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國勇再次造謠惑衆、到底要爲哪一主子 

逆天而行鳴鑼開道？ 
致全球華人、傳媒及中港各界公開信！(二十六)  02.6.2010. 

 

袁國勇何方神聖也？ 相信香港人無一不知，他不正是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的學術

權威麽？   無他，很多港報在當年還特地吹奉他爲 SARS 英雄，因爲報說是因爲他發現了 SARS

是由猓子狸傳播的呢！   很可能 6 年過去了, 但港人並不因此健忘！  就在 2004 年 9 月 12 及

19兩日, 袁國勇透過香港電臺 TV的特輯分別由無線及亞視向全港市民示範應用氣管鏡的導管向

肺部注液“鹽水＂並信口開河 “鹽水＂注入肺部再吸可借此“濃出＂病菌進而拯救 SARS、禽流

感或今天的豬流感病人， 此情此景都無須專家出庭作證， 再笨蛋的人也知這“鹽水＂一經入肺、

病菌尚未“濃出＂人不已先死了！  
 

到底袁國勇爲何要如此荒謬絕倫、不學無術呢？！  搞得當時剛接撐軍委主席幾

天的胡錦濤及溫家寶也都尷尬萬分！  立即指點新華社發表文告要求港府提高管治水

平，並選派國務院港澳研究所長朱育誠向港府發話: “...日後要按照香港社會規律辦

事 ⋯＂ 即是說，並沒有 陳馮富珍在任香港衛生署長時口中的“中央密令＂這回事！  

也是說，港府，你如何可讓這袁國勇小流氓當衆脫褲撒尿？ 要說謊都得有個譜嗎？！ 
 

不僅上述如此，袁國勇在 2004 年 9 月 22 日進一步面對香港傳媒慌稱港大醫學院

利用化學遺傳學技術，培植出 104 種小分子化合物，發現能夠抑制沙士冠狀病毒引致發

病的情況，並可望研製成爲抗沙士的藥物，可阻止病毒複製及入侵！ 
 

6 年過去了，袁國勇培植出 104 種小分子化合物成功了沒有？  特別是在本人一再向社會

公告 病毒 只是由SARS, 禽流感、豬流感或任何一種流感的細菌在肺部繁殖後的附加産物！  因

此，病毒是沒生命的、不會自我複製的！   明顯的，袁國勇 6 年之前的謊言早已破産！ 更多

的相關公告文本請見：http://www.ycec.com/UN/war-felon.htm  
 

但見前天的新聞發佈會還舊技重施，只把104種小分子化合物誇大新500多種，其餘的完全
照抄不誤毫無新意， 怪不得袁國勇要 心怯地 形容今次的發現 只是 概念性 突破！ 有所不同的

是還要把港大化學系楊丹教授及助理教授高一村博士拉出來站臺以姿壯膽！ 
 

到底爲什麽還要讓袁國勇一再見媒體向公衆再三撒謊而不眨眼呢？  這就不顯

示甯讓生命塗碳, 不顧全球已有 3 萬多人死於豬流感，中國政府將 繼續向全世界施壓

不能公開應用我的“洗肺＂醫療法！ 雖中國各城市及香港有 2 間醫院可偷偷摸摸地應

用敝司的“洗肺＂醫療法，死亡率顯然低了，但香港不還有 80 餘甲流人死亡、及每年

有近 6000 人的肺結核等等病人急需承認及應用這“洗肺＂醫療法救命？！
 

很難理解， 上天有好生之德，地上卻還能任由魔鬼主宰害人不淺！  所以，

現在是實踐以人爲本的時候，因此，現在是你救國救民救黨的時候了！  
 

 

  

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2010 年 6 月 2 日 林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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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爲疫苗孕婦墜胎，不得操控國力逆天而行！ 
致全球華人、傳媒及中港各界公開信！(二十五)  10.4.2010. 

自上期敝司在 2010 年 2 月 8 日發表的『還歷史公道可憐胎兒，放下甲流疫苗屠刀向

國人贖罪吧！』公開信中揭露甲流疫苗有害及無益論發表之後，即甲流疫苗有效、無害

性的謊言一經揭破，中港兩地紛紛殺車及盤點，在內地，截止至 2 月 28 日止累計共有 7948

萬人接種甲流疫苗，而香港截止今日爲止爲 189,094 宗！  但昨天的中國衛生部仍不及時

承認敝司的“洗肺＂醫療法，卻似閹官般的口吻羞答答地藉口說是“因爲山西的甲流疫

苗問題＂呵才引致了全國各地以疫苗防控的工作進程即基本停頓！ 但香港衛生署防疫

中心的人員在前告訴本人：“是的，知道了疫苗沒什麽用且有害，但政府政策就如此，

還沒發通知疫苗無效，市民上來要打疫苗也只能照打！⋯＂這簡直在玩弄市民生命，畜

生！ 

實在的是，敝司無須再舉例，接種甲流疫苗可以誘發所謂的“病毒抗體＂完全是假

的、是毫無科學根據的！ 首先，病毒只是入侵肺部細菌繁殖的副産品，這早在敝司的專

利發明書中早有界定，是一種有害的有機化學物質，因此俗稱爲病毒也無不可！ 然而，

接種疫苗可産生“抗體＂一直在深入及盅惑民心！  在近代的教科書中，抗體(antibody) 

的概念是指機體的免疫系統在抗原刺激下，由B淋巴細胞分化成的漿細胞所産生的、可與

相應抗原發生特異性結合反應的免疫球蛋白！ 抗原的定義只是一種有形的大分子蛋白

質，但低量毒素的甲流疫苗可刺激産生如此抗原嗎？這簡直是醫學界的胡說八道？  因

此, 敝司在此要求中國衛生部不可再爲隱瞞敝司“洗肺＂醫療法的發明而把那過時的疫

苗理論再拿出欺騙及屠殺人民做歷史罪人，儘管，這幫中港衛生部官員只是醫學歷史殿

堂梁柱上的一隻小蒼蠅，實在不值得本公在此指名道姓！  

顯明的，山西的小童甲流疫苗問題與中港兩地不少胎死腹中的孕婦只是冰山之一

角！例如近期的報導中一 13 歲廣州學生打新流感針得腦膜炎因此識學生獲 11 萬醫療

費，另據香港衛生署四月二日報導香港伊利沙伯醫院一名曾接種人類豬型流感疫苗的 70

歲男子出現腦神經系統病徵的個案！  也就是說，甲流疫苗的危害性遠遠不止是只在幼

兒及孕婦一族！現在，中港政府最緊迫性的是, 香港有近 1500 人的孕婦注射過甲流疫

苗，若以 2006年中國 1.209%的出生率計算，中國接種甲流疫苗的 7,948 萬人中將達 960,913

即近百萬人的孕婦接種過人類豬型流感疫苗！ 

 因此，一個十分嚴肅性的問題又出來了，那就是沒有胎死腹中的可憐胎兒出生後的

智力會否永久性地、不同程度地受損呢？ 這答案將是肯定及毫無疑問的！  即是說，如

果中港政府的衛生部不能向公衆駁斥面敝司在上期公開信中揭露甲流疫苗有害及無益的

論據，那麽就應立即公告天下、動員所有的百萬疫苗孕婦立即墜胎、並做出公開道歉及

賠償！ 否則，百萬疫苗孕婦新生兒的額外撫養費的賠償將更多，且在場觀衆的中港響當

當的維權律師多得是，賠償的責任務必首先指向這批有價值觀、只會拍馬屁唯命是從的

衛生幫官員的個人私産！ 因此，敝司再次在此做出呼籲，特別是中國的法律界，現在是

你爲民救黨救國的最後時機了！ 

上述已民怨四起，不必再夜觀天象，南方雲南貴州等地又天干地裂千年罕見！爲隱

瞞敝司醫療法及力阻 WHO 應用的中國政府在國際上更是名聲狼籍！  何況奧巴馬現正

在以售武臺灣及起動將中港臺共同列入匯率操控國進而對中國製造微稅 25%逼中國政府

不得再操控國力繼續阻止 WHO 承認及應用敝司“洗肺＂醫療法拯救天下衆生進而完成

他諾貝爾和平獎的歷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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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看到的事實是，當 4 月 2 日，奧巴馬主動與胡錦濤通了一個多小時電話並

預定在 12 日在美國聯合國核不擴散會後與胡錦濤會面解決此事，但見中央核心私生子般

的鳳凰衛視評論員奉命在誤導中國觀衆轉移焦點說美國的將中港臺共同列入匯率操控國

是志在爲制衡伊朗核擴散取得中國支援！但話音未完，鳳凰衛視不得不也要轉播了美國

財政部長爲發表了聲明指將中國列入匯率操控國並非爲制衡伊朗核擴散取得中國支援讓

中央核心的主事人觀閱！  美財長蓋特納更說，如果在聯合國核不擴散會議奧巴馬與胡

錦濤會面後，如果沒有進展， 則美國將在 6 月的G-20 峰會上提出討論中國的匯率問題！ 

將中國列入匯率操控國是美國自家事何須在G20 上討論？ 這顯然另有所指，即將六月份

的G-20 峰會上討論  要不要讓WHO 公開採用敝司的洗肺醫療法！  

上述已明顯不夠了，如果讓列入匯率操控國，美國國會將會立即立法對中港臺的中

國産品抽取 25%關稅, 那就意味著將會有大批的外企退出中國，國家的利益當前，力阻

WHO 應用本敝司醫療法拯救衆生更是缺德！ 到底這中央核心是胡溫核心或仍是江核心

的原班人馬呢？ 又爲何還可以不雇本國人民因甲流疫苗的無限禍害及生命安危並頑固

地操控國力阻止 WHO 採用敝司的洗肺醫療法拯救生命逆天而行？！  敝司不得在此提

醒，隱瞞拯救生命的醫療法就一種毫無人性的彌天大罪！ 儘管仍是江核心的原班人馬仍

在左右主政，但難道歷史學家還會對現任領導人的職責網開一面嗎？  

記得在 08 年的四川大地震, 溫家寶調動不了軍隊摔電話，胡錦濤出面也只見 10 余名

空降兵出動表演！ 因此，胡溫一經連手全國人大常委會 2 月２６日使表決通過了國防動

員法，有了這國防動員法，胡溫核心便可有法律依據調動軍隊了，這就叫針不插中肉不

知痛才會！  再來，就是總理溫家寶親自透露，去年康橋不愉快的被扔鞋事件令溫家寶母

親患腦溢血 ！  外界少有報導真正原因，那是該病因學碩士生楊克深知中國邪惡地隱瞞 

敝司洗肺的醫療法而牽怒中國總理的舉動！  以歷史的角度平心而論，胡溫核心領導已到

了非主導公審隱瞞敝司醫學發明主謀才足以洗刷及擺脫當政期間隱瞞醫學發明歷史罪

孽，否則，就算胡溫父母有十條命也不夠折損！  因此，敝司切盼胡溫能夠連手扭幹

轉坤爲民救黨救國, 在位領導人這千古罪人的罪名將千古流傳卻是代代不好受的，因

此，請有關人等轉告胡溫領導人： 

1.       請速承認敝司“洗肺＂醫療法救民爲國； 

2.       請尊重敝司知識産權並賠償敝司的血汗投資； 

3.       停止以卑鄙手段操控中港法庭掠奪金錢及破壞發明人家庭；  

4.    請公審隱瞞承認敝司“洗肺＂醫療法發明的主謀人還歷史公道還胡溫自身清

白！ 

如須任何進一步的說明及資料，請聯絡: 852-36187808/ 86-755-25353546 或者也可聯

絡 290619513-QQ 國內人可通過動態網瀏覽敝司: www.ycec.com & www.ycec.net  

 

 

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2010 年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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