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港媒：颠倒醫學倫理以體外之物造假確診進一步禍亂全港，港媒天生有責揭穿,理當醒悟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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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林哲民, HKID D188015(3)
本人於2020.3.05日給閣下去信後，貴辦公室姚樂怡主任於2020.3.12日以電郵回覆本人已將
該信轉交食物及衛生局參閱，本人於17日也由電郵告知關健是要下令食衛局長務必書面看可否有
本事駁回本信中所指控的罪行？及告知電話以便勾通，但貴姚樂怡主任於27日仍如前回覆不變！
由於事態嚴重, 本人再上貴官網仍無貴辦公室電話可見只好左尋右問才於 2020-3-20 由貴
大廈保安主管告知貴辦公室之防疫部門 2810-2938 的陳小姐接听! 同樣奇怪的如今法官及司法
人員名單之聯絡電話自今年起也從官網失蹤令公開透明為公眾服務過往本港的文明基礎不見！
還好，貴防疫部門陳小姐還沒如本人也去電立會個別議員接聽的助手低格可笑已為閣下的
顏臉護光理當一贊！
但從 27 日由醫管局報導有一 22 歲 “確診”新冠肺炎的“女警抽血時拒戴口罩 明愛醫院兩
抽血員須隔離”報導後的警方還要出面致歉令違規颠倒醫學倫理以體外之物造假確診體内病态
實為非法逮捕侵權一大見證，即如戴口罩可有效防疫兩抽血員還會感染？
简直在自打嘴巴哄骗市民：
其一, 如 2020.3.24 日由無線 TV 報導的『中國疾控中心指無症狀感染者不會在社會傳播擴
散』, 無症狀者即非感冒發燒者由其肺部而出可感染他人的细茵有限，即承認了细茵非病毒感
染；可見今天的醫管局還可将無症狀者强行隔离令全港經濟严重受損已首先在此確立！
其二, 早在 2015 年的中東呼吸綜合症暴發時，中國政府應陳馮富珍要求派人前往偷雞洗肺，
但報導中只夠膽展示運送大批紫外線消毒燈並送給各地醫院，中東呼吸綜合症很快就解除！難道
醫管局就可詐傻唔識系醫院安裝？ 如還懂在每病床邊安裝有一抽氣軟管必要時可拉及病人口邊
大小如扁頭麥克風一用，就算不懂“肺部氣流防疫法＂的醫護人員不戴口罩均也大多不受感染，
也可強化醫院空氣流通量及過濾係統不用本人教了吧！
其三，載口罩有害健康及防疫力度有限如下：
a. 口罩将令一般非病态載者呼出的细菌回吸再次入肺繁殖發燒，首害在先；
b. 特別是醫院的病者如要戴口罩就等如要迫戴者容易觸引病變早死,就因口罩會令戴
者肺部呼吸減緩從而令血液供氧不足,康复期必然延長,其害有二；
c. 特别是隔离者不教“肺部氣流防疫法＂反要戴口罩被逼出病不少更显反動透頂！
d. 口罩只會过滤、減少由近處的接觸者由其呼吸道出入的細茵或大咳嗽才有細菌隨飛
沫飄遊而來，但大多人均會自覺馬上避開，因此其防疫力度極之有限！
由上可見，載口罩防疫力度有限且有害市民健康, 實不該再勞民傷財，且醫院病床邊有一抽氣
軟管阁下該馬上下令安裝，且“肺部氣流防疫法＂更該廣泛告知公眾, 但本又就忘了告知貴防疫部
陳小姐, 即 60 歲以上老者以防發燒病變外，每天早中晚由雙鼻猛吸出氣各 3 次以上應成為健身慣性
活動才有利擴張肺腔不昜萎縮令肺活量升高不缺氧可再長命 10-20 歲,想早哋死都冇咁易！
一

為方便哄騙市民打疫苗被蠢蛋化, ycec.com 於2021.3.03 突然在港被强行關閉後, 林鄭的疫苗疫苗照
才敢馬上出台, 如下此信關聯的 .pdf or htm文件現只可轉 ycec.net 或 ycec.sg 才可打開，各方切莫上當！

另由於本 2020.3.05 日給閣下去信中吿知了“口液”或“鼻屎”如此體外之物徹底颠倒醫學倫
理的“確診”手段根本無法否認的事實, 特别如 www.ycec.com/HK/YellowPeril-hk.htm 本人為此
新立的『黃禍』主頁可見，由許樹昌及中大醫學院長陳家亮最近才入伍的两大醫學怪獸又再將“確
診”雜技提升到熟睡後的臭口水及驗人糞便、尿的垃圾雜技也就於 March 18, 2020 公佈出埸！
但熟睡後的臭口水同樣為體外之物, 不就因熟睡的時間長“口液”難有機會吞入肚更新，外
来的細菌及病毒必然更多多如是, 但不也同為體外之物，怪獸之稱不假，是否？
也沒错的，人的屎尿均来自体内, 必有非生物之病毒或也有如蛔虫等大小生物不也為人生常
態, 更如農村狗最喜歡搶吃小孩蹲地拉出來的屎，但空氣中細菌多多如是，必有癖好如狗的細菌
必有死物病毒及繁殖中尚有動態胎胞可供剪圖更可
聞味馬上群追而來並繁殖其中! 因此，
立假證以“核酸”可測其基因排序再揚言陽性確診, 如胎胞已死則為陰性，而人體的DNA 之變異
測試不也同樣由此核酸而來！難道就可直指這就為來自體內新冠肺炎之『隱形患者』？
難怪近 10 多天以來本港噓報哄騙公眾的“確診”人數大增數百宗還打算以此為借口全面封
關並限多於 4 人集會糟透全港經濟也在林鄭特首見媒體還可敬稱為專家的詐騙術而來, 是否？
貴防疫部門陳小姐就否認不了如上實事, 只是歎氣新冠肺炎不也全球擴散都在封關！
本人也告知这正是前信及如上醫學怪獸以颠倒醫學倫理的“確診”手段禍乱全球的見證, 如
上『黃禍』主頁有時間也該更新，如 WHO 總幹事譚德塞與陳馮富珍驚人親密照片故意曝光後走投
無路的譚德塞才被迫於 10 日下跪承認新冠肺炎已全球擴散！
早在妖孽手段控制之下 WHO 果然已十分明顯, 也就在譚德塞才下跪宣佈全球大流行後的第二
天，由港大醫學院開發造假的檢測新型冠狀病毒快速測試，自称已發放到全球超過 40 個國家的
公共衞實驗室並也稱已成功使用找出當地的確診患者, 也由 2020.3.11 日有見其報導！
但如果民主國家的執政黨還不詐傻應用必被反對黨攻擊難防, 如上港產的確診垃圾手段也

成為各國政客內鬥及謀殺工具! 今天的造假的武漢「新冠肺炎」已禍及全球就由此而來！
也更因在在各國 CDC 之背後就有一勢力強大的疫苗及藥物財團, 如果讓醫院公開應本發明
的洗肺及對癌症病人特別有效的冷凍醫療法，特別是本“飽和鹽水”及“肺部氣流防疫法”两大
家用保健法如讓各國人民盡知後，以病毒疫苗為騙局的醫學財團大多會破產及醫院及診所也將不
更由於病毒疫苗早为愚民工具更視為中港两國寶由 www.ycec.com/HK/170225.pdf
見 2/3!
可見如此两大势力強將銷毀疫苗有功全港的曾蔭權非恶判入牢的事實，及至今依然活躍在不少國
家如德、法、意三國如今造假的武漢「新冠肺炎」如上確診的港特產之醫學騙局也！
特別只為壓制及哄騙本港媒體務必繼續要效忠新冠病毒王朝才有病毒疫苗可用切莫揭穿如
上顛倒醫學倫理的“確診”手段才可繼續哄騙市民, 如當年只為隱瞞冇本事發明的醫學怪獸只
會偷用本洗肺醫療法發明才可解救 03 年 SARS 的港難國難…, 其後更威迫董健華撤回本專利否則
非辭 職 不可的全港媒體起哄歷史見證仍在 www.ycec.com/advice/teror-to-resign.htm 可一目了然，如
今再次以吹捧金庸的專輯從鳳凰 TV 更於 2020.3.11 日突顯，怪不得還可更長命的金庸在死前就
以自已非大俠沉鬱自責諒也必由此而來吧！
也該是港媒體自我檢討的時候到了吧！
特别如上顛倒醫學倫理的“確診”手段實為公開侵權如還不停手的話， 將來必有人入禀高
院索賠，但見林鄭特首於 2020.3.25 日接納推薦張舉能為下任終院首席法官，還拉出律師會彭韻
僖會長大赞張舉能，但從 www.ycec.com/LDBM/cacv332/2006.htm 可見，就因 CACV332/2006 這一案
涉及 06 年衛生署潘昭邦專家也被本人傳上法庭作供有謄本也在 www.ycec.com/HK/191004.pdf 本
於 2019.10.04 日 正式向警務處長直接報案為附件 4.,
但此案在 2018 年重新再起動後, 就為高院張舉能首席法官調派由他指定的上訴庭常務官違
二

規胡亂亂髮指示，本人向張舉能首席法官投訴也根本沒用！本人最後再去信高院司法機構政務長
並附件給林鄭特首,從 www.ycec.com/LDBM/cacv332/180924.pdf 可見, 林鄭特首淸楚地看到了, 張
舉能首席只會假醒醒以“司法獨立”為原則地將“司法程序及司法決定”兩樣胡扯在一起！
即今天,在高院連最起碼的司法程序也可隨意歪曲乱用？ 敬請馬上轉告林鄭特首及立法
會，如再讓如此法規道德盡失的張舉能為終院首席法官那不就香港還會有司法公正嗎？
也就因 www.ycec.com/HK/180716.pdf 可見，本港醫院缺德尚無“洗肺”及“冷凍”醫療法
向市民公開只會獨用為自已友, 難怪由 2003 年至今被屠殺的本港市民早已超過 30 萬人以上, 而
本港的年青一代還要被 食衛局衛生署 騙去打疫苗非蠢蛋不可！
今天醫學怪獸顛倒醫學倫理的“確診”手段就只志在陰謀算計不惜損害全港公眾利益，如本
人由深圳湾回港之時務必被隔離謀殺，就因如上由本人揭露已殺人無數、缺德的醫學怪獸及本報
案之六大兇手什麼惡毒手段都幹得出！
因此，本人在前信要求閣下，根據《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4., 司長閣下有權豁免若
干人士可不受“隔離令” 影響，就因如上本人隨時被隔離謀殺，現正式再次向閣下提出申請，
敬請尽快批凖是盼！ 如拒绝也該在書面正式回覆中寫明, 是否？
另，本人再次吿知閣下，只要將“肺部氣流防疫法”及“飽和鹽水”兩大家用保健法讓全港
市民盡知,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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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 全港平均壽命到
130 歲也易如反掌, 醫院及疹所也將大幅減少！
由於這是特別重大的公眾利益，不該如前只吿知已轉食衛局就完了吧！
或進 www.ycec.com/HK/YellowPeril-hk.htm 這兩大家用保健法 早傳真給 175 個國家駐北
京、台灣大使及在港的各領事館，早已全知這兩大家用保健法從何而來，如再隱瞞有用嗎？
本信就可從 www.ycec.com/HK/200330.pdf 轉 ycec.net or ycec.sg 均可供下載詳閱！
謹此！
2020年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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