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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1. 奧巴馬默許劫持MH370而非失蹤只為滿足小布殊心態卻放任WHO屠殺Ebola生命！ 

2. 同一人馬虛構安德魯王子的性醜聞以壓迫牛津大學加入研究伊波拉疫苗的撒謊陣營！ 

3. 導演失蹤MH370為劫持本發明人及方便小布殊脫罪讓WHO繼續殺人！ 

4. 江錦恒為導演劫持MH370幕後的最大嫌疑人，釋放人質當務之急，以免被滅口習近平理當立即跟進！ 

                    英文版 見→ www.ycec.com/UN/150117.pdf  or htm  
中國律師： 

由於披穿掛上國家主權外衣的 IS 恐怖組織正在踐踏文明，WHO 正在繼續濫殺無辜生命， 
MH370 也被劫持並非意外失蹤，如下的公開信本針對西方政界及奧巴馬而發，但內容十分重
要來自江核心傾盡國力也要隱瞞本人拯救非典國難的醫學發明多次謀殺發明人無著後、竟動

起導演劫持 MH370且以本人另一“航空安全三措施＂發明技巧企圖劫持本人永遠囚禁在科科群島

之邪念，本公開信將告訴你更多真相，現恭請諸位告知 MH370人質家屬、並加入拯救釋放 MH370

人質的文明使者行列以免被滅口之餘見證這邪惡歷史：  

《WHO屠殺 Ebola生命急增關聯導演MH370失蹤同為 2014 年邪惡榜首!》  
lzm/17.01.2015 in Hong Kong 

 
 總-序     

I. 為什麼WHO要繼續放任 Ebola 屠殺生命?  
II. 馬航370客機為何會離奇失蹤？  
 A. 序文    
 B. 誰該為馬航370客機人為失蹤承擔上刑事責任？  
 C.  馬航370客機人為失蹤疑點  
 D. 人為製造馬航370客機失蹤目的何在？  
 E.  結論    

總-序 

2014 年剛過去，但見由奧巴馬與中共政權默許下的 WHO 總幹事 繼續放任 Ebola 屠殺

生命已超 8500 仍不知悔改亦由前一電郵見證：www.ycec.com/UN/141122-hk.pdf, 難怪海豹也
不甘寂寞現身奸殺企鵝模仿此邪惡勢力曝光始於 Nov 17, 2014！   

由於來自中共政權及奧巴馬聯合的網路封鎖導致本發明人的電郵能力於給 WHO 總幹事

最後通碟信件期滿的 November 14, 2014 之日起被停止近 50 天，因此，WHO 總幹事繼續放任

Ebola 屠殺生命仍不知悔改由 5000 快速增至今天的  8594 人!   
難怪海豹也不甘寂寞現身奸殺企鵝模仿WHO及奧巴馬勢力曝光始於 Nov 17, 2014！ 
因瑞士人生命同是隱瞞醫學發明的受害者，本發明人將去信建議瑞士警方有權立即逮捕

WHO 總幹事並刑事起訴，以此同時國際刑警組織也應立即介入！      
也由於本 PCT/SG2003/00145醫學發明人身份為聯合國屬下 PCT 組織認可身份人也該有權於國際

法庭立案起訴 WHO總幹事，現向有權於立案之法律工作者發出邀請為民除害，請挺身而出並聯絡本人！ 

另外，馬航 370 客機為何會離奇失蹤是同樣由上述的邪惡勢力導演？  只因 WHO 沒任
何理由隱瞞我的 PCT/SG2003/00145 醫學發明至今超過 11 年已殺人無數無法下臺!  因此，奧
巴馬默許下的 CP CHina 勢力導演了 MH370 失蹤只為企圖綁架本人而演習！    

現逐一告知你真相！請你加入譴責行列拯救生命！ 

I. 為什麼WHO要繼續放任 Ebola 屠殺生命? 
當 WHO宣佈伊波拉病毒至今殺人已超過 5千之後,本人不得不通過傳真及掛號信向 WHO總幹事發

出最後通牒信，以及同時傳真給聯合國秘書長轉達在 Oct., 27, 2014, WHO 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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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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豹奸殺企鵝最新發及出版在 Nov 17, 2014剛
好在本發明人給 WHO 總幹事最後通碟信件期限之
後 的 第 三 天 ， 任 何 人 可 前 往

www.youtube.com/watch?v=kqjfW-MZsMo 或

www.youtube.com/watch?v=ABM8RTVYaVw 流覽
TV！      

目前，WHO 總幹事與奧巴馬就是一對超級海豹正在奸殺西非伊波拉國家接受所謂的 ZMapp 藥以
及等待 Ebola 疫苗，而其餘非洲國正如傍觀的企鵝一樣愛莫能助！  

更多詳情見 www.ycec.com/UN/120617/witness-history.htm  

由於來自 CP China 增強網路封鎖本人的電郵能力自上述最後通牒的十一月 14 日開始，因此，起

訴 WHO 總幹事只得延遲，以及更有奧巴馬的默契，WHO 總幹事也因此更加有恃無恐、繼續殺人不眨眼，

雖至今僅 50 天，但 WHO 已通過伊波拉病人屠殺生命已激增到了 8 千！  
由於世衛組織總幹事 陳馮富珍博士至今回答不了本人上述的最後通碟信件，以及仍拒絕在期限內向貴國

衛生部公開承認及推薦 PCT/SG2003/00145 國際專利本人的“洗肺”醫療法特別是伊波拉災難的國象才是唯一

拯救生命醫療法及藥物，世衛組織總幹事簡直是明目張膽的殺人狂魔！ 

唯一可喜的是，在 www.ycec.com/UN/141027.pdf的最後通牒信中提到 WHO在近期還接納了加拿大衛

生部所謂“研發”的埃博拉病毒疫苗 VSV-EBOV！   儘管有奧巴馬指示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撒謊“伊波

拉疫苗測試成功”Nov., 27, 2014 見報志企圖誤導催促瑞士研究人員認同加拿大衛生部提供的“伊波拉疫

苗＂，   但由於“細菌感染”才是 SARS或埃博拉元兇而非“病毒＂是 PCT/SG2003/00145中本世紀最成
功的醫學發現就在該最後通牒信中清楚無疑已導致 WHO無可辯駁顏面盡失且眾所周知！ 

因此，瑞士研究人員宣佈暫停加國產伊波拉 (Ebola)疫苗的臨床實驗於 Dec., 12, 2014 見報！   

理由為“接受該疫苗的小部分人，出現未預料的副作用。＂，其實，，只要須降低“疫苗＂中含“病

毒＂之百分比，“未預料的副作用＂就可不存在！ 只是所預期的所謂 “抗體” 對“細菌感染”無關

緊要！瑞士研究人員與加拿大衛生部就此知恥有意退出撒謊戰場而已！      

與此同時，奧巴馬撒謊的 ZMapp 的藥物從此國際媒體消聲失影！ 

當上述的西方醫學界或WHO羞恥到露出不穿內褲之時，不知羞恥的WHO總幹事 陳馮富珍無計可

施、立即指示計畫主管Dr David Hoover傲慢地聲稱將授權Ebola血清並聲稱提供給了利比理亞衛生部

測試醫治Ebola病人由BBC News于Dec.15, 2014見報！但Ebola血清同樣如疫苗荒唐，為何？因普通感

冒發燒人之常情難道治癒後的病人血清不同樣有其所謂的“抗體＂？！難道他們就可免疫不再感冒

發燒了？！道理及醫學邏輯就如此清晰無疑已無須本人在此揭穿！ 

上述的事實已不容否認，為換取更多來自CP China的行賄，奧巴馬再次指令FDA即美國的食品藥

品監督管理局表演“批准＂另一撒謊主題為“Biocryst流感注射劑＂企圖再次左右媒體蠱惑眾生發佈
在Dec.23, 2014！ 由於“流感注射劑＂不見交代任何醫理其荒唐程度比疫苗更甚且路人皆知！  

由於奧巴馬或其嚴控制下的醫學界其撒謊本領就如此笨蛋及低俗不勘！  因此，奧巴馬不惜浪費

公眾資源又緊急只得指令美國藥管局“出面批准＂羅氏控股在埃博拉病人體內“測試病毒＂在 Dec.30, 

2014 見報！奧巴馬企圖死抱“病毒＂為撒謊“基礎＂愚不可及的行為也就進一步在此暴光！  

另外，當本人於Nov.,20, 2014後分別向50餘個非洲國家首腦及衛生部揭穿為什麼CP China要全力以

付阻止各國承認本人不可取代的PCT/SG2003/00145醫學發明，見www.ycec.com/UN/120617/witness-history.htm  
2014.11.20欄節查閱！那是因為前主席江澤民在99年前行使國家權力配合他的土匪政策搶劫本人的血

汗工廠便立即關閉法院大門！ 因為我的血汗工廠屬中國的外資企業，擁有親自發明設計遠遠超越所

有的機器王國如日本、韓國同業水準遠近聞名且列為非賣品的全自功工業機器設備，如其一的說明書

從www.ycec.com/HC/spring_coil.pdf 可見！ 

但十分可惜的是，當今天Ebola的死亡人數天天上升之際，然而代表西方強權的奧巴馬仍不知是

非分明卻借機在枱桌上或底部分別與中共強權討價還價：  

其一， 奧巴馬在December 19, 2014 簽署法案對臺灣出售4艘護衛艦儘管違反“8.17＂公告的承諾； 
其二，新聞可見，當奧巴馬在上月開口指責人民幣貶值之後，有見CP China承諾 人民幣不會大幅貶值； 
其三，資助小布殊的弟弟（John Ellis Bush）競選下任總統志在安撫George Walker Bush與CP 

China公開宣揚的行賄Neil Bush目的沒有兩樣，因本人早在www.ycec.com/UN/121012.mht 
明言起訴小布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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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 
上述可見，儘管奧巴馬政府及WHO學術上全無招架之力繼續隱瞞我的發明拯救Ebola生命, 但為換

取中共政權更多的行賄，由Dec.13, 2014新聞公開所見，他們糾集了亞細安加三(中國、日本和韓國)

的衛生部長級特別會議特意安排在泰國曼谷舉行志在壓迫泰國在對抗伊波拉疫情工作上，達成共識和承

諾阻止不在當月批予本人PCT/SG2003/00145在泰國專利！  

由於上述的事態嚴重，中國總理李克強於Dec.19, 2014隨後訪

問泰國，他奉命行事以大米換高鐵並特惠等大手筆行賄引誘泰國總理于

Dec.21, 2014到達北京簽署協議，  但他無法理解任何大手筆特惠均

無法彌補紅衫軍危害泰國10年的動亂損失以及承認PCT/SG2003/00145

在泰國專利拯救生是泰王不可動搖的心願及基本原則！   
見右圖李克強的眼神及泰國總理天真無邪的面孔，因此難怪引起亞洲媒體熱議泰國總理被 “大

手牽小手”如哄小孩一樣，及擔憂會否取代前總理他信再次搞亂泰國暫不得而知！  
 

也與的同時，由近日凰鳳衛視節目的俄羅斯代表告知，反觀俄羅斯總統普京

在目前貨幣危機心仍然公開拒絕接納中國政府的援助以免重演黃鼠狼給雞拜年的

悲劇如今天的小布殊及奧巴馬總統就屈服他們的弟弟被行賄如今很難下臺！  

更早在2014. 11.15 G-20招召開之時，面對WHO繼續在屠殺西非人生

命，普京與其他領導人同樣收到本人傳真信件要求討論被拒後怒而離場，今

天，普京再次向各國領導人面前展示他的眼光及不可被行賄的人格值得載寫

入史冊！  

上述這一切全在聰明的英女皇眼裏，特別是耶誕節前的Ebola已殺人超過7500,但又見奧巴馬還在與CP 

China討價還價，因此在Dec.25, 2014耶誕節發表演講要他們“和解＂，尊敬的女皇指出： 

“埃博拉病毒病毒已經在西非殺死超過 7,500 人，在塞拉里昂，幾

內亞和賴比瑞亞占多數。照顧病患或感染上埃博拉病毒身體的人們特別

容勿暴露在病毒中已有 365醫務人員死亡，他們中大多數本地人員。＂

   女王伊莉莎白二世因此希望“和解＂，她說第一次世界大戰都能

在 1914的耶誕節夜前停戰！ 

   英女王借此要求奧巴馬與中國政權停止討價還價應該帶

頭讓國際社會承認PCT/SG2003/00145發明拯救埃博拉病人，因奧

巴馬有自主權！ 

   但十分不幸的是，從牛津大學被扣押上加入研究伊波拉疫苗撒謊陣營的歷史舞臺只為隱瞞鄙

視本發明及繼續欺騙公眾手段並由BBC news 於 January 06, 2015報導！   難道牛津大學有能力

替代WHO總幹事駁回本人發出在www.ycec.com/UN/141027.pdf 的最後通牒信?  但牛津大學

為何要出賣百年信譽？  由此可見那是Obama與CP China 聯手製造了安德魯王子的性醜聞！   

目前，世界文明已大倒退，奧巴馬與WHO仍站在世界舞臺光天化日中殺人！當然的，這離不開中

國提高了桌底及桌面上兩層次的行賄籌碼！除了奧巴馬及多數西方政客只會貪圖名行賄以控制所有媒

體外，為什麼中國政府可以邪惡到如此地步？只因中國政府是世界上己少見的非民選政府！ 

II. 馬航370客機為何會離奇失蹤？ 

A.  序文   
為何2014年的航空災難死亡人數總數剛好為911人？已引起部份媒體熱烈議，特別是馬航370客機為何會離

奇失蹤在有高科技文明年代的今天？  

小布殊於2001.09.26 pm 4:00透過駐港總領事館的一個名叫Mr. Tomy Liu 的 高級職員打電話代表布殊政

府：“Mr.LinZhen Man, 我代表布殊總統向你表示感謝，保證你在美國的專利申請。⋯＂，這就是小布殊對本

人的莊重承諾， 於是小布殊總統于2001.9.27在芝加哥機場公佈簽署撥款5億美金協助飛機公司應用了本人“航

空安全三措施＂發明從此解除了911經濟危機！詳情見：www.ycec.com/911/Patent_Application_in_US.htm 

但由於前主席江澤民應用“土匪政策＂卻美其名曰的“引進外資，保護外資＂，當他1982-85

年在是工業部長之時，由於當時本人拒絕出售非賣品機器給他屬下工廠，現升任國家主席後剛成功在

1999年就搶劫了本人在深圳血汗工廠由本人設計發明的世界最先進機器後立即從此關閉了法院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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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正在自鳴得意之時，又豈可容忍本發明人獲得美國專利並名揚國際的事實！    

因此，江澤民用盡心機以默許小布殊總統賣潛水艇等武器給臺灣及另一手行賄小布殊弟(Neil 

Bush，其後由他的兒子登報承認！)，結果，布殊總統不僅反悔對本人的承諾，並下令美國專利局荒

謬理由的手段作廢了該專利的申請，詳情見www.ycec.com/911/Patent_Application_in_US.htm       

B. 誰該為馬航370客機人為失蹤承擔上刑事責任？ 
如非上述我的“航空安全三措施＂發明其安全系統可靠及無任何漏洞是絕不會獲得布殊總統欣賞

及宣佈應用於2001.9.27在芝加哥機場公佈，但為何馬航370客機會離奇失蹤？  

上述這是一個十分簡單的問題，因為最後操控航機的鑰匙不在機師而是機場控制中心手上通過通信衛

星遙控！因此，任何劫機的行為永遠不會發生，這本人發明的“航空安全三措施＂之一！ 而且該可修改密

碼的鑰匙為航機主人購入時由波音公司將客機一齊提供交貨給主人再轉交當日兩地機場控制中心！ 除了

如在烏克蘭被擊落MH17的客機及近期被雷擊的QZ8501客機不在“航空安全三措施＂保護之外！   

因此，上述的劫機唯一機會只留給其一的馬來西亞、北京機場的控制中心！除非他們可以證實所有

的通信衛星全部失靈，否則該兩控制中心必須首先向有所乘客家屬交代！    

C. 馬航370客機人為失蹤疑點 
根據有關的報導，該370客機在失蹤前已在馬來西亞與中國領空交界之間，上述該可修改密碼的鑰

匙依照例務必要轉交到北京機場的控制中心，因此，劫機的最大嫌疑將是有關的“中國當局＂！ 
而如此的判斷進一步可由航機突然失聯之始，為什麼整個南沙群島的手機通訊信號全被中國移動通

訊遮蔽及至今不見解釋交代？否則，失聯航班涉及中國通訊、IT行業的人數至少29人乘客無人打開手機

通話不可信?！因此，在此劫機行動中有中國有關當局後指揮已可不言而喻！   

更有見報導，370失聯客機被人為操縱飛過馬來半島，飛向安達曼群島，而該群島附近有個科科

群島由緬甸將安達曼群島租給中共做海軍基地和情報搜集中心！ 而且，報導又指，MH370曾飛到13716

公尺的高度超過常規飛行高度令乘客包括機長昏迷以便利劫機。  

由於該科科群島有擴建中機場，但從最壞的估計考慮，馬航失聯客機最大的可能是降落在附近海平

面，而所有客機人員及乘客就該客機慢慢沉落海底之前被“救＂事際為劫持上科科群島被“安置＂！   
這一結果必然全在奧巴馬默許中，因人員沒死，儘管在MH370失聯客機有4名美國人，奧巴馬倒也想

看看高深莫測的“中國有關當局＂勢力如何玩法？  

以及又從中國官方媒體在當初披露370失聯客機中國人名單有意擦黑2名姓名看來，該4名美國人也將優先釋

放！因此，總統奧巴馬非常鎮靜並故意避開媒體共9天直到受到質疑後才出現，因他顯然參與劫機或是知情者！

現值得一提的是，本人之前也曾用心地鑽研究對深海潛艇的最新的探測技術，並於2008年北京奧運會前

的5月8日向各國政府領導人傳真披露了並有價出售成果，見www.ycec.net/lzm/080508-hk.mht, 更進一步於
December of 2012year專輯在www.ycec.com/Explore-submarine-hk.htm 可見，但直到的2013年3月22日由俄羅

斯軍工綜合體新聞網3月22日報導，美國應用物理科學公司本周贏得了美國海軍一項價值1520萬美元的類似

本人5年前已成熟發明可應用的合同！ 但仍不見總統奧巴馬有下令該先進的科技參與澳大利亞附近的深海

搜索行動，如此也可見奧巴馬的撒謊本領有限容易露出馬角！ 

本人想說的是，請立即釋放370失聯客機乘客及機組人員，不要在本公眼底耍些如此小雜技了！   
D.   人為製造馬航370客機失蹤目的何在？ 

其一，如上述序所述，由於本人於www.ycec.com/UN/121012.mht 的公開信並廣泛傳電郵在
Oct.,12 2012之後廣泛地指責小布殊總統的失信毀約於本人在先，又以協助前主席江澤民隱瞞
PCT/SG2003/00145發明在後已將在被起訴的前夕並包括奧巴馬！  該公開信並圖文並茂同時向各國領

導人展示由中國官方報紙自我證實的江澤民的台底下桌面底行賄小布殊及奧巴馬的弟弟，他們因此咬

牙切齒，江澤民以加緊在香港及深圳兩地謀殺本人由www.ycec.com/Jzm/murder.htm 可見！ 

請見：www.ycec.com/Jzm/murder.htm, 當多次謀殺本發明人多次失敗在香港後，該邪惡勢力又於2014年3

月7日安排深圳企圖欲以製造車禍謀殺本發明人失敗後的第二天馬上製造370客機失聯，其 目的有二：   

1. 如序文所表明，為安撫小布殊總統假如被本發明人起訴的話總該有狡辯一詞可用，因此，由江
澤民的長子領導的勢力立即製造了MH370事件以備用來說明並無在客機上應用本人的“航空安

全三措施＂發明！  但小布殊總統忘了他應用本人的發明並公佈於2001.9.27在芝加哥機場公佈
已鐵證如山，因此，任何的狡辯也將無濟於事；  

2. 因本發明人經常要乘座飛機往外地，如以MH370客機的失蹤事件同樣方式劫持將天衣無縫！ 

特別是已有幸避過來的上述江澤民勢力多次謀殺經歷、且又是“航空安全三措施＂發明人豈有



 

 ５

不知MH370客機的失連詭計何在？只是暫不想揭穿其真面目等候更多證據而已！ 

相關可見的補助證人如下：  

 
早前的江澤民-基辛格  

基辛格於2014年4月8日在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成立儀式上

避無可避、忍不住口地說：“江澤民在就任之初被外界大大低估

了…＂！到底他的“什麼能力＂被低估了什麼？  
中國有句老話指：“貌可由心生！＂看左圖雙方的眼神那你就可一

目了然了！  

   與上述的奧巴馬一樣，基辛格一點也不著急也有4名美國人在

失蹤的370客機上還如此談笑風生、話中有話看來，因此，他肯定知道失聯的370客機下落！ 

   也可由此可知，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的成立目的也只為方便奧巴馬及中國勢力壓制亞洲各國默認

MH370的失蹤的一場演習，其最終目的企圖無非也將以此方式劫持本發明人永遠消失在這個世界！ 

 
馬英九 

  當本人於 2012 年 8 月 18 日以傳真致函臺灣總統馬英九提及以

PCT/SG2003/00145 為基礎在臺灣專利局的申請被無端擱置了 9 年後，此

發明同樣解救了 2003 年臺灣的 SARS 危機。  

但馬英九知恩不報，反而將經濟部長陳沖撤職換上聽話的奴才主持專

利局作廢專利申請，因此，本人於2013年10月17日出席在臺灣智慧財產

法院審訊由右邊的院長主持，除造假技術審查法官有出庭外又再作假由

沒出庭法官-陳容正替代其冒簽名-判決書駁回! 院長- 高秀真

因此，在之後當本人要求重新審理只待裁決無須出庭之時，但奇怪的事情終於發生了，本人收到2014

年7月28日將於2014年8月22日開庭務必要出庭的通知書, 主頁見 www.ycec.net / tw/court .h tm   
也因此，本人判定臺灣總統馬英九已參與了誘騙本人飛往臺灣， 馬英九也必然已同意將會向

江澤民的勢力移交最後操控航機的鑰匙無疑!    
上述對臺灣總統馬英九的判斷進一步由小布殊總統見證: 

 另一面，必然可信的，當小布殊得知本人 2014 年 8月 22日飛往臺灣出庭必然為

江澤民勢力所劫持，因此，高興得小布殊於 2天前的 20 Aug 2014穿著 T恤衫坐在陽

臺上說：「告訴所有給我下戰書的人，我覺得淋冰水實在不像總統該做的事。」 

小布殊肯定不會忘記當本人於 2003 年 11 月 28 日透過美國駐港領事館

轉給他的一封中文信（www.ycec.com/Jzm/031128.pdf）約經近年的 2004 

年11月27日，突見右圖的江澤民長子江錦恒以隸屬中國政府的文匯報、中新網以

“可能會影響布殊大選”顯著標題而全文揭露他如何行賄小布殊弟 (NeilBush)美
女與金錢由江錦恒自認就此威脅劫持小布殊不敢冒然承認上述本人的兩大專利發

明情由 www.ycec.com/lzm/080508-hk.mht or pdf,第7段3.可見！ 

    這就是今天WHO濫殺Ebala生命及劫持MH370的導火線！ 
 

江錦恒 

E. 結論   
奧巴馬默許劫持MH370而非失蹤只為滿足小布殊心態寧願放任WHO繼續屠殺Ebola生命！ 
也就是說，在小布殊及今天總統奧巴馬的被迫放縱下，由江錦恒統領的江澤民勢力已成功地披

上主權國家外衣走上了比IS恐怖組織更可怕道路⋯容後再述！  
   請轉達本公開信給小布殊，他淋冰水挑戰的是歷史文明不可再！ 

所有航空公司應得通知，如沒有劫機出現的話，“航空安全三措施＂之一的遙控航機回基地的

密碼匙不必交予對方航空基地，以避免被披上主權國家外衣的IS組織利用！     

由於本發明人不會在可見的近期冒然上飛機，不必妄想利用本人的“航空安全三措施＂發明劫持本人！ 

最後，請小布殊及奧巴馬總統立即通知江澤民勢力立即釋放所有劫持的MH370所有乘客及機組人員！

Thank you!   
PCT/SG2003/00145  
& 10/469,063 
Inven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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