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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America President  
Mr. Donald Trump  
Fax Number of Donald Trump office  
Dear Sir: 

The White House 
1600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500
 Tel: 202-456-2121 Fax: 

djtrump@trumporg.com 

I, Lin Zhen-man, HKID D188015 (3) or SGID 2665604D. 
    有關毫無科學根據的“病毒疫苗”為本人解救2003年的非典危機由 PCT/SG03/00145之
“洗肺”醫療法破解後，儘管包括對癌症病人特別有效、無仼何副作用的另一附加發明的“冷

凍”也在香港成功應用這兩大醫療法為何非國際隐瞞不可?   

就因“病毒疫苗”就為中共集團蠢民工具之“國寶”，這一惡作劇也突變為本次世界第

三次大戰之焦點，WHO也因中國政府派遣陳馮富珍為世衛總幹事後更為國際隱瞞主角，單全球

被屠殺癌症病人就早已超過一二大戰總數兩倍！ 

本人因此於2017.11.03日的去信阁下也在www.ycec.com/HK/171103.pdf 可見如上告知了

閣下詳情！ 

   及後，始於www.ycec.com/HK/180103-WSU.pdf 本人均將給閣下如上信件之人人必用之四

大發明幾乎傳遍美國及全球各大學, 或近期的 www.ycec.com/SG/200110-UG.pdf 本人给加

納大學電郵信件更指： 

『本人因此希望各加納大學教授也該以如上事實為借鑒去信告知貴 Nana Akufo-Addo 總

統何時才可向民眾公開“洗肺”及“冷凍”兩大醫療法不為中共走狗, 否則其屠殺加

納人之表證也將成立被追究！ 』  
但沒用，至今還不見有一國家領導人明知也不向國民公開“洗肺”及“冷凍”兩大醫療法

就等同一屠殺國民兇手，就因他們就怕得罪中國政權擔心自斷財路！  

也就因今天的國際社會尚有那么多唯利是图的政客，才會导致中國政府不惜屠殺数千萬

民眾生命只為維持他的統治權為全人類公敵也面不改色，才敢更进一步造假“武汉新肺炎”

無醫療法可用, 借此再向全球展示他還將繼續穩瞞這兩大醫療法才可确保“病毒疫苗”為其

愚民工具可用之本世紀最殘忍的一場世界大戰根源也就在此！ 
而造假“武漢肺炎狂發”, 如 2020.1.27 日不願意將“武漢肺炎”如非典期列為疫區名

單的WHO總幹事譚德塞馬上在29日被請進北京“灌湯灌水”後也要改口列為“國際公共衛生

緊急事件”支持造假！ 

也就因左右為難的 WHO 支持中國造假, 從 www.ycec.com/HK/200128.pdf 轉 .net or .sg 均

可下載可見, 即本人只好立即於 2020.1.28 日去信香港大學校長, 除中國為何要造假“武漢

疫情”詳情外, 簡單人人易明，且也為物理療法其一人人必用千年不變的“肺部氣流防疫

法”但人人必用、可一生不再感冒發燒為本第 5大發明也該及時告知閣下及全球!    

如此簡單的“肺部氣流防疫法”其實不該還要本人發明簡直可笑, 如下： 

其一，如有感冒發燒者，只須左手指按紧左鼻孔讓右鼻孔往右肺猛吸氣令感覺線告知到

達右肺底部後再猛力排氣，其後再轉右手指緊按右鼻孔也如此各三次就可退燒！

其二，如吸氣及排氣力度不足如老者或小孩童，則務必要他人協助用手輕拍左右肺部讓

肺氣孔臨時擴大就可有利將入肺的細菌趕跑，如女性或小孩童只要協助用手輕拍

其後背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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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又如還不懂吸氣排氣滿地爬的小孩童，其父母或保姆也該時常要左抱再用右手輕

拍其左右肺部之後背再輕力走動逗著玩，如小孩童還可哈哈大笑那就更加有效！

其四，而一般沒感冒發燒者，特別在春夏雨水、氣溫及濕度無常期，也即流感季節間出

入家門者包括學生或出入人口眾多如集會者，只須雙鼻同時稍猛吸氣吐氣 2 次也

就可轻易將一時入肺只在肺部上方之細菌趕跑，特别如病院之工作人員也只须

2-3 小时一次成习惯性，任何常規化的細菌病毒感染也將無缘也可馬上丟掉防疫

口罩！ 

由 細 菌 入 肺 才 會 帶 來 病 毒 感 染 , 而 病 毒 並 非 生 物 決 不 會 在 身 內 繁 殖 被 

www.ycec.com/HK/160519e.pdf 一小實驗就可證實也早已全球盡知, 病毒感染只是過往的一埸醫

學騙局!  

但其後,包括本人给阁下前信在 www.ycec.com/HK/171103.pdf 由仼何流覽器進再點擊

或直接打字連接 www.ycec.com/HK/160519e.pdf 或中文的 160519.pdf 均统一不可見! 只可由如

www.ycec.com/HK/patent.htm or www.ycec.com/HK/180103-WSU.pdf 其他主頁进再點擊連接

才可流覽，也就因由這一網頁就可見證病毒感染根本不存在為本世紀最大的醫學騙局!  

因此，中國政府特別緊張，所有的流覽器全被中共網路特工行賄後 均有特殊設置不

可獨立輸入顯示的歷史惡作局至今才被本人發現的見證！ 

但，不論如非典、禽流感或仼何不同細菌族類流感、以及今天武漢肺炎細菌帶來被所謂

的“新型病毒”感染退燒不了的病人一經“洗肺”表面處理不也就可出院! 

而今的“肺部氣流防疫法”就更加簡單馬上就可趕跑入肺細菌退燒，如由肺部吸、吐氣

不足力度之老者、體弱者也只須一經“洗肺”也就可全癒出院, 更多詳情從

www.ycec.com/HK/CarrieLam-hk.htm 請貴駐港領事館非常能干的中文工作人員就可翻譯成英文供

總統閣下詳閱, 特别如在 www.ycec.com/HK/Police.htm 警務處主頁 www.ycec.com/HK/191004.pdf 我
的報案為何要將隱瞞本人的醫學發明只會偷用為自己人公开謀殺市民香港衛生部門的六大兇

手逮捕歸案?  但為何前處長盧偉聰剛要處理又馬上被停職？ 以及今天借造假的武漢肺炎令

今香港亂七八遭全由这六大兇手主導之原由也在此！ 

可怕是,自在幕後人指挥下 2015.1.07 日法國查理週刊事件後全球媒體全在其恐懼下生

存，所有香港、台灣媒體特別是包括閣下於 2019.7.21 日接見的反共法輪功及動態網全在中

國管控之下為“武漢肺炎”造假在全球“狂發”已被不少歐州媒體及民眾廣稱“黃禍”之亂

再起也由此而来！ 

而今的造假的武漢肺炎狂發由無線 TV 可見所謂的防疫法除了隔离、口罩外就只會洗手如

此低智!  其真正目的就在如上本人的警署報案那六大兇手已在計謀如本人由深圳回港必然

會被強制隔離再謀殺！这正是今天比清王朝還糟透的“無冠王朝”之黃禍之亂再被罵遍歐

洲之原由！   

而今武汉英文簡稱 NCP 之「新冠肺炎」的造假也如 www.ycec.com/CN/temblor.htm 可
見 2008 年造假的汶川地震災情只公佈四張圖片、連當年的胡錦濤主席要架直升飛機去查看倒

了多少房子，但江澤民就不給後，國際性的捐款活動馬上展開， 包括香港 230 億全球被騙近

800億几乎全用於哄騙及行賄不得批凖本人的PCT/SG03/00145在相關各國專利部門的專利從 

www.ycec.net 可見，如明知被骗的比尔盖茨 Bill Gates 也要捐出 1 億美金以為就可保護他在

中國的利益，而明知本“洗肺”正是解救非典疫情災難唯一有效醫療法的 WHO 總幹事譚德塞
就不敢質問中國你怎麼不用“洗肺”醫療法就可令「新冠肺炎」一人也死不了？ 且還立即宣

佈為造假的武漢「新冠肺炎」成立援助資金，就因他已中國政府被買下有錢分！而國務卿蓬

佩奧也似乎被 WHO 欺騙捐款高達 1億美元的現有資金, 敬請告知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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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見，早知疾苗是壞東西的 Trump 總統閣下您的英名也隨本人的電郵已全球盡知，

你也必然更清楚明白如上 簡單的“肺部氣流防疫法”根本無須 WHO 或衛生部門專家“驗

證”批準才可宣傳！ 

因此，只要“肺部氣流防疫法”讓全體美國人民盡知, 一輩子也不會再感冒發燒, 仼何

由發燒引發的其他病變也將為零，包括本人在前信告知 www.ycec.sg/HK/161007e.pdf or .com
可見的“飽和鹽水”家用保健法同時應用, 所有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到 130 歲也易如反掌, 
醫院及疹所也將大幅減少，仼何瘟疫也將永遠見鬼去！  

而今由WHO再托起的“黃禍”之災也將到此為止, 而清算WHO總幹事全球屠殺民眾的法

律責仼也該起動，人類文明才可重新起步，以及貴總統的英雄氣概也將長留史冊！  

此信可從www.ycec.com/HK/200213.pdf 或中文www.ycec.com/HK/200213-hk.pdf or htm 
轉 ycec.net 及 ycec.sg  因時間有限, 如英文用詞有誤稍後有所改動也均可重閱,本信也將

如前信傳真給美駐港領事轉給總閣下,見諒！ 
 

Thank you! 
 
February 13, 2020 

 
 

Respectfully yours  
 
PCT/SG03/00145  
Application No. 10/469,063 
Application No. 10/029,951 

 
Zhen-man Lin   
Inventor 2020.2.13 at HK  

C.C.  
U.S. Consulate General Hong Kong & Macau  
Consul General Kurt W. Tong  
26 Garden Road Central, Hong Kong   
Tel: 2523-9011  
Fax: 852 2845-1598   
https://hk.usconsulat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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