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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港卫生署长 

陳汉仪女士：  
     

有关 流感疫苗 虚假无实及有害年青人的议题，本人自

2016.5.09，2016.5.19，2016.6.22 及 2016.8.15 的四次致函

结果是: 不见高永文还敢时常要上 TV 诱骗市民注射流感疫苗，

直到 2016.9.18 日才见高永文 如右图 复出 TV：“⋯全港只 20

多间学校愿意，还要看有哪些医生也愿意！...”!  

看来，高永文或许心有内疚、言不及义硬着头皮被迫出场

吧！     到底是谁代表 “政府”才是问题关键！ 

     但 4 天后的 2016.9.23 日,当以流感疫苗为 愚民手段受阻后，连更离晒大谱的子宫颈

疫苗也要拿出哄骗女孩子女学生出玚⋯正如本人于隔天去信家计会执行范莹孙总监所述，

还可拿 “关爱基金”出头以期更显诱惑力，这“政府代表”果然了不起！     

当本人于 2016.9.24 日去信家计会也附件给了关爱基金

又 4天后从 2016.9.28 日 TV 所见，关爱基金罗致光宣布一

刀切取消 N 无人士津贴，但为何仍保留哄骗女学生及小

女孩打子宫颈癌九合一疫苗的愚民恶毒手段？ 

见右图, 从罗致光凶险或怒发冲冠眼神可见，是否以

取消 N 无人士津贴与这“政府代表”对阵 即告知随时也可

一刀切子宫颈癌疫苗？这是否本人的良好愿望则暂不得

而知！  

但随之而来的是在 9月 29-30 两日，推广“麻疹疫苗”又在翡翠台 6-6:30 出场！  

为避开本人追击并取证，在卫生署官网不见有报, 也在

news.tvb.com 新闻直播网页找不到, 几经追查才由无线新闻

部电邮吿知藏在 tvb 的节目专辑中！ 

如右上图，从 29 日 tvb 的重温旧闻已可见证，自 97 年

7 月回归“主国”后 以哄骗打麻疹疫苗加强剂为名 实为愚笨

港人下一代 的宫廷恶毒手段便开始了！   

再见右下图, 即借 30 日 tvb 的重温旧闻，必然无疑的

又是上述“政府代表”蓄意“疏通”tvb 不经卫生署主导就私

自宣扬哄骗, 更尽管世卫刚在 10 天前已公布“确认香港已达

到中断麻疹病毒在本地传播的目标”, 由于有毒无益的“流

感疫苗”真相的败露已难再利用后，再拿离晒大谱的癌症疫

苗出来耍也自知理亏，以为将 97 年卫生署长陈冯富珍这蠢

妇抬出 TV 就可加快为愚笨港人下一代再下毒手？！ 

到底愚民恶毒手段疑无路的高永文口中的“政府代

表”是谁看来也只有他或 tvb 新闻部门有机会若知一二； 

很明显的，根据贵卫生署官网之《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国麻疹疫苗》介绍，靠“飞

沬” 传播的“麻疹病毒”真的如此可怕吗？ 如下： 

Administrator
Text Box
   为方便哄骗市民打疫苗被蠢蛋化, ycec.com 于2021.3.03 突然在港被强行关闭后, 林郑的疫苗护照才敢马上出台, 如下此信关联的 .pdf 文件现只可转 ycec.net或 ycec.sg才可打开，各方切莫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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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贵署官网对“麻疹病毒”感染表症介绍指感染者的 呼吸道会首先发炎红肿而

咳嗽，其后才会伸延到表面皮肤红斑并包括眼结膜也会发炎，其并发症包括中

耳炎、肺炎、支气管炎及脑炎等就可暂不理会，即官网已认定“麻疹”就是人

体表面皮肤受污于 飞沫感染於细菌 腐烂肉体无他！ 

其二， 难道 19 岁以上的本港成年人就无须打“疫苗”？就因成年人对飞沫传播的“麻

疹病毒” 就有天然的免疫力？ 而卫生署难道只會在 97 年 7-11 月 只选择 专为

120 多万 1-18 岁年靑一代宣传务必一要打“麻疹疫苗”？  因此， 蓄意为 愚

笨港人年青下一代下毒手的 封建帝王愚民恶毒手段 首先就此露出了马脚！  而陈

冯富珍是否蠢妇一名 或明知也要保其官职代理为港人杀手？陈冯富珍也该对

此要有个清楚交代！  

其三，有史可查，在中国“麻疹”多数只会在卫生条件差、满地鸡屎狗屎且无人照顾、习

惯吸手指满地爬的小孩农村才会发生，而香港的卫生条件决非如此，均会自爱的成

年人要染上“麻疹”者绝无仅有，这在贵卫生署档案也必然如此，是否？也由此可

见，难道本港就读幼儿园到 18 岁的年青一代大多还停留在吸手指满地爬才须为贵

署推荐打“麻疹疫苗”？若非如此，卫生署总该要有所自辩吧！ 

由上述可见，抬出“麻疹疫苗”或“子宫颈癌疫苗”毒害香港下一代比“流感疫苗”更

加下流无恥，不要以为那是德国产就与“主国”无关，那就大错特错了！ 

就因当前东西两大帝国王朝早已同同捞同煲，美国小孩所

打疫苗现已超过 39 支，正如在 www.ycec.com/UN/160903.htm中
本人的电邮可见，美国媳妇也正在恕吼：“我的孩子我做主”！ 

但我们务必要首先关注是我们的年青下一代不被蓄意蠢蛋

化，否则再给 百年的港人治港也冇鬼用！    

十分高兴的是在昨晚 6:40TV 新闻中见有不建议市民注射夏

季流感疫苗的呼唤，尽管推给个小借口说疫苗已过半年，令我看

到了贵署及高永文已立努力成果起点！ 

但从上述始于 97 年借“麻疹疫苗”加强剂蓄意蠢蛋化 120 多万 1-18 岁年靑一代后的今天

均在 21-38 岁间，怪不得本人在地铁一路所见，从大多愁眉苦脸、童心未泯的眼神中让我看到

了蓄意疫苗接种的恶果而心胆俱裂⋯; 

怪不得婚龄已过不留人的本港女士已超百万早见有报导，有创业能力的年青人更难得一

见！ 更如刘伯温的《金陵塔碑文》所述，本港的 “繁华市，变汪洋，高楼阁, 变泥岗。”且

“万物同遭劫，虫蚁亦遭殃。”  

又如果我们的年青下一代个个聪明绝顶，没有 港人治港 也将无所为惧，这就是摆在我们

眼前严峻不二共同不可推御之历史责仼！  

也即摆在卫生署面前 不再被利用 借疫苗蓄意 蠢蛋化我港人已不可再有仼何忧虑！ 

当前，如何医治偶然有的“麻疹”感染？或令子宫颈癌等恶疾也要远离？就在前天，本

人专为此去电贵署接线生招小姐，并告知她有关“饱和盐水”的重大用途： 

1. 当偶有的“麻疹”感染小童其呼吸道发炎红肿而咳嗽必然，只要拍拍其小屁股一哭张
开口之时往红肿的小喉咙喷喷、每天只须 1-2 次，小喷透明胶罇 200 毫升即可，但喷

嘴要有 2寸长以利接近婴孩呼吸道而喷出弧度不超 30 度为佳， 那么，无须入院，红

肿必然在 2-3 天内不见或稍稍退肿也可目睹！  

就因“麻疹”本为可半潜血液之腐肉性细菌族类，而盐水的独特渗透性可令“麻

疹”细菌无路可逃、仼何抗生素或另类现用医学消毒品相形见绌、且毫无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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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饱和盐水”还可为家庭必用保键品，一旦妇科内外阴或男性阳部若稍有感染发痒或
红肿有异之时就应立即喷涂，或干脆坐盘泡洗 5-10 分钟就可达到由此引起的病变包括

可能的子宫颈癌等化为乌有让 疫苗见鬼去并“医生也可终身远离我”！ 

3. 其三，由于“病从口入”自古早有所定论，见 www.ycec.com/page1.htm，早在 Oct.,16, 
1997 本人网站初立之时, 对此《论口腔卫生对人类寿命之影响》就应急草拟出版⋯，

但目前的医学界只会在所谓的“x专家或 x名厂灵药的“付费璇涡中”打转如今天的

“疫苖”之耻，却少有人关注毎天睡觉后口腔臭液对 肝脏解毒功能之保键重要性: 

           也即 就因仼何的刷牙程序也难令口腔一干二净，且睡后口腔液吸引空气中细

菌入主口腔繁殖下毒就算无牙老者也不可幸免！   

因此，睡醒后的口腔臭液人人皆有务必要吐出不可下咽，尽管短期无事但就要劳

烦 肝脏起动解毒功能歇不得，如此一来 肝脏解毒功能必然加速衰退、壽命也将

缩短无疑！ 

也尽管口腔臭液也在睡后已吐出了，但入主连接口腔之喉咙呼吸道之细菌及

其繁殖毒素无从刷洗无人不知，这才是“病从口入”之现代解释 并非远古定论

之一知半解！    
也因此，“饱和盐水”又可派上用场！ 除动作难以自控之老者或小孩童就

须旁人协助喷涂外，普通人只须半汽水樽盖盐水对凖从鼻咽到喉前庭泼入再

湿而慢咽才可达致最佳消毒效应，从而才可达致令肝脏解毒功能不衰退以求

百病不生进而长命百岁、可令医生远离我之最髙景界！ 

由上述可见，只要卫生署坚守应用 PFCO³ 洗肺为市民看守着生命大门外，还要广泛教

会市民应用“饱和盐水”成为家庭必用保键品、并首先让 疫苗 永远见鬼去，首先是要让全港

31 间母婴健康院教会每一新生的家庭主妇以及养老院老者等均对此熟能生巧，那么，全港入

院病人势必大幅减少让全港卫生经费节省 200 亿以上小事一件，  全港平均寿命超越 120

岁也非问题！  更可配合本人如何让每一市民均可优生下一代的发明推出水到渠成，如此一来

才可让年靑一代可在无毒之环境中长大以确保智力超群才可重建香港繁华！ 

这责仼首先就在贵卫生署及高永文手中，也望关爱基金罗致光生见此信立即将愚民

恶毒手段之所谓的 子宫颈癌九合一疫苗 一刀切以免为人笑话！ 因事关重大，本信也

将副件政务司长、特首参阅，如有不明欢迎各方随时来电讨论，电话、传真或电邮均可！ 

了草，謹此！ 
 

2016 年 10 月 07 日 pm 9:20                                    D188015(3)          

此致陳汉仪                                                 林哲民  

Tel: 2836 0077   Fax: 2836 0072    

食物及卫生局长 (HWF/H/L/M/130 04)   Tel：2973-8119  Fax: 2521-0132 
特首参閱    L/M(2)to(1258)in CE/GEN/1997     Tel: 2878 3300   Fax: 2509-0577 
政务司长参阅   Tel: 2810 2323  Fax: 2840 0569 

关爱基金罗致光  Tel：2835 1301  Fax：2147 1326 ccf@hab.gov.hk 

本函稍後可www.ycec.com/HK/161007.pdf 下載，主页 www.ycec.com/HK/pat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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