政府，

煽動不明真相的一些人對抗國家政權機關」。報導引述翟岩民在最後陳

述時表示，「審判讓我感到法庭是公正的」並接受對他的所有指控。未

上法庭前已經曾在官媒上被認罪的他表示：「在政府的幫助教育下，我

已經認識到我所犯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性質的嚴重性，我認罪並且真誠悔

罪」並希望「世人擦亮眼睛，看清境外敵對勢力和國內一些別有用心人

員的醜惡嘴臉，不要被他們標榜的所謂『民主』『人權』『公益』等蒙

蔽，走上違法犯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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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洪國，維權人士，於 2016年8月5日被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顛覆

國家政權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據

官媒報導，勾洪國當庭表示認罪服法，服從判決，不上訴。

據新華社報導，公訴人指控勾洪國於

2014年以來，受胡石根指派赴境外參加

由分裂分子等參與的具有反華性質的培

訓，接受推翻政權思想和方法的訓練，參

與炒作熱點案件，並通過在公共場所非法

聚集滋事、攻擊國家法律制度、利用輿論

挑起不明真相的一些人仇視政府等方式，

「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犯罪活動」。報導引述公訴

人指，2015年2月，勾洪國在北京「七味燒」餐廳聯絡胡石根、周世鋒、

李和平、翟岩民等15人參加聚會，提出律師要介入和平的倡導工作如勞

工運動和敏感案事件，以「顛覆國家政權」。海外媒體報道勾是參加了

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公民力量」在台灣舉辦的「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

。新華社引述勾在法庭的最後陳述中，「對辦案機關表示深深謝意」，

表示他認識到他曾「被西方那些所謂「民主」思想蒙蔽」，「被境外勢

力和別有用心的人利用」，表示「非常悔恨，認罪服法，接受法律公正

裁決」，並「保證今後不再參與犯罪活動，與所有抹黑國家、攻擊政府

的組織和人員劃清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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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庭上認罪

在官媒報道中，4名當事人用相似的用詞，語句和語調在庭上謙恭地認

罪，令人相信他們是在官方壓力下作出這些聲明的。他們都對執法人

員，黨和政府表示感謝其對自己的再教育，表示「悔恨」，「認罪悔

罪」，「認罪服法」，「接受法律公正裁決」，而且說自己曾經被「被

境外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四人在鏡頭前認罪悔罪，並表示「永

不上訴」。這些聲明同出一徹，也和當事人本來的性格甚為不相符，令

人相信他們是在強大的壓力下作出這些帶自我羞辱性的聲明。

1.2	家屬聘用的律師被阻止代表當事人

大部份在709大抓捕受羈押的律師們被當局施壓，解聘家人或自己被監禁

前準備聘用的律師。他們被迫接受官方安排的律師，而這些官方指派的

律師一般都不能保護當事人的法律權益。在偵察階段，他們經常沒有呈

上對當事人有利的證據，更接受公訴人的舉證及放棄對當事人問話的機

會。在庭審中，他們沒有反對當局給當事人的顛覆罪名。

被家屬聘用的律師，如代表胡石根的李柏光，代表周世鋒的楊金柱，代

表勾洪國的紀中久，代表翟岩民的葛文秀和胡林政律師都被當局阻止成

為代表當事人的律師。這些律師們完全沒被告知當事人開庭的日期，只

能在開庭之前一天甚至開庭當天在法院對外公佈後獲悉（中國的法律規

周世鋒、胡石根、翟岩

民及勾洪國於庭上「認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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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法院應於開庭3日以前公佈審理日期）。

1.3	家屬被禁止旁聽

在庭審前，當事人家屬及其他被囚禁律師的家人被當局騷擾、跟蹤，軟

禁或被警察扣留達28小時之久。周世鋒的家人被阻止前往天津旁聽；胡

石根的兩個弟弟被公安從天津法院的門前帶走，強迫送上火車回江西老

家；勾洪國的妻子被公安扣留，然後被送回山西老家。天津法院通過官

方微博宣稱周世鋒要求他的家屬不要到法庭旁聽，也聲稱翟岩民要求妻

子和家人不要出席庭審。這些雷同的聲明令人相信他們是在官方壓力下

作出的。

2.	官方媒體及社交媒體抹黑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

當局把被捲入709案的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描繪成受	 「西方反華勢力」	

指使來顛覆政權的棋子。

在2016年8月第1週，即709案4名當事人庭審的同一週，共青團中央的微

博發布了警惕顏色革命和抹黑709事件被拘人士的視頻，中共最高法、最

高檢、公安部微博以及主要官方網站也轉發了此視頻。

影片指維權律師，異見人士都是「西方勢力代理人」，意圖破壞國內的

和諧穩定，顛覆中國政權。影片題目名為「想讓中國變成這樣？請從我們

的身體上踏過」，播出世界各地難民慘況，指前蘇聯、埃及和利比亞等被

美國攪局後的國家陷入戰亂。影片播放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舉牌抗爭的照

片，指控他們打著「民主、自由、法治」的旗號，意圖顛覆政權	。

影片稱，當接受境外資助的「維權律師」被處置後，讓網友意識到顏色

革命的危害，中國將不會成為下一個蘇聯，呼籲新一代要「保衛中國、

警惕顏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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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0日，共青團中央在新浪微博發名為《報告境外勢力，江天

勇已經被我們抓起來啦！#警惕顏色革命#》的兩分半鐘微博視頻，聲稱

江天勇用假身份乘坐火車，對公眾構成安全威脅，而且聲稱江在2009年

被吊銷律師執照但是仍然辦案，所以指控他是假律師。（中國法律容許

公民身份代理案件）

3.	在官媒和香港親中媒體上的「被認罪」

王宇，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律師，在709鎮壓中以「顛覆國家政權」罪

被羈押。她在取保候審之後的幾天，在7月31日(她前上司周世鋒庭審4天

之前）在天津接受官媒和親中香港媒體（包括鳳凰，東網）採訪，在8月

初播放的採訪中，她譴責自己以前的維權工作，講述自己曾在海外受培

訓，也曾被外國勢力「利用」。報導引述她說，自己曾經被稱為中國律

師界的「女戰神」，這稱號是對自己的侮辱，而且承認自己當時在法庭

內外有一些錯誤的行為，例

如舉牌退庭，在網絡上發表

不當言論等。報導也引述王

宇說她接受的海外培訓的內

容「基本上就是攻擊抹黑中

國政府的內容，另外還有一

些逃避偵查打擊手法，灌輸一

些西方的普世價值和民族人

權這些理念，從而抹黑中國政

府，這些都是非常錯誤的。」

像其他官方安排當事人的認罪一樣，王強調她被羈押一年中受到很好的待

遇，各項合法權利都得到保障。她譴責周世鋒為提高鋒律所的名氣「攻擊

抹黑政府」，「賺取一些經濟利益，並且為顏色革命做一些基礎工作。」

她表示拒絕歐美機構將向她頒發的國際人權獎（國際律師聯盟	(UIA)、歐

2016年8月1日，《東網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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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律師人權研究所(IDHAE)宣佈王宇為2016年「路德維希．特拉里奧國

際人權獎」得主，美國律師協會也向王宇辦法獎項）。《鳳凰》報導引

述王宇表示對這些獎，「我的態度就是不承認、不認可、不接受，這個

獎對我來說就是他們在利用我，攻擊抹黑中國政府，我是中國人，我只

接受中國政府領導，關於這方面的獎，我現在不接受將來也不接受。」

王宇的宣告內容和用詞是很多當事人受官方壓力下認罪的典型例子，也

跟最近好幾個在官媒和親中港媒播放或刊登的認罪非常一致。一些維權

人士、出版商與維權律師都曾在這些媒體上認罪表示悔過。

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趙威，在羈押一年後的2016年7月7日取

保候審。釋放後的3天，趙威（24歲，曾經是李和平律師的助理）懷疑

受到官方安排被南華早報電話採訪，宣稱她對自己過去的維權活動感到

懊悔。報導引述她表示：「我知道我選擇了一條錯誤的道路，我對我所

作的感到後悔，我現在是一個全新的人了。」她更表示她「承認犯了錯

2016年7月11日，《南華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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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而且「真心希望悔過」。

趙威被釋放後，她在微博的文章更宣稱自己被前僱主李和平「利用」，

同時指他接受境外機構資助辦項目。

趙威在《南華早報》的認罪使人懷疑是在官方壓力下作出及安排的，因

為當時她的丈夫和律師都不能聯繫上她，而她的丈夫更表示不相信她有

真正自由。

隨後，趙威的律師任全牛因涉嫌在網上轉發了趙威可能在羈押期間受到

性侵犯的消息，被她起訴名譽侵權，任更在7月9日（即趙威取保2天後）

被當局以「尋釁滋事」刑事拘留。趙威後來在12月提出了撤回該起訴。

4.	株連	

在2016年，被羈押的維權律師家屬，包括他們的孩子，經常被騷擾、

跟蹤、迫遷及禁止出境。他們的孩子甚至被剝奪上學及就讀幼兒園的權

利。

大部分家屬在律師們在2015年7月失蹤後一直沒有被通知，他們是在律師

被送往祕密地點羈押（「指定居所監視居住」）6個月期滿，被正式逮捕

後（2016年1月）才收到通知的。即使在律師被正式逮捕後送往看守所，

家屬仍一直不被允許探望他們。到2016年底為止，家屬已經17個月沒有

見過他們的親人。

禁止出境

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嶺被禁止出境，她的兩個孩子也不被允許獲發護照。

謝陽太太陳桂秋在2016年4月4日準備從深圳羅湖口岸過關至香港時遭海

關人員禁止出境，理由是出境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她後來也被告知她的

女兒也被列入禁止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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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遷

幾名被關押律師的家屬的房東都被公安局施壓下令要家屬搬走。李和平

律師的妻子王峭嶺在2016年被迫遷兩次，有一次搬進新居不足1天，即被

房東要求搬走。8月9日，她在網上撰文表示公安向她的房東施壓要她搬

走，她找新房子的時候，警察禁止她離家5天，其中一天更把她拘留在派

出所。

王全璋律師的妻子李文足也被房東

驅趕幾次。李的房東在8月27日要

求她搬走，說是因為他本人為了租

房子給她，也被扣留在派出所幾個

小時。其後，李找房子的時候，警

察一直跟蹤和騷擾她，威嚇她準備

搬進去的房子的房東不能把房子租

給她。

謝燕益律師的妻子原珊珊是3個孩子的母親，她和孩子在2016年7月份被

迫遷，那時她最小的孩子只有4個月大。他們搬到新房子才1天，警察就

向她的新房東施壓。

騷擾，恐嚇及威脅

被羈押的律師家屬一般都受到當局各樣的騷擾，他們不時被警察帶到派

出所，被國保或不明人士威脅和威嚇、辱罵、跟蹤，甚至被毆打。有時

候他們更被以多種不同的手段騷擾。

王全璋律師的妻子李文足及其親戚在去看守所或檢察院交涉時都受過恐

嚇或被拘留。2016年3月份的時候，天津公安聲稱王全璋本人指示要把他

的銀行卡給公安保管，這讓他的妻子沒辦法在他的戶口支取家庭開支。

2016年8月28日，李文足在找房子時，被

國保跟踪騷擾，因此蹲在路上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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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不斷找關押中維權律師的家人及朋友，要求為他們拍下視頻，勸律

師們認罪。在2016年3月，公安和國保要求王全璋律師的妻子，姐姐和

父母錄像，擬用親情打動他，勸他認罪。後來王全璋的父親被他們勸服

後拍攝了錄像。類似的情況亦於同年8月及11月發生於李和平家人身上。

2016年6月6日，王全璋，李和平及翟岩民的妻子在天津巿檢察院第二分

院外舉起支持丈夫字句的紅色水桶聲援抗議，被警方帶走24小時問話，4

名律師亦被警方扣押。翟岩民妻子劉二敏據報被帶回北京後被警察毆

打。

2016年8月份，709案的4名當事人被庭審之際，幾名在羈押律師們的妻

子在沒有法律手續的情況下被派出所扣留幾個小時。

2016年8月16日，王全璋律師的妻子李文足離家乘坐地鐵期間，被3名身

份不明的人跟蹤。當她從地鐵站出來時，其中一名男子推她，搶了她的

手袋，後來他聲稱李文足打他。隨後李文足在北京新源裡派出所被拘留

了幾個小時。

謝燕益的妻子原珊珊在他們第3名孩子在2016年3月份出生後也沒辦法通

知她的丈夫。在孩子出生前的1個月，她要求警方讓她探望丈夫，也遭拒

絕。原珊珊是在謝燕益2015年7月被帶走後才發現自己懷孕的，於是謝一

直都無法得知妻子懷孕的消息，到2017年1月份被取保候審後才知道家庭

添了第3個孩子。

早於2015年8月中旬，謝燕益的母親去世，其妻子原珊珊到天津想要告知

丈夫，穿著孝衣站在天津公安局河西分局門口不到10分鐘，即被警察強

行帶走。公安在明知原珊珊懷孕的情況下限制其人	身自由3天，期間有謾

罵、恐嚇、侮辱、不給吃、不給喝、不讓上廁所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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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珊珊早前將兩名小孩交由她姐姐照顧，但她姐姐在8月份被國保人員騷

擾。她認為當局這樣做，是希望向她及丈夫謝燕益施壓要他們不發聲。

律師子女被剝奪教育權

李和平律師和王峭嶺的女兒不能上他們選擇的學校，因為當局拒絕開暫

住證明，使她入學的手續辦不下來。

王全璋律師和李文足的兒子也因警方的介入而沒辦法上幼兒園。他的母

親李文足發現警方曾把兒子的照片給附近的幼兒園，警告學校不得錄取

王全璋律師的兒子。

5.	家屬抗爭

被關押律師的妻子和家屬們並沒有保持緘默，而是團結一起抗爭，爭取

他們的合法權益。除了採取法律行動，他們也公開抗議他們家人和他們

自己被當局的苛刻對待。以下是他們一系列的行動：

2016年6月初，王全璋，李和平及翟岩民的妻子在天津巿檢察院第二分院

外舉起紅色水桶聲援她們的丈夫，但被警方帶走問話。

律師家屬王峭嶺、劉二敏和李文

足，在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分院與

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門前展示支持

律師丈夫標語的「今夏最潮水桶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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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40名709家屬及親友在2016中秋節發出聯合聲明，譴責當局對他們

親人的漫長羈押，暴力對待和他們親屬受到的株連和打壓報復。

在10月份，李和平，謝燕益，王全璋，	 謝陽和李春富的35名親友發信給

習近平主席要求馬上釋放他們的親人。	

江天勇妻子金變玲及江天勇父親分別在12月27日及12月26日向共青團中

央委員會提出了民事訴訟，指共青團在一名為《報告境外勢力，江天勇

已經被我們抓起來啦！#警惕顏色革命#》的影片侵犯了江天勇的名譽。

該網上影片稱江天勇是「假律師」，但是雖然江的律師執照在09年被注

銷，但是中國法律允許公民代理案件。江天勇的父親也曾在他失蹤後申

請行政覆議要求警方提供江天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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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燕益的妻子原珊珊曾兩次向天津第二中級法院起訴官方指派未經家屬

同意的律師，一審不予受理，二審維持原判。家屬聘請的律師遭到解

聘，而官方指派的律師沒有向家屬告知謝燕益的下落和案件進展情況。

在2016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權日，原珊珊在網上發出聲明抗議家屬聘用

的律師被解聘，要被迫接受官派律師，同時她控訴在懷孕期間被警方關

押，不給吃喝，而且被迫遷3次，受警方24小時的監視，而她的親屬更受

警方的騷擾。

王全璋律師的妻子李文足在12月18日致信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向公安

部提出行政訴訟，指公安部微博（打四黑除四害）播放的7分鐘的視頻裡

她的影像多次出現，被公安部誣告為「意圖在中國挑起顏色革命的人」。

李和平律師的妻子王峭嶺在2016年12月18日向天津市二中院寄出了自己

擔任709案李和平辯護人的通知。

金變玲，江天勇的妻子。 江天勇的父親江良厚，就江天勇失蹤一事向公安

局提出行政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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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情況備受關注的律師

1.	被判重刑的律師

夏霖，北京執業律師，2016年9月22日，被控「詐騙」罪名成立，判處

12年有期徒刑，為近年眾多被捕維權律師中獲刑最重的一個。

夏霖曾代理一系列的敏感案件，包括艾未未、

譚作人，浦志強和鄧玉嬌等維權案，他於承辦

郭玉閃因聲援香港的佔領運動被捕的案件後不

久，於2014年11月8日，被公安在未有出示證

明的情況下從居所帶走。郭玉閃是中國政府當

時連串針對非政府組織的抓捕行動中，被拘禁

的活躍分子。夏於2016年9月22日，被北京第

二中級人民法院控「詐騙」罪名成立，判處12

年監禁，剝奪政治權利3年，罰款12萬兼賠償

受害人481萬元。

據了解，夏霖的案件之所以具爭議性，除了因為他被拘留期間無法接觸

他的代表律師外，夏的代表律師於審訊中指出案中涉事中的金額雖然龐

大，但純屬夏與朋友及伙伴間的私人借貸，並無出現嚴重糾紛。夏霖因

此獲罪，實為中國政府針對維權律師的政治報復又一例。

2.	以國家安全罪被羈押，待審的律師

江天勇，北京維權律師，2009年因其辯護工作被取銷其執業資格。2016

年11月21日起失蹤，於2016年12月1日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遭「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有被施以酷刑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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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於2016年11月21日，約晚上10時

在湖南長沙，於探望過於709大抓捕

事件中被起訴維權律師謝陽的家屬後

失蹤。約3星期後，即2016年12月13

日，官方才確認其於11月21日至12

月1日期間被處行政拘留。

2016年12月23日，江天勇的家屬收到官方通知，指其因涉嫌「煽動顛覆

國家政權罪」已於2016年12月1日遭「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即在秘密

地方可被關押6個月。江天勇迄今尚未被正式逮捕或受到起訴。我們非常

關注江天勇至今仍與外界隔絕，外界對其所在及身心健康狀況均一無所

知。

李和平，北京執業律師，2015年7月10

日受拘禁，與外界隔絕至今，2016年1

月8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正式逮

捕。李案目前候審中，審訊日期仍待公

布。

關注組在2017年1月從可靠渠道知悉他

在被囚禁不久後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6個月期間受到各種酷刑，包

括被電棍毆打至昏厥，情況堪憂。家人至今對其所在及身心健康狀況均

一無所知。

李和平於2015年7月10日約下午2時在家中被公安帶走，此後一直處於失

蹤狀態，至2016年1月下旬，其家屬獲正式通知李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

罪」於1月8日被正式逮捕。2016年12月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起訴。

李和平家人聘用的律師馬連順相信李曾接受海外機構資金，舉辦反酷刑



26

和歧視的項目可能是引致他被逮捕的原因。官媒曾指控李和平「利用境

外某非政府組織資金從事顛覆國家政權活動」。

李和平案違法處及關注重點：

(1)李和平受拘禁的首5個月，其家屬並未就其被覊押原因及所在地，接收

過任何正式通知，而中國法律規定警方必須在24小時內通知家屬。(2)自

李和平被公安帶走當日起，李迄今仍未能會見其由家屬委任的律師。執

法機關拒絕承認其代表律師的身份，亦拒絕其閱卷的要求。李的精神及

身心健康狀況至今未明。(3)公安人員在2016年兩度嘗試詐騙脅迫李和平

家人錄製片段以「遊說」李認罪，事件令人深感不安。(4)李和平的妻子

王峭嶺在為丈夫奔波尋找法律救濟期間，曾受到多次騷擾，包括遭短暫

拘禁、監視、恐嚇、掌摑以至被逼遷。執法當局藉著不簽發居住證，窒

礙其6歲女兒就讀小學。

	 		 		

謝陽，湖南執業律師，2015年7月11

日被拘禁至今，候審。他曾告知其非

家庭委任的律師他曾經被酷刑。謝於

2015年12月被正式起訴控以「顛覆國

家政權罪」及「擾亂法庭秩序罪」。

謝於2015年7月11日凌晨約5時在家

中被公安帶走。雖然其家屬分別於2015年末接獲其遭受「指定居所監視

居住」及2016年1月接獲其已被正式逮捕的通知書，惟由謝陽家屬委任的

代表律師至2016年11月底才獲批准與謝會面，至12月中方能閱覽與案件

相關文件。

謝陽的律師陳建剛在2017年初發佈一份長達17,000字的《會見謝陽筆

錄》，系統記錄了謝陽律師在1月會見時講述在過去558天內遭受的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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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人道對待，包括但不限於：1.吊吊椅，2.疲勞審訊，3.剝奪睡眠，4.

威脅恐嚇，5.毆打，6.煙熏，7.不給飯吃不給水喝，8.不給看病，9.禁止購

買任何日用品，10.社交孤立。

謝陽更被迫寫聲明，聲稱自己過去從事「反黨反社會」的維權工作是為

了名譽和金錢。他受心理上的折磨，提審人員對他拳打腳踢，並威脅要

把他變成「瘋子」和「廢人」，而且帶威脅的語氣說謝陽的妻子和孩子

要注意路上安全。

謝陽案違法處及關注重點：

(1)謝陽於2016年11月下旬，在其被拘禁近17個月後，方首次獲准與由其

家屬委任的代表律師會面。(2)謝陽投訴在拘禁期間受到酷刑對待。(3)謝

陽的妻子陳桂秋在為丈夫尋求法律救濟期間曾被騷擾、恐嚇及被禁止離

境。

王全璋，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執業律

師，2015年8月被拘禁，涉嫌「顛覆國

家政權罪」於1月8日被正式逮捕，與外

界隔絕至今，目前候審中，審訊日期仍

待公布。

關注組從可靠渠道知悉他在被囚禁不久後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6個

月期間受到各種酷刑包括被電棍毆打至昏厥。

據較新的資料顯示，他在709鎮壓開始後的3週匿藏起來，直至8月3日他

和友人的通訊被當局截獲，泄露了他的行蹤，他被刑事拘留至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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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於1月8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正

式逮捕。2017年2月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起訴。

王全璋案違法處及關注重點：

(1)王全璋受拘禁的首5個月，其家屬並未就被覊押原因及其所在地，接

收過任何正式通知。(2)自王全璋被公安帶走當日起，迄今仍未能會見其

由家屬委任的律師。執法當局拒絕承認其代表律師的身份，亦拒絕其閱

卷的要求。(3)公安人員在2016年兩度詐騙脅迫王全璋家人錄制片段以遊

說王認罪，他的父親在壓力下屈服。(4)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在為丈夫奔

波尋找法律救濟期間，曾受到多次騷擾，包括遭短暫拘禁、監視，恐嚇

以甚至被逼遷。(5)警方曾騷擾學校管理層以禁止王三歲的兒子就讀幼稚

園。

吳淦，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行政人員及法律維權人士。2015年5月被拘

禁，於2016年12月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及「尋舋滋事罪」被正式

起訴。候審中。他曾告訴律師他曾被酷刑。	

吳淦因參與爭取保障律師閱卷權的示威，

於2015年5月27日於福州被公安以涉嫌

「尋釁滋事罪」和「誹謗罪」，遭刑事拘

留，7月3日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

「尋釁滋事」兩罪正式逮捕。於2016年

1月，公安聲稱尋獲新罪証而重新立案偵

查，並將此案轉交往處理大多數709案件

的天津當局。

吳淦曾對律師燕薪表示他在羈押期間曾被嚴重酷刑對待。他的律師在

2016年12月致天津市檢察院的控告函表示，吳淦陳述其「先後在閩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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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關押，其中被單獨秘密關押半年。整個關押期間共被提審3百多次。」

吳淦在羈押期間遭遇幾天幾夜不讓睡覺，被迫帶上死刑犯的手銬腳鐐，

並帶「工」字鏈等酷刑虐待及其它誘導、威脅、恐嚇，最長兩百多天沒

有放過風，沒有日曬，基本生活權利也無法得到保障。（詳細內容見第

III章「酷刑」部分）

吳淦案違法處及關注重點：

（1）吳淦本人確認自己曾在羈押期間被酷刑。（2）對於吳淦從福州轉

移到天津及改變指控罪名，家屬沒有接獲任何正式通知。（3）吳淦在被

羈押近19個月後，即2016年12月9日方首次獲准會見其代表律師。

3.	取保候審後沒有真正的自由

709案被取保候審的14名律師和律師助理當中，大多數只是獲得有限度自

由。其他維權人士亦然。那些被視為最敏感的人物被公安遣送回遙遠的

家鄉，或被迫住在遠離家裡的臨時住所，受警察的嚴密監控，也被禁止

和親朋戚友見面，被剝奪言論和行動上的自由。

在709鎮壓中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

的王宇律師與她的丈夫包龍軍（被控「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羈押超過1

年後，在2016年夏天差不多同時被取保

候審，但是他們一家仍然在警方嚴密的

監控下生活，並不能和外界聯繫。她的

律師李昱函在9月份致電王宇的母親，

她確認王宇，包龍軍和他們的兒子一家在她的老家內蒙呼和浩特居住。

不過據悉他們的行動受嚴控，他們出外時全程被國保跟蹤。

趙威，李和平律師助理，在709鎮壓中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羈押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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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2016年7月取保候審。釋放後的幾天，趙威在微博以強烈的語氣譴責

自己的前上司李和平，指他的反酷刑研究是通過海外資金資助的項目來炒

作國內敏感案事件，借此鼓動中國和平轉型。她寫到：「我真的沒想到自

己的行為恰恰在背叛自己的理想，傷害自己最熱愛的祖國，不經意間使自

己成為別有用心的人的棋子。」她更對被視為親中的南華早報宣稱她對自

己過去的維權活動感到「懊悔」。這些語調和她被關押之前表現的獨立人

格完全不相配，相信是她被威迫下做出的舉動以換取自由。趙威現在居住

在一個秘密地點，在警方嚴密監視下生活，被警告不得和親朋戚友見面。

其他被取保候審，又在警方監控下僅獲得有限度自由生活的律師包括：隋

牧青，張凱，任全牛，謝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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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2016年侵害律師權利的狀況

2016對維權律師依然是充滿風浪的一年。他們的權利經常被隨意侵犯：

警察、國安人員，司法局及律師協會繼續對他們的工作施加壓力及刻意障

礙，侵犯他們的執業和調查權。

1.	當局為阻止律師正常執業採取的行動

當局透過「年度檢查考核」讓維權律師沉默，用此制度威嚇他們，吊銷他

們的律師執照或吊銷從事維權的律師事務所的牌照，以達到殺雞儆猴的目

的。

多年來，中國的律師及律師事務所都必須根據司法局規定，每年把他們的

執照交給當地的律協及司法行政機關通過，以換取新一年的執業權利。有

關制度慣常被官方用以懲罰或脅逼不跟從官方「指引」處理「重大複雜案

件」或「敏感案件」——如維權，宗教，言論自由案件——的律師或律師

事務所。

被當局針對的律師的年度考核經常被蓄意延長，使律師不能執業。這缺乏

法律理據的措施為全國眾多律師詬病。

除了年度考核，當局也會查律所財務、恐嚇等方式給律所主任施壓，逼使

律所開除人權律師，或者直接解散律所。或在律師轉所過程中設置障礙，

向新律所施壓不讓接收。中國的法律規定律師沒有律所聘用6個月，他的

執照便可以被注銷，而執照一旦被注銷了，便很難再獲重發。

在2016年，我們發現司法局和律協用年度考核機制及其他措施來禁止7名

律師執業。他們的案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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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2016年1月收到的消息，敢言的律師和前法律學者張雪忠被他的律所

解除合同導致無法執業。他被解聘的理由不明，而張本人可能是在壓力

下保持低調。他被解聘前，曾為被判五年監禁的唐荊陵律師「煽動顛覆

國家政權」案辯護。與張雪忠一起代理過唐荊陵案的律師相信，張處理

唐案在法庭表達的強硬態度，是使其在律所引起關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資深人權律師浦志強在2016年4月14日收到北京市司法局「行政處罰決

定書」，通知他的律師執業証被吊銷。2015年12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

級法院就浦志強寫的7條微博的言論涉嫌「煽動民族仇恨罪」、「尋舋滋

事罪」一案裁定浦志強有罪，兩罪並罰，判處3年有期徒刑，緩刑3年。

浦因「故意犯罪」受刑事處罰，以後不能再執業。

有香港居民身份的蔣援民律師，在2016年5月23日收到深圳律協通知，

強迫其變更執業類別，被剝奪其大陸執業律師資格，也被剝奪其從事和

香港無關的刑事和民事訴訟事務資格，不能再代理維權案件。蔣律師有

香港居民身份，但非香港永久居民，他指出法規規定，未取得港澳永久

居民身份無需變更執業類別。他認為當局採取措施讓他無法再代理維權

案件。

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是709大抓捕的核心對象。律所縱然未有因抓捕事件

而受到任何刑事起訴或指控，但辦案單位沒歸還鋒銳所被扣押的財務帳

本等物品，律所的銀行賬戶也被凍結，導致律所無法財務審計進行「年

檢」，以致無法運作。事件令人強烈懷疑是「牽連」或是「集體懲罰」

的結果。

截至2016年底，鋒銳律師事務所有執業律師10人（總所7人，派駐分所

的3人）中，總所的7名律師不獲年檢，因此也沒法執業。7名律師包括：

已被判刑入獄的主任周世鋒，尚被關押待審的王全璋，被取保候審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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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黃力群，還有沒涉案的合夥人劉曉原以及另外兩位律師。此外，鋒銳律師

事務所的一些律師，包括2016年初被取保候審的黃力群，和兩名合伙人不獲批

准轉到別的律師事務所。

劉曉原律師多次致電北京市律協及北京市司法局律師執業監管處，均無果。

對方稱：①鋒銳所的律師只有等到案件（指被抓律師）全部終結後才可以調

動。②取保候審的律師是涉案律師，現在不能調動。③在案件全部終結後，鋒

銳律師事務所的執業許可證要吊銷。

李金星律師（又名：伍雷）於2016年12月被山東濟南市司法局施以停業1年的

行政處罰。李金星為知名法律維權人士楊茂東（又名：郭飛雄）的辯護律師，

因在楊茂東案的審訊上指出法庭的不合理而被指控「擾亂法庭秩序」及「打斷

法官發言」。他在2015年4月也曾經揭露楊茂東在廣州看守所目擊性虐待行為

的消息。

2.	酷刑及針對律師的暴力行為

中國自1988年起已經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

罰公約》的締約國，惟有關律師及法律維權人士於覊押或是法外扣押期間，受

到肢體、精神及心理暴力的消息仍然持續不息出現。加害者包括官方人員（公

安、監獄看管人員、法警）、訴訟方及不明身份的流氓等。

除肢體暴力外，針對律師的威嚇、騷擾及侮辱等行徑，在中國法庭內、外依然

常見。施暴者包括公職人員（如公安、法官及庭警等），訴訟方以及地痞流

氓，後者更往往得到公職人員的默許。而涉及律師及法律維權人士受襲的案件

經常沒有得到跟進調查，受害人亦不容易透過法律途徑獲取補償或救濟。

2.1	酷刑

被當局羈押的律師極有被酷刑的風險。在眾多個案中，我們特別關心在709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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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捕中受到拘禁的律師和法律維權人士的遭遇。湖南維權律師謝陽和被

羈押在天津的法律維權人士吳淦均對律師表示他們於拘禁期間遭受酷刑

對待，包括虐打、睡眠剝奪、食物刻減和與死刑犯同囚等。

謝陽，44歲，2015年7月11日被拘禁至今，2016年底被起訴控以「煽動

顛覆國家政權罪」及「擾亂法庭秩序罪」。

謝陽妻子陳桂秋在2016年8月在一份聲明引述一位官派律師指出，看守所

把謝陽與死囚關在一起，一名死刑犯用燃燒的煙頭挑舋謝陽，雙方發生

衝突，謝陽被死囚用手鏈毆打，以致頭部受傷。

2016年11月21日張重實律師在等待會見謝陽時，聽到傳來被警察打的呼

聲和大哭聲。謝陽到會見室後陳述，他不滿警察不准他把材料交給律師，

被管教人員拖上樓道拐角處，以拳頭擊打其頭部，所以發出求救聲。

謝陽的律師陳建剛在2017年初發佈一份「會見謝陽筆錄」記錄了謝陽在1

月會見時描述在自羈押第3天開始遭受酷刑及不人道對待。他告訴律師他

曾被毆打、腳踢、被鎖在鐵審訊椅，每天20個小時坐「吊吊椅」直至雙

腿疼痛麻，右腿浮腫。他被毆打、威脅、不讓睡覺、不給水喝、煙熏眼

睛，直到他屈服寫材料承認自己過去從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作。謝陽

在壓力下不得不簽字。（「我都哭了，實在寫不動……無論什麼內容我

都簽字，生不如死，實在受不了，我就是想休息一會。」）提審人員威

脅、辱罵他（「我們整死你像整死一隻螞蟻一樣。」）說他不配合認罪

就要把他「折磨成一個瘋子」，還說：「你別以為你以後出去還可以做

律師，你以後就是一個廢人。」

福建維權人士吳淦（網名「屠夫」，曾在鋒銳律師事務所工作），2016

年12月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及「尋舋滋事罪」被正式起訴。他告



35

訴他的律訴他在羈押期間遭受酷刑。燕薪律師在2016年12月致天津市檢

察院的控告函中陳述了吳淦受到的各種非法對待，包括不准其妻委託的

辯護人與其會見，自2015年5月的整個關押期間共被提審3百多次，曾

被單獨秘密關押半年、在幾天幾夜不讓睡覺的狀况下被提審，睡覺時被

子掉下被弄醒，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關押期間，不被允許會見駐所檢察

官。他曾被帶上死刑犯的手銬腳鐐、最長兩百多天沒有放過風，其他囚

犯不得跟他說話。北京市公安局一名警察還威脅稱要開警車到他女兒學

校騷擾，另一辦案人員聲稱要讓他家破人亡。

這些律師和維權人士在羈押期間遭受的待遇，使人對其他仍然被囚禁的

人士的狀況不抱樂觀。

2.2	律師受襲

2016年3月份有4宗針對律師的暴力事件在短短6日間於全國不同地方發

生，5位受襲律師包括山西路航、黑龍江王子臣、江蘇李篤振、姜泉及湖

北張心升。4宗暴力事件中有3宗發生在法庭或法院大樓內，3宗涉及公職

人員。

曾被吊銷執照的劉士輝律師在2016年1月20日乘機抵達上海浦東機場後

遇國保要求他馬上離開上海，他拒絕後，國保把他強行帶到酒店，對他

使用暴力，出言恐嚇和辱罵，並搶走他的手機和身份證。翌日國保把他

強行帶往浦東機場，遣返他戶籍所在地內蒙。2016年4月29曰晚，劉士

輝剛到上海朋友的家不久遭國保強迫離開，他被強行拖下樓梯，隨後被

囚禁在機場附近一家賓館，第2天被強行送上飛回深圳的飛機。過程中，

劉士輝遭到辱罵、被扇耳光並擊打後腦，導致身體出現腦震蕩等癥狀。5

月21日，他再被廣州國保驅離廣東，強行送上去南昌的火車。2016年11

月11日，劉士輝律昆山租住剛滿5天的整套房子突然被斷電。業主要毀約

把他趕走，承認是來自公安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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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吳良述律師在廣西南寧市青秀區法院信訪室內遭法警毆打。

網上照片顯示，吳良述右腿褲子被撕爛，露出腿部和內褲。新華社引述

南寧市官方聯合調查組公布的事件調查結果稱：「事件過程中不存在毆

打吳良述律師行為」，並稱：「法警對吳良述所實施的搶奪手機（導致

其褲子被扯爛）、背後控制、關門、放倒在地、腳踏胸口等動作，發生

在1分鐘之內，目的是為了強制檢查其手機內有無未經准許的錄音錄像，

且法警在拿到手機後立即鬆開對吳良述的控制，並沒有傷害的故意，不

屬於毆打。」	不過同時，	結論承認「法警濫用強制手段」。

廣西律師吳良述對財新網表示，他

到廣西南寧青秀區法院立案未果，

在該院信訪室內遭3名法警毆打，

在場的還有該院紀檢組長及另外兩

名法官。吳良述稱法警懷疑他用手

機錄音（他否認錄音），他拒絕

後，他們合力搶他手機，拳打腳

踢，用腳踩他的手臂和前胸，把他

踩在地上，並把他的褲子、衣服全

部扯爛，右腳褲管幾乎全部撕開。

此后，法警還勒住他的脖子使他幾

乎窒息，還用手使勁全力捂住他的

嘴巴不讓他呼喊求救。毆打完後放開他，並搶他的手機拿去強行檢查了

約20-30分鐘。

3.	律師在正常執業和調查的權利被侵害

在2016年，律師被侵權的例子比比皆是。當局持續限制維權律師會見當

事人，閱卷的權利，也持續干擾他們正常調查辦案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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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律師被拒會見當事人

當局經常隨意拒絕讓維權律師會見當事人的要求，只要當事人是人權捍

衛者，或涉及到憲法權利的案件，幾乎都遇到過被拒會見的情況。拒絕

會見的理由一般是：

˙	 當局最常用的理由來剝奪維權律師的辯護權就是指案件涉及「危害國

家安全」，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顛覆國家政權罪」等。即使

當事人涉嫌的是尋釁滋事、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或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

這類罪名也被當局認為是涉及國家安全，剝奪他們見律師和接受法律諮

詢的權利。這類涉及「國家安全」的口袋罪經常被當局用來打壓批評政

府人士，包括維權律師。

˙	 被拘留或逮捕的維權人士和律師，比如那些被捲入709案的，很多都

被當局施壓解聘他們家屬或其指定的律師。他們的代表律師經常被公安

告知不能會見當事人，因為他們已經被解聘，或當事人拒絕會見，並將

會有官派的律師代表他們。當局更要求聘用律師的家屬提交親屬與委託

人之間關係的證明。

王全璋在整個羈押的過程中被剝奪與律師會見的機會，而2016年8月份，

在關押他的天津公安聲稱他把自己的律師解聘，換了一個官派的律師。	

跟王熟悉的朋友表示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早在2012年，他本人為以防

萬一，已經安排了程海律師來代表他，更曾經留下訊息給朋友宣稱不會

自己解聘他的律師。

公安經常用其他理由隨意拒絕安排律師會見，有時候甚至不給理由。拒

絕的理由包括當事人拒絕會見律師、當事人正在被提審（即使律師有提

前預約）、沒有空置的會見室、委託手續有問題、看守所設不合理的規

則（例如禁止律師攜帶筆記型電腦、錄音筆、手機等工具），然後在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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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語言衝突後，恣意剝奪律師會見權。

2016年12月29日，陳進學律師到長沙市公安局直屬分局，要求會見被關

押的江天勇律師，但遭到警方拒絕，理由是江天勇以「涉嫌煽動顛覆國

家政權罪」被「指定監視居住」（可被關押6個月），案件涉及危害國家

安全而不讓會見。

在709案被抓的謝陽的代表律師們到2016年11月，即他被關押後的15個

月才讓會見。長沙公安局一直以案情涉及「國家機密」為由，拒絕讓律

師會見。2016年的8、9月，律師曾屢次嘗試會見但每次都被拒絕，理由

是謝陽正在被檢察官提審。

3.2	律師被拒閱卷

雖然中國法律明文規定，「閱卷」是律師依法享有的權利，《刑事訴訟

法》第36條及《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規定》都載有相關條文，但多年來，

不少法院和檢察院都特別針對各種與維護公義、爭取權利有關的案件，

以各種理由去阻擾律師的正當要求。法院很多時候不理會代理政治敏感

案件的維權律師閱卷的要求，例如公訴方的證據、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

料，或阻礙他們查閱這方面的資訊。

有時候法院只在開庭前的幾天，甚至是開庭前夕才律師閱卷，而且允許

複製的內容有限制，對視頻證據，往往不讓複製，或者到了法院階段才

允許。這是對律師的辯護權的打擊，更剝削了當事人得到公平的審判的

機會。

許多代理709案的律師在2016年被禁止閱卷，包括代表周世鋒，胡石

根，李和平及王全璋的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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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不讓異見人士秦永敏的辯護律師馬連順

閱卷，他也被拒絕會見當事人。經多番爭取後，7月份秦的另一位律師李

春華終於被允許閱卷。

2016年8和9月，代表謝陽的張重實和藺其磊律師多次要求閱卷，但是長

沙市檢察院每次都拒絕他們。

4.	律師家屬被騷擾

當局在2016年繼續騷擾及監控維權律師家屬，尤其是709案的家屬，經

常警告他們不能為自己親人發聲，以及要求他們配合當局勸在羈押中的

律師認罪。當局對家屬的騷擾也是給律師施加心理壓力，逼其就範。自

2015年被關押的律師謝陽一直不讓家人探視，卻被公安語帶威脅的口吻

說他的妻子和孩子需要當心路上安全。被關押的王全璋律師的父親也被

公安逼他錄像勸兒子認罪。（詳細個案請參考此報告的「709大抓捕的餘

波」）

5.	禁止出境

2016年有很多人權律師和他們的親屬被邊控，當局常以「危害國家安

全」為由使律師和家屬不能出境進行正常的訪問學習。2016年4月26	

日，辯護律師馬連順被告知「限制出境」。王全平律師經被邊控1年後，

他7月申請港澳同行證，卻被公安告知他直至9月都不能出境。許多709案

的律師與家屬，包括李和平的妻子和孩子（孩子不獲發護照）和謝陽的

妻子都被禁止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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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依法治國——打壓律師合法化

在2016年，我們觀察到中國政府通過幾個措施來鞏固對律師打壓的合法

化：律師制度改革上強調共產黨的領導，賦予司法局更大權力及設新條

例管理律師和管理律師事務所。

2016年6月，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公佈的《關于深化律師制

度改革的意見》，當局強調深化律師制度改革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

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及跟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意見》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推行深化律師制度改革，規範律師執業

行為的規章和行業規範和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查處力度，並且要加強思

想政治建設，「堅持把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法治」作為

律師從業的基本要求。

政府這立場在修訂後的兩款新條例得以進一步落實，2016年9月由司法部

發布，11月1日實行的《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及《律師執業管理辦法》

，都沒有諮詢持分者和公眾。

1.《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2016年修訂）中有問題的條款	

新修訂後的《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把律師和律所置於司法局更加嚴厲

的管理下。這些措施的目的是通過第3及4條控制律所的意識形態和政治

立場，和通過第49條干預律所處理「重大疑難案件」（一般指政治案

件）。《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第50條則以禁止律師參與一系列廣泛而

定義不清的活動來剝削他們的言論和表達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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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3條：

律師事務所應當把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法治作為從業的

基本要求。

律師事務所應當依法開展業務活動，加強內部管理和對律師執業行為的

監督，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律師事務所的業務活動，不得侵害律師事

務所的合法權益。

b)第4條：

律師事務所應當加強黨的建設，具備條件的應當及時成立黨組織，暫不

具備條件的，應當通過黨建工作指導員等方式開展黨的工作。

律師事務所應當支持黨組織開展活動，建立完善黨組織參與律師事務所

決策、管理的工作機制，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律師黨員的先鋒

模範作用。

c)第49條：

律師事務所應當建立健全重大疑難案件的請示報告、集體研究和檢查督

導制度，規範受理程序，指導監督律師依法辦理重大疑難案件。

d)第50條：

律師事務所應當依法履行管理職責，教育管理本所律師依法、規範承辦

業務，加強對本所律師執業活動的監督管理，不得放任、縱容本所律師

有下列行為：

（一）採取煽動、教唆和組織當事人或者其他人員到司法機關或者其他

國家機關靜坐、舉牌、打橫幅、喊口號、聲援、圍觀等擾亂公共秩序、危

害公共安全的非法手段，聚眾滋事，製造影響，向有關部門施加壓力。

（二）對本人或者其他律師正在辦理的案件進行歪曲、有誤導性的宣傳

和評論，惡意炒作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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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串聯組團、聯署簽名、發表公開信、組織網上聚集、聲援等方

式或者借個案研討之名，製造輿論壓力，攻擊、詆毀司法機關和司法制

度。

（四）無正當理由，拒不按照人民法院通知出庭參與訴訟，或者違反法

庭規則，擅自退庭。

（五）聚眾哄鬧、衝擊法庭，侮辱、誹謗、威脅、毆打司法工作人員或

者訴訟參與人，否定國家認定的邪教組織的性質，或者有其他嚴重擾亂

法庭秩序的行為。

（六）發表、散布否定憲法確立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原則和危害國家

安全的言論，利用網絡、媒體挑動對黨和政府的不滿，發起、參與危害

國家安全的組織或者支持、參與、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以歪曲事

實真相、明顯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等方式，發表惡意誹謗他人的言論，或

者發表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

2.《律師執業管理辦法》（2016年修訂）中有問題的條款

我們也非常擔心在缺乏司法獨立的情況下，律師執業管理辦法新加入的

第37至40條會為當局製造借口，成為律師履行職責及行駛言論和表達自

由的障礙。

a)	第37條　

律師承辦業務，應當引導當事人通過合法的途徑、方式解決爭議，不得

採取煽動、教唆和組織當事人或者其他人員到司法機關或者其他國家機

關靜坐、舉牌、打橫幅、喊口號、聲援、圍觀等擾亂公共秩序、危害公

共安全的非法手段，聚眾滋事，制造影響，向有關部門施加壓力。

b)	第38條　

律師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履行職責，不得以下列不正當方式影響依法辦理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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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經當事人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機構指派，以律師名義為當事人提

供法律服務、介入案件，幹擾依法辦理案件；

（二）對本人或者其他律師正在辦理的案件進行歪曲、有誤導性的宣傳

和評論，惡意炒作案件；

（三）以串聯組團、聯署簽名、發表公開信、組織網上聚集、聲援等方

式或者借個案研討之名，制造輿論壓力，攻擊、詆毀司法機關和司法制

度；

（四）違反規定披露、散布不公開審理案件的信息、材料，或者本人、

其他律師在辦案過程中獲悉的有關案件重要信息、證據材料。

c)第40條　

律師對案件公開發表言論，應當依法、客觀、公正、審慎，不得發表、

散布否定憲法確立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原則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

不得利用網絡、媒體挑動對黨和政府的不滿，發起、參與危害國家安全

的組織或者支持、參與、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不得以歪曲事實真

相、明顯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等方式，發表惡意誹謗他人的言論，或者發

表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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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其他對維權律師有負面影響的國家法

2015年7月通過的富爭議性的《國家安全法》開宗明義地說明立法的目

的是為了保障共產黨的政權安全，明確要建立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

家安全領導體制。此法律把維權律師和人權捍衛者置於前所未有的危險

中。

此法律的條文沒有按國際法中要求為各種潛在的威脅進行狹義的定義，

把一系列廣義的活動定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賦予執法人員更多

權力及法律基礎去進一步剝削公民權利。

許多律師表示在國安法實施後，辯護的空間的比以前更狹窄，維權律師

因他們的工作很容易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的名義構陷。

國安法實施後，我們觀察到當局頻用「顛覆國家政權」或「煽動顛覆國

家政權」的罪名構陷參與人權捍衛工作的律師和維權人士，律師和他們

親屬被以「危害國家安全」之名被禁止出境的案例也有所增加。

同樣地，其他已通過或準備通過的國家法亦讓中國律師維權工作變得比

以前更危險和困難。

例如，《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2016年4月通過，2017年1月份實

施）針對當局視為「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	

，或「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顛覆國家政權」等的機構或人員，使

他們置於比以前更嚴苛的警察監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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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法律讓一些跟倡導人權法治理念、推動社會公義的境外非政府組織

合作的維權律師，或與有境外聯繫的國內公民組織合作的律師的工作變

得更高風險。這些團體一直被政府視為參與「顛覆」和危害國家穩定的

活動，所以律師跟他們合作的危險大幅增加。

王全璋的案子就是印證這風險的一個典型案例。據報導，王全璋和瑞典

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彼得‧達林於2009年在香港登記了一個支持維權人士

和訪民的非營利組織。官方媒體在2016年指控該組織的活動「危害國家

安全」——王從2015年8月開始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一直關押，而

達林則在2016年1月被關押在看守所23天，然後被驅逐出境。

同時，《宗教事務條例修訂草案》（2016年9月8日公佈）將會加大懲罰

「危害國家安全」的宗教組織成員的力度，這條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警察法修訂草案稿》（12月初公布）都會給執法人員賦予更大的權

力，可導致進一步侵犯普通公民權利的情況。

當公民爭取自由與政府強化管控下引發更多案件，而普通公民更需要律

師幫助之際，律師的調查權和辯護權卻是恰恰被前文提到的法律法規所

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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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律師羣體的反擊

在2016年，中國的維權律師從709大抓捕隨後的一段沉默的日子中恢復

過來。他們和709案被羈押律師的家屬一起針對當局在鎮壓中的違法行為

採取法律行動。他們亦通過抗爭表明他們拒絕受當局恐嚇，對不公的現

象繼續發聲來表明他們的團結。

他們在2016年共同採取的行動包括：

˙	9月份，139	位中國律師聯署促請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懲治踐踏辯護權

的犯罪行為。

˙10月份，168名律師聯合署名建議國務院撤銷《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

，他們認為司法部修訂的新規定的要求（見IV部）會剝削律師的基本

公民權利及給司法部門過多的權力管控律師。新修訂的《律師事務所管

理辦法》要求律所不得放任、縱容本所律師「利用網絡、媒體挑動對黨

和政府的不滿」及「對本人或其他律師正在辦理的案件進行歪曲、有誤

導性的宣傳和評論，惡意炒作案件」，也禁止以「聯署簽名、發表公開

信、組織網上聚集、聲援等方式或者借個案研討之名，制造輿論壓力，

攻擊、詆毀司法機關和司法制度」等行為。

在2016年，維權律師們也盡力幫助有需要的社羣，籌建了以下3個團，於

2017年正式成立：

˙	至少36名律師成立	「境外NGO管理法法律服務律師團」	為境內外非

政府組織及個人提供咨詢、顧問、代理服務。

˙	 來自1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一百名律師發起成立了後援團，志願

代理或協助謝陽的家屬對刑訊逼供人員進行控告。

˙	 12名律師和人權捍衛者發起成立「中國反酷刑聯盟」譴責酷刑在國內

的監獄和看守所裏被廣泛使用，最終有4百多位公民及律師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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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名律師聯合署名建議國務院撤銷《律師事

務所管理辦法》。

謝陽的代理律師陳建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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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6對維權律師來說又是嚴峻和充滿挑戰的一年，令人對未來展望不敢

樂觀。

習近平領導的班子強調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同時任意使用法律工具來

嚴控公民自由，這些都對維權律師團隊帶來了非常負面的影響。

在這期間，中國政府在官媒及社交媒體對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的抹黑有

所升級，指控他們與「西方反華勢力」一起合作通過「顏色革命」來顛

覆中共政權。儘管官方經常強調「依法治國」，在709鎮壓中受打壓的維

權律師和維權人士還沒有在法庭接受裁判前，官媒和親北京的香港媒體

已經多次率先在電視上播出他們的「認罪」片段，實屬「未審先判」。

除了酷刑和對維權律師的暴力打壓升級外，中國政府亦有嚴酷的法律法

規出台，如《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及《律師執業管理辦法》來嚴控和

收窄律師的工作範疇。2016年公佈的《關於深化律師制度改革的意見》

更強調律師必須支持黨的領導及跟隨黨的政治工作。這些措施都有深遠

持久的負面影響。

不過同時，我們看到中國的維權律師無懼於當局的恐嚇與阻撓。即使在

困境中，他們繼續為自己的基本權利進行抗爭，也同時通過一致的行動

對不公義發出聲音及宣示他們的團結。

除了應對709鎮壓，中國的維權律師持續關注法律和社會問題，依然堅持

秉持社會公義，繼續代理涉及冤案和體制不公的維權案件。通過這樣的堅

持，他們促進了公眾及國際社會認識及瞭解一些值得關注的重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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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律師不懈的努力對推動社會公義和社會進步都有着不可磨滅的功

勞，而他們的工作所產生的力量也是不可低估的。

不過，在目前的情況下，讓律師們能夠保持動力推動人權工作並不容

易。在律師受制於司法行政部門的局面下，維權之路注定會更為坎坷。

所以，促進以下的幾點事項會能支持到中國的維權律師：

˙		讓中國的維權律師羣體能有一個發聲的機會和平台

˙		幫助律師提升自身能力

˙		促進律師和其他社區圈子的互動

˙		促進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認識和維權律師面對的問題的瞭解

˙	 國際社會應該團結一致表達他們對普世價值如法治和人權的支持，同	

時對不同的級別中國政府通過不同的平台加強對話或施以壓力，在適合

的情況下實行制裁。

˙	 推動國際社會認識中國的法律法規正在合法化和體制化地打壓維權律

師和公民

˙	推動社會的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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