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感季节再临生命可贵，市民再不出声就要求神保佑免感染远疫苗自求多福了！ 
致香港各区各界公开信！ (三十七 )  13.1.2012  

一年一度的禽流感、流感季节又来临了，曾荫权政府又要忙于拿起屠刀 杀鸡及 推销流感疫苗、屠杀市民

了！ 圣诞节刚过，市民没活鸡吃事小，但胎儿孕妇还有小童及病弱老人就必须远离流感疫苗才可没生命之危！   

为何有此一说呢？   因为本人在 SARS国难之时 加入研究并发现了过往流感包括 SARS、禽流感或 H1N1的

病因只不够是“细菌”感染而已决非是所谓的“病毒”感染，即空气中飘浮的细菌跑入肺部繁殖，而在细菌繁

殖的过程中的 汾泌物及尸体 融入了肺部血液产生“病毒”并流向脑部至热发高烧！  这就是仟百年来人

类医学史上关于感冒发烧病因理论的盲点破解！ 

由上述可见，“病毒”只是肺部“细菌”感染的副加产品并无生命！但当感染的病人温升高烧不退之

时，医学界拿手的好戏是他们可以在感染的病人血液中检测出“病毒”的含量高升而惊呼，但是，过往的医

学界不知“病毒”是由肺部感染的“细菌”繁殖带来，更不知道“病毒”的含量高升只是表示“细菌”繁殖

昌盛、其汾泌物及尸体快速融入了肺部血液才会带来“病毒”的含量升高导至高烧不退才是病因主题，然而，

这批所谓的医学专家如港人所熟知的袁国勇、何柏良便凭空断定并编造出所谓的“病毒”是有生命且会自我

Copy 即繁殖的神话！   

以往，医学界“病毒”专家更可分析出“病毒”所含的不同基因排列并培殖专用“病毒”并定量（低

量）注入“疫苗针”封存以备用注射入人体以期达到产生“抗体”如是云云，这就是市民常见的“疫苗针剂”，

而医学教科书也依样画葫芦将“病毒疫苗”理论错误导入，但他们没有想到，如果“病毒”真的可自我 Copy

的话，那么，难道封存入“疫苗针剂”的“病毒”不会自我 Copy 增加含量吗？ 因此，医学界“病毒” 理

论也就如此不攻自破了！  

由上述可见， 疫苗理论已欺骗全人类已有百多年的历史了！ 随之而来的是，在 SARS 时期的病

人经卫生署引导处方的是港人闻风色变的“类固醇”等抗生素、或近期针对 H1N1 甲流中和“病毒”力强的

什么特效药“特敏福”等，明显毫无疑问的是，卫生署不处方杀灭肺中感染的细菌而专注中和细菌屎尿所产

生的“病毒”，这简直是本末倒置、愚昧到痹！  

上述就是本人在 03年加入攻克 SARS疑难的最新医学发现进而才发明“洗肺”医疗法包括杀灭肺中感染

的细菌处方液并于 15.5.2003日传真给了董建华特首办，另英文的发明稿也于 20.5.2003日传 Email给了正在

开会的 WHO, WHO 的专家一阅立明、并即于 22.5.2003 不用多费口舌便自动地取消了对香港的旅游禁令！  一

个月后，北京那 1700 多的非典病人全出院了，小汤山医院也拆了，除注射“类固醇”带来软骨症的香港 SARS

病人仍留医外，中港的 SARS国难便从此一去不返！  

但为何广大的香港市民对上述“洗肺”医疗法一无所知呢？  不少市民均知，在 SARS 国难解除后的香港立法

会 SARS聆讯委员会上，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锺尚志院长在作供时坦言他唔赞同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瞒住医治沙士

咁的作法，但他力证指陈太讲：“唔使惊，我哋有中央密令⋯”⋯因此是在“中央密令”下偷用本医学发明又要表

面隐瞒本医学发明突然爆光！ 但没多久，锺尚志院长、陈冯富珍双双辞职逃离香港？  但为何 陈冯富珍 仍会被当
小鸡一样被“抓回”买位做上 WHO 总干事之职？  见主页 www.ycec.com/UN/war-felon.htm 的有关公开信，而
“中央密令”的来龙去脉见 www.ycec.com/SARS-secret-order-hk.htm, 然而，香港不是有一国两制吗？   最重要

的是，卫生署署长有“中央密令”做后遁的“隐瞒使用”但不公开有什么差别，差是极大的：  1. 所有医院、诊所

医生在病人高烧急危之时不能正确处方“洗肺”医疗法只能处方“福特敏”等死；  2. 幼童高烧超 39℃医生

也不能正确处方“洗肺”医疗法会“烧坏脑”长大再多辅习费也于事无补； 3. 80%多死因为“肺炎”的老年人

若能“洗肺”一次均可延长寿命 3－5年，但医生明知也不敢处方； 4.不公开承认这个医疗法只可重拾 “流感

疫苗”欺骗市民用，最遭的是体弱的老年人会病变死亡、另胎儿不死孕妇腹中生得出来也白痴或智力大减； 

如 欲 深 入 了 解 何 为 “ 洗 肺 ” 医 疗 法 可 以 上 网 http://www.ycec.com/hk/1060833.htm 或 

www.ycec.net 不管是 H1N1 猪流感、SARS、禽流感或肺结核均可“洗肺”一剂除痪，还可广泛地用于清

洗烟肺及尘肺，在 www.ycec.net 还可看到中央部门为中国百万矿工集资洗肺， 香港的尘肺劳工、烟民

不少是否命溅要去南京救医？ 还有医管局公布的每年有 6 仟多肺结核病虽一时死不了支付昂贵的医

疗费外那还要逢人远离也够凄凉呢？所有这些不一而足，难道有什么比拯救市民生命的医学发明重要吗？

曾荫权不是经常将关心“普罗大众”及“以人为本”挂在嘴边表现他是一个善心积德的基督教徒吗？  

话说回头，就在 2004 年 7 月，特首董建华政府根据本人在英国专利申请的检索报告事先批给了本

人一份短期专利，也就在 2004年 9月后，几乎所有的香港医院疹所均收到了本人实践短期专利推广“洗

肺”医疗法造福市民，可惜的是，如果没有卫生署的医疗许可，广大的市民仍然无福气分享如此重要的

医学发明及拯救生命，见如下 15.9.2010.- 27.2.2011的 5篇关于隐瞒本人 洗肺医疗法发明的公开信： 

1. 《以卡尼丁酵素欺瞒市民，曾荫权政府休想以此推卸杀生责任！》15.9.2010. 
2. 《隐瞒洗肺医疗法就是杀人狂 , 港甲流病人家属应向港府索命！》02.2.2011 
3. 《还历史公道可怜胎儿，放下甲流疫苗屠刀向国人赎罪吧！》08.2.2010 
4. 《快为疫苗孕妇坠胎，不得操控国力逆天而行！》10.4.2010 
5. 《港甲流已杀 25 人，中国之大可想而知，家属应向中港政府索命赔赏！》27.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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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外有更多的公开信主页见 http://www.ycec.com/UN/war-felon.htm, 当上述这 5 份公开信发

表后，曾荫权政府被迫在去年 7 月销毁 2 亿多疫苗！  但为何后又要在去年的 10 月重新鼓吹甲流疫

苗呢？  因为不再提流感疫苗在 WHO 及医学界便要被逼也得承认洗肺医疗法的发明理论不可…而
后，基于港反对派准备揭露隐瞒洗肺医疗法发明害死太多生命才妥协每港人发 6000 元为俺口费，不

信的市民可去电卫生署  Tel: 2836 0071 或将本文传到  Fax:2961 8991 或  周一岳  Tel: 35098765 Fax: 

25413352 质询一下，看狗嘴里还吐不吐得出象牙来！…   
十分遗憾，上述这一人类医学历史上最不文明的一段史实 竞发生在 号称一国两制 50年不变的香港！ 

请浏览 www.ycec.com 再点来江泽民及曾荫权的头像，看本人起诉他们的是什么？尽管他们有权势令法院不

受理、或叫曾荫权不用答辩！  事实证明 一国两制 早就被曾荫权拿去向江核心典当换取特首之位，全港市

民对如下的点滴史实市民也不可不知：  

1. 港府保护不了本人在深圳的投资，当本人在香港高院起诉被江核心人马利用的厂房港人业主时，江
核心便叫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于 06.1.2011 访港向李国能施压保护他们，当李国能推说起码要有个

政府协议后，陈方安生不干于 13.1.2011 提前辞职，曾荫权便不顾政治道德承诺当上政务司长； 

2. 曾荫权为报“皇恩”于 15.9.2011 安排电讯局推准电信盈科在官塘兴业街永兴大厦 13/F 楼安装 500W 的手
机天线对准本人办公室谋杀也不惜会伤害他人； 23.7.2004 当特首董建华顶着江核心的压力仍批给了本人

一份短期专利后，江核心在曾荫权的 里应外合之下于 05 年 3 月纠集了全港媒体以董建华 8万 5 的房屋政

策失误为由力逼董辞职又得皇恩以重偿特首之位，也可见本港媒体包招苹果报也均为党的喉舌不假； 

3. 2006 年 3 月，当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经港访问中国告知因本人发明了洗肺医疗法欲给予本人
诺贝尔医学奖，但江核心派杨振宁访港编织了『中国暂不需要诺奖』的神话压制了香港

学术界的反对声音！ 结果，本人发表了公开信骂了杨振宁，江核心又皇恩浩荡 叫 凤凰

卫视 主办颁发 全球杰出华人奖 第一人以重偿； 

4. 为加冕 隐瞒洗肺医疗法发明成功，医管局梁智鸿获得大紫荆勋章！如此诱惑太大，周一岳、袁国勇、
曾浩辉、港大传染系何柏良及医学会长蔡坚这批医学官僚便肆无忌惮地上 TV 欺骗市民打流感疫苗； 

5. 更可耻的是，曾荫权政府不能保护本厂商在内地投资，近年还不停调动各部门包括北角警署的
公权力及至今不知编造何谎言方可教唆多已知情的鲗鱼涌区地产代理充当隐瞒医学发明凶杀助

手共同杯革、并以毁谤手段阻止为本人旧居仍儿子名下的新威园住宅出租，见

www.ycec.com/hk/e601.htm 这简直卑鄙下流、害人不浅还以为可换取更大的“皇恩”浩荡⋯ 

须知，本港因隐瞒死亡不少，全球隐瞒 单每年 WHO 公布的流感一项死亡人数以 40 万中数计，8

年间的死亡数字已超二次世界大战 如果说这是人类史上最可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不为过！ 

毛泽东生前一再警告党内说﹕「中国的和平演变只能是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看今天，不发

还敝司在深圳投资就算了，干麻还要隐瞒上述前无古人、也是人类医学史上最后一个医学发明（因

发明本质上为物理治疗法）欺世、屠杀万民不当一回事？ 这就是孰知中共统治架构的毛泽东所

预言的若 当权者一旦心术不正且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的话 便会走向法西斯统治！ 

看香港今天，曾荫权的任期已到，当他耍尽特首瘾后还会良知发现向如此之多因隐瞒而死的家属道

歉吗？ 答案将是否的！ 正是他引 清兵入关 大破一国两制 并盗尽 16 世纪欧州法庭逼害伽利略之技

重演在今天的香港高院，只是尚没得手而已！  十分可惜的是逼害伽利略的法官后代几乎绝种或全

改名换姓没有留下“经典故事”！ 否则， 谅也不会有如此之多官员会醉心或心甘 迎逢 权贵

协助杀生不手软，竞连地产代理 四大金鋼 也可逗起不守职业道德凑热闹来了！ 故此，现提醒 这

班战犯或帮凶 是时候如何为 后代的生存空间 积德行善三思而行了！   有正义感 但有所疑问的市

民 应勇于 将本信传入特首办问个清楚明白：Tel: 2878-3300 Fax: 2509-0580 

又看今天香港，唐英年、梁振英也正为特首之位斗得不乐亦乎！市民应敢于质询他们将如何为

曾荫权的罪行善后？！ 另， 若有市民有肺炎高烧不退的亲友见医生不能获处方本医疗法者请出

示本文及告知本人 Tel:3618-7808 将有助解危救命！ 另，但愿 维护正义者 如能将本文传阅 5 人以

上等如 救人一命胜造 7 级浮屠，定会善有善报！  本人在此预祝新年快乐！ 

 

   日昌电业公司 (原中华厂商会成员 )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哲民 Tel:3618-7808 Fax:8169-2860 

 2012 年 1 月 13 日  

本公告网址：www.ycec.com/UN/120113-hk.mht ( .pdf 可打印 )

主页：http://www.ycec.com/UN/war-felon.htm 
注：只因中华厂商会不敢为敝司说话卒于 04 年后停交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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