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道逆天橫行中港, 反動醫官曾浩輝續繼推廣流感疫苗！ 
致全球華人、傳媒及中港各界公開信！(三十)  24.10.2010   

王道逆天橫行中港, 反動醫官的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總監的曾浩輝不怕 註定會有的報應 

全力地在 支持一個 藐視生命可恥的 王道政權 進一步為 隱瞞 林哲民(lzm)於 2003 年拯救

中港 SARS國難“洗肺＂醫療法的發明， 在昨晚的港視TV上, 曾浩輝又再次面對全港公眾 極

盡浪費公帑之能事 一再欺騙香港市民，並聲稱在十一月展開推廣 流感疫苗！ 

全球華人、傳媒及中港各界決不會對 敝司 08.2.2010《還歷史公道可憐胎兒，放下甲

流疫苗屠刀向國人贖罪吧！》及 10.4.2010《快為疫苗孕婦墜胎，不得操控國力逆天而行！》

的兩封公開信熟視無睹的！  在當時，  中國衛生部也停止了甲流疫苗的接種計畫, 

香港政府更宣佈 要消毀仍沒過期 價值 2 億多、九成以上的甲流疫苗！  

在上述兩封公開信中，普通流感疫苗 與  甲流疫苗 其過往錯誤的醫學根據完

全無異，這裏已無須重述！  中港的傳媒有人道的責任告知國人，普通流感疫苗與

甲流疫苗同樣是有害而無益的！   

但為何曾蔭權政府還要在昨天牽出一反動的醫官曾浩輝 續繼推廣流感疫苗呢？ 

請見隨後 敝司 lzm Sep. 22, 2010 向 WHO 及各國的公開信，主題為：The flu vaccine was a 

ignorant products, WHO is a hoaxer that deceives mankind society nearly one century yet!  本公開信深入

淺出地 指出流感的病因 為在肺部繁殖的“細菌＂而非“病毒＂，而疫苗的起源正是來自 

流感的病因為“病毒＂的錯誤假定，即如果 WHO 承認了這一流感病因的解釋，那麼，WHO

也就不得不 也要承認 lzm“洗肺＂醫療法的發明了！ 

因此，上述已引起了西方各界極力的反響！ 即 WHO 為協助中國政府隱瞞 lzm

“洗肺＂醫療法發明不得不也要避免承認引起流感的病因為“細菌＂而非“病毒！  

因此，WHO 必然會要求中國的王道政權  垂簾聽政  強迫香港政府  重起“流感疫

苗＂這一荒唐、無知且有害無益的產品以安定人心！ 

由上述可見，香港政府在明知 甲流疫苗 已傷害了不少無辜的市民，否則港府還會

公然宣佈要銷毀剩餘的甲流疫苗作賤公帑嗎？  從而不難發現，到底一眾港府官員全被

閹了？ 或是中國政權核心自毛鄧掌航後早已變種的中央核心在垂簾聽政、不分是非地在

背後指手畫腳著的一國兩制？  

上天有好生之德，但願中港各界的正道人仕特別是港澳媒體可以告知港澳市民

及國內同胞  “流感疫苗＂有害無益的真相！  本人也同時在此呼籲港澳及國內同

胞 抵制 隱瞞醫學發明 倒行逆施下的 流感疫苗！   

而今天，香港社會的有關人仕務必要清楚，曾蔭權政府藐視生命的倒行逆施、只是在

配合 WHO 及國際社會仍 屈于中國王道政權在世界經濟秩序的破壞力的驚恐中 重拾撐起

“流感疫苗＂這條死雞以修補、蜛延慘喘隱瞞 lzm“洗肺＂醫療法發明被揭穿的漏洞！ 

另者，隱瞞醫學發明者就等如人類的戰爭罪犯！ 但喜見  今年 7 月初明言不願保 

江澤民到底 的 習近平 也 剛補任為中央軍委副主席 正式進入接班軌道， 這顯然已

給 墮落為 隱瞞醫學發明歷史罪人的共產黨政權帶來明天的希望！  更但願 胡溫近

期的政治改革呼聲會得到儘快的落實⋯ 試看那 傾盡國力也要隱瞞本人 2003 年拯救

中港 SARS 國難“洗肺＂醫療法發明的邪惡王道政權 還能逆天橫行到何時？  

Lin Zhen-Man  

www.ycec.com/UN/101024-hk.pdf  or mht                 Oct.2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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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 US-CDC 為何仍不放棄害人不淺的流感疫苗？ 

Why WHO & US-CDC still not to abandon the vaccination of no small harm is done 
Sep. 22, 2010  lzm/ Hong Kong    

 

一個醫療史上前所末有、對人類社會有特大貢獻、不朽的“洗肺＂醫療法的發明就這麼讓

中國政府以行賄、恐嚇及又哄又騙地要求自由世界各國協助隱瞞超過 7 年整了！  自由世界各國

付出的不僅僅是無數國人民生命為代價，所有各國領導人的政治道德也屍骨無存了！   

The “wash-lung＂ medical treatment is an invention of outsize contribution for mankind society and 

unheard-of in the history of medical treatment.  However, this immortal invent to allow China government 

used the bribe or threaten to fool and to deceive to requests all the country of free world to assist conceal that 

outstrip seven years.  Countries pay cost no only innumerable life of the patients; all the leaders of countries 

do not have politics morality too!  
據 WHO 的統計，世界各國的單流感死亡一項每年就達 30-50 萬人次，其中美國人在過去一

年的死於豬流感的數字就達 15000 人以上，更可怕的是，流感疫苗的應用因我們“洗肺＂醫療法

的發明理論  便顯得即過時又無知！ 但這種不當的防疫手段仍然流行用於包括 H1N1 所有流感的

安撫社會不安從而滿足中國隱瞞上述“洗肺＂醫療法發明的要求換取賄品包括人民幣的升值。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WHO, the death toll of flu in the world every year is about three 

hundred thousand to five hundred thousand. The horrifying part is that due our invent-theory the flu 

vaccine is shown out-of-date and useless!  But this unsuitable mean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still 

happening in WHO and USCDC to pacify society-disquiet for all the flu include H1N1 to assist conceal the 

invention of “wash-lung＂ treatment to satisfied China Government＇s requests and exchange bribery 

include RMB＇s revaluation.  
流感疫苗是否有效？ 由於流感疫苗包括豬流感等疫苗是錯誤地建立在流感的觀點立論為

“病毒＂！  而我們“洗肺＂醫療法的發明是基於流感的病理為在肺部繁殖的“細茵＂而非

“病毒＂，因此，我們輕而易舉地指出了流感疫苗是過時且無知的產品！ 

Is the vaccination effective?  As a result of all the flu vaccine include H1N1 that the aetiology was 

to build up a wrong argumentation a point of view, that is the “virus＂. However, our invent of 

“wash-lung＂ treatment that the argumentation of aetiology of all the flu that was because the “germs＂ to 

breed in the lung no the “virus＂, therefore, we easy to do point out the Vaccination was a products of a 

out-of-date and ignorant!               
如果說美國的媒體對上述 疫苗醫學上的是非問題難以理解， 首先請查閱我們發明專利在美國專

利局出版或 PCT 的出版。 另外，美國獲諾貝爾醫學獎的病毒專家為數不少，美國的媒體有責任要求他們

公開陳述表態上述的醫學結論！  

If USA＇s media are unable to understand above the situation of medicine, please can to look up the 

Publication No. US-2004-0254092-A1 at website of www.uspto.gov or search for PCT/SG03/00145.  On the 

other hand, USA had many virus specialist of Nobelist in Medicine, USA＇s media have responsibility to ask 

them publicly declare their stands for our medicine conclusion for the Vaccination!     
因為，就在本人「The vaccine can pernicious to the entire fetus, WHO must to stop for using!」一文於

February 24, 2010 之後向 WHO 、每個國家的醫學界及媒體公開傳 Email 發表後， 中國和香港立即停止了

向市國民注射豬流感疫苗的宣傳，因為我們上述對疫苗駁斥的醫學論證是簡而易明的，更有目共睹的事實

是，中國和香港均有不少注射過疫苗的孕婦胎死腹中及小孩高燒而死亡的個案，因此，香港政府並已經宣

佈要銷毀剩餘的 90% 豬流感疫苗⋯ 

Due to the spread of “The vaccine can pernicious to the entire fetus, WHO must to stop for using!＂ 

to publish for medicine scope of every country and medium after  by Email on February 24, 2010.   

 China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 once stopped H1N1 vaccination due to our medicine conclusion for 

the Vaccination was uncomplicated and easy to understand, because China and Hong Kong had considerable 



 

 

quantities after vaccination abortion of expectant mother and die case of child high fever!  Therefore, Hong 

Kong Government already to announce will to destroy by burning those surpluses of 90% H1N1 vaccine⋯. 
眾所周知的，疫苗只是一種含有低份量病毒的液體以刺激身體產生 “抗體＂, 這種“抗體＂是否

有多少科學根據？ 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一個感冒/流感全愈的病人不也表示他的身體也己經過了足夠份

量病毒刺激，那麼，該感冒/流感全愈的病人是否表示他的身體已經產生了有足夠的 “抗體＂而不再有感

染的機會？ 這是一個人人有過的親身體會也是一個簡易的邏輯推理，這裏已無須任何的專家作證，答案

同樣也是否定的！ 因此，我們要在此不客氣地指出, 國際醫學界已經哄騙及愚弄人類社會近個世紀了！人

民有知道的權力，所有媒體有責任告訴國人的這一事實，如果再有任何的醫學界官員或病毒專家再次吹噓

及推介疫苗的功效，那麼, 有一天他們是必將會成為疫苗受害者索賠的被告的！  

As everyone knows, all the vaccine merely contain a liquid of low virus uses to excite the body and 

bring “antibody＂, however does “antibody＂ have many science basis?  The answer is no. A 

patient with cold or flu recovers however it is unknown that whether the body of patient already produced 

enough “antibody＂ to not be infect the cold or flu again?  Therefore, here already need not to have any a 

specialist to testify, so the answer is no too!  This is a logical reasoning that most people would have 

experienced, hence we will be pointing out, and international medical scope is hoax that deceives mankind 

society nearly one century yet!    

The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to know. The media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reveal to the people the truth. 

 If any medical officers or virus specialists continue to brag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vaccine, 

they will be sued by the vaccine victims one day.  

但為何 WHO 及 US-CDC 仍要要宣傳流感疫苗不放呢？ 因為，如果承認疫苗是錯誤地基於“病

毒＂而為肺部繁殖的“細茵＂感染, 那麼不就等於要承認我們“洗肺＂醫療法的發明而無從再從

中國政府取得好處及行賄了！   

However why WHO and US-CDC still propagandize all the vaccination include the H1N1 vaccine?  

This is dued to the fact that if WHO and US-CDC admit that the vaccine is useless basic the “virus＂ no 

the “germs＂ breed in the lung, it will be as good as admit our invent of “wash-lung＂ treatment and will 

not be able to receive China Government＇s benefits and bribery!  
由上述可見，WHO是不應該藐視人民的生命價值及科學的真理堅持向各國推薦接種甲型流感

疫苗。  US-CDC 的網站也應馬上停止的美國人可宣傳接種疫苗！  

       From the above it is thus clear that, WHO should not look down upon life-value and science truth 

still persist in recommending the vaccination include the H1N1 vaccine for every country. US-CDC＇s 

website must stop propagandize the vaccination include the H1N1 vaccine to Americans!   
因此，我特別在此呼籲美國的所有媒體包括大小各報社應能摧促諾貝爾的病毒專家勇敢地站出發表

聲明關於上述及本人發表於February 24, 2010「The vaccine can pernicious to the entire fetus, WHO must to stop 

for using!」一文關於疫苗有效性的醫學論斷，以及催促WHO及US-CDC承認上述我們“洗肺＂醫療法

發明向全世界顯示美國的道德價值！ 

Therefore, I appeal to all USA media including all US newspaper to support all the Nobelist virus 

specialist to make a statement publicly about the foregoing and my document of “The vaccine can pernicious 

to the entire fetus, WHO must to stop for using!＂ published on February 24, 2010 that medicine discuss. 

Judge of the validity of vaccination to push for WHOand US-CDC to admit our  “wash-lung＂ treatment 

invention, showing USA＇s morality value!      

Lin Zhen-Man  

Sep.22, 2010. 

 

Please to see the below the documents, the more true express please link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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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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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zm 

 

本公告網址：www.ycec.com/UN/100410-hk.m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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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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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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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