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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官塘興業街 14 號永興工業大廈 13/F.,C-4 

深圳沙頭角恩上路 20 社區 1 棟 C-207  

Blk C-4, 13/F., Wing Hing Ind. Bldg., 14 Hing Yip St., Kwun Tong Kln, HK 
Tel: 852-3618-7808  3116-0137  Fax: 852-3111-4197  3007-8352 Tel: 86-755-25353546  

Websites:  www.ycec.com  www.ycec.net  Email:  ycec_lzm@yahoo.com.hk 
此致 

香港記者協會執委主席 
岑倚蘭女士 及 
執行委員: 

香港灣仔駱克道348-350 號

恒發商業大廈15樓A座

Tel: 2591 0692 Fax: 2572 7329
hkja@hkja.org.hk

請詳閱附件1.本人於2017.6.06日剛給零一媒體信，估不到，署理衞生局長陳肇始在

時隔4個多月的2017.6.09日又敢胆重現無線TV新聞直播中哄騙市民打流感針！   

但高永文於2017.5.30日在無線TV新聞直播中也只得以“今年疫苗(接種計劃)仍未

開始”語無倫次，本人也因此去信責怪蘋果及東方報在2017.6.01日的港聞中為高永文接

捧哄騙市民接種流感針，陳肇始的哄騙重現是否要蘋果及東方報另有借口有待觀察！ 

為何陳肇始在明知这疫苗的歷史騙局只為蠢蛋化所有全港年青一代人而設還敢如此

豈有此理、且人性全失不怕為全港公敵？！  從www.ycec.com/HK/patent.htm主頁可
見，就因本可協助特首依法治港的申訴公署專員劉燕卿反而成為江核心王朝所圈養的如

千年轉世狐妖為高永文及陳肇始如此惡魔謀害、屠殺公眾揚旗呐喊⋯，還有律政司長也

只會聽令胡乱起訴銷毀疫苗有功全港市民的曾蔭權，而各路本港傳媒也要龟缩不敢多言，

這就是今天香港可悲已到極點、一國兩制早為破鏡一面的歷史見証！ 

也即全港市民連最基本可享用本“冼肺”醫療法發明救生的權力也一早喪失，才有

如此窮兇極惡、且害人、殺人從不手軟的高永文及今天的陳肇始！  

且傳言，陳肇始將替代高永文加入林鄭月娥班底但仍在江中央核心暗中操控下才有

今天的胡作非為，怪不得也有傳言林鄭月娥組班困難，也即如林鄭月娥再有高超的女禍

補天之術那也將有日無之令全港市民包括貴協會每一記者家屬親友同樣仍在 疫苗這魔

鬼化身之陰魂不散下隨時也將禍不單行⋯, 如何破解？這正是本信要點！ 

看远古，各界中国王朝無一不知：得民心者才可得天下！  

但今天的中國王朝卻不以為然: 只要讓全民蠢蛋化也可得天下！   

明显的，今天的陳肇始在個人官職利益的誘惑下人性全失，尽管陳肇始也引述由上

月初至今成人嚴重流感就有48宗死亡個案，而八宗儿童流感併發症就有兩人死亡。也儘

管陳肇始也知一但嚴重流感一超39℃還不經“冼肺”醫療法療程的併發症及死亡將無法

避免！ 

但人性全失的陳肇始死扛疫苗不放手的背後正是要堅持借此向全港宣示：“冼肺”

醫療法發明還將隱瞞不用， 且不論殺生無數也當如此，“否則我還可升任衛生局長

嗎？”這句話、陳肇始就差點脫口而出而已 擺在記者協會面前： 

也因此，不論是為公或為己為私都好，首先拔掉比古代封建王朝還要陰險可恥的疫

苗愚民毒針以及、帶領 陳肇始昨天所言及合共50宗的死亡個案的家屬前往死因法庭含冤

要求注明醫療失當 就可為要求賠償3仟萬開路！   

 就因在死前如沒經“冼肺”醫療法療程才會產生併發症及死亡，同樣如附件所言，

本發明人將完全有責任及義務出庭作證從而才可阻止全港市民不再受害！  

除此之外，本發明人要在此提醒 貴協會所有38歲以下、也即在97年7月後被當成吸

手指滿地爬的手指哥、手指妹被騙去打了三劑麻疹疫苗加強劑為始 仲未傻得晒 的記者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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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應立即前往 www.ycec.com/HK/161007.pdf 詳閱本人給生署長陳漢儀信，除務必要力
促全港各醫院建立“冼肺”醫療室為救生公開化外， 將“飽和鹽水”家用保鍵法自

用後也該盡責向市民廣泛介紹才可體現貴協會記者的智慧與良知尚存！ 

就因儘管高永文也明知此兩大千年不變發明一旦深入民心後可令全體市民終身遠離

醫生逼爆醫院急診室將永遠成為過去、且讓全港平均年齡達120歲以上也非難事！ 

但公眾道德盡失的高永文首先想到的只是要如何為私家醫院、個人診所他那班豬朋

狗友開托加價空間，於是乎這傢夥立即借借口在去年底就紧急提出急診室大幅加價，這

已是貴協會各記者都該有目共賭的事實！ 

了草至此，在如此超嚴重的公眾利益面前，有請岑倚蘭女士及各執行委員有責任向

貴協會各記者傳達本函、供詳閱及共同討論！  

更多詳情從主頁: www.ycec.com/HK/patent.htm 可見，如有任何疑問可隨時來電  
852-3618-7808, 本函包括附件共4頁，稍後可在 www.ycec.com/HK/170610.pdf 下載將
見證史冊！ 

謹此！ 
 

2017年 6月 10日                                             D188015(3)          

                                                          林哲民  

附件给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理學院） 

電話： 3943-8899   Fax: 2603-5828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電話： 3411-5261  Fax：3411-7898 

樹仁學院（新聞及傳理學院） 

電話： 2570 7110   Fax：2806-8044 

珠海書院（新聞及傳理學系） 

電話： 2408 9928     Fax： 2972-7324 

政府新聞處    

電話： 2842 8777  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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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零一媒體有限公司 
新聞熱線  

伏小姐： 

香港荃灣沙咀道

6號嘉達環球中心11樓

Tel: 6511 0101 Fax: 2117-3480
hk01@hk01.com

有關貴香港零一媒體於2017.5.31的港聞以“聖公會深水埗基愛堂幼稚園爆流感 22名

學童受感染”為主題的新聞中最後以“中心已派員視察該幼稚園，並建議所需感染控制措

施，亦提醒市民為預防呼吸道感染，應注意良好個人及環境衞生，亦建議市民接種季節性流

感疫苗。”作結束之事！ 

昨天下午 6點後本人去電告知，就因本人於 2003.5.15 解救 SARS 危機的“冼肺”醫療法

發明被長期隱瞞，就因本發明基礎之“細菌感染”的最新醫學發現取代了以“病毒感染”，

以此為基礎的疫苗之虛假性也無處藏身，其後， 利用疫苗只為蠢蛋化所有全港年青一代

人而設的歷史騙局最終也在去年 10 月初曝光！  伏小姐你也很快打開本人為此專用說明的

網站主頁，即 www.ycec.com/HK/patent.htm 而其中之 www.ycec.com/HK/160519.pdf 本人给
香港衛生署 陳漢儀署長信中不論從過往的醫學論理上或任何小醫院均可做的小實驗均可易

如反掌地將疫苗打入十八層地獄！  
就因 疫苗这歷史性的騙局 或許也涉及中國政府重大的“核心利益”，從上述主頁可

見，江中央核心的長期介入，本港醫學官方儘是失去了人性的奴才，貴媒體也有責任追問陳

漢儀為何不敢回覆？因事關全港市民安危，貴媒體私自找間小醫院小實驗也不難！ 

另由於本人也將於2017.3.27梁智仁信件已傳真給全港千餘間幼稚園，也於2017.5.24起

向68位立法局議員發出通牒，如www.ycec.com/HK/170524a.pdf，張德江就因此於
2017.5.27 找個根本不存的港獨為藉口突向港府施壓，結果高永文這條手沾無數市民鮮血

之臭蛇王於2017.5. 30上TV見記者，無线新闻以“指流感個案上升 或已屆流感高峰期”為

題，高永文最後語無倫次地說:“去年年底接種的疫苗有可能會漸漸失效，今年疫苗(接種計

劃)仍未開始，大家可以依靠的是注重個人及公共衞生。” 左恍右避地向張德江表忠心，

但还不敢直言要接種流感疫苗！    

原来你们香港01媒体在2015年中才成立，怪不得不在本人公開信之電郵列表

中，顯然對此的歷史性騙局 之前因後果 還不知情，可以不怪上述之添加報導！ 

但反觀只有蘋果及東方日報在2017.6.01日的港聞竟敢毫無人性地替高永文介面“提

醒市民⋯，年滿6個月以上人士應接種流感疫苗。”,見 www.ycec.com/HK/170602a.pdf 及
170602b.pdf 本人只好分別傳真去信敬告不得再藐視市民生命，現特供參考！ 
相反的，如經濟日報、信報的報導就不提疫苗二字，文匯、大公報就幹脆不作相關報導，

反而如文匯報在2017.5.17針對 “醫療失誤”的報導中更直言疫苗不一定對的！ 

儘管多面體的香港媒體有報導自由，但面對全港市民生死攸關之重大問題之時則不得有

違良知，從本人之 www.ycec.com/HK/patent.htm 之主頁可見，當本人將如此之多 白大褂之衛
生官員包括中大醫學院袁國勇或許樹昌教授拉出在公眾面前左一巴掌右一巴掌之後也只得像

只縮頭烏龜！因此，以高永文為首的醫界策動了“鄧桂思-換肝事件”並企图借無線 TV 及各

媒體顯示他們的“醫療團隊”也即阿 Q自慰“威風”繼續哄騙市民從而不惜草菅人命！  

     豈知在上述主頁也可連接本人之另一 “忠言逆耳”主題之2017.5.14當日札誌 針對本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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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為小腎病的鄧桂思“換肝”就是一場空前陰謀 做出揭穿後，“鄧桂思-換肝事件”就不敢

再現無線TV及各媒體 出丑！  

其原因何再？事實已清楚，鄧桂思本來就沒有肝病病歷，又何來突然急須換肝？ 

就算針對本有腎病開了“類固醇”卻遺漏處方一些“抗病毒預防性藥物”也不一定會

導致“肝衰竭”，香港人不會忘記的，就在2003年非典期本人的洗肺醫療法發明前，“類固

醇”是香港“抗非鬥士”的主要用藥，其副作用帶給 SARS 瘓者的後遺證多為骨枯症 無人不

知又何来會導致“肝衰竭”？ 

而“類固醇”學名叫做“腎上腺皮質素”。正常人的腎上腺每天都會分泌一定量的類固

醇來維持體內正常的生理運作，如果正常人分泌量不足食用少量“類固醇”有用，只有大量

食用才會引肝臟內產生瘤和血囊腫,如果破裂，才將會引起內臟出血，但立即停用也無大事何

來會導致“肝衰竭”？ 

因此，為本為小腎病的鄧桂思處方“類固醇”就在預謀下找个“好肝者虚假换肝”顯威風

的一場空前陰謀就此穿晒煲！  

這就是今天官方醫學界的真面目，如不揭穿則全港大禍，有望香港01及全港媒體全力

跟進！也即難道一穿上白大褂就可哄騙市民？！ 

又如剛從眾多媒體所見報導，在近期流感 高燒病變或死亡者也有不少，從上述之本人給

各立法局議員發出信件可見，如高燒病變或死亡者在39℃之前不經本發明之“PFCO洗肺”醫

療法、何況本人也早不在乎也告知了死因法庭， 只要可救生也可如袁國勇早在2004年9

月出場偷雞的“生理鹽水洗肺”哄騙病人家屬的醫療法也早已在國內通行，連鳳凰TV節目主

持人如許戈輝不也满口“洗肺”通天響，否則，那就是一宗重大的醫療失誤或謀殺罪！ 

全港眾多媒體包括貴香港01也不乏精明的記者，為救眾生或隨時也包括媒體工作者家屬

自身，只要找個在39℃之前不經“洗肺”醫療法高燒病變或死亡者前往死因法庭申冤並要賠

償3仟萬也並不困難，否則，在这场歷史性騙局中的全港市民的受害將無一可倖免！ 

了草至此，本信将附件给本信涉及的經濟日報、信報、文匯、大公報及無線TV採訪部，

也切盼他們不為民也要為已首先拔掉比古代封建王朝還要可恥的疫苗愚民毒針！ 

更多詳情從主頁: www.ycec.com/HK/patent.htm 可見，如有任何疑問可隨時來電  
852-3618-7808, 本函稍後可在  www.ycec.com/HK/170606a.pdf 下載將見證史冊！ 

謹此！ 
 

2017年 6月 6日                                             D188015(3)          

附件给                                                    林哲民  
經濟日報 采编部    Tel：2565-4288   Fax：2811-1926 
信報     采编部    Tel：2856-7549   Fax：2856-7693 
文匯報   采编部    Tel：2873-8288   Fax：2873-2453 
大公報   采编部    Tel：2575-7181   Fax：2834-5135 
無線 TV   采编部    Tel：2335-9123   Fax：2358-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