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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政府總部 

禮賓處處長： 

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
政府總部西翼五樓

Tel：2810 2055 Fax： 2801 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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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林哲民，Lin Zhen Man，HKID- D188015（3）or SGID S2665604D  

 從貴處7月1日刊登的香港《憲報》及無線TV所見，前食物及衛生局長高永文被公告將

獲金紫荊星章，另“有幸”被無線TV引述指稱包括2003年在威院病房，抵抗「沙士」的中大

內科教授許樹昌亦獲得銅紫荊星章！ 

就因本人正是 PCT/SG03/00145 或 香港 HK1060833 專利的發明人，本發明之 “洗

肺”醫療法才是真正解除SARS國難、港難真正的醫療發明。 也在發明初稿於2003.5.15當天

傳真給董建華辦公室後，高永文就已取代肺炎入院的何兆煒為醫院管理局首席執行官，而許

樹昌儘管還是個助教就已獲命偷用本發明之“洗肺”醫療法抵抗「沙士」！  

因此，高永文及許樹昌兩人均對此醫療法可救生以及對 所有疫苗的有害無益也早已瞭若

指掌，且他們也必然對2012年前的曾浩輝寧找不工作也不再哄騙市民打疫苗並銷毀疫苗一事

清楚無疑！  但他們為何明知如醫院沒有“洗肺”醫療法不少的肺炎病人必死無疑，特

別是小孩，一旦發燒超越39℃不立即“洗肺”就算命不該死、蠢唔晒也將難保原有的聰明伶

俐、家長一輩子的痛苦也將由此開始⋯ 

而在面对上述有如此之多的生命安危之前，高永文有權當頭，而許樹昌有“洗肺”醫療

法在握，為何還要見死不救、寧多殺千萬人也要確保疫苗做為繼續蠢蛋化全港新一代的愚民

手段？！  由此可見，其心之醜、其態更甚滿臉兇殘劊子手的高永文及許樹昌竟還可獲貴禮

賓處金紫荊星章及銅紫荊星章？！這就是本信主題！  

見附件1. 或從 www.ycec.com/HK/170313.pdf 可下載，本人於2017.3.13 給許樹昌信，
當2015年韓國MERS新沙士爆發後，在WHO陳馮富珍的帶領下，許樹昌就帶 隊前往教授如何偷

用“洗肺”醫療法！ 難道全港市民不是人可見死不救？！  

另見附件2. 或從 www.ycec.com/HK/161007.pdf 可下載， 本人給衛生署長陳漢儀信也
同時傳真給高永文， 信中記錄著 當本人不斷發文阻止衛生部門繼續在TV上哄騙市民打有害

無益的疫苗後，但無計可施、無人可用之高永文最後也要把自 97 年 7 月回歸“主國”後，

全港120多萬18歲以下全被當成滿地爬只會吸手指的手指哥手指妹全被陳馮富珍一哄便去一

打就是“三劑麻疹疫苗加強劑”之舊宣傳TV版拿出才令本人突然清醒，原來，疫苗正是愚笨

本港一代的宮廷惡毒手段被上述本發明專利捅破，所以要全力隱瞞！ 為進一步說明麻疹疫苗

的虛假性，本人另一發明的“飽和鹽水”家用保健法也就應運公開！ 

但高永文這衛生局長首先想到的並非如何向公眾推薦造福市民，而是預知：此“家用保

健法”一旦在全港家喻戶曉後，看醫生的市民必然大幅減少全港平均年齡達120歲以上也非

難事，但高永文首先想到的是嗰班在衛生界“尋食”的豬朋狗友該怎麼辦？    

也因此，當此信兩個月後，高永文就正式向公眾提出，由醫管局建議將急症室收費由100

元加至220元為私家醫院、個人診所他那班豬朋狗友開托加價空間，儘管其後獲批只加到

180元止，但如此全無公眾道德心態的衛生高官就此已路人皆知！ 

更可恥的是，從本事件之 www.ycec.com/HK/patent.htm 主頁可見，當本發明人將2017.3. 

本信副件给全港各幼稚園-校監、校長及幼師同閱定是非！ As at：www.ycec.com/HK/1707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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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給醫管局梁智仁信也於4月底傳真給全港千餘間幼稚園校監校長及各班室幼師包括澳門參

閱定是非後，被罵自覺羞恥無比的高永文便策動“鄧桂思-換肝事件”欲借此顯威風，企圖哄

騙市民高永文主管下的醫療團隊還是有用的！  

但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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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不會忘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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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樹昌的主要用藥，其副作用帶給 SARS患者的後遺證只是骨枯症無人不知又何来會導
致“肝衰竭”？  

也即，為腎病的鄧桂思處方“類固醇”本就是一場空前陰謀如前述，高永文故意要“尋

個好肝來換”再“威”給你睇嚇啦！ 因此， 於 2017.5.14 日在本人 www.ycec.com 之“忠
言逆耳”專題主頁中將此揭露無疑後，在無線 TV 上的鄧桂思換肝節目便無疾而終，大量為愛

心捐獻器官市民也因此退出唔想卑你高永文玩咪！  隨後又於 2017.6.18 日，才有個患擴張

性心肌肥大的 11 歲小童等候換心的成功令醫療團隊可在 TV“威”给市民睇！  

但如此“想威”之換心尚且仍非微不足道的小手術，熟悉董建華給予本發明專利的高永

文及許樹昌對發明內容中之論述三及四之 “溫差處理”或“冷凍治療”法雖非主題發明之

全新的醫學發現理當早有熟知，在本發明公開半年後，從www.ycec.com/Cure-cancer.htm 可
見“冷凍治療法”在當年港媒有報，如此全新的醫學發現 可令如子宮、胃及肝癌等病重見生

機、連化療也幾可丟進垃圾箱，但就不見高永文及許樹昌可帶領 醫療團隊為民建奇功！ 

但就因 洗肺醫療法 頂撞了 主國疫苗愚民手段被全面隱瞞，連“冷凍治療法”也牽連

其中，否則如附件2. 可見的關愛基金 在去年一再胡扯、只為哄騙全港女學生及小女孩打子

宮頸癌九合一疫苗的愚民惡毒手段將更加無地自容！ 

由上述可見，高永文及許樹昌早已糊塗到 連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之基本醫德也可拿

去換取局長官職及由一小助教青雲直上為教授！ 另從 www.ycec.com/HK/170626.pdf 下
載見證，在食安中心配合下的上周無線TV上胡扯：“一支疫苗49%為水銀，而吃兩罐吞拿魚

所含的水銀已超一支疫苗！”讓周鎮邦可繼續哄騙市民接受此惡毒無比的愚民手段！⋯ 

由上述可見，難道被貴禮賓處授于金紫荊星章及銅紫荊星章的就想為早已變種為全民公

敵的高永文及許樹昌兩人撐腰打氣！ 

貴禮賓處長也早該清楚： 其一, 董建華授於本人上述專利後就被江中央在港人馬扇動

全港媒起哄下被逼在05年初辭職； 其二,而曾蔭權2012年銷毀疫苗有功全港市民也被蓄意指

示律政司配合陳慶偉法官胡鬧地蓄判“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罪無端做了兩個月獄蛋！ 

總之，以疫苗為現代化的愚民宮廷手段也還在國際上邪鬥中。 

如早前教唆國內船長胡意不申報再扣下的裝甲車向新加坡政府施壓外，另為印尼現總統

在太平山上杜莎夫人蠟像館塑像也只是一討好手段專為阻止印尼專利局原本有意在去年批於

上述專利，就因印尼人儘是伊斯蘭教國民，利用ISIS的恐襲不起作用就來這一陰招也只可暫

時拖延而己，也就因本發明的“洗肺”及“冷凍”醫療法均同属物理療法則將千年不變， 但

貴禮賓處不也在當時忙了一翻或許根本不明真相特此告知，而倫敦及全球各地的恐襲則屢出

不窮與鳳凰TV上節目主持人“911沒完”如出一辙⋯， 連陳馮富珍這只懂殺雞避疫的女魔

頭雞婆不當總幹事後也不敢回港、容後有機會再述⋯, 現回歸主題！ 

有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2017.6.30日記者會上公開指1984年發表的“中英聯合聲明”

已是歷史文件，即是將在聯合國註冊見證的國家承諾一筆勾銷令中國政府全無仁義道德底線

可見可言⋯，以及從上述高永文及許樹昌兩人所代表醫學界的奴才相更可見，一國兩制早已

支離破碎，在今天上述政府部門的哄騙術下，今天全港市民還有剩多少基本人權、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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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存空間已迫在眉睫！ 

也因此，就因這倆傢伙 不惜屠殺千萬市民 都要繼續為江核心隱瞞本人發明 以確保 疫

苗做為蠢蛋化香港市民之愚民手段早在 www.ycec.com/HK/patent.htm 為主角、事實俱全且全
港皆知, 貴處長起動褫奪機制已在所難免！ 

也請貴處長務必要清楚告知，到底由誰給這倆傢伙提名嘉獎？及批準的準則又何在？ 

由於事態嚴重，就因全港醫院還沒“洗肺”及“冷凍”醫療法向市民開放救生，死者家

屬均可要求 死因法庭給予 注明並非死於自然並提出生命賠償，本信稍後將傳真給 死因法庭

各法官參閱存檔理所當然！  

本信也將副件高永文及許樹昌兩人收閱外，及讓記協主席岑倚蘭女士轉各記者、各媒體

同閱跟進也已無可厚非！  

特別是，本信同樣關係到全港18歲以下年青人及小孩童不再被騙去打疫苗能否健康成長

大事，副件因此傳真或電郵給各幼稚園、中小學校監校長及各教師詳閱論是非更有必要！ 

了草至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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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可在 www.ycec.com/HK/170703.pdf 下載見證史冊！ 

謹此！  
 

2017年 7月 03日                                             D188015(3)          

副件给                                                    林哲民  

死因裁判法庭      Tel：3916 6204  Fax: 2568 1735 

食物及衛生局長 (HWF/H/L/M/130 04)轉高永文同閱   Tel:2973-8119 Fax: 2521-0132 
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許樹昌教授                        Tel: 2632-3128  Fax: 2637-3852 
衛生署陳漢儀  轉各醫院同閱   (附件可下载)          Tel: 2836 0077   Fax: 2836 0072 
香港記者協會執委  轉各記者各传媒同閱  (附件可下载)  Tel: 2591 0692  Fax: 2572 7329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理學院） (附件可下载)         Tel: 3943-8899   Fax: 2603-5828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附件可下载)              Tel: 3411-5261   Fax：3411-7898 
樹仁學院（新聞及傳理學院） (附件可下载)              Tel: 2570 7110   Fax：2806-8044 
珠海書院（新聞及傳理學系） (附件可下载)              Tel: 2408 9928   Fax 2972-7324 
政府新聞處  李彩菱首席行政主任  (附件可下载)         Tel：2842 8777  Fax: 2868 5609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新聞部及行政主管）(附件可下载)    Tel：2335 9122 Fax：2358-1300 

屯門區 各-幼稚園-幼兒學校 同閱定是非！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                                            Fax：2655-7775 

校監劉業強先生,校長周有好女士 

及各班室-幼師:  

有關疫苗戰之重大人生問題，上次將給醫管局梁智仁信分別傳真遍全港千餘間幼稚園在 4月

中旬前後，本信更可令本疫苗大戰 正邪之前因後果 一目了然，請詳閱定是非，因時間有限，只

可傳真貴區約 10 間學校，請為公義代傳同行共閱是盼！ 

更多詳情從 www.ycec.com/HK/patent.htm 可見，儘管女媧補天剛開始，如林鄭前日獲批
對自資學士的資助，就因疫苗學童最可憐，且當今 38 歲以下幼師 若非子宫癌疫苗受害者 也在

97 年 7 月後 全被當手指妹 惨被陳馮富珍 騙去成為“加料”的麻疹疫苗受害者⋯陳馮富珍已不

敢回港！ 但 3天前醫管局承認 40%的流感死亡者均有流射過疫苗後，袁國勇 又再 胡扯“病毒變
異”仍口蜜腹剑、賊心不死可見，故全體幼師 更要以女媧為榜 看好眼前 的孩童不再受騙注射

疫苗被蠢蛋化！就因他們是全港未來希望，如有不明可隨時來電 3618-7808,⋯ 
 

林哲民/HK   2017.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