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卡尼丁酵素欺瞞市民，曾蔭權政府休想以此推卸殺生責任！ 
致全球華人、傳媒及中港各界公開信！(二十九)  15.9.2010. 

 

自敝司的《還歷史公道可憐胎兒，放下甲流疫苗屠刀向國人贖罪吧！》及《快

為 疫苗孕婦 墜胎，不得 操控國力  逆天而行！》两文分別於 08.2.2010 及 10.4.2010

向中港各界公開信後，即甲流疫苗有效、無害性的謊言一經揭破，中港兩地紛紛殺

車及盤點甲流疫苗存貨，香港政府並已宣佈要消毀九成多末用剩餘的價值 2 億多港

幣的甲流疫苗！ 

但十分遺憾的是, 敝司林哲民(lzm)於 2003年解救中港 SARS 國難的“洗肺＂醫

療法經 2004 年董建華政府批於專利後至今也不能公開為解救流感病人生命！ 於九

月六日, 當一名入住香港屯門醫院就讀該幼稚園的三歲男童發高燒超過 40℃達 10

多小時，香港醫管局的這班 畜生醫官 還不立即為該三歲男童“洗肺＂卒於在

2 天後的 8/9 深夜去世！  

更不可惱怒的是，但見前天即 10/9 的 TV 新聞，衞生署更找出醫界的學者代言

人(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良) 以該三歲男童本身先天的缺乏 卡尼丁酵素

即先天性的缺乏症 替 曾蔭權政府 隱瞞 lzm 解救 中港 SARS 國難 洗肺醫療法發

明的惡作罪行 開脫罪狀！  

今年 ,  前 03 年醫管局主席梁智鴻為隱瞞解救中港 SARS 國難的“洗肺＂醫療

法的得力幹將，領的是公俸，並於今年獲取香港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 但幹的

卻是對市民生命如草木的畜生勾當, 小畜生如衛生署防護中心總監曾浩輝近期又在

TV 上欺騙市民，說什麼流感季節來臨，又將向市民推薦流感疫苗了！ 這小畜生嘴

歪歪也欺騙市民胡說什麼這是普通流感疫苗非去年那批早就宣佈要消毀今年 11 月

份將到期的豬流感疫苗了！ 看這小畜生不能自圓其說的滑稽相，梁智鴻的大紫荊

勳章正是誘惑他面對公眾撤謊臉不變色的動力！  

上週五，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良為這該三歲男童的失救開脫隱瞞洗肺醫療法發

明開脫殺人責任的理由是什么？何柏良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日本每年均有逾百

名小童因流感上腦後引發併發症而突然死亡， 當地研究發現有關病童體內均缺乏

「卡尼丁」酵素， 「一般人發高燒會自行調節體溫，但此類病童如發高燒超過一

百零四度，並持續幾小時甚或十多個小時，腦細胞會散曬，出現水腫，這個時候已

經無得救」。 

明顯的是, 何柏良的言下之意儘是在譏笑該三歲男童及所有香港人的父母：

“喺你哋做父母的唔識生多啲 卡尼丁酵素給你的仔嗎，死有餘辜！＂這与畜生无

异！ 為證明所言屬實，何柏良這傢夥還假醒醒地建議當局引入普查機制，找出可

能因為持續高燒導致腦水腫死亡的高危兒童，減低死亡風險⋯ 

緊根著, 香港的一众報社馬上群起向全港市叫吹噓卡尼丁才是殺害 流感病人的

禍首而非曾蔭權政府！ 這就是香港早已淪喪社會道德、淪喪一國兩制眾生相一景！ 

例如，新報以 《兒童缺「卡尼丁」酵素易高燒亡》為標題；星島日報以《缺

卡尼丁童患流感 易喪命》為標題；蘋果報以《流感死亡兒童缺「卡尼丁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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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報的醒日標題為《奪命童疑缺酵素豬流打散腦細胞》, 文匯報 的標題為《先天

缺酵素兒童 流感易上腦》; 明報更醒以《卡尼丁酵素缺乏症 屬遺傳病》為標題；

成報的標題更醒以《流感童猝死 尋獲真兇⋯》,⋯.由此可見，港報全淪為隱瞞 lzm 

洗肺醫療法發明當權者跟班者，正如 2003 年 8 月, 當董建華於心不忍地 批予 lzm

洗肺醫療法發明的專利權後得罪了中國當權者，也就是這班跟班者聯手造議論全城

起哄逼董建華自動辭職下臺換上曾蔭權，現在，一眾報社忘記了自己的社會責任又

依樣畫葫蘆欺騙及戲弄全港市民並草管人命, 當正香港人全喺傻瓜！  

什麼叫卡尼丁酵素呢？ 普通市民是難以理解的！  

卡尼丁真是流感致死的兇手嗎？答案是否的。  卡尼丁只是使脂肪變成能量人

體所需胺基酸之其中之一種而己，卡尼丁的高低因人而異而不構成生存之障礙足

己，一眾報社可採訪那三歲男童的父母，三歲男童生前必定活潑可愛！  就算體質

因卡尼丁偏低有所積弱，只要在發高燒 39℃之時之立即為該孩童洗肺消除流感病茵, 

那麼，那三歲男童豈會不治？ 現在，要追究的是隱瞞 lzm 解救 中港 SARS 國難 洗

肺醫療法發明的當權者, 即曾蔭權政府！  

相關的報導見敝司：http://www.ycec.com/UN/war-felon.htm, 人命關天望一眾報社

莫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告知市民真像！  

曾蔭權應去查詢下界的國家主席或共他未來的領導人，不必如 05 年那樣遙望南

天看那季鳥南飛令禽流感不斷來沉思、權衡江辦的一面“中央密令＂下隱瞞 lzm 解

救 中港 SARS 國難 洗肺醫療法發明可持繼多久來權衡自己得勢及向 lzm 下毒手的

利弊，曾蔭權也應評估一下胡錦濤在今年的 4 月 12 日到底答應了奧巴馬什麼，奧巴

馬為估會那爽地承認人民幣的匯率問題是中國的內政不再幹預？  難道胡錦濤不

是承諾會在上海世博會展示 lzm 解救 中港 SARS 國難 洗肺醫療法發明以讓奧巴馬

完成他提前獲得諾貝爾和平獎尚未完成的歷史史命嗎？ 君不見胡錦濤的食言令奧

巴馬惱羞成怒重提並壓迫人民幣升值及在黃海軍演及搞劇南中國海嗎？請莫再執

迷而不悟，以為“中央密令＂可以永世得勢不倒，那天理何在！   

又難道美國可以像中港各主要城市可以指定兩醫院 偷偷摸摸、賊頭賊腦地 應

用林哲民發明的洗肺醫療法應急、而不能惠及曾蔭權口中常朗朗出口的普羅大眾

嗎！ 因此，望醫管局各級醫官及學者切莫再被利用來愚弄市民並藐視生命犯下的

是不可寬饒的反人類罪，這是簡直是行屍走肉不齒於人類社會的行為，有報應是肯

定的，請即收手，否則遲早也會一同被推上歷史的絞刑台！  
 

 

  香港日昌電業公司 

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2010 年 9 月 15 日 

 

本公告網址：www.ycec.com/UN/100915-hk.mht 

主頁：http://www.ycec.com/UN/war-felon.htm 

請參閱如下 08.2.2010 及 10.4.2010 向中港各界發表的公開信！ 



快為疫苗孕婦墜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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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香港截止今日為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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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山西的甲流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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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了疫苗沒什麼用且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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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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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俗稱為病毒也無不可！ 然而，

接種疫苗可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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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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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如此抗原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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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隱瞞敝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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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堂樑柱上的一隻小蒼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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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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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就應立即公告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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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場觀眾的中港響噹

噹的維權律師多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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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因此，敝司再次在此做出呼籲，特別是中國的法律界，現在是

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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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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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法拯救天下眾生進而完成

他諾貝爾和平獎的歷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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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轉移焦點說美國的將中港臺共同列入匯率操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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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長為發表了聲明指將中國列入匯率操控國並非為制衡伊朗核擴散取得中國支持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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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產品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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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更是缺德！ 到底這中央核心是胡溫核心或仍是江核心

的原班人馬呢？ 又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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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溫一經聯手全國人大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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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司切盼胡溫能夠聯手扭

幹轉坤為民救黨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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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法救民為國； 

2.       請尊重敝司知識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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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覽敝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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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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歷史公道可憐胎兒，放下甲流疫苗屠刀向國人贖罪吧！ 
致全球華人、傳媒及中港各界公開信！(二十四)  08.2.2010  

 

   中國政府傾力隱瞞敝司曾拯救中港SARS國難所發明的“洗肺＂醫療法已進入第8個年

頭了，隱瞞意味著什麼？ 隱瞞帶給人類社會的將是更多的死亡，隱瞞也帶給不當鼓吹甲流

疫苗的功效，特別是孕婦之懷中胎或幼兒的智力發育的不堪後果無一不為親人帶來永遠無法

彌補的悲傷及痛恨並意味著社會的人性及價值觀受到了極度的扭曲！ 

今天的主題將立足於流感病理學的角度破解甲流疫苗無害有效之荒廖性！ 在此之前，

各位看官請小安莫燥！ 誠在過去的一年中，為了上述敝司的醫學發明能否得到 WHO 公開的

應用，隨著奧巴馬當選後的努力及 H1N1 豬流感的擴散⋯中國政府在氣候峯會的絞局破壞進

一步激怒國際媒體發出為何還不“處理＂中國的呼聲，加之奧巴馬以諾貝爾和平奘盛裝出場

被推上歷史的風頭浪尖⋯，因此，2010 年的中美關係的對抗掀開了 21 世紀人類文明史上正

邪兩大陣營的生死搏鬥⋯以下是過去一年的歷史事件值得你我重溫及三思； 

1. 瑞典的官方公訴人于 2008 年 12月 18日向媒體公告了自 2006 年起，中國政府就多

次行賄諾貝爾評選團的這一事實，行賄所針對的正是上述本司 lzm 的醫學發明！在

2006 年 3 月, 楊振寧被指派前往香港鎮壓學術界的不滿是說出了：“中國目前無需要

諾貝爾獎！＂的屁話! 
2. 奧巴馬在 2009 年 1 月 21 日就職演講警告中國政府  [...那些靠著貪腐欺騙和鉗
制異己保住權勢的人，須知你們站在 歷史錯誤的一邊，而只要你們願意鬆手，我們就
會幫忙]   
3. 在 2009 年 4月 30日的倫敦 G20峯會上，奧巴馬籍上述本醫學發明人的公開信勸服
了胡錦濤在 2009 年 7月份的歐州 G8+5峯會上共同承認上述這一“洗肺＂醫療法的發

明對付豬流感，但江澤民以心臟病發急招胡錦濤回，奧巴馬的幫忙功虧一簣； 

4. 在 2009 年 9月 24-25日美國的 G20峯會，胡錦濤不惜以不入會為脅逼 G-20 不討論

是否讓 WHO應用“洗肺＂醫療法以對付 H1N1 豬流感，此情此景盡入科學界及諾貝爾

眼中，為懼怕奧巴馬為眼前利益放棄幫助中國從歷史錯誤的一邊下臺，諾貝爾於 10 月

9 日特意提前授以和平獎為奧巴馬加冠推向歷史的風頭浪尖； 

5. 因此，奧巴馬在 11 月中的訪問中向中國直言非承認上述這一“洗肺＂醫療法的發

明對付豬流感，而此時美國 CDC 公佈的美國豬流感死亡人數已達 8000 人，因此，奧
巴馬希望在 12 月 10 日領獎之前一日的國際氣候峯會上可以與溫家寶共同向全人類公

佈這醫療法的發明及應用以圓和平獎面孔，但溫家寶有心改變日期令奧巴馬的努力落

空並須面對中國政府在氣候峯會末期的搞局破壞… 
6. 國際氣候峯會後的英國首相首先發炮指責中國“挾持＂哥本哈根會議並由英國衛報
www.guardian.co.uk (Mark Lynas) (www.ycec.com/advice/091230.pdf ) 在 22 December 2009 作

出專題報導！此時中國政府馬上指引中國最高法院在 21 日駁回英國毒販的死刑上訴，

英國首相立即寫信溫家寶求情，但不到一星期的 29 日馬上處死該英國人給英國首相顏

色看並借此在國際上扮 G-2 惡霸警告各國政要⋯由此，衛報 Mr.Jonathan Fenby 在 30 

December 2009 提出標題為《How not to handle China》一針見血！ 

7. 隨後，就見鳳凰衛視的評淪員在中央的指導下討論如何尋找美國的“軟捏＂出擊及並

“出術＂詐稱反導彈中段試驗“成功＂支撐 G-2 自打面孔充胖子志在威脅奧巴馬切勿引領



國際社會承認及應用敝司洗肺的醫療法救生，然而反導彈中段是必須依靠多維度衛星探測

系統的，中國有嗎？明顯的，該反導彈中段是基於預知導彈中段軌跡而試驗“成功＂的！⋯

如此國家級的假大空等諸多造作卒引起奧巴馬在 1 月 28 日在國會報告時憤怒地說：“...美
國不做第二...”而讓位中國，隨即在隔天批准售武臺灣及將接見達賴…從此美中的對抗升
級… 

儘管上述的只為這“洗肺＂醫療法可否為 WHO 公認應用拯救生命的國際角力仍沉澱在

國際新聞之背後真情尚末浮出臺面，但中國政府權力核心領導人付出的何止是臺灣的國防利

益，歷史罪人的代價正在高升！ 到底今天的中國權力核心仍江核心？胡溫核心何在又真奈

人尋味的？！⋯敝司不得不謹此再次向各位華人看官、港澳同胞及國內共產黨的忠實捍衛者

或同路人包括各級官員發出誠懇的呼籲：現在是你救黨救國的時刻到了！  

現回歸今天的主題，以下是敝司在 2010年 1 月 27 日起向北京各律師事務所發信內容之一

段，中國的衛生部也無可奈何地卒於 2010 年 2 月 3 日被迫 要 公告 籲呼 擬今年懷孕的女士

要事先打甲流疫苗，即衛生部認同了敝司指出的在懷孕期間打疫苗針會傷害胎兒的呼聲！ 

請閱如下方框內之段文便知一二： 

然而，為何大多的流感病人 不吃藥或吃一些普通退燒藥也會好？ 對此醫學盲點，

古今中外的醫學界均不能有準確的定論，現敝司在此進一步公諸於世！如下： 

那是因為細菌在肺腔繁殖的生態尚末建立之時，正如在一杯水面上的蚊子，杯水一動

蚊子就跑掉！   人體肺腔天生本身就有如此的動態本能來抗拒大氣中的細菌！ 也因此，

吃藥或疫苗只能延長如此本能動態能量的作用時空，但沒有任邏輯基礎可以證實吃藥或疫苗

是有助殺死細菌的！   例如，H1N1 病人的血液中病毒是由細菌在肺部繁殖的排泄物及屍

體進入血液造成的，一概統稱為病毒！但病毒是無生命是不會變種的，而細菌是有生命的動

物，大氣中的細菌就幾萬種，不同的細菌感染就可驗出不同的基因病毒，所以，將死亡推給

病毒變種是醫學界的無知！ 所以接種疫苗所誘發的抗病毒作用不大，另從病理學上也可輕

易論證，疫苗的功效遠不如在感覺不適之時及時吃上幾顆普通感冒退燒藥片！ 

又人所共知的是，疫苗就是低含量的病毒用以誘發體內抗病毒機能為原理，一般健康

的人早尚可接受，但對孕婦懷中的胎兒就特別危險，接種的疫苗對誘發胎兒抗病毒的能力根

本毫無用處且有傷害胎兒的腦部健康，傷害的程度將因孕婦對含量病毒疫苗分解的能力及胎

兒大小因人而異，嚴重者一屍兩命或胎死腹中，輕者則會制約胎兒不同程度的智力發展！ 

香港近日就有不少的孕婦或嬰兒接種疫苗死亡的個案報導，在中國自 12 月份就被下

令不能報導，還有，正如敝司早幾年無向各界發出呼籲的是稚齡的兒童一但高燒超越 39度

便應主即洗肺，否則當會不同程度的腦損傷智力下降⋯其病理是基於其原有的共通點的！

上述可見，中國衛生部或所謂的醫學專家，有種的就請他們站出來還反駁！  

因此, 一個重要的結論是：在敝司洗肺的醫學發明的理論面前，疫苗只是政客為隱瞞

出於無奈志在安定人心騙人可恥的把戲而己！  

敝司在此疾呼，請當政者不要再欺騙人民了！  到底還有多少真正以維權為天責的中

國律師？ 你是嗎？ 如果還不聯手揭露衛生部隱瞞敝司洗肺醫療法發明，那麼，殘害生命的

罪孽進一步加深，你會沒有罪惡感嗎？！ 

上述方框對此醫學盲點的分析及破解之後, 敝司不忍有更多的胎死腹的個案發生



更不願屢見共產政府的罪孽在加深，並立即在 2010 年 1 月 27 日就開始向北京等法律界作

出傳 E,因此，中國的衛生部卒於 2010 年 2 月 3 日公告籲呼 擬今年懷孕的女士要亊先打甲

流疫苗，即認同了敝司指出的在懷孕期間打疫苗針會傷害胎兒的呼聲！  可見以維權

為天責的北京律師還是有能量外又說明了什麼呢？  這不就說明了中國衛生部官員的人

格斤量不足，為何只有在本司不斷地揭露隱瞞真相無言對答之下才要籲呼今年打算懷孕的

女士，要先打甲流疫苗，但仍不敢正面地下達通知坦白無誤地告知民眾針對病毒的疫苗根

本是一大醫學史上的一大謬誤是無效的騙人把戲， 特別有害孕婦懷中新生胎兒！  

上述，中國衛生部已經半醒，現聚焦香港曾蔭權政府。 在近期，據香港文匯報 2010.01.26

日的報導，打甲流疫苗後死胎死腹中己增至 6 宗！  但報導說曾蔭權政府當局稱未逾警

戒，也即是說自 11 月份推廣接種甲流疫苗至今不足 100 日就有 6 宗流產還嫌死得不夠多

呵？！ 明顯的，這胎死腹中者並非曾蔭權或高官子孫才如此“未逾警戒＂唾沫橫飛！  但

沒有胎死腹中而影響將來幼兒成為智障者又會有多少呢？ 這責任又該由誰負呢？  如下： 

早在打甲流疫苗的幾個月前，曾蔭權政府大耍公帑，並在誘騙市民打疫苗針的同

時還要市民立下自我承擔後果不能追究曾蔭權政府名曰的“同意書＂！  對此，顯然

的，曾蔭權政府真是老謀深算有“先知之明＂！ 但任何人都知道，被誘騙、欺詐或強

迫壓力所立下的合約字據在法律上是無效的！ 由此，一個奸得如此“出眾＂令人怒不

可遏的反動政權人物就此在『流感的病因是細菌而非病毒』燦爛無比的陽光底下其幽靈

已無可循形了！  敝司在此提出更嚴峻的敬告：如果還不停止誘騙市民打疫苗針並

告知市民真相，不要以為將來賠的只是政府，市民將來務必會追究的首先必定是特首曾

蔭權及各級醫官的個人賠賞責任！ 

然而，中國衛生部的手段又是如何呢？ 在座的看官當不少為中國法律界精英，敝司己

無須在此數落！  維權不能曲解為維護當權者而應為民權，到底還有多少真正以維權為天責

的中國律師？   你是嗎？ 閣下有責任敬告當權者就此收手放下隱瞞敝司洗肺醫療法發明

及應用的屠刀立地成佛！   如果中國法律界還不聯手揭露衛生部隱瞞敝司洗肺醫療

法發明，那麼，殘害生命的罪孽進一步加深，你會沒有罪惡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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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覽敝司: www.ycec.com & www.ycec.net  

 

 

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2010 年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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