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歷史的文明大倒退令人觸目驚心，為什麼陳馮富珍能夠連任WHO總幹事？ 
  lzm/17.6.2012 in Hong Kong 

本公開信致 WHO, G-20、各人權組織及各國首腦、衛生部官員質疑為什麼陳馮富珍能夠

連任WHO總幹事？   難道中國政府已買下整個世界？難道可一再通過陳馮富珍操控WHO平臺

去誘騙各國政府衛生部不斷地向公眾推廣“流感疫苗”屠殺本國人民以及玩弄各國的領袖成

為歷史罪人遺臭萬年！為什麼？這就是今天本公開信的主題，如下： 

在現有的醫學教科書中，“流感疫苗”只是基於“病毒感染”理論確認的產品，以及一

旦當“病毒感染” 通過空氣的流動進入肺部將會在血液中以“自動複製”的方式繁殖！因

此，血液中“流感病毒”的濃度將會提高而導致高燒或者經病變而死亡！ 

由上述可見，“自動複製”的方式繁殖是舊有“病毒感染”理論的核心。 現在，任何

一家普通的化驗室都可以從任何一名確診的流感病人的身體抽出血液樣品檢測觀察“流感病

毒”的濃度會否提高？ 

一切也都將顯而易見的並定論，即病毒繁殖的理論已立即破產，即通不過來上述簡單簡

單檢驗！另外，儘管在US-CDC 網上介召“流感針”是一種失去活性的疫苗(控制殺死的病毒)

辯解！然而，以失去活性的疫苗企圖去誘發人體對所謂“活性病毒”的抗體也絕對的是荒謬

的！又例如，一個感冒病癒後必然會有抗體的病人難道就不會再患上感冒嗎？ 因此，包括失

去活性的疫苗完全同樣是有害無益的！ 

因此，任何再蠢笨的人也將會知道，從此“病毒感染”以及“流感疫苗”的理論便應丟

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因此，WHO 應立即承認 PCT/SG03/00145 國際專利發明新發現的“細

菌感染”理論去更改教科書以及讓應用“洗肺”醫療法的時代已經來臨方可拯救眾生！ 

本公开信在此呼吁有责任心的各國衛生部官员以及医科大学的教授专家们都应立即验证

上述这个测试结果从而不再向国民推广有害无益的“流感疫苗”。    另外，为了避免再有更

多的病例死亡，各國衛生部同时更应立即下达医疗指引给医学在业者医生向公众开放“洗肺”

医疗法的应用以免让再有任何品种的流感、肺结核等病人死亡于失救！ 

其实，早在 23.12.2009，当本人看到胡里胡涂地美国总统奥巴马被利用做“甲流

疫苗”模特儿去误导诱骗及伤害美国人民后，在 2010 年，本人也共有 5 封英文公开信

向 WHO、G-20及各国政府世界传媒传递发表了 The Vaccine can pernicious to the entire fetus, 
WHO must stop using! 主题及网址如下：  

1. http://www.ycec.com/UN/100223.pdf; 
2. http://www.ycec.com/UN/100620-hk.pdf; 
3. http://www.ycec.com/UN/100703.pdf; 
4. http://www.ycec.com/UN/100922.pdf; 
5. http://www.ycec.com/UN/101109.pdf 

     也就在上述发表英文公开信的同时，本人亦有 5篇同样针对有害无益的甲流疫苗的中文

公開信于 15.9.2010.- 27.2.2011在期间向中港台各界发表后，曾蔭權政府只得被迫在去年 7月
銷毀价值超过 2億多价值疫苗存货： 

这是人类文明历史最黑暗的一天，WHO 及各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有的是中文人才，

希望可以翻译给领导人作参考及做历史见证： 

1. http://www.ycec.com/UN/100915-hk.pdf  15.9.2010. 
2. http://www.ycec.com/UN/100208-hk.pdf  08.2.2010 
3. http://www.ycec.com/UN/100410-hk.pdf  10.4.2010 
4. http://www.ycec.com/UN/110202-hk.pdf  02.2.2011 
5. http://www.ycec.com/UN/110227-hk.pdf  27.2.2011 

這裏務必要告訴正在開會的 G-20 及各國領導人一個嚴峻事實，那即是在上述 5篇中文公

開信向中港臺等地區發表之後，香港政府被逼要立即公佈銷毀 2 億多港幣的甲流疫苗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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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那是因為流感疫苗缺乏科學根據且害人不淺已眾所周知！  

為何香港政府一會兒要銷毀甲流疫苗？又一會在 3 個月後又要重新鼓吹疫苗

呢？那是因為 WHO 陳馮富珍坦白放話告訴了曾蔭權政府：“⋯如果香港政府不再繼續

推廣流感疫苗的話， WHO 及國際醫學界也將要被逼也得承認洗肺醫療法的發明理論

不可了！” 而後，基於政府的反復無常， 導致了香港政界反對派惱怒準備向公眾

揭露隱瞞由 PCT/SG03/00145 伸延 HK patent No. HK1060833 的洗肺醫療法的醫學發明害

死太多市民生命的罪行，但後來他們才妥協向每一香港人發放 6000 元為俺口費！

由上述事實可見，WHO 陳馮富珍確確是講出了真相，她明知“流感疫苗”全是有害無

益人體的， 但她認為不管死亡者的人有多少都好，反正有奧巴馬拿著諾貝爾和平獎招

牌做模特兒打疫苗或其他的國家領導人一同頂著這項千古歷史罪人臭名，例如在英國

遭受一個劍橋大學病理糸碩士生扔鞋之苦只會是中國的總理溫家寶在 02 February 2009，

因此，沒有道德觀、同情心且又習慣唯利是圖的 WHO 陳馮富珍肯定會哄或暗示著你：“⋯

啥也不用怕，那裏還有很多中國的美女、俊男及金錢等著你!”； 

面對著上述 WHO 陳馮富珍如此的沒有人性，本人又立即發表了 3封中文公開信告知香港

市民要珍惜生命遠離流感疫苗，如下： 

1. www.ycec.com/UN/120113-hk.mht  or pdf 
2. www.ycec.com/UN/120223-hk.mht  or pdf 
3. www.ycec.com/UN/120509-hk.mht  or pdf 

由於公開信除了同樣關係到各國人民不可迴避的醫學發明應用外，香港特首曾蔭權已害

怕了因他聽命於中國政府在香港隱暪這個醫學發明及盲目推廣流感疫苗屠殺了不少的同胞無

法面對死亡者家屬須要安排逃亡及不再回香港居住以及安排對本人採取恐怖襲擊的事實！ 

本人十分憤怒地在此向任何受益我的發明的人及國際社會呼籲必須關注及譴責曾蔭權政

府如此的恐怖行為！ 

現在，各國駐香港領事館有責任翻譯給領導人深思，即是同樣會有 3 個嚴峻的事實擺

在各國領袖特別是奧巴馬面前，如下: 

1. 自 13.1.2012 後，再也沒有一個香港政府的醫療官員再敢出現 TV 欺騙市民注射流感疫

苗針劑了；  

2. 自 23.2.2012 後，再也沒有一家香港的媒體願意替香港的恐怖政權發佈虛假新聞誘騙市

民打流感疫苗針劑為法西斯政權服務； 

3. 即是如一再聽任中國政府擺佈隱暪這個醫學發明及推廣流感疫苗的話，有一天必然的將

會受到本國人民的懲罰，其恐懼將與曾蔭權無異； 

這仍是人類文明歷史最黑暗的一天，本人在此重複呼籲，各國的領導人在閱讀過

本公開信之後不再學奧巴馬總統不當利用扮演疫苗模特兒誘騙及傷害國人生命，因為

剝奪國人分享 PCT/SG03/00145 發明的使用權力相對本國歷史也將是一種不可原諒的罪行!  

各國的領導人更應知悉為什麼 WHO 面對作廢“流感疫苗”會深感恐懼?    

因为一旦废用了“流感疫苗”之后，那么，在 WHO 及国际醫學界学术权威或那些

所谓的“病毒专家”长期所依赖的“病毒感染”理论将会立即破产，这对他们而言必

然是个災难性的打击！ 

又更因為“細菌感染”理論下的“洗肺”醫療法的本質是物理療法，因此，是永遠再沒

有任何的藥物醫療法可取代的，那麼，由 PCT/SG03/00145 的國際專利新發現的“細菌感染”

理論便會發出永不熄滅的光輝照耀著整個地球村千萬年以上！ 正是如此，包括不少的諾貝

爾得獎的所謂“病毒專家”他们的成功神話也將無處藏身，但是並不一定要離開權威



 

 

的醫學機構告老回鄉，然后当他们必须面对放弃他们的权威或私利转而承认“細菌感

染”新理論而言必然是有苦難言的！  

也因此，當中國政府蓄意買位推薦任職總幹事的目的是繼續向公眾隱瞞洗肺醫療法發

明正中他們下懷，何況他們更可有機會向中國政府討價論價索取好處兩全其美！ 這也說

明及證實了為什麼在本界 WHO 總幹事本界的選舉中沒有第二候選人！  

歷史將在此進一步做出筆錄，這仍是人類文明歷史最黑暗的一天！ 正是這班 WHO, 

US-CDC 及國際醫學界的權威也只以私利為優先考慮，他們藐視流感病人生命價值的存

在， 他們只會害怕他們手中擁有的疫苗製造商股票會一夜成廢紙以及擔憂有一天會失

去中國政府行賄的價值，因此，他們瘋狂、不知羞恥：  

1. 在過往的 TV 新聞所見，當注射過甲流疫苗的市民又感染上甲流時，這群畜生的醫學官負

便慣例必將會穿著白袍跑出來再一次哄騙市民：“那是因為病毒變種了，所以疫苗失

效！”； 

2. 當特敏复無法令流感病人退燒或死亡時，這群畜生的醫官也會跑出來說：“那是偶然產

生的抗藥性, 其機會率是低的！”，或“死亡是由併發症產生的”等等； 

歷史將在此進一步做出筆錄，中國政府隱瞞 PCT/SG03/00145 醫學發明的手段層出不窮： 

例如，當諾貝爾評選團在 2006 年訪問中國時告知將給於 PCT/SG03/00145 發明人有

機會即給予諾貝爾醫學獎，但中國政府斷然拒絕並行賄諾貝爾評選團的事實為瑞典檢察

官於 Dec.19, 2008面對歐州媒體指責中國政府行賄諾貝爾評選團質問不知為何而踢爆！ 

到底中國政府行賄的目的何在？現由物理得獎人楊振寧作證並清楚無疑地告知上

述瑞典檢察官！ 

因在此 2006 年春行賄的同時，由 TV 的新聞所見，楊振寧博士接受中國政府的委託

或派遣來到香港以他的名望鎮壓香港的學術界的反對聲音，香港人 TV 所見，是楊振寧最

後咬牙切齒地說的：“現在的中國不需要諾貝爾獎！”！由此可見，中國政府的行賄目的

正是要拒絕讓諾貝爾給予 PCT/SG03/00145 即本發明人諾貝爾醫學獎，已清楚無疑！ 

本信再次向 G-20、 WHO 及每個國家的醫學界及媒體公開！不管是臺灣或泰國的紅衫軍

動亂，在那裏無處不見中國政府從中威逼角力的影子，由於中國政府不是一個選票產生的政

府且從不以價值觀治理國家的政府，因此，中國政府決不會在意你的國家還會死多少人！ 

現在，國際社會面對著因中國政府執意要隱瞞 PCT/SG03/00145 醫學發明導致而死亡的人

數已遠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總人數，又由於這個發明是永遠不可替代，本發明人在此向國際

社會提議為此介定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最後，本人強烈地在以呼籲 G-20 及各國政府的領導人不要過份政客化，不要以為學到了

如中國及香港政府的不道德及侵權已在個別醫院偷偷應用 PCT/SG03/00145 醫療法可以減少

了罪惡感，這是錯誤的！正因為沒有公開承認這個醫療法及向就診的醫生發佈醫療指引的

活，人們將會如以前那樣聽信醫生處方，但一旦高燒不退再求醫已是太遲可能導致更多的病

人死亡！因此，我希望立即開除 Dr Margaret Chan 以免繼續佔據 WHO 為虎作倀！ 
 

                             PCT/SG03/00145 (inventor) 
                             Lin Zhen-Man/Hong Kong  

                                June.1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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