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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暴派只誇大警方合法使用的催淚彈對人體
的影響，但對黑衣魔的非法暴力行為視若無
睹。香港文匯報統計發現，暴徒過去半年所製
造並使用的武器，無論是數量、殺傷力，危害
無辜程度，均遠超過警方所使用的催淚彈、海
棉彈及胡椒噴霧/噴劑。其中，黑衣魔使用或
被警方檢獲的汽油彈超過1.2萬枚，鏹水彈超
過1萬枚，隨時攞命。最重要的是，警方不會
無緣無故使用防暴武器，往往是黑衣魔圖衝擊
防線或作出違法行為時，在別無選擇下才採取
驅散行動，與黑衣魔肆意違法、危害社會安全
的舉動絕不能混為一談。

警方使用的防暴武器，以短暫影響黑衣魔分
泌及活動能力為主，以警方過去半年共使用近
1 萬枚的催淚彈為例，主要的效果是刺激眼
睛、鼻子、口腔、皮膚和肺部的黏膜部位，能
造成眼睛疼痛，並迅速出現流淚、噴嚏、咳嗽
等徵狀，但有關反應都是短暫的。

吸催淚煙中椒影響微
另一種常見的防暴武器胡椒噴霧/噴劑，由

芥辣及胡椒等刺激性的植物溶液提煉而成，烈
性比較低外，亦可以用水直接清洗乾淨，對人
體不會造成永久性損害。

黑衣魔使用的武器則截然不同，全都具有殺
傷力，甚至可造成永久、不可逆轉的傷害。以
汽油彈為例，嚴格而言屬於戰爭武器。二戰
時，蘇聯進攻芬蘭，爆發蘇芬戰爭，芬蘭軍炮
數量極度不足，於是用玻璃瓶等容器裝載汽
油、磷、機油等，製成汽油彈，對蘇軍陣地與
車輛造成極大損害。

在今次修例風波中，示威現場的汽油彈亂
飛，隨時掟中途人可能活活燒死，更已發生過
多宗掟中民居及建築物的事件，一旦火勢不受
控，就會危害居民的生命財產，後果不堪設
想。

鏹水能溶金灼傷皮肉
黑衣魔經常使用的鏹水彈也是一種殺傷力驚

人的武器。它的腐蝕性極強，其原材料是強酸
化學物硫酸、硝酸及鹽酸，濃度高的強酸足以
溶解活性較低的金屬如金和鉑（白金），要灼
傷警員的血肉之軀簡直是綽綽有餘。早前，有
警員及市民就被掟中受傷，一名警員的皮膚三
成灼傷，需要接受植皮手術。

黑衣魔武器五花八門，警方先後在暴徒身上或
武器庫內檢出氣槍、BB彈、鋼珠、彈叉、弓箭
等武器，輕則能射入肉，重則擊中眼部可致盲，
射中內臟可致命。早前暴徒的弓箭就射中一名警
察傳媒聯絡隊成員，箭頭穿越整條小腿。

前日，警方更在民陣遊行前搜出大批武器，
包括一支半自動手槍及逾百發子彈，拘捕11男
女。警方估計有人企圖在遊行期間使用槍械製
造混亂，射擊警員或嫁禍警員傷及途人。

在討論警方武力前，也必須探究為何警方要
採取驅散行動？過去的情況顯示，警方每每在
勸喻激進示威者和平散去不果後，為防止暴徒
使用殺傷力武器，危及無辜市民及民居，警方
才施放防暴武器驅散，誰是「先撩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彈叉是黑衣魔攻擊警察的武器。 資料圖片

暴徒武器殺傷力勝警方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黑衣魔過去半年
在全港多區大肆破壞，警方被迫使用催淚彈、
胡椒球彈等武器驅散，這都是別無選擇下的最
低武力，符合國際標準，幾乎全球所有國家及
地區的執法部門都用催淚彈、胡椒噴劑來防
暴，且相對其他國家及地區的警方處理同類型
衝突時所使用的武器，香港警方武器的殺傷力
確實偏低。以法國「黃背心運動」為例，經常
使用高殺傷力武器「突圍彈」，最少造成17人
眼盲，3人炸斷手部需截肢。
以日前法國爆發的「黃背心運動」為例，香
港「高登討論區」派出4名記者在當地採訪，
其中兩名記者被法國警方以「突圍彈」炸傷，
其中一人受傷後要到醫院求醫，從小腿取出
「突圍彈」碎片。
「突圍彈」又稱「防暴手榴彈」，是一種用

於人群控制的高殺傷力武器，射程可達30米，
彈內一般放有約100個細小橡膠球，在爆炸時
橡膠球四散，被擊中的人會有刺痛感覺，有時
亦會加入催淚氣體或胡椒噴霧，以加強震懾
力。

中彈17人致盲3人截肢
法國警方在應對「黃背心運動」期間，曾多
次使用「突圍彈」，示威者一旦被擊中可能導
致失明及手腳嚴重創傷。據一個人權組織估
計，自「黃背心運動」爆發至今，法國已有17
人因為被「突圍彈」擊中致盲，並有最少3人
手部重創需截肢。
最嚴重的一宗受傷個案，是示威者衝擊警方

防線及縱火期間，有人企圖拾起警方發射的
「突圍彈」，該彈突然爆炸，炸斷4隻手指。

港警催淚彈遠遜法國「突圍彈」

黑衣魔武器小統計黑衣魔武器小統計
汽油彈，嚴格說是一種戰爭武器

危 害 釋出二噁英等有毒氣體；縱火燒及房屋財產、
燒死人命

使 用 量 超過1.2萬枚（包括已投擲及警方檢獲製成品及
材料）

造成損傷 600多場激烈示威中，幾乎每次也使用，曾掟
中民居、記者以及同夥

鏹水彈，腐蝕性極高，能溶解金和鉑等金屬

危 害 嚴重灼傷皮膚，一旦傷及呼吸系統會窒息死
亡，皮膚嚴重受傷會發炎及被細菌感染致死

使 用 量 已使用數百枚，檢獲的半製成品也上萬枚
造成損傷 曾有警員及市民被掟中受傷，嚴重者皮膚三成

灼傷

鐵錘、磚頭

危 害 骨折、頭顱受傷、腦震盪，甚至傷及腦幹死亡
使 用 量 數以萬計
造成損傷 除了針對警方，也攻擊持不同意見的市民

氣槍、BB彈、鋼珠、彈叉

危 害 毀壞財物，擊中眼部可致盲；若近距離射中，
或傷及骨骼甚至腦部

使 用 量 數以萬計（槍及彈）
造成損傷 由於易於攜帶，幾乎成為基本裝備，使警員及

其他示威者陷於槍林彈雨中

弓箭

危 害 毀壞財物，能射入肉，擊中眼部可致盲，射中
內臟可致命

使 用 量 約千把
造成損傷 在中大及理大一役使用，曾射中一名警察傳媒

聯絡隊成員

警方常用武器小統計警方常用武器小統計
催淚彈

效 果 刺激眼、鼻、口腔、皮膚和肺部的黏膜部位，
造成眼睛疼痛，並迅速出現流淚、噴嚏、咳嗽
等徵狀

持 久 性 反應短暫

胡椒噴霧

效 果 刺激眼鼻，以致無法睜開，限制活動
持 久 性 由芥辣及胡椒等刺激性的植物溶液提煉而成，

用水則可清洗乾淨，無永久性損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修例風波以來，黑衣魔瘋狂掟

磚、汽油彈，用弓箭甚至炸彈發動恐怖襲擊，警方為保障市民安

全，在別無選擇下使用催淚煙平亂，卻被別有用心的煽暴派誇大

催淚彈釋出二噁英，是要「毒害」香港人，無視黑衣魔四處縱火

焚燒雜物才是釋出二噁英的主要源頭。有專研二噁英的權威學者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明，催淚煙已被證實不含二噁英，但

焚燒雜物會釋出二噁英則已獲科學界證實。暴徒燒路障、雜物及

汽油彈，相信才是使香港淪為「二噁英之都」的罪魁禍首。

權威學者：催淚彈無釋出二噁英
荃灣中上環近數月含量不高 食物污染燃燒雜物兩大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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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環保署數據顯示，曾施放催淚
煙的地區，未發現懸浮粒子有異常情
況，反而暴徒縱火的地區，事後懸浮
粒子濃度卻是正常水平的兩倍。

環保署：縱火後懸浮粒子倍增
環保署分析曾施放催淚煙的地區，發現自今年6

月至今附近空氣監測站錄得的懸浮粒子數據，並未
發現異常情況；反而個別日子因有暴徒縱火，附近
監測站錄得懸浮粒子濃度，有數小時上升至高於當
天正常水平兩倍，顯示縱火會對附近地區的空氣質
素造成影響。

資料顯示，在過去數月的修例風波中，有黑衣魔
使用大量汽油彈和在多處縱火、露天燃燒垃圾、雜
物、燒毀商店和汽車等行為，產生大量濃煙及有毒
污染物質（包括二噁英）。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此前在立法會回覆議員
提問時表示，催淚煙中二噁英含量很少，燒烤釋出
的二噁英亦遠遠高於催淚煙，暴徒焚燒塑膠、欄杆
等所釋出的二噁英，比焚燒其他物品高出數百倍。
根據食物及衛生局和醫管局的資料，受催淚煙影響
市民，一般只有輕微呼吸系統和皮膚不適，未見受
到嚴重的身體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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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淚煙區懸浮粒子無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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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噁英屬極冷門的課題，香港專
門研究該物質的學者只有寥寥

一兩位。泛暴派為達至屈警的陰
謀，順手找來所謂「化學系學
者」，包括Dr. K. Kwong鄺士山等
「扮專家」，肆意誇大催淚彈與二
噁英的關係，其間更絕口不提黑衣
魔四處縱火、掟汽油彈焚燒雜物對
空氣質素的影響。

正檢測母乳樣本
中文大學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

及基層醫療學院職業及環境建築學
部客座教授黃子惠，多年來就人體
二噁英水平進行研究，包括早於
2003 年已參與由世界衞生組織統
籌，透過檢測婦女的母乳樣本，了
解各地區人體內的二噁英水平。當
時，香港在26個國家或地區中排行
第14，位列中游，未發現香港母乳
含高水平二噁英。現時他正進行最
新一次同類研究。
黃子惠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指出，坊間部分關於二噁英的說法
並不正確。他解釋，二噁英是一種
化學廢物，當有機物如木材、紙
張、塑膠等被燃燒，與氧氣結合，
便會產生微量二噁英，在工業生產
過程中，亦可能會產生二噁英。
二噁英可在環境存在很久，半衰
期長達7至11年，不易分解，脂溶
性高，可積存於動物脂肪組織，當

人類進食受二噁英污染的魚類、肉
類、奶類等後，二噁英會在人體積
聚，造成致癌風險。

逾九成來自食物
對坊間流傳催淚煙會釋出二噁

英，黃子惠指出，沒有文獻提過催
淚煙含有二噁英，反而有文獻指催
淚煙不含二噁英。他指出，人類體
內的二噁英有逾 90%來自食物污
染，其次是燃燒雜物所吸入，「如
焚化爐般每日燃燒數以百噸計垃
圾，就會產生影響。」
他表示，曾了解香港近5年來二噁

英的每月平均濃度，最高含量的一
次僅0.12皮克(一皮克等於一萬億分
之一克)，而近數月在荃灣及中西區
錄得的二噁英濃度水平，最高的也
少於0.04皮克，顯示本港環境中存
在的二噁英含量並未算高。
中文大學早前亦委託了獨立認可

實驗室在不同時間到校園內多個地
點抽取空氣、水質及泥土樣本化
驗，並接獲部分泥土及水樣本的二
噁英化驗結果。
結果發現，泥土樣本的二噁英含

量，遠低於環保署指引，健康危
害或風險屬極低水平；水樣本的
二噁英含量相對於美國國家環境
保護局建議的飲用水標準屬不顯
著水平，對人體健康不會有明顯
影響。

中大樣本無發現
泛暴派的「新民主同盟」成員、

中大生命科學院副教授兼環境科學
課程主任陳竟明曾在港鐵大學站、
二號橋、球場、崇基學院等地抽取
泥土樣本及水樣本交化驗所檢測，
結果獲口頭通知，初步檢測沒發現
二噁英。
他此前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還表

示，有中大校友在校園內的「嚴重
衝突區」抽取了兩個泥土樣本，並
自行到非認可的化驗所檢驗，結果
發現同類二噁英物質，但含量低於
有關報告的下限，反映的是環境本
身的二噁英濃度。由於城市化發
展、工業、焚燒垃圾等活動，二噁
英在環境中一直存在，校友自行檢
測的二噁英水平，和外國所訂立的
住宅區背景值相若，或亦可證明中
大未受到污染。
陳竟明當時向傳媒表示，催淚彈

主要透過爆炸形式散發催淚物質，
主要物質為CS和OC，當中CS含有
氯和苯環，氯若果長時間燃燒有機
會會產生二噁英，但燃燒溫度需高
達400至600度，並燃燒至少10分鐘
才會產生；然而催淚彈爆開時，一
般燃燒溫度僅約200至300度，燃燒
僅約2分鐘，所以他認為催淚彈燃燒
未夠長時間，加上溫度未夠高，不
會產生二噁英。

■黃子惠教授
資料圖片

■陳竟明副教授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