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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中大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 

沙田韦尔斯亲王医院 

许树昌教授 

沙田韦尔斯亲王医院

临床医学大楼 9楼
Tel: 2632-3128
Fax: 2637-3852

dschui@cuhk.edu.hk

本人林哲民，早为你所知悉而无见面之缘，但你却因隐瞒本人发明飞黄腾达！ 

就因在2003年SARS危机之时，尽管当时你还是个助理教授，就己在中大医学院的

教学医院、即韦尔斯亲王医院为238非典病人伤尽脑筋之时，如非本人及时于2003.5.15向特

首办公开以“细菌”感染为基础的“洗肺”医疗法发明后，并首先经当年你们院长钟尚志

在威院指挥你有份参与的偷摸应用，否则，你这“抗非斗士”或许也有可能早已感染

入土冤死在所谓的SARS“病毒”感染之谎言中！   
其后，进www.ycec.net可见,当董健华政府于2004年8月批予本发明8年的临时专利

后，本人就立即向全港各医院诊所全力推广洗肺机，又岂知你们的袁国勇教授立即出动

上TV表演 诈称 可以“生理盐水”“洗肺”企图取代本专利之PFCO专用洗肺液，只是香港医

学界并全非蠢才一辈，就因“生理盐水”只配为死尸洗肺，但以“生理盐水”“洗肺”就在

国内通行无阻此仍后话，但你这 “洗肺专家”也于2015年还被陈冯富珍叫去韩国扮演偷鸡

教授才可令韩国MERS新沙士消失！  

但，请进www.ycec.com/HK/patent.htm主页，面对全港每年死于肺炎肺结核包括
流感就有6-7仟之多，也尽管本人也同意卫生署长可暂以袁国勇“生理盐水洗肺”救生

不予计较，但你还可去韩国扮演偷鸡的洗肺教授反而把港人的生命视若草芥！以及，

还继续为高永文站台向公众撒谎流感针抗体可抵制流感害人不浅至今仍不知悔改？！ 

这就是今天本信的两大主题。 

现话说回头，也即在 SARS 危机后，当香港立法会 SARS 调查委员会开锣问责真相时，

你的旧院长钟尚志作供，不幸被本人从 TV 上听到：“⋯不惩求同意噈咁为 SARS 病人洗肺，

我唔赞同，但陈太讲，唔驶惊，我哋有中央密令!”！  其后，由于钟尚志的泄密导致他要

逃亡离港，但用“中央密令”隐瞒本人洗肺医疗法发明的应用也就浮出了水面！ 

为何有“中央密令”针对本人发明？只要进入www.ycec.com 点击江泽民头像： 
就因江泽民在99年前将本人在深圳工厂均来本人设计、世界一流不卖自用的各类专用

机器设备抢回威尽他杨州老家后就此关闭了中院大门！ 江泽民因此害怕一旦本人借此的

医学发明名扬天下他无脸见人就此以下令全力隐瞒但又非偷用不可！直到去年10月后才被

发现，原来，本发明捅破了自97年7月后他以疫苗为蠢蛋新一代香港人的愚民手段！  

因此，非堵住你这“洗肺”专家把口不可、已成“中央密令”当务之急！ 你也就此

由助理教授到呼吸科主任又到正式教授一路飞黄腾达至今！是否？  

也因此，当2015年韩国MERS新沙士爆发后，在WHO陈冯富珍的带领下，许树昌你也带
队前往教授如何偷用“洗肺”医疗法！  除此之外，报导所见，你只会哎呀呀叫: 是病房抽

气不足、病人喜换医生又到处走才有机会将病毒带到其它地方！ 

除此之外，报导所见，你又指出“目前韩国仍以辅助治疗为主，治疗不太有系统性”韩

新沙士用药大多依靠利巴韦林、干扰素、艾滋病蛋白酶抑制剂、你也就此闭了嘴！怎么不宣

传在05年禽流感侵袭香港时你撒慌的“要用双倍的特敏福份量來治療禽流感病人”？！ 

事关重大, 但愿各医院长、总监 阅后定是非！www.ycec.com/HK/170313.pdf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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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后，又见你建议 “赴韩国公干无需太过担心，不过应自行带备常用药，避免去受

污染医院就诊”，但自带什么常用药，你也就此闭了嘴！ 

尽管你有的是出众的撒慌本领、又有“中央密令”在后挥摇也要到此为极限！ 

其问题的焦点就在本发明的“洗肺”医疗法是基于所有的流感包括非典、韩国 MERS

新沙士或任何禽流感都好并非“病毒”感染而是“细菌”感染！ 

也即若不死扛着此“病毒”感染这过时的医学伦理，也就无法隐瞒本人“细菌”感染

的全新医学发现！更因为在 2016 年 10 月初，见 www.ycec.com/HK/161007.pdf 本人给生署
长信已令 流感针做为蠢蛋新一代香港人的愚民手段无处藏身： 

就因病毒可在体内繁殖即「病毒基因的可否复制」在西方科学界仍未定论不能自言

其说，如美国耶鲁大学 2009 年版的教科书，见第三页的《Transcription and 

Replication of the Viral Genome 》之节段就已无疑，从 www.ycec.com/HK/160519.pdf 
本人给生署长陈汉仪信中就有更清楚的列举说明，本人并直接指出： 

任何小医院都可抽取流感病人少量含“病毒”血液输给没流感症狀但同

一血型健康人仕体内，即转换宿主再看看该“病毒”会否自我复制从而令新

宿主体内的“病毒”浓度提高进而发烧？ 

此小实验易如反掌吧，如“病毒”不能转换宿主自我复制，那么，以此为基础的流

感针即完全有害无益便无须再论证？！ 是否？你责无旁贷、请马上回答！  

本人于 2016.11.25 日给邮政署长-丁叶燕薇信从 www.ycec.com/HK/161125a.pdf 后
加的传真记录即第 4 页可见，本人也于 26 日凌晨 3 分传真给威院总监罗思伟医生要求阅

后论是非，如果罗思伟没让你也参阅说不过去： 

邮政署傻到七彩的女职员仍停留在 10岁前的思维状态见证了始于 97年 7月后由 陈

冯富珍经手，当全港 120 多万 18 岁以下尽是在卫生条件差、满地鸡屎狗屎且无人照顾、

习惯吸手指满地爬的农村小孩一样的“手指哥或手指妹”要急打“麻疹疫苗加强剂”令

今全港 37 岁以下被下“疫苗”毒针的近两代人、如此的恶果也就在你面前！ 

   但 2017.3.02 当天，由右拼图所见，尽管

你只受电话访问，但在TV上你这“专家”就被

抬出哄骗市民要打“疫苗”针！ 

为继续筑造利用“疫苗针”蠢蛋化新一代

的愚民平台，你又在哄骗市民: “打针后两星

期内身体可产生抗体”! 

上述已清楚无疑，“病毒感染”是虚构不实

的，有的只是细菌感染！ 

上述任何小医院都可转换宿主见证“病毒”根本不会自我复制的小实验易如反掌！

就算“疫苗针”真可产生所谓的“抗体”对流感肺部的细菌感染亦冇鬼用！是否？是

否？请马上向公众交代，否则你哄骗毒害公众的罪名马上成立！  

 其二，由你的上图广告可见，在 2017.2.24 日起的 5 天内，全港就有 5 人死于流

感，但你这“洗肺专家”只会跑去韩国偷偷教授，难道死于流感本港这 5 人尽管年龄或者

大了点就不是人？请马上向公众交代！否则你的谋杀罪名也永世难消！  

 且早在 2006 年之后，从 www.ycec.com/UN/war-felon.htm 主页中本人众多的公开
信可见，就因如肺部初期的细菌感染发烧者，正如前述你向赴韩国公干建议之“备常用

药”而你就此闭了嘴什么常用药也讲不出口，这“备常用药”早为本人在公开信中指出的普

通退烧药如黑加白，也即在如韩国新沙士环境中，一旦有少许发烧之时即用均可令体温

下降才可延长肺部驱赶细菌功能、且大多均可脱离险境！ 看来你还不笨，只是你要隐瞒

“细菌感染”这一事实才不好意思讲出口，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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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一旦进入肺部有群居力强的细菌群如SARS，一旦肺部驱赶细菌的能力低于其繁

殖力，其繁殖所遗之病毒入血便可立马增加导致体温上升高烧，这就是呼吸科病理学最

基本的关节链之一在此无须长谈！是否？！请马上向公众交代！  

最重要的是一旦体温高烧近 39℃如非立即洗肺则任何并发症均可触发而身亡，如年

初 1 月 5 日报死于屯门医院那么可爱的小男童张梓睿高烧越 39℃后医生还在处方“特敏

福”这就是你有份的谋杀罪！  但卫生署或高永明尽管对此清楚无疑，但他们随时会推

说是你这“洗肺专家”都冇教落，你的谋杀罪是否该罪加一等？！  

 更严重的是，从www.ycec.com/HK/patent.htm
主页可见，高永文及卫生署已被本人迫到墙角自

2017.1.01 起就不敢上TV 哄骗市民打流感针！ 

 但如上图自你在 3 月 2 日上TV哄骗市民: “打

针后两星期内身体可产生抗体”后，如右图的高永

文早也明知有害无益的流感针只为继续筑建蠢蛋化

新一代香港人的愚民平台，但他们就有你专家做挡

前牌自 3月 4-5 日一连两天哄骗市民送死！ 

由于高永文根本无意立即停止哄骗市民打流感针、如前生署防护中心总监曾浩辉在

本人众多公开信的说服下卒于 2012 年在辞职后找不到工作也要消毁疫苗，这就是人畜有

别，曾浩辉才值得你学习！ 

现事态严重，除要求申诉专员公署尽快立案外，本人也只好在此要求死因法庭介入

将不能享用洗肺医疗法之肺炎死者理当均列为被谋杀致死！  

就因在香港尽管或许还有“中央密令”在暗中挥舞，但总不能以市民生命为代价！ 

更何况本人也一再表示，只要可救生，叫知识产权署长梁家丽也批个专利给“生理盐

水洗肺”的发明人袁国勇，如将出入境 e 道侵权本人专利公开用了 6 年后才批了个假专利

给出入境处长有个借口拒绝支付侵权费真是她的拿手好戏！只是本人一时分身无术且目睹

市民生命还没洗肺医疗法保命比什么都重要，你这洗肺专家救生为公众英雄才有用武地，

本人也决无怨言！ 

本信也因此将附件给香港医学博物馆学会为你入册，贵请识大体！ 

另，再见 www.ycec.com/HK/161007.pdf 本人给生署长信另有一个免费的饱和盐水家
用健康保健法公开可令全港平均寿命 120 岁以上且可大幅降低政府医疗费用，人人易懂又是

重大的公众利益、并同属呼吸科病理学领域，高永文这牙科小医生只会为保官职已习惯诈傻

扮盲杀生不手软，但你这专科教授的宣传已责不可卸，莫怪本人没有在此告知！  

本函稍后可见www.ycec.com/HK/170313.pdf 或www.ycec.com/HK/patent.htm主页 
   事关重大，本函同传特首梁振英、申诉专员死因庭及各医院院长、总监阅后论是非！ 

       谨此！ 
 

2017 年 3 月 13 日                                             D188015(3)          

副件:                                                 林哲民  

申诉专员公署(6) in OMB 2017/2018  Tel: 2629-0555  Fax: 2882-8149 
特首梁振英参阅   L/M(2)to(1258)in CE/GEN/1997   Tel: 2878 3300   Fax: 2509-0577 
香港死因法庭各法官： Tel：3916 6204  Fax: 2568 1735   

香港医学博物馆学会   Tel: 2549 5123  Fax 2559 9458 
卫生署陈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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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函附件各医院院长或总监阅后论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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