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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m Patent (liaison) Office 
10 Ava Road, Ava Tower #19-07 Singapore 329949 

Blk C-4, 13/F., Wing Hing Ind. Bldg., Hing Yip St.,Kwun Tong, Kln, H.K. 
Tel: 852-3116-0137  3618-7808  Tel: 65-6353-3647  Fax: 852-3111-4197  3007-8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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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ectable 
香港特別行政區 
林鄭月娥行政長官 

Dear Madam: 

香港特別行政區

行政長官辦公室

Tel：2878 3300 Fax: 2509 0580
ceo@ceo.gov.hk

本人林哲民, HKID D188015(3) 或見特首辦檔號 L/M (5)to(1258)in CE/GEN/1997. 
本人於 2018.7.16 日給閣下信，陳啓業秘書代您做出了回復，多謝！ 

有關全港醫院 何時才可 向全港普通市民公開本發明的“洗肺”及“冷凍”醫療法以拯救

更多生命、以及停止讓任何官員或袁國勇等佔據 TV 舞台或衛生署的官網再誘騙學生注射虛假有

害、毫無科學根據的流感疫苗 才是重中之重，就因這才是真正的公眾利益及生命安全之道德底

線，因此，希望特首辦  理當只可給予衛生局長陳肇始兩周期限書面作答！ 

另，有關在深圳受全球禁用化武之神經毒氣襲擊的之事，就因這非普通民間廋事！ 諒

閣下在 2018.7.20 突訪深圳與陳如桂市長會面必有私下轉交本人在 2018.6.16-17 兩日的詳情

信件必然，本人也已全面戒嚴短期無險，過往的深圳各部官員也全知內情對本人敬而遠之！ 

相反的，只剩本港個別部門官員如無知的打工仔一樣只會討好中央權勢人馬非法與本人為

難，怪不得當本人給港大李國章信中之四大千年不變發明在半年前傳遍美國後，溫哥華市長於

2018.4.23 就排華史道歉, 就因 加拿大政府深知西方人已離不開華人的發明！  

而另一面，本不想面世的科學巨擘愛因斯坦的訪華日記也出版了！ 也即將百年前的中國人

形容為“勤勞、骯髒、遲鈍”吃飯不坐凳子只蹲著吃如歐洲人在叢林中解手時一樣⋯缺乏思想將

是無法言說的淒涼之事⋯！   這顯然是在諷刺當今衛生等官員，明知有如此的重大發明人人必

用，也只會自掃門前雪並協助隱瞞 只志在討好 中央權勢人馬 並還會投石本發明人為快，這已

遠比百年前只會蹲著吃飯、缺乏思想如林中解手時的歐洲人還要賤骨頭沒人性！  

如閣下已熟知的屋宇處長非法拆屋令、稅務局長的胡鬧或今天的 入境處長曾國衛明知 出入

境 E通道 自 2005 年起 根據《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第五條之四的規定本發明人已擁有所有

權 決非知識產權署長梁家麗扮莽違規於 7年後的 2012 年才偷雞批予製造商就可面不改色？  

也在幾近全球盡知本人仟年不變的四大發明人人必用的今天，曾國衛也明知持來往港澳通行

證在國內關口也於去年 12 月後早已取消了團隊出入（非港入境處管）的表證安排 可自由行後反

而要力逼 沙頭角入境分處仍於 2018.7.26 還再 以此為借口 只針對與本人同居 8年才可令本人

多次免被謀殺的女友隨同入境 7天吵鬧一場， 難道曾國衛真想只為謀殺本人鋪路 只會蹲著

吃飯、缺乏思想如林中解手時的歐洲人還要賤骨頭沒人性！  

本人於 2018.6.05 日給稅務局長信也同時傳真要求特首辦跟進，另從附件 1.可見，從出

生本港在外讀書的本人兒子也被當成 臨時居民不夠資格選擇個人入息課稅，黃權輝局長顯然超

嚴重地違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且證據鑿鑿、理當立即停薪停職並由律政司起訴！  

而屋宇處長非法拆屋令及入境處 E通道的本人所有權或稍後再續，而本發明的“洗肺”及

“冷凍”醫療法 何時才可公開以拯救更多生命才是重中之重不得再拖延！ 

謹此！ 

2018 年 7月 30日                                            D188015(3)  

                                        林哲民  

 



lzm Patent (liaison) Office 
香港九龍興業街永興工夏 13/F., C-4   深圳沙頭角恩上路田心 20 小區 C-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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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稅務局長 Tel：2594 5000 
黃權輝先生： Fax：2127-4694
      有關貴局 COL/6k1-Z9090445檔案，過了幾年，現又收到附件之貴局於2018.5.10發出的

物業稅單，並寄到新加坡給本人兒子林恆傑及C.C.本人收閱； 

有關 林恆傑的物業稅單 涉及到本人於1996年將全家移民到新加坡前於英皇道989號

e601室之住宅物業，本人於2011.4.21日將該物業業權通過一律師轉到林恆傑名下，又因為防

止針對本人的江澤民在新加坡人馬教唆我年青兒子偷賣樓⋯，本人只得又於2014.9.22日暫將

將此物業轉回本人名下⋯， 但從你2015年的物業稅單額才277元可見， 貴局長總算有哋哋腦 還

不敢如前土地註冊周淑貞處長那麼幼稚 似乎吃了江澤民在港人馬的女用春藥 連基本的女

性尊嚴都不顧、竟敢將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做出的“授權書”狡辯這是“聲明”不是“授

權書”！ 

但有關本人兒子林恆傑是否一定只可交物業稅 而 不允許將物業稅納入個人所得稅？ 

      這早是多年前貴局都無法回答的問題， 早在2014年本人回答貴局有關物業稅單的兩封信, 

從如下網址隨時可下載詳閱： 

www.ycec.com/HK/140314.pdf  & www.ycec.com/HK/141212.pdf 
早在2014.3.14日本人就已去信評稅主任鍾美恩，質問林恒傑為何無權選將物業稅納入

個人入息稅? 但貴局別有用心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直接 向我兒子發出物業稅單？ 從第5-8頁

可見，林恆傑也遞交了2011/12租金收入$40,843.-, 而2012/13的租金收入$96,800.-, 2013/14 

的租金收入$99,500, 亦多次將《選擇個人入息課稅及申請扣取及免稅額》傳真給陳思琪, 但

為何又不停地收到物業稅單並不敢正面回答？ 

而 2014.12.12 日就直接去信黃權輝告知你 本人為何老受中共江核心集團在暗中 圍困針對 
的前因後果⋯，並在附件 3.中, 也將本人於 2014.10.27 給 WHO 陳馮富珍的最後通碟信件呈在你
的面前⋯, 而今天, 或見 www.ycec.com/HK/180531-SAC.pdf , 這是本人給美國每年招生千人
以上的第 492 間大學電郵已完成 可暫緩跟進不遲了！ 

由於美國大學的國際化地位， 現全球均對本人可千年不變、人人必用的四大發明已無疑，

並對隱瞞本人醫學發明的惡果十分清楚！ 

明顯的是,溫哥華市長於2018.4.23就排華史道歉, 就因 加拿大政府深知西方人已離不開

華人的發明！ 特別是本人為癌症病人打開一活命大窗的溫差或俗稱冷凍醫療法發明後也在

瑪麗醫院成功應用並由經濟日報於 2003.9.03 日首次報導， 其後就被隱瞞， 為何要隱瞞？

由2006年開始， 香港衛生界便立即撒謊 人乳頭瘤病、宮頸癌等等更毫無科學 根據的 HPV 

疫苗也就出埸了， 私人疹所3劑 HPV要數仟元、還會叫國內人到香港接種令香港衛生界賺到笑， 

最毒辣的是還透過 “關愛” 基金出面免費， 其惡果是全港女仔無一不上當 末生仔前噈

蠢晒！ 而更严重的是, 有報指全國每年死於癌症近300萬人, 只為鞏固疫苗為蠢民工具免被本

人的醫學發明啄穿個背，也即自2004年至今15年 已屠殺近4500萬中國人也在所不惜！ 

也有眼所見, 如陳馮富珍 還特別“能幹”在自97年7月後以三劑麻疹疫苗“加料”為加

強劑只為加速 蠢蛋化全港人從 www.ycec.com/HK/161007.pdf 可見並不會前不久從無線TV所
見指 麻疹疫苗 1968年就由英國引入而無罪！ 也因此，儘管這全民殺手的 陳馮富珍 給她冠

上個 政協副主席 進入 “國家領導人行列” 後還是不敢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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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天, 當本上述的四大發明已風雲全球之際， 加拿大以道歉為下台階才是明智之舉， 不

久前也見有媒體人大約以此問林鄧特首： “如果中國結束一黨專政你該如何？”， 林鄧面對媒

體稱：“仍將依法治港!”！

    但有关吾儿林恆傑 絕對有權將物業收益納入納個人入息稅而根本無須交稅，且在多年前

早就令評稅主任鍾美恩無話可說,黃權輝局長你也早已明知也不敢覆信本人而結束！ 

且你也明知本發明人正忙於承救全球世人、更為本港從今後再免受毫科學根據的疫苗手段

被蠢蛋奴才化及讓全港醫院公開讓早已有的 “洗肺”及“冷凍”醫療法可公開面對公眾才可

拯救更多生命港人免被屠殺而努力中⋯， 但局長你為何還 够膽重扯 物業稅 這破旗企圖

阻止本發明人正在盡力拯救更多生命？！ 

或許， 從上述可見， 你是否認為上述胡鬧的前土地註冊周淑貞處長公開踐踏法冶底線都

不被撤職查辦還可調任物流服務署署長而目無法紀？ 又再數年後今天的附件中再次恐嚇將

採取追討行動簡真像個小土匪！ 

因此，請你務必在两周內書面回覆，為何吾兒林恆傑無權將物業收益納入個人入息稅而根

本無須交稅？ 否則，你進一步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立並令香港的法治基礎徹底崩潰， 

本信因此務必將副件傳真給林鄧特首要求跟進！

本人傳真號碼已更改為 3111-4197 & 3007-8352 而電話及地址在上可見！ 

也就因在香港官埸像你如此不依法辦事治港的官員太多才會導致本人的醫學發明被長期

隱瞞令死者激增， 本信將記入史冊 並可從 www.ycec.com/HK/180605.pdf 下載，且可讓有一天
必會成立之 死者家屬協會 可以此為證追索你及家屬名下的所有資產做為賠償，且在5代人之

內不充許應用本人發明，除非你立即也在两周内道謙外，不再另行通知！ 

謹此！ 

2018 年 6  月 5  日                                         新威園 e601  業主 及

林恆傑授權代表

稅務局 Fax: 2127-4694 林哲民 

行政長官辦公室 L/M (5) to (1258) in CE/GEN/1997 
Tel：2878 3300   Fax:  2509 0580 
ceo@ce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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