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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1. 奥巴马默许劫持MH370而非失踪只为满足小布殊心态却放任WHO屠杀Ebola生命！ 

2. 同一人马虚构安德鲁王子的性丑闻以压迫牛津大学加入研究伊波拉疫苗的撒谎阵营！ 

3. 导演失踪MH370为劫持本发明人及方便小布殊脱罪让WHO继续杀人！ 

4. 江锦恒为导演劫持MH370幕后的最大嫌疑人，释放人质当务之急，以免被灭口习近平理当立   

即跟进！ 

                    英文版 见→ www.ycec.com/UN/150117.pdf  or htm  
中国各政界、律师事务所：                                  www.ycec.com/UN/150117-cn.pdf / htm 

由于披穿挂上国家主权外衣的 IS 恐怖组织正在践踏文明，WHO 正在继续滥杀无辜生命，  
MH370 也被劫持并非意外失踪，如下的公开信本针对西方政界及奥巴马而发，但内容十分重要

来自江核心倾尽国力也要隐瞒本人拯救非典国难的医学发明多次谋杀发明人无着后、竟动起导

演劫持MH370且以本人另一“航空安全三措施”发明技巧企图劫持本人永远囚禁在科科群岛之邪念，

本公开信将告诉你更多真相，现恭请诸位告知 MH370 人质家属、并加入拯救释放 MH370 人质的文明

使者行列以免被灭口之余见证这邪恶历史：  

《WHO 屠杀 Ebola 生命急增关联导演 MH370 失踪同为 2014 年邪恶榜首!》  
lzm/17.01.2015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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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为什么 WHO 要继续放任 Ebola 屠杀生命?  
II. 马航370客机为何会离奇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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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谁该为马航370客机人为失踪承担上刑事责任？  
 C.  马航370客机人为失踪疑点  
 D. 人为制造马航370客机失踪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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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刚过去，但见由奥巴马与中共政权默许下的 WHO 总干事 继续放任 Ebola 屠杀

生命已超 8500 仍不知悔改亦由前一电邮见证：www.ycec.com/UN/141122-hk.pdf, 难怪海豹

也不甘寂寞现身奸杀企鹅模仿此邪恶势力曝光始于 Nov 17, 2014！   
由于来自中共政权及奥巴马联合的网络封锁导致本发明人的电邮能力于给 WHO 总干事

最后通碟信件期满的 November 14, 2014 之日起被停止近 50 天，因此，WHO 总干事继续放任

Ebola 屠杀生命仍不知悔改由 5000 快速增至今天的  8594 人!   
难怪海豹也不甘寂寞现身奸杀企鹅模仿 WHO 及奥巴马势力曝光始于 Nov 17, 2014！ 
因瑞士人生命同是隐瞒医学发明的受害者，本发明人将去信建议瑞士警方有权立即逮

捕 WHO 总干事并刑事起诉，以此同时国际刑警组织也应立即介入！      
也由于本 PCT/SG2003/00145 医学发明人身份为联合国属下 PCT 组织认可身份人也该有权于

国际法庭立案起诉 WHO 总干事，现向有权于立案之法律工作者发出邀请为民除害，请挺身而出并联

络本人！ 
另外，马航 370 客机为何会离奇失踪是同样由上述的邪恶势力导演？  只因 WHO 没任

何理由隐瞒我的 PCT/SG2003/00145 医学发明至今超过 11 年已杀人无数无法下台!  因此，

奥巴马默许下的 CP CHina 势力导演了 MH370 失踪只为企图绑架本人而演习！    
现逐一告知你真相！请你加入谴责行列拯救生命！ 

I. 为什么 WHO 要继续放任 Ebola 屠杀生命? 
当 WHO宣布伊波拉病毒至今杀人已超过 5千之后,本人不得不通过传真及挂号信向 WHO总干事发出

最后通牒信，以及同时传真给联合国秘书长转达在 Oct., 27, 2014, WHO 杀人不眨眼的臭史如下： 

www.ycec.com/UN/141027.pdf  or Chinese www.ycec.com/UN/141027-h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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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豹奸杀企鹅最新发及出版在 Nov 17, 
2014 刚好在本发明人给 WHO 总干事最后通

碟信件期限之后的第三天，任何人可前往
www.youtube.com/watch?v=kqjfW-MZsMo 或

www.youtube.com/watch?v=ABM8RTVYaVw 浏览

TV！      

目前，WHO 总干事与奥巴马就是一对超级海豹正在奸杀西非伊波拉国家接受所谓的

ZMapp 药以及等待 Ebola 疫苗，而其余非洲国正如傍观的企鹅一样爱莫能助！  
更多详情见 www.ycec.com/UN/120617/witness-history.htm  
由于来自 CP China 增强网络封锁本人的电邮能力自上述最后通牒的十一月 14日开始，

因此，起诉 WHO 总干事只得延迟，以及更有奥巴马的默契，WHO 总干事也因此更加有恃无恐、

继续杀人不眨眼，虽至今仅 50 天，但 WHO 已通过伊波拉病人屠杀生命已激增到了 8 千！  
由于世卫组织总干事 陈冯富珍博士至今回答不了本人上述的最后通碟信件，以及仍拒绝在期

限内向贵国卫生部公开承认及推荐 PCT/SG2003/00145 国际专利本人的“洗肺”医疗法特别是伊波

拉灾难的国象才是唯一拯救生命医疗法及药物，世卫组织总干事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杀人狂魔！ 
唯一可喜的是，在 www.ycec.com/UN/141027.pdf 的最后通牒信中提到 WHO 在近期还接纳

了加拿大卫生部所谓“研发”的埃博拉病毒疫苗 VSV-EBOV！   尽管有奥巴马指示美国国家卫

生研究院撒谎“伊波拉疫苗测试成功”Nov., 27, 2014 见报志企图误导催促瑞士研究人员认同

加拿大卫生部提供的“伊波拉疫苗”，   但由于“细菌感染”才是 SARS 或埃博拉元凶而非“病

毒”是 PCT/SG2003/00145 中本世纪最成功的医学发现就在该最后通牒信中清楚无疑已导致 WHO

无可辩驳颜面尽失且众所周知！ 

因此，瑞士研究人员宣布暂停加国产伊波拉(Ebola)疫苗的临床实验于 Dec., 12, 2014

见报！   理由为“接受该疫苗的小部分人，出现未预料的副作用。”，其实，，只要须降

低“疫苗”中含“病毒”之百分比，“未预料的副作用”就可不存在！ 只是所预期的所谓 

“抗体” 对“细菌感染”无关紧要！瑞士研究人员与加拿大卫生部就此知耻有意退出撒谎战

场而已！      
与此同时，奥巴马撒谎的 ZMapp 的药物从此国际媒体消声失影！ 

当上述的西方医学界或WHO羞耻到露出不穿内裤之时，不知羞耻的WHO总干事 陈冯富

珍无计可施、立即指示计划主管Dr David Hoover傲慢地声称将授权Ebola血清并声称提供

给了利比里亚卫生部测试医治Ebola病人由BBC News于Dec.15, 2014见报！但Ebola血清同

样如疫苗荒唐，为何？因普通感冒发烧人之常情难道治愈后的病人血清不同样有其所谓的

“抗体”？！难道他们就可免疫不再感冒发烧了？！道理及医学逻辑就如此清晰无疑已无

须本人在此揭穿！ 

上述的事实已不容否认，为换取更多来自CP China的行贿，奥巴马再次指令FDA即美国

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演“批准”另一撒谎主题为“Biocryst流感注射剂”企图再次左右

媒体蛊惑众生发布在Dec.23, 2014！ 由于“流感注射剂”不见交代任何医理其荒唐程度比

疫苗更甚且路人皆知！  

由于奥巴马或其严控制下的医学界其撒谎本领就如此笨蛋及低俗不勘！  因此，奥巴马

不惜浪费公众资源又紧急只得指令美国药管局“出面批准”罗氏控股在埃博拉病人体内“测

试病毒”在 Dec.30, 2014 见报！奥巴马企图死抱“病毒”为撒谎“基础”愚不可及的行为也

就进一步在此暴光！  

另外，当本人于Nov.,20, 2014后分别向50余个非洲国家首脑及卫生部揭穿为什么CP China

要全力以付阻止各国承认本人不可取代的PCT/SG2003/00145医学发明，见

www.ycec.com/UN/120617/witness-history.htm  2014.11.20栏节查阅！那是因为前主席江泽民

在99年前行使国家权力配合他的土匪政策抢劫本人的血汗工厂回杨州老家威之后便立即关

闭法院大门！ 因为我的血汗工厂属中国的外资企业，拥有亲自发明设计远远超越所有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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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王国如日本、韩国同业水平远近闻名且列为非卖品的全自功工业机器设备，如其一的说明

书从www.ycec.com/HC/spring_coil.pdf 可见！ 
但十分可惜的是，当今天Ebola的死亡人数天天上升之际，然而代表西方强权的奥巴

马仍不知是非分明却借机在枱桌上或底部分别与中共强权讨价还价：  

其一， 奥巴马在December 19, 2014 签署法案对台湾出售4艘护卫舰尽管违反“8.17”公告的

承诺； 
其二，新闻可见，当奥巴马在上月开口指责人民币贬值之后，有见CP China承诺 人民币不会

大幅贬值； 
其三，资助小布殊的弟弟（John Ellis Bush）竞选下任总统志在安抚George Walker Bush

与CP China公开宣扬的行贿Neil Bush目的没有两样，因本人早在

www.ycec.com/UN/121012.mht 明言起诉小布殊！  
其四，…… 
上述可见，尽管奥巴马政府及WHO学术上全无招架之力继续隐瞒我的发明拯救Ebola生命, 

但为换取中共政权更多的行贿，由Dec.13, 2014新闻公开所见，他们纠集了亚细安加三(中国、

日本和韩国)的卫生部长级特别会议特意安排在泰国曼谷举行志在压迫泰国在对抗伊波拉疫情工

作上，达成共识和承诺阻止不在当月批予本人PCT/SG2003/00145在泰国专利！  

由于上述的事态严重，中国总理李克强于Dec.19, 2014

随后访问泰国，他奉命行事以大米换高铁并特惠等大手笔行贿引

诱泰国总理于Dec.21, 2014到达北京签署协议，  但他无法理解

任何大手笔特惠均无法弥补红衫军危害泰国10年的动乱损失以

及承认PCT/SG2003/00145在泰国专利拯救生是泰王不可动摇的

心愿及基本原则！  

见右图李克强的眼神及泰国总理天真无邪的面孔，因此难怪引起亚洲媒体热议泰国总理

被 “大手牵小手”如哄小孩一样，及担忧会否取代前总理他信再次搞乱泰国暂不得而知！ 
 

也与的同时，由近日凰凤卫视节目的俄罗斯代表告知，反观俄

罗斯总统普京在目前货币危机心仍然公开拒绝接纳中国政府的援助

以免重演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悲剧如今天的小布殊及奥巴马总统就屈

服他们的弟弟被行贿如今很难下台！  

更早在2014. 11.15 G-20招召开之时，面对WHO继续在屠杀

西非人生命，普京与其它领导人同样收到本人传真信件要求讨论

被拒后怒而离场，今天，普京再次向各国领导人面前展示他的眼

光及不可被行贿的人格值得载写入史册！  

上述这一切全在聪明的英女皇眼里，特别是圣诞节前的Ebola已杀人超过7500,但又见奥巴马还

在与CP China讨价还价，因此在Dec.25, 2014圣诞节发表演讲要他们“和解”，女皇指出： 

“埃博拉病毒病毒已经在西非杀死超过 7,500 人，在塞拉利昂，

几内亚和赖比瑞亚占多数。照顾病患或感染上埃博拉病毒身体的人们

特别容勿暴露在病毒中已有 365 医务人员死亡，他们中大多数本地人

员。”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因此希望“和解”，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

都能在 1914 的圣诞节夜前停战！ 

   英女王借此要求奥巴马与中国政权停止讨价还价应该带头让

国际社会承认PCT/SG2003/00145发明拯救埃博拉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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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十分不幸的是，从牛津大学被扣押上加入研究伊波拉疫苗撒谎阵营的历史舞台

只为隐瞒鄙视本发明及继续欺骗公众手段并由BBC news 于 January 06, 2015报导！   

难道牛津大学有能力替代WHO总干事驳回本人发出在www.ycec.com/UN/141027.pdf 的
最后通牒信?  但牛津大学为何要出卖百年信誉？  由此可见那是Obama与CP 

China 连手制造了安德鲁王子的性丑闻！   

目前，世界文明已大倒退，奥巴马与WHO仍站在世界舞台光天化日中杀人！当然的，

这离不开中国提高了桌底及桌面上两层次的行贿筹码！除了奥巴马及多数西方政客只会贪

图名行贿以控制所有媒体外，为什么中国政府可以邪恶到如此地步？只因中国政府是世界

上己少见的非民选政府！ 

II. 马航370客机为何会离奇失踪？ 

A.  序文   
为何2014年的航空灾难死亡人数总数刚好为911人？已引起部份媒体热烈议，特别是马航370

客机为何会离奇失踪在有高科技文明年代的今天？  

小布殊于2001.09.26 pm 4:00透过驻港总领事馆的一个名叫Mr. Tomy Liu 的 高级职员打电

话代表布殊政府：“Mr.LinZhen Man, 我代表布殊总统向你表示感谢，保证你在美国的专利申

请。⋯”，这就是小布殊对本人的庄重承诺， 于是小布殊总统于2001.9.27在芝加哥机场公布签

署拨款5亿美金协助飞机公司应用了本人“航空安全三措施”发明从此解除了911经济危机！详情

见：www.ycec.com/911/Patent_Application_in_US.htm 

但由于前主席江泽民应用“土匪政策”却美其名曰的“引进外资，保护外资”，当

他1982-85年在是工业部长之时，由于当时本人拒绝出售非卖品机器给他属下工厂，现升

任国家主席后刚成功在1999年就抢劫了本人在深圳血汗工厂由本人设计发明的世界最先

进机器后立即从此关闭了法院大门如前述正在自鸣得意之时，又岂可容忍本发明人获得美

国专利并名扬国际的事实！    

因此，江泽民用尽心机以默许小布殊总统卖潜水艇等武器给台湾及另一手行贿小布殊

弟(Neil Bush，其后由他的儿子登报承认！)，结果，布殊总统不仅反悔对本人的承诺，并下

令 美 国 专 利 局 荒 谬 理 由 的 手 段 作 废 了 该 专 利 的 申 请 ， 详 情 见
www.ycec.com/911/Patent_Application_in_US.htm       

B. 谁该为马航370客机人为失踪承担上刑事责任？ 
如非上述我的“航空安全三措施”发明其安全系统可靠及无任何漏洞是绝不会获得布

殊总统欣赏及宣布应用于2001.9.27在芝加哥机场公布，但为何马航370客机会离奇失踪？ 

上述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因为最后操控航机的钥匙不在机师而是机场控制中心手

上通过通信卫星遥控！因此，任何劫机的行为永远不会发生，这本人发明的“航空安全三措

施”之一！ 而且该可修改密码的钥匙为航机主人购入时由波音公司将客机一齐提供交货给主

人再转交当日两地机场控制中心！ 除了如在乌克兰被击落MH17的客机及近期被雷击的QZ8501

客机不在“航空安全三措施”保护之外！   

因此，上述的劫机唯一机会只留给其一的马来西亚、北京机场的控制中心！除非他们

可以证实所有的通信卫星全部失灵，否则该两控制中心必须首先向有所乘客家属交代！

C. 马航370客机人为失踪疑点 
根据有关的报导，该370客机在失踪前已在马来西亚与中国领空交界之间，上述该可修

改密码的钥匙依照例务必要转交到北京机场的控制中心，因此，劫机的最大嫌疑将是有关

的“中国当局”！ 
而如此的判断进一步可由航机突然失联之始，为什么整个南沙群岛的手机通讯信号全

被中国移动通讯遮蔽及至今不见解释交代？否则，失联航班涉及中国通讯、IT行业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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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29人乘客无人打开手机通话不可信?！因此，在此劫机行动中有中国有关当局后右指挥

已可不言而喻！   

更有见报导，370失联客机被人为操纵飞过马来半岛，飞向安达曼群岛，而该群岛附近

有个科科群岛由缅甸将安达曼群岛租给中共做海军基地和情报搜集中心！ 而且，报导又指，

MH370曾飞到13716公尺的高度超过常规飞行高度令乘客包括机长昏迷以便利劫机。  

由于该科科群岛有扩建中机场，但从最坏的估计考虑，马航失联客机最大的可能是降落在

附近海平面，而所有客机人员及乘客就该客机慢慢沉落海底之前被“救”事际为劫持上科科群

岛被“安置”！    
这一结果必然全在奥巴马默许中，因人员没死，尽管在MH370失联客机有4名美国人，

奥巴马倒也想看看高深莫测的“中国有关当局”势力如何玩法？  

以及又从中国官方媒体在当初披露370失联客机中国人名单有意擦黑2名姓名看来，该4名美

国人也将优先释放！因此，总统奥巴马非常镇静并故意避开媒体共9天直到受到质疑后才出现，

因他显然参与劫机或是知情者！ 

现值得一提的是，本人之前也曾用心地钻研究对深海潜艇的最新的探测技术，并于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的5月8日向各国政府领导人传真披露了并有价出售成果，见

www.ycec.net/lzm/080508-hk.mht, 更进一步于December of 2012year专辑在

www.ycec.com/Explore-submarine-hk.htm 可见，但直到的2013年3月22日由俄罗斯军工综合

体新闻网3月22日报导，美国应用物理科学公司本周赢得了美国海军一项价值1520万美元的

类似本人5年前已成熟发明可应用的合同！ 但仍不见总统奥巴马有下令该先进的科技参与

澳大利亚附近的深海搜索行动，如此也可见奥巴马的撒谎本领有限容易露出马角！ 

本人想说的是，请立即释放370失联客机乘客及机组人员，不要在本公眼底耍些如此小杂技

了！    

D.   人为制造马航370客机失踪目的何在？ 
其一，如上述序所述，由于本人于www.ycec.com/UN/121012.mht 的公开信并广泛传电

邮在Oct.,12 2012之后广泛地指责小布殊总统的失信毁约于本人在先，又以协助前主席江泽

民隐瞒PCT/SG2003/00145发明在后已将在被起诉的前夕并包括奥巴马！  该公开信并图文

并茂同时向各国领导人展示由中国官方报纸自我证实的江泽民的台底下桌面底行贿小布殊

及奥巴马的弟弟，他们因此咬牙切齿，江泽民以加紧在香港及深圳两地谋杀本人由

www.ycec.com/Jzm/murder.htm 可见！ 

请见：www.ycec.com/Jzm/murder.htm, 当多次谋杀本发明人多次失败在香港后，该邪恶势力

又于2014年3月7日安排深圳企图欲以制造车祸谋杀本发明人失败后的第二天马上制造370客机失

联，其 目的有二：   

1. 如序文所表明，为安抚小布殊总统假如被本发明人起诉的话总该有狡辩一词可用，因此，

由江泽民的长子领导的势力立即制造了MH370事件以备用来说明并无在客机上应用本人

的“航空安全三措施”发明！ 但小布殊总统忘了他应用本人的发明并公布于2001.9.27在
芝加哥机场公布已铁证如山，因此，任何的狡辩也将无济于事；  

2. 因本发明人经常要乘座飞机往外地，如以MH370客机的失踪事件同样方式劫持将天衣无缝！ 

特别是已有幸避过来的上述江泽民势力多次谋杀经历、且又是“航空安全三措施”发明

人岂有不知MH370客机的失连诡计何在？只是暂不想揭穿其真面目等候更多证据而已！ 
相关可见的补助证人如下：  

 
早前的江泽民-基辛格  

基辛格于2014年4月8日在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成立仪式

上避无可避、忍不住口地说：“江泽民在就任之初被外界大大低

估了…”！到底他的“什么能力”被低估了什么？  
中国有句老话指：“貌可由心生！”看左图双方的眼神那你就可

一目了然了！  

 与上述的奥巴马一样，基辛格一点也不着急也有4名美国人在



 

 ６

失踪的370客机上还如此谈笑风生、话中有话看来，因此，他肯定知道失联的370客机下

落！ 

   也可由此可知，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成立目的也只为方便奥巴马及中国势力压制亚

洲各国默认MH370的失踪的一场演习，其最终目的企图无非也将以此方式劫持本发明人永

远消失在这个世界！ 

 
马英九 

  当本人于 2012 年 8 月 18 日以传真致函台湾总统马英九提

及以 PCT/SG2003/00145 为基础在台湾专利局的申请被无端

搁置了 9 年后，此发明同样解救了 2003 年台湾的 SARS 危机。 

但马英九知恩不报，反而将经济部长陈冲撤职换上听话的

奴才主持专利局作废专利申请，因此，本人于2013年10月17

日出席在台湾智慧财产法院审讯由右边的院长主持，除造假 院长- 高秀真

技术审查法官有出庭外又再作假由没出庭法官-陈容正替代其冒签名-判决书驳回! 

因此，在之后当本人要求重新审理只待裁决无须出庭之时，但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本人收到2014年7月28日将于2014年8月22日开庭务必要出庭的通知书, 主页见 
www.ycec.net/tw/court.htm   

也因此，本人判定台湾总统马英九已参与了诱骗本人飞往台湾， 马英九也必然已

同意将会向江泽民的势力移交最后操控航机的钥匙无疑!    
上述对台湾总统马英九的判断进一步由小布殊总统见证: 

 另一面，必然可信的，当小布殊得知本人 2014 年 8月 22 日飞

往台湾出庭必然为江泽民势力所劫持，因此，高兴得小布殊于 2天

前的 20 Aug 2014 穿着 T 恤衫坐在阳台上说：「告诉所有给我下战书

的人，我觉得淋冰水实在不像总统该做的事。」 

小布殊肯定不会忘记当本人于 2003.11.28日透过美国驻港

领事馆转给他的一封中文信（www.ycec.com/Jzm/031128.pdf）
 

约经近年的2004.11.27日，突见右图的江泽民长子江锦恒以隶属中国政

府的文汇报、中新网以“可能会影响布殊大选”显著标题而全文揭露他

如何行贿小布殊弟 (NeilBush)美女与金钱由江锦恒自认就此威胁劫持小

布 殊 不 敢 冒 然 承 认 上 述 本 人 的 两 大 专 利 发 明 情

由 www.ycec.com/lzm/080508-hk.mht or pdf,第7段3.可见！ 

    这就是今天WHO滥杀Ebala生命及劫持MH370的导火线！ 
江锦恒 

E. 结论   
奥巴马默许劫持MH370而非失踪只为满足小布殊心态宁愿放任WHO继续屠杀Ebola生命！ 
也就是说，在小布殊及今天总统奥巴马的被迫放纵下，由江锦恒统领的江泽民势力已成

功地披上主权国家外衣走上了比IS恐怖组织更可怕道路⋯容后再述！  
   请转达本公开信给小布殊，他淋冰水挑战的是历史文明不可再！ 

所有航空公司应得通知，如没有劫机出现的话，“航空安全三措施”之一的遥控航机回基

地的密码匙不必交予对方航空基地，以避免被披上主权国家外衣的IS组织利用！     

由于本发明人不会在可见的近期冒然上飞机，不必妄想利用本人的“航空安全三措施”发明劫持本人！

最后，请小布殊及奥巴马总统立即通知江泽民势力立即释放所有劫持的MH370所有乘客及机

组人员！ 

Thank you!   
PCT/SG2003/00145  
& 10/469,063 
Inventor                                                本页 →http://www.ycec.com/UN/150117-cn.pdf 

 
Lin Zhen-Man/SG/HK   Jan. 17, 2015                      主页 www.ycec.com/UN/120617/witness-history.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