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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量鐳射槍 10秒照燃報紙
警指方仲賢大量掃貨 屬暴徒常用裝備 遂作合理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社會
自6月以來不斷出現暴力事件，不少年輕人
更參與其中。教聯會昨日再次作出呼籲，希
望為人父母者應勸喻子女和平理性地表達訴
求，注意人身安全，與暴力畫清界線，切勿

參與違法行為，以免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
聲明指出，本港接連出現暴力示威與不

合作行動，各界都憂心忡忡。近日，有人
更四處縱火、投擲燃燒彈、破壞交通燈，
到處瀰漫着恐慌的氣氛。最教人痛心的

是，不少年輕人參與其中，走到最前線
「抗爭」，部分人因而受傷，甚至墮入法
網，有可能前途盡毀。
教聯會呼籲大家用愛守護孩子，勸喻子

女和平理性地表達訴求，注意人身安全，
與暴力畫清界線，切勿參與違法行為，並
期望目前的政治紛爭能夠盡快平息，讓社
會恢復秩序，生活回到正常軌道。

教聯會籲家長勸子女與暴力割席

暴徒在暴力衝擊期間，以
至在圍堵警署時都有人以鐳
射筆射向警員的眼睛，浸會
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前晚
就因購入鐳射槍而被捕，

《蘋果日報》昨日即以《網民恥笑警觀星
筆當「雷射槍」》為題報道事件。全國政
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貼出《蘋
果》2015年的報道，題為《高危激光筆
一秒射盲眼》，道︰「《蘋果日報》，今
天請不要改口。」

曾報道「激光筆」可一秒致盲
《蘋果日報》在 2015 年 5月 16 日報

道，外表如一支普通電筒的「激光筆」能
燒燶皮膚，一秒致盲，而現行法例並沒有
限制出售的「激光筆」的最高功率。文中
指：「《蘋果》發現近日有人在深水埗鴨
寮街及facebook（fb）兜售功率高達5,000

毫瓦、足以射盲眼的激光筆，最低550元
便有交易。記者買來兩支激光筆交專家測
試，發現威力嚇人，激光溫度高達
167℃，輕易燒穿7層黑卡紙及兩毫米膠
板，連魚眼及連皮五花腩肉亦輕易烤熟燒
燶。眼科醫生警告，若被這類強功率激光
筆直射眼睛，一秒可致盲。」
梁振英在fb「重溫」該篇《蘋果》的報

道後，有不少網民回應。「Lily Luk」就
說：「如果是觀星，5mW已足夠。警方
搜獲的是10幾 cm長的型號，（懷疑功
率）可以高達 50,000mW（50W），是
10,000倍！可以在一里以外替人點煙！亦
可將汽油倒在地上然後撤退，到敵人走過
時便從遠處用此炮點燃！」

梁振英質疑圖為方開脫
梁振英並發帖，質疑報章將方仲賢所
購之物為「觀星筆」，企圖淡化事件、

為方仲賢開脫：「1. 這同學有觀星的喜
好嗎？2. 十支之多，有喜好觀星的同學
朋友託他買嗎？他是觀星會幹事嗎？3.
手機裡有沒有關於別人託他買『觀星雷
射槍』的記錄，以及買此東西的用途的
記錄？」
網民「Bowie Ip」亦指：「一把牛肉刀

好端端咁用喺砧板上，牛肉刀雖然係攻擊
性武器，亦都係廚房用嘅工具，問題就係
把牛肉刀喺廚房就係合理工具，但無合理
辯解帶出街，牛肉刀就係攻擊性武器。」
「Lily Lee」附和道：「一把牛肉刀放係
（喺）屋企係廚具，十把牛肉刀帶出街，
就有合理懷疑是否藏有攻擊性武器。」
「Alison Leung」揶揄所謂「鐳射筆無殺
傷力」之說：「既然冇傷害性，你地
（哋）應該要令（拎）雷（鐳）射筆對住
自己隻眼射一分鐘黎（嚟）睇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昔鬧射盲今避談 CY批《蘋果》「失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鄭治
祖）浸大學生會會長方仲賢涉嫌藏有攻
擊性武器被捕。浸大校長錢大康昨日
稱，他已跟深水埗警署代表聯絡，確保
浸大學生得到「公平處理」，同時已諮
詢法律專家的意見，將繼續給予被捕同
學「適切協助」。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在fb發文質疑對方的做法，又有感而
發道：「今天部分香港年輕人的問題就
是被放縱做成的。」

「不是任何學生做的都是對」
錢大康昨日就方仲賢被捕一事向全體師

生發信，透露除方仲賢外，前晚有另一位
同學於警署附近被捕。梁振英昨日發帖質
疑：「大學校長錢大康漏夜去醫院探望這
位同學，做法對嗎？是從理還是從眾？至
於學校拿納稅人的錢請代表律師，請先把
事實弄清楚吧！不是任何學生做的任何事
都是對的。今天部分香港年輕人的問題就
是被放縱做成的。」
針對浸大學生會和一班教師昨日聯

署，聲稱警方因方仲賢購買10支觀星筆
而拘捕他是「莫須有」，「帶來白色恐
怖」，並「表示極度憤怒」，梁振英直
言：「事發到現在差不多一天了，我們

只知道浸大學生會抗議，一班教師聯
署，也有人指責警方，但似乎沒有一個
人為方仲賢作任何辯解。」
他舉例說：「裝修工人可以同時有幾樽天

拿水，這是工作上的需要。一個學生如果同
時擁有10樽天拿水，真的有正當和合法的
用途，大可以向警方解釋，或者向社會公開
辯解。方仲賢為什麼有10支『觀星筆』，
他有觀星的愛好嗎？我不知道，但為他辯
解、譴責警方的人應該先了解清楚。如果他
真的有觀星的愛好，為什麼要10支那麼
多？……對待年輕人，要是其是，非其非，
不能只幫親，不幫理。說道理吧！」

浸大稱「協助」被捕者 梁振英質疑縱容

20歲的方仲賢，是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他被捕時聲稱不適，送院醫
治。據悉，方俊賢至昨晚仍在醫院留醫，
而網上昨日則流傳一段聲稱是方母的錄
音，發佈人聲稱要分享出去製造輿論幫方
母「救子」。錄音中一名女子聲稱與朋友
及主診醫生談過，藉詞向警方指方仲賢不
適宜錄取口供拖延時間，「如果醫院肯幫
手令方仲賢留醫，就會令警方無借口在
48小時（羈留時限）內檢控，唯有放
人，他（方仲賢）也不須送到警署『臭
格』（羈留所）。」疑似方母的女子稱，
希望「推爆」輿論向警方施壓。

網傳方母錄音「夾計」留醫拖延
雖然未能證實錄音來源，不過據了
解，警方是否讓方仲賢保釋或提出檢控，
與方是否留醫無直接關係，即使方在醫
院，也可讓其保釋。
另一方面，警方強調在案中檢獲的是
高能量鐳射槍。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
科（O記）高級警司李桂華表示，前晚約
7時30分，5名O記警員下班後到深水埗
區晚飯期間，在鴨寮街近北河街發現1名
青年向排檔詢問有否出售強力鐳射槍，對
方即場示範後，青年即以4,200元購買了
10支鐳射槍，然後在街上徘徊。警員認
為有可疑，上前截查時，青年一度企圖逃
跑但迅即被截停，警員在他所攜的膠袋內
搜出10支強力鐳射槍，青年涉藏有攻擊
性武器被捕，因報稱不適送院治理，後來

才證實該名青年是方仲賢。
李桂華指，明白到很多市民擔心購買

鐳射槍遭拘捕，但他解釋當時警員考慮到
現場因素及大環境而作出拘捕行動。由於
近期在多宗大型暴力事件中，有暴徒使用
鐳射槍照射警員阻礙工作，當中所使用的
鐳射槍數量及威力，愈來愈多且有所增
強，已有不少警員的眼睛受傷害，多部攝
影機的感光功能也損壞。另在一些暴力示
威者常用的網上論壇亦有相關言論，如
「一見有狗開槍射眼，要威力大」。

重申拘捕衡量多項因素
至於現場因素，前晚警員在截查疑人

時，若方仲賢有合理解釋，令警員即場釋
疑便可能獲准離去，但當時方仲賢的反應
是立即逃走，其舉動相當可疑。根據《公
安條例》中「攻擊性武器」的定義，其中
一項是「適合用作傷害他人」，但「藏有
攻擊性武器」歸入防止罪案的分類，警方
拘捕時會衡量很多因素，不會魯莽檢控。
他舉例說，即使有人拿住一盒雞蛋，但又
不肯回答警員查問有關用途，也毋須擔
心，因為警方還要視乎其可疑性。
此外，有記者追問為何購買鐳射槍被

拘捕，與處理7．21西鐵元朗站襲擊案不
同。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表示，
兩宗事件不能相提並論，他重申涉案者的
背景從來不是警方執法的考慮因素，但市
民只要是違法，警方在適當時候及有足夠
證據便會作出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浸大學生會會長方仲賢購買10支鐳

射筆（又稱觀星筆），涉嫌管有攻擊性武器被捕。警方昨日重申，懷

疑檢獲的鐳射筆，實際是高能量鐳射槍，近距離照射10秒能燒焦紙

張，探員前晚是根據近期暴力衝突中有人使用鐳射槍，加上疑犯購買

的數量及遇截查時的反應，有合理懷疑而作出拘捕。另邊廂，網傳方

母已與主診醫生「夾好」，藉詞指方仲賢不適宜落口供拖延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浸大學
生會會長方仲賢因藏有鐳射槍，涉「管有
攻擊性武器」被捕。有網民發起昨晚在尖
沙咀香港太空館「觀星」，康文署宣佈附
近設施如九龍公園體育館、香港文化中心
將提早於傍晚6時關閉。晚上9時許，太
空館外已有過千人聚集，部分聚集人群站
出梳士巴利道一半行車線，路中安全島亦
站滿人，有人將鐳射光照射太空館和文化

中心，至深夜人群仍未散去。
現場附近未見軍裝警員巡邏，亦未有人阻

止在場者行為，聚集的人群高叫「光復香
港，鐳射革命」等口號。有參與者指警方拘
捕購買鐳射筆者，擔心外出購買鐳射筆會被
捕。另一方面，有人在網號召昨晚8時包圍
長沙灣警署，召集人在港鐵荔枝角站集合，
警方一早在警署外及港鐵站外圍，派出防暴
警察截查可疑者，至深夜未見人群聚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浸大學
生會會長方仲賢8月6日晚因涉嫌「管有
攻擊性武器」被警員拘捕，引發千名黑衣
「口罩黨」佔據欽州街，包圍警署高呼
「放人」等口號，並設路障堵路及向警署
掟磗，更在門口放火。警方最終施放20枚
催淚彈清場，拘捕9人（7男2女），年齡
介乎20歲至45歲，當中包括沙田區區議
員黃學禮，他們分別涉嫌非法集結、阻礙
公職人員執行職務、藏有攻擊性武器等，
行動中一名警員受傷。

涉非法集結阻差辦公等
當晚9時左右，數百名「口罩黨」因方仲

賢被捕而聞訊趕到，包圍深水埗警署，要求
警方交代，他們用激光照向警署，又在警署
外噴上「狗官」等字眼。至晚上10時許，

警署外已聚集約上千人，報案室在晚上10
時半關閘。「口罩黨」又「循例」在馬路上
架設路障，部分激進暴徒掟磚、打爛警署窗
戶，並在警署門口放火燒雜物，有人更企圖
破壞報案室門口的鐵閘。晚上約11時20
分，警方在警署內舉黑旗警告，之後發放催
淚彈，其後防暴警察在警署外推進清場。

掟磚砸窗 放火毀閘
至昨日凌晨零時15分，警方快速推進追
捕暴徒，追至鴨寮街制服並拘捕約5人，
另在長沙灣道與欽州街交界舉紅旗警告，
暴徒退至欽州街與福榮街與警方對峙。凌
晨1時45分，防暴警察再次快速推進，制
服拘捕多人，並在長沙灣政府合署拘捕沙
田區區議員黃學禮，他涉嫌非法集結及阻
差辦公被帶署。黃學禮被捕時自稱接獲街

坊求助到場了解事件並協助他們離開。
在港鐵深水埗站對開，一對男女受傷倒

地，其中女子情緒激動稱受傷，由救護人
員抬上擔架送院，而男子疑被按地制服時
癲癇病發抽搐，由救護人員初步急救後再
送院治理。凌晨約2時半，防暴警員驅散
人群，現場恢復通車。

「口罩黨」圍警署 警拘9人包括區議員

浸大學生會會長方仲
賢日前於深水埗被警方
搜出10支「觀星筆」，
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被

捕，他當時辯稱「鐳射筆」是用作「睇
星」，浸大學生會編委會fb旋即引述學
生會成員聲稱「買觀星筆是作迎新日之
用」。不過，香港文匯報發現，浸大學
生會迎新日僅一天，一般在傍晚前結
束，難道是要日間觀星？昨日，該學生
會編委會fb更煞有介事將「迎新日之
用」整句刪除，難道「此地無銀」？
網上流傳一段長約12分鐘短片，顯

示方仲賢前晚於深水埗被捕過程，清
楚顯示他當時回答記者身上藏有的
「激光筆」是用作「睇星」。方仲賢
被捕後，浸大學生會編委會fb當晚已
發帖文確認事件，並引述浸大學生會
內務秘書方嘉誠聲稱，「買『觀星
筆』是作迎新日之用。」
就此，香港文匯報翻查浸大學生會舉

辦本屆迎新日資料，發現學生會早在上
周五宣佈，稱「香港正處於水深火熱之
中」，於是將原設於9月舉行之迎新營
改為「迎新日」，由3天縮短為1天，
並暫定於9月7日舉行。方仲賢當時聲
稱，若繼續迎新營玩樂是「枉對近日不
顧危險於街頭抗爭的同學」。
本報並未發現該迎新日的時序與行

程，未能確認當日是否存在「觀星」活
動。惟對照以往個別大學的一天迎新活
動資料，發現為數不少的迎新日都是在
上午開始舉行，傍晚便告完結，一般較
難在日間加插「觀星」環節。

疑「此地無銀」刪「迎新」字眼
另一項更大的疑點，在於浸大學會

編委會 fb昨日竟突然修改帖文，將
「買觀星筆是作迎新日之用」整句刪
走。這般「此地無銀」的刻意操作，
令方仲賢所謂「睇星買筆」的說法更
為可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千人聚尖沙咀 玩鐳射「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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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委會原有帖文（左圖）有「買觀星筆是作迎新日之用」一句（紅框示），
但更新後（右圖）已被刪去。 浸大學生會編輯委員會fb截圖

▲警方展示鐳射槍殺傷力。

◀探員截查方仲賢。 視頻截圖

■警察將示威者制服。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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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太空館外昨晚有大量尖沙咀太空館外昨晚有大量
聚集者使用鐳射筆聚集者使用鐳射筆，，揚言揚言「「觀觀
星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