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流感季節再臨生命可貴，市民再不出聲就要求神保佑免感染遠疫苗自求多福了！ 
致香港各區各界公開信！(三十七)  13.1.2012  

一年一度的禽流感、流感季節又來臨了，曾蔭權政府又要忙於拿起屠刀 殺雞及 推銷流感疫苗、屠殺市民

了！ 聖誕節剛過，市民沒活雞吃事小，但胎兒孕婦還有小童及病弱老人就必須遠離流感疫苗才可沒生命之危！   

為何有此一說呢？   因為本人在 SARS國難之時 加入研究並發現了過往流感包括 SARS、禽流感或 H1N1的

病因只不夠是“細菌＂感染而已決非是所謂的“病毒＂感染，即空氣中飄浮的細菌跑入肺部繁殖，而在細菌繁

殖的過程中的 汾泌物及屍體 融入了肺部血液產生“病毒＂並流向腦部至熱發高燒！  這就是仟百年來

人類醫學史上關於感冒發燒病因理論的盲點破解！ 

由上述可見，“病毒＂只是肺部“細菌＂感染的副加產品並無生命！但當感染的病人溫升高燒不退之

時，醫學界拿手的好戲是他們可以在感染的病人血液中檢測出“病毒＂的含量高升而驚呼，但是，過往的醫

學界不知“病毒＂是由肺部感染的“細菌＂繁殖帶來，更不知道“病毒＂的含量高升只是表示“細菌＂繁殖

昌盛、其汾泌物及屍體快速融入了肺部血液才會帶來“病毒＂的含量升高導至高燒不退才是病因主題，然

而，這批所謂的醫學專家如港人所熟知的袁國勇、何柏良便憑空斷定並編造出所謂的“病毒＂是有生命且會

自我 Copy 即繁殖的神話！   

以往，醫學界“病毒＂專家更可分析出“病毒＂所含的不同基因排列並培殖專用“病毒＂並定量（低

量）注入“疫苗針＂封存以備用注射入人體以期達到產生“抗體＂如是云云，這就是市民常見的“疫苗針

劑＂，而醫學教科書也依樣畫葫蘆將“病毒疫苗＂理論錯誤導入，但他們沒有想到，如果“病毒＂真的可自

我 Copy 的話，那麼，難道封存入“疫苗針劑＂的“病毒＂不會自我 Copy 增加含量嗎？ 因此，醫學界“病

毒＂ 理論也就如此不攻自破了！  

由上述可見， 疫苗理論已欺騙全人類已有百多年的歷史了！ 隨之而來的是，在 SARS 時期的病

人經衛生署引導處方的是港人聞風色變的“類固醇＂等抗生素、或近期針對 H1N1 甲流中和“病毒＂力強的

什麼特效藥“特敏福＂等，明顯毫無疑問的是，衛生署不處方殺滅肺中感染的細菌而專注中和細菌屎尿所產

生的“病毒＂，這簡直是本末倒置、愚昧到痹！  

上述就是本人在 03年加入攻克 SARS疑難的最新醫學發現進而才發明“洗肺＂醫療法包括殺滅肺中感染

的細菌處方液並於 15.5.2003日傳真給了董建華特首辦，另英文的發明稿也於 20.5.2003日傳 Email給了正在

開會的 WHO, WHO的專家一閱立明、並即於 22.5.2003不用多費口舌便自動地取消了對香港的旅遊禁令！  一個

月後，北京那 1700多的非典病人全出院了，小湯山醫院也拆了，除注射“類固醇＂帶來軟骨症的香港 SARS病

人仍留醫外，中港的 SARS國難便從此一去不返！  

但為何廣大的香港市民對上述“洗肺＂醫療法一無所知呢？  不少市民均知，在 SARS 國難解除後的香港立法

會 SARS聆訊委員會上，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鍾尚志院長在作供時坦言他唔贊同前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瞞住醫治沙士

咁的作法，但他力證指陳太講：“唔使驚，我哋有中央密令⋯＂⋯因此是在“中央密令＂下偷用本醫學發明又要表

面隱瞞本醫學發明突然爆光！ 但沒多久，鍾尚志院長、陳馮富珍雙雙辭職逃離香港？  但為何 陳馮富珍 仍會被當
小雞一樣被“抓回＂買位做上 WHO 總幹事之職？  見主頁 www.ycec.com/UN/war-felon.htm 的有關公開信，而
“中央密令＂的來龍去脈見 www.ycec.com/SARS-secret-order-hk.htm, 然而，香港不是有一國兩制嗎？   最重要

的是，衛生署署長有“中央密令＂做後遁的“隱瞞使用＂但不公開有什麼差別，差是極大的：  1. 所有醫院、診所

醫生在病人高燒急危之時不能正確處方“洗肺＂醫療法只能處方“福特敏＂等死；  2. 幼童高燒超 39℃醫生

也不能正確處方“洗肺＂醫療法會“燒壞腦＂長大再多輔習費也於事無補； 3. 80%多死因為“肺炎＂的老年人

若能“洗肺＂一次均可延長壽命 3－5年，但醫生明知也不敢處方； 4.不公開承認這個醫療法只可重拾 “流感

疫苗＂欺騙市民用，最遭的是體弱的老年人會病變死亡、另胎兒不死孕婦腹中生得出來也白癡或智力大減； 

如 欲 深 入 瞭 解 何 為 “ 洗 肺 ＂ 醫 療 法 可 以 上 網 http://www.ycec.com/hk/1060833.htm 或 

www.ycec.net 不管是 H1N1 豬流感、SARS、禽流感或肺結核均可“洗肺＂一劑除瘓，還可廣泛地用於清

洗煙肺及塵肺，在 www.ycec.net 還可看到中央部門為中國百萬礦工集資洗肺， 香港的塵肺勞工、煙民

不少是否命濺要去南京救醫？ 還有醫管局公佈的每年有 6仟多肺結核病雖一時死不了支付昂貴的醫療

費外那還要逢人遠離也夠淒涼呢？所有這些不一而足，難道有什麼比拯救市民生命的醫學發明重要嗎？曾

蔭權不是經常將關心“普羅大眾＂及“以人為本＂掛在嘴邊表現他是一個善心積德的基督教徒嗎？  

話說回頭，就在 2004 年 7 月，特首董建華政府根據本人在英國專利申請的檢索報告事先批給了本

人一份短期專利，也就在 2004 年 9 月後，幾乎所有的香港醫院疹所均收到了本人實踐短期專利推廣“洗

肺＂醫療法造福市民，可惜的是，如果沒有衛生署的醫療許可，廣大的市民仍然無福氣分享如此重要的

醫學發明及拯救生命，見如下 15.9.2010.- 27.2.2011的 5篇關於隱瞞本人 洗肺醫療法發明的公開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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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010. 

2. 《隱瞞洗肺醫療法就是殺人狂, 港甲流病人家屬應向港府索命！》02.2.2011 

3. 《還歷史公道可憐胎兒，放下甲流疫苗屠刀向國人贖罪吧！》08.2.2010 

4. 《快為疫苗孕婦墜胎，不得操控國力逆天而行！》10.4.2010 

5. 《港甲流已殺 25 人，中國之大可想而知，家屬應向中港政府索命賠賞！》27.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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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外有更多的公開信主頁見 http://www.ycec.com/UN/war-felon.htm, 當上述這 5 份公開信發

表後，曾蔭權政府被迫在去年 7 月銷毀 2 億多疫苗！ 但為何後又要在去年的 10 月重新鼓吹甲流疫

苗呢？ 因為不再提流感疫苗在 WHO 及醫學界便要被逼也得承認洗肺醫療法的發明理論不可…而
後，基於港反對派準備揭露隱瞞洗肺醫療法發明害死太多生命才妥協每港人發 6000 元為俺口費，不

信的市民可去電衛生署 Tel: 2836 0071 或將本文傳到 Fax:2961 8991 或 週一嶽 Tel: 35098765 Fax: 

25413352 質詢一下，看狗嘴裏還吐不吐得出象牙來！…   
十分遺憾，上述這一人類醫學歷史上最不文明的一段史實 競發生在 號稱一國兩制 50年不變的香港！ 

請流覽 www.ycec.com 再點來江澤民及曾蔭權的頭像，看本人起訴他們的是什麼？儘管他們有權勢令法院不受

理、或叫曾蔭權不用答辯！  事實證明 一國兩制 早就被曾蔭權拿去向江核心典當換取特首之位，全港市民

對如下的點滴史實市民也不可不知：  

1. 港府保護不了本人在深圳的投資，當本人在香港高院起訴被江核心人馬利用的廠房港人業主時，江

核心便叫深圳市委書記張高麗於 06.1.2011 訪港向李國能施壓保護他們，當李國能推說起碼要有個政

府協議後，陳方安生不幹於 13.1.2011 提前辭職，曾蔭權便不顧政治道德承諾當上政務司長； 

2. 曾蔭權為報“皇恩＂於 15.9.2011安排電訊局推准電信盈科在官塘興業街永興大廈 13/F樓安裝 500W的手
機天線對準本人辦公室謀殺也不惜會傷害他人； 23.7.2004 當特首董建華頂著江核心的壓力仍批給了本人

一份短期專利後，江核心在曾蔭權的 裏應外合之下於 05年 3月糾集了全港媒體以董建華 8萬 5的房屋政

策失誤為由力逼董辭職又得皇恩以重償特首之位，也可見本港媒體包招蘋果報也均為黨的喉舌不假； 

3. 2006年 3月，當諾貝爾評選委員會經港訪問中國告知因本人發明瞭洗肺醫療法欲給予本人

諾貝爾醫學獎，但江核心派楊振寧訪港編織了『中國暫不需要諾獎』的神話壓制了香港

學術界的反對聲音！  結果，本人發表了公開信罵了楊振寧，江核心又皇恩浩蕩 叫 鳳凰

衛視 主辦頒發 全球傑出華人獎 第一人以重償； 

4. 為加冕 隱瞞洗肺醫療法發明成功，醫管局梁智鴻獲得大紫荊勳章！如此誘惑太大，周一岳、袁國勇、

曾浩輝、港大傳染系何柏良及醫學會長蔡堅這批醫學官僚便肆無忌憚地上 TV欺騙市民打流感疫苗； 

5. 更可恥的是，曾蔭權政府不能保護本廠商在內地投資，近年還不停調動各部門包括北角警署的

公權力及至今不知編造何謊言方可教唆多已知情的鰂魚湧區地產代理充當隱瞞醫學發明兇殺助

手共同杯革、並以譭謗手段阻止為本人舊居仍兒子名下的新威園住宅出租，見

www.ycec.com/hk/e601.htm 這簡直卑鄙下流、害人不淺還以為可換取更大的“皇恩＂浩蕩⋯ 

須知，本港因隱瞞死亡不少，全球隱瞞 單每年 WHO 公佈的流感一項死亡人數以 40 萬中數計，8

年間的死亡數字已超二次世界大戰 如果說這是人類史上最可恥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並不為過！ 

毛澤東生前一再警告黨內說﹕「中國的和平演變只能是最黑暗的法西斯統治」，看今天，不發

還敝司在深圳投資就算了，幹麻還要隱瞞上述前無古人、也是人類醫學史上最後一個醫學發明（因

發明本質上為物理治療法）欺世、屠殺萬民不當一回事？ 這就是孰知中共統治架構的毛澤東所

預言的若 當權者一旦心術不正且唯我獨尊不可一世的話 便會走向法西斯統治！ 

看香港今天，曾蔭權的任期已到，當他耍盡特首癮後還會良知發現向如此之多因隱瞞而死的家屬道

歉嗎？ 答案將是否的！ 正是他引 清兵入關 大破一國兩制 並盜盡 16 世紀歐州法庭逼害伽利略之技

重演在今天的香港高院，只是尚沒得手而已！  十分可惜的是逼害伽利略的法官後代幾乎絕種或全

改名換姓沒有留下“經典故事＂！ 否則， 諒也不會有如此之多官員會醉心或心甘 迎逢 權貴

協助殺生不手軟，競連地產代理 四大金鋼 也可逗起不守職業道德湊熱鬧來了！ 故此，現提醒 這

班戰犯或幫兇 是時候如何為 後代的生存空間 積德行善三思而行了！   有正義感 但有所疑問的

市民 應勇於 將本信傳入特首辦問個清楚明白：Tel: 2878-3300 Fax: 2509-0580 
又看今天香港，唐英年、梁振英也正為特首之位鬥得不樂亦乎！市民應敢於質詢他們將如何為

曾蔭權的罪行善後？！ 另， 若有市民有肺炎高燒不退的親友見醫生不能獲處方本醫療法者請出

示本文及告知本人 Tel:3618-7808 將有助解危救命！另，但願 維護正義者 如能將本文傳閱 5 人以

上等如 救人一命勝造 7級浮屠，定會善有善報！  本人在此預祝新年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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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網址：www.ycec.com/UN/120113-hk.mht ( .pdf 可打印 )

主頁：http://www.ycec.com/UN/war-felon.htm 
注：只因中華廠商會不敢為敝司說話卒於 04 年後停交年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