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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逆天而行霧霾聚京不散, 血洗巴黎後 ISIS 認上當就殺 4 中國人論價, 鳳凰 TV 立歪論為中國不參戰免被

ISIS 揭底教唆, 真相在此...    

 
此致 

港府各部、各中外華文媒體 

各级議會、工商及學術各界： 

最新要聞共享:  

當諾貝爾知情習近平訪美仍不與奧巴馬共同承認解救非典國難醫學發現及洗肺醫療法卒於2015.9.17公開

切齒後悔頒和平獎給奧巴馬, 只因奧巴馬仍沒被刮醒，更趁江核心另有心機力捧屠呦呦之機頒獎給根本無資格

獲醫學獎給屠呦呦，只是諾貝爾自覺有信心說服屠呦呦在頒獎之時突然高呼自已不夠格獲獎讓給解救非典國難

醫學發明人以此開解此中美主導隱瞞此醫學發明之國際危機，但屠呦呦並無此腦懷與德性不同意只想領獎，導

致要詐病不出席晚宴与瑞典國王同台⋯,詳情後述，現回歸主題： 

天津超小型的熱核大爆炸令習近平訪美突變與基辛格初衷，帶出的諾貝爾的後悔及卡特總統的怒吼估不到

這兩巴掌仍沒刮醒奧巴馬已令協助中國隱瞞“洗肺”醫療法發明藉撒謊 ZMapp 進一步臭名遠播！ 

如下於 2015.10.21 的公開信發表令國際隱瞞醫學發明的惡果無處藏身，不到 10 天，德國總理、法國總統

奧朗德以及基辛格先後到京見習近平⋯，就因全球已盡知本拯救中港 SARS 國難的“洗肺”醫療法永世不可取

代，有自尊有人格的奧朗德因此不願法國如中國可以面不紅耳不刺的以“生理鹽水”“洗肺”的強盜邏輯哄騙

人民，更不願看到這發明人被謀殺，由此要求面見張德江求情並不意外⋯； 

且 G20 將於 2015.11.15 日在土耳奇開會，隱瞞醫學發明的惡勢力必然會聯想到奧朗德必然將會聯絡各成

員國發難，也因此，在 G20 開幕前 2天的 2015.11.13 日, 比 ISIS 襲擊《查理週刊》更慘忍的血冼巴黎案產生

了, 奧朗德即向 ISIS 宣戰並東奔西跑呼籲成立國際反恐聯盟, 當有報導不明『再次血洗巴黎，ISIS 到底想幹

什麼？』? 意想不到的是凰鳳衛視主持人鄭浩于 2015.11.16 日反駁奧朗德稱: 

 “中國不贊成中國的維和部隊出兵敘利亞打 ISIS, 看你法國做了什麼?”！ 

只為隱瞞拯救中港非典國難的醫學發明，國際化惡勢力共同圈養 ISIS 始於恐怖襲擊年初的《查理週刊》，

ISIS 血冼巴黎令鄭浩興災樂禍之背影大有教唆 ISIS 给奥朗德颜色看爆光且與不安排習近平在巴黎氣象變化大

會不安排習近平前往襲擊地點為遇難者默哀獻花令同見被國際議論譁然印正普京爆料 G20 其一的國家向 ISIS

送錢差點就將中國點名形象化, 因此就教唆土耳其打下俄戰機洩憤正如張召忠所提醒! 

怪不得當 ISIS 屠殺 3 國企高管時在馬里 395 人的維和部隊就在秀手旁觀? 鳳凰衛視還在製造歪論為阻止

中國出兵賣國? 在座諸君已有責仼要求鄭浩有向公眾登清, 詳情見: 

 www.ycec.com/Jzm/MH370_Charlie-Weekly.htm  或进主页点击 14.项! 

     2015.6.26 日 ISIS 恐怖襲擊突尼斯酒店及 2015.11.13 日血冼巴黎是主要的兩次沒有言明目的案件與

2014.3.01在昆明火車站10餘名敢死隊沒目的見人就砍或天安門前金水橋邊的汽車衝撞死人不少背後之教唆人

同一思維同一來路!  難怪中國公安無一破案找到動機及幕後人! 

現隨著被鄭浩讚美不多事的默克爾也帶領德國加入了打擊 ISIS 聯盟, 英國也宣佈出兵, 但當難堪的美國

不等中國出兵只得宣佈增派 1000 特種部隊進入敘利亞後，ISIS 於 2015.12.02 發動恐襲加州如之前殺 4中國人

與中國反面看你中國敢不敢出兵,逼奧巴馬表態, 由於ISIS似乎手握他也有份教唆ISIS血洗巴黎證據, 奧巴馬

立即跪下學足中國在 2015.12.07 在白宮宣佈不再派兵⋯   

毛澤東說過, 凡是阻止生產力發展的就是反革命!  何況現正架空特首辦並由律政司竄改法規及教唆賣凶

報假案教唆北角警署非法拘捕發明人企圖借機謀殺的反動性將進一步在史冊上留污難除！ 上天已在震怒，霧霾

因此聚京不散！救國救你的黨已時日不多令你責無旁貸等候你的恕吼！  

     更由於披穿掛上國家主權外衣仍在暗施 ISIS 恐怖手段組織仍在隱瞞醫學發明踐踏文明，WHO 正在繼續濫

殺無辜生命，如 2014 年香港肺炎的死亡人數高達 7431 人，如此龐大屠城在您眼前，如下可見高永文已罪孽深

重腳軟但見正將威逼利誘立法局議員加入出 TV 吹牛疫苗哄騙市民則將加深隱瞞罪惡，您因此不得置身事外！ 

另 MH370 被劫持已證據顯露無疑只因天津大爆炸令李克強要認捐海底搜索費作戲,如下的公開信將進一步

告訴您真相: 

本頁：→www.ycec.com/UN/151210-email-hk.pdf 

  主頁:→ www.ycec.com/UN/war-felon.htm 

E-Subject：   

1. 撒謊的奧巴馬臭名已遠播令水星逆轉令全地球災難深重! 

2. 為什麼諾貝爾會後悔? 卡特總統的怒吼以及普京真正空襲 IS?! 真相在此! 

3. MH370 的失蹤難堪加劇！ 

《Ebola結束因古巴代勞洗肺及 IS 為奧巴馬的助手無助 ZM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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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撒謊成真,諾貝爾的後悔正在喚醒你該為正義出戰!》 
公開信 目-錄 

I. 序    1 頁 

II. 奧巴馬撒謊的ZMapp與TKM-Ebola或MIL77 三隻小魔鬼原形畢露且無地自容！   2. 

III. 為何 Obama 夠膽量撒謊而面不改色?！ 2. 

IV.  Ebola 在西非的消失全靠古巴代勞偷偷洗肺! 4. 

V. 撒謊的奧巴馬臭名已遠播令水星逆轉!以及諾貝爾的後悔真相在此! 4. 

VI.   侵權偷用只為少數人可恥可悲! 5. 

VII. 為何對《查理週刊》的恐怖襲擊關連 隱瞞本人拯救非典國難的醫學發明？ 7. 

VIII.  馬航 370 客機失蹤陰謀已真相大白！ 7. 

IX. 結  論  8. 

I.  序 

本公開信為《WHO屠殺Ebola生命急增關聯導演MH370 失蹤同為 2014 年邪惡榜首!》續之。 

上述事實正如我的廣播電郵說明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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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的事實更進一步見證 21

世紀這段邪惡歷史： 

首先,我務必在此再次告知全球: 為何奧巴馬要將兩名Ebola美國病人在空運回國且於AUG. 6, 

2014 信心十足地撒謊用的是ZMapp!  真相是, 偷用侵權行為本人PCT/SG2003/00145 發明的“洗肺”

醫療法自 2005 年起早在美囯暗中運作, 只是普通的美國人無權享用死亡無數!  

然而，在當時的伊波拉死亡人數才 826 人，WHO也於AUG.15, 2014 批

準ZMapp在西非應用，儘管ZMapp公司也告知媒體每月產量不足 100 伊波拉

病人用，但奧巴馬的謊言壓不住國際媒體追問，特別是在本發明人指責奧

巴馬就如強奸企鵝的海豹強奸西非人應用ZMapp的的公開信發表於

2015.1.17 日後，因此，半年後的美國政府不得不也要於Feb.28, 2015 宣

佈在利比理亞正式開始臨床試驗，但結果自此音訊全無可網上搜索！  

在當時，根據WHO的公佈，伊波拉的死亡人數增加到了 9380 人, 如果你網上以ZMapp

作搜索, 你只會發現右圖空運回美國唯一傻瓜願意資助撒謊的Ebola美國醫生病人布蘭

特利神化故事並充滿網路媒體！ 更詳細的撒謊包括TKM-Ebola或MIL77 事實見後 II. 

因ZMapp、TKM-Ebola或MIL77 三隻小魔鬼原形畢露且無地自容，特別要面對是美國媒體的

驚乎只有依靠博拉病毒疫苗的成功才可對抗PCT/SG2003/00145 的洗肺醫療法發明！ 

因此，在此尷尬萬分時刻，WHO 總幹事陳馮富珍及 USCDC 的 Meltzer 合作偽造所謂埃博拉病毒疫苗

rVSV-EBOV 百分之百在幾內亞試驗成功由數學推論統計在 July 31,2015 由 Lancet 出版，也因此,導致溫尼

伯國家實驗室領導 ZMapp 發展羞恥離職，而且又見媒體譏笑還不打疫苗脫掉醫務人員的病毒防護衣！ 

現暫不論 rVSV-EBOV 是否百分之百有效，但 ZMapp 總該有個成功驗證，否則奧巴馬的撒謊便會貽笑天下!

因此，奧巴馬立即指令美國陸軍醫學研究所於Sep.12,2015偽造出Ebola病毒DNA會變異謊言企圖為ZMapp

遮醜也為科學界譏笑無知，因此，美國政府的 FDA 又宣佈於 Sep.17,2015 批准讓 ZMapp 進入所謂的試驗快

速通道，企圖讓奧巴馬的撒謊一年後還不見“ZMapp 有何業績單據”製造托詞遮醜.... 

另一個為公眾不知的，為什麼奧巴馬有信心撒謊並醫治好兩個 Ebola

的美國人？更多的詳細的事實見後 III. 

但奧巴馬的撒謊臭名已遠播且走向反人類文明罪不知回頭盡在頒發

諾貝爾和平獎給奧巴馬的前首席執行官 眼內，因此，他十分後悔頒發和

平獎予奧巴馬!  更多的詳細的事實見後 V. 

另外，與隱瞞本醫學發明關聯的導演 MH370 失蹤，也因機尾機翼部件

在印度洋法屬留尼旺島上被發現，這也完全符合《WHO 屠殺 Ebola 生命急

增關聯導演 MH370 失蹤同為 2014 年邪惡榜首!》之揭露，詳情見 VII.段. Nobel's reg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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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ZMapp、TKM-Ebola 或 MIL77 三隻小魔鬼原形畢露且無地自容！ 

       報導指布蘭特利等兩名美國人運回亞特蘭大之前早就他們注射 ZMapp，如果 ZMapp 有效，奧巴馬為

何還要下令運回？  當時利比理亞當局也質疑奧巴馬有藥為何不用於幾百 Ebola 病人後，3劑 ZMapp 藥只

得送往利比理亞,但利比理亞新聞部長布朗（Lewis Brown）於稍後表示，其中一名接受治療的醫生已不治,

因此，奧巴馬的謊言首次破產！   

      由於奧巴馬明知 PCT/SG2003/00145 的“洗肺”醫療法不可取代，但已受賄為中國江澤民集團隱瞞

只得繼續撒謊！如果不，奧巴馬將如前總統小布殊的下場被江澤民兒子公佈受賄詳情手段如本人在

2015.1.17 公佈的公開信中所揭露！現重回三隻小魔鬼主題. 

      奧巴馬明知 ZMapp 會出醜就下令 FDA &  HHS 部門讓 TKM-Ebola 出來耍耍分散媒體的注焦，其後，

中國也叫出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接力造假MIL77神藥並“逮捕”了倫敦的皇家免醫院配合其“成果”公

佈於 Mar 27,2015, 日本如 ZMapp 的神藥也同時發佈但托詞推說未獲世衛批准，不僅如此，世衛及英加衛

生部等也同時歡呼雀躍於 April 2,2015 高呼儲備 MIL77 一時間令國際的撒謊舞臺如水星正在反轉! 

     眾所周知的，當毫無效果的小魔鬼 TKM-Ebola 由臨床試驗的首席調查官(牛津大學的赫比醫生)證實

以及 TKM 公司羞恥無地自容改其上市公司名遠離 TKM 之後，美國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面對美國的媒

體驚恐地歎息現在只有依靠疫苗獨擔大旗了⋯，即是說欲再想隱瞞 PCT/SG2003/00145 醫學發明沒門了! 

因此，美國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 慌忙於 July 20, 2015 緊急宣佈 支出 1970 萬美元與蓋瑟斯

堡生物科技公司(Gaithersburg biotech company) 達成合作研究與開發協議在美國馬裏蘭州巴爾的摩港市他

的工廠製造它的第一個實驗性的單克隆抗體藥物先進的開發和製造活動研究和發展管理局（BARDA），但

現才開始為期 2 年的研究合同即遠水救不了近火也同時被媒體笑話！ 

於是乎，連一種不獲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批准使用的綠猴病毒即 AVI-7288 藥也要拿出來耍！其

過時且錯誤醫學倫理同樣類以 TKM-Ebola 小魔鬼要阻止 Ebola 病毒在體內的複製繁殖！但立即被媒體質

疑沒毒理學證明及在人類有安全問題！ 

上述事實可見，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已變成只為隱瞞人類社會不可缺乏、不可取代醫學發明在國

際舞臺之幕後罪惡旗手！但面對 ZMapp、TKM-Ebola 或 MIL77 三隻小魔鬼原形畢露且已無地自容，美國食

品和藥物管理局如此一個民眾的公眾機構明知所有如 ZMapp 藥沒用卻依然浪費公款， 因此，暗中有否來

自中國行賄作怪值得美國媒體跟進!   

然而，上述 U.S. HHS 緊急推動的兩項撒謊措施平臺則同樣漏洞百出？!  現已無須本發明人浪費時

間，因 ZMapp、TKM-Ebola 或 MIL77 三隻小魔鬼原形畢露且無地自容！ 

III.  为何 Obama 够胆量撒谎而面不改色?！ 

    为何Obama够胆量撒谎而面不改色?！ 

早在 2003 年 5 月SARS爆發在中國、香港、臺灣及加拿大之時，本人的PCT/SG2003/00145 醫學發

明於 2003.5.15 就傳進了香港政府的特首辦公室，目前的WHO總幹事就是當年香港衛生署署長陳馮富

珍，就是她拿著前中國主席江澤民的“中央密令”偷偷為SARS病人“洗肺”，不足一個月，當香港

及北京 1700 多非典病人就全部出院後，陳馮富珍就立即偽造將早前公佈SARS病人的死亡人數減少一

半以上企圖抹殺本發明的重要性！ 

     但知情的董建華堅持於 2004.7.23 頒發專利於本人，由於本發明人對機器的設計能力早在年青

之時就業績 非凡，在www.ycec.net 上的洗肺機便於 2004.8 月底起向香港的醫院疹所推薦銷售及召

介廣泛應用，但前 中國主席江澤民的“中央密令”立即發動媒體起哄迫董建華於2005年 3月辭職！

也因此，香港醫院沒有 一間醫院或疹所夠有膽量應用，否則將擔心被衛生署除牌！ 

    但在本人的努力宣傳已令香港的醫學界無人不知“病毒感染”是過往錯誤的醫學判斷應改為“細

菌”感染，以及所有的病毒疫苗必須丟進歷史的垃圾箱！  另外，香港的醫學界也已同時對本發明

的“洗肺” 醫療法還可廣泛應用包括肺結核、老年人急性肺炎包括煙肺、工業塵肺病的清洗且不可

替代均也清楚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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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右圖這傢伙是HKU微生物系教授袁國勇，馬上於2004.9.12起在香港TV

上手舞足蹈不知羞恥地 造假表演向公眾示範應用氣管鏡導管往肺部信口開河地可以

將“生理鹽水”注入吸出清除細菌，企圖偷 雞侵權!     

    由於“生理鹽水”只可為屍體洗肺，儘管被同行譏笑無知, 但這傢伙如此的鬼

主意馬上吸引前中國主席 江澤民奉為“國策”，因此，從www.ycec.net上可見，假

冒本發明的PFCO 洗肺藥液馬上貼上“生理鹽水 ”標籤為中國礦工洗肺！即就是說，

如果“生理鹽水”可為Ebola病人冼肺的話，那就不用委屈奧巴馬拿出ZMapp撒謊！ 偷雞教授 

HKU 之恥 

      另外，你可從 www.ycec.net 上可見的 本人的PFCO 制藥機上的臭氧含量儀就是美國有名的

Analytical Technology, Inc.公司 2004 年的產品。 

       而中美結盟全球即要隱瞞又要偷用侵權的手段就要買下 ATi-A15 臭氧含量儀產權為先以及控

制市場！這 對中美兩大超級權勢集團來講簡直易如反掌！ 事實的調查就是如此，他們以為ATi-A15 

改頭換面為 OREC-A15 就可避免被指責仿造本人的設計，其手段正如“生理鹽水”與ATi在香港的業

務代理還明確地 告訴本人沒有差別：即ATi-A15 自 2007 年起就停產，再轉名為OREC-A15 也不公開

出售，只買給他們指定的工程公司！因此，不論ATi A15 或OREC-A15 只可在 eBay買到舊貨！ 

      因此，本發明人於 2015.06.10 去信美國的ATi總部。     

      上述的OREC-A15 一般只供應美國及英聯邦國家指定的工程公司，但本發明專利申請非英美各國又如

何？       

由於ATi 的產權已被收購，分配非英美各國易如反掌，如日本的Oz-50, 印度的UNIQUE-3000...，

儘管在他們的網上有登錄，但只會報價給他們指定的工程公司，見下圖： 

ATi CL2-3-A15 OCEC-CL2-03-A15 Japan   Oz-50 India  UNIQUE-3000 

 
  

上述艾默里大學醫院 Emory University，該醫院有的是改頭挨面的OCEC-CL2-03-A15 控制的本人

的PFCO 制藥機為肯特-布蘭洗肺已毫無疑問！ Obama夠膽量撒謊而面不改色?！ 答案就在此! 

而在大陸也同樣如此改頭換面無須多言, 即要隱瞒且非要偷用不可,只是不敢在本人眼皮下的香港玩

而已, 而港府目前在安排老者前往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偷偷洗肺, 真可謂是 人性大賤格 古今少見!  

 這特大的歷史汅點已理當登入世界吉尼斯紀錄大全了! 

IV. Ebola在西非的消失全靠古巴代勞偷偷洗肺 

當 Ebola在西非爆發後，由於WHO總幹事陳馮富珍早是在 2003年就為香港的 SARS 病人偷偷洗肺

的老手“成 功經驗”，因此，她立即於 Aug.08,2014 乎籲中國應派出醫療隊前往西非偷用“洗肺”

醫療法，只因“中 央密令”在西非行不通也太過“沒面子”，只好要求古巴派出醫療隊代勞，因

此，從 2015 年 2 月後，西非 的 Ebola 便日見減弱才導致 Obama 夠膽於 Feb.28, 2015 宣佈 ZMapp 在

利比理亞正式開始臨床試驗! 

     因此，古巴“功不可抹”減低了奧巴馬撒謊危機，因此，在幕後中國江澤民

人馬的促合下，奧巴馬由此便與古巴 恢復了外交關糸！  右圖為老古巴領導人，多

年前病重，如非中國送去了洗肺機如此精神精神飽滿不可能！由於古巴功高及手握

了開啓奧巴馬撒謊危機的鑰匙，老古巴卡斯特羅因此露面向奧巴馬開口要賠償數佰

萬“斷交”損失，其後將由中國買單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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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撒謊的奧巴馬臭名已遠播令水星逆轉!以及諾貝爾的後悔真相在此! 

再者, 為何在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前, 諾貝爾秘書長會就会發佈後悔頒發和平獎給奧巴馬?! 

現我有責仼向國際社會及媒體揭開前因後果如下: 

    從上述 II.的 PCT/SG2003/00145 本是一份 PCT 國際專利, 由於屈服小布殊的協助, 在西方各國的

專利申請 困難重重在 www.ycec.net 均有清楚記載.   

    在香港, 當年的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拿著 前中國主席江澤民的“中央密令”偷偷為 SARS 病人

“洗肺”後 被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長在立法會 SARS 調查委員作供爆光!    

   儘管有一“中央密令”四處為敵, 但本發明拯救了中港 SARS 危機的事實早在香港醫學界已聞名!因

此,當 諾貝爾於 2006 年 3 月派出審查委員會訪港之前,前中國主席江澤民立即教哮楊振寧事先來港壓

制香港醫學 界支持本發明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因此見 HKTV 引述楊振寧說: “當前的中國無須諾貝爾

獎!”, 其後於 2008.12.19來自瑞典檢查官的報導提及2006年 3月的審查委員在中國受賄證據配合與

楊振寧在港的可恥行 為不謀而合! 

由於諾貝爾對中國 前中國主席江澤民暗屮荒唐的惡意清楚無疑, 更也深知諾貝爾本有意在

2006 年授於本 發明人醫學奘如不得到前 WHO 總幹事李鐘郁全力支持將難堪!      由報導所見李鐘鬱

20 日下午在執行公 務時突然發病, 急送醫院對他進行了腦血栓手術,第二天狀況良好,肯定是在 22 日

清晨“有人托詞看望” 除掉氧氣管謀殺才會突逝, 因腦血栓是老年人缺氧常病導致癡呆症一時死不

了無處不見!      

       因此,為了繼續隱瞞本發明如不謀殺李鐘鬱,那麼,要讓香港只會“殺雞”的衛生署長取代 WHO

總幹事將沒 門!  所以, 只有找出一聽話的韓國人取代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 Annan 才容而避免不讓謀

殺被追究曝光,而 且還務必要是唯一候選人!     

       果然如此, 唯一候選人的韓國潘基文在中美的合作下取代安南命仼為聯合國秘書長!  如何證

明潘基文是聽話奴才及沒人性原則的中美密約合作的代表卻佔據 UN 舞臺操控你的生命? 如下:  

     早在 2009 年, 當 WHO 仍然 繼續隱瞞及說謊福特敏及疫苗功效 製造人類社會的恐怖，繼續向全

人類社會表 演醜態！ 潘基文特意跑去 WHO 支持陳馮富珍的撒謊並公開感激中國選票支特出任的聯合

國秘書長 !因此, 本人於 2009.05.20 以一份廣泛傳播的電郵中也向聯合國及 WHO 組織機構揭露惡果

及提醒他的弟兄李鐘郁有 被謀殺之疑! 

      因此,新西蘭馬上於 2009.7.06 批予專利並以電郵通知了本人, 但當本人心急立即公佈以 4000

萬美金轉讓 費在本人的www.ycec.net  後, 從TV新聞可見江澤民心臟病發入院急召回胡錦濤藉口以

處理新疆暴亂回國 處置！ 

     在當年，諾貝爾高層也同樣與本發明人對奧巴馬的努力完全洞悉, 但功虧一簣,因此,本人

2009.11.14致 信奧巴馬也如此表達, 因本人於2009諾貝爾頒獎會上我清楚聽到頒發和平奘主持人表

白此獎要鼓勵奧巴 馬繼續努力完成全球承認本發明專利的歷史責仼!  

     由於 PCT/SG2003/00145 醫學發明不可取代，隱瞞的的後果等如在你的面前公開屠殺生命, 如

Ebola,  Mers 病人以及上述香港每年近萬或各國無數的冤死靈魂, 但奧巴馬卻不為諾貝爾爭氣, 也

因此前諾貝爾 秘書長 吉爾•倫德斯塔德 Geir Lundestad 為了人類社會的正義與尊嚴不惜怒而表達後

悔! 因他得到事前 通知, 在中國主席習近平訪美將繼續合作隱瞞這個不可取代的醫學發明繼續公開

屠殺生命!    

由於諾貝尓已對上述暗中荒 謬的全球阻撓來自前中國主席江澤民父子肯定無疑，以及在 2009

年 7 月初在歐州G8+5 的峰會前得到事前如新西蘭一樣也得通知, 經奧巴馬努力將協助當時的中國主

席胡錦濤共同承認上述我的醫學發明體面下臺! 

     但江澤民父子的勢力強大,  首先從 2014 年在中國的報導  由無故拿刀砍人的事件不斷在中國

城市大眾廣場重演,只因砍人者均非有目的社會爆暴力而具是特工訓練且視死如歸,因此無從破

案!   這是政權鬥爭中顯示“恐嚇”的常用手段！ 

    由此由報導可見,習近平曾下令如無故進入如前中國主席胡錦濤等領導人 3 米範圍內警衛便可格

殺勿論！ 

    由此可見, 習近平的命令只為對付上述拿刀砍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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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要指出的是, 當本人 2015.1.17 公開信告知全球,因江澤民在 99 年前親自指揮 將本人設計發明

比日本韓國還要先進的機器設備搶劫回他楊州老家威風後便關閉法院大門，因此, 江澤民非常擔心如果讓

本人不可取代的醫學發明獲得諾貝爾奘掦威國際後他便無法交代!   

     由於上述的事實在中國不可否認, 習近平於2015.2.17春節晚會

便對本人無人可比的業績以無須點名方式 致敬後，基辛格馬上於

2015.3.17 趕到北京約會習近平盼望於今年 9 月訪美務必如 2009 年奧

巴馬與胡錦濤 的約定初衷一樣! 

但從右圖如發生在習近平訪美前 2015.8.12 天津大爆炸見證圖片

可見，從圖片中可見摧毀汽車的並非一般 的 TNT 炸彈, 而是由超小

型的熱核彈產生的 4000 度高溫造成也無從破案, 習近平的命令已不

起保障作用! 

中國高層內部的鬥爭激烈程度更由胡錦濤在 2015.9.03 閱兵天安門城牆上手震之圖顯現! 

可怕的是，如此超小型的熱核爆炸也被美國的國防衛星知情不報，即顯示兩大囯際惡勢力結盟作案

深度!   这與馬航 370 的失蹤演習一樣, 不獲得奧巴馬默許是難於實現的!   因此，在如此 “微小

熱核爆炸”恐嚇手段之下，習近平唯有暫時呑下這口氣改變今年3月在北京與基辛格約定初衷不難理解!！

撒謊的奧巴馬臭名已遠播導致水星逆轉，諾貝爾和平獎前首席執行官後悔真相在此! 

VI. 侵權偷用只為少數人行為可恥可悲! 

上述III.-V.這就是兩大強權合作全球隱瞞醫學發明又要侵權偷用的歷史見證！ 

但不道德的偷用侵權只可令如老布殊般的政客或知情醫生如布蘭特利等，但一般的美國人或協

助隱瞞英國、加拿大公民就均被拒絕在門外！ 

    如美國衛生部門公佈的每年流感病死亡人數超過 24 萬人，老年人急性肺炎死亡更不可勝數! 因此

本人在 此呼籲美國學者與媒體力勸奧巴馬不用再為ZMapp撒謊因已難下臺，乾脆要壞就壞到底吧，只

須學學中國 “絕技”公佈“生理鹽水”為病人洗肺才可拯救更多生命！ 

       另外，為什麼傻瓜總統奧巴馬還會再次下令FDA, HHS or CDC 為伊波拉疫苗撒謊造假百分百有

效再次出 醜!  因這場 21 世紀最遭糕的正邪之鬥的焦點即就是“病毒感染”與“細菌”感染之是與

非?!  這不幸的 早 2005 年起就開始針鋒相對並已記入在香港的史冊日記：   

     上述的HKU微生物系教授袁國勇就是協助隱瞞醫學發明邪惡權勢的反動學者，除偽造“生理鹽

水”可洗肺 的鬼主意外又經常出現TV宣傳虛假的“流感疫苗”對抗本全新的醫學發現對流感病毒的

重新定義！但當香港衛生署務必面對市民打流感針無效及不少孕婦胎死腹中時，這傢夥就上TV欺騙

市民，這是因為 “病毒變種”又續繼推廣疫苗！ 

    由此可見這反動學者專拿市民生命！ 但這反動學者不惜屠殺生命換取邪惡權

勢重用，因此, 港大的袁國勇於 2007 年獲得中國工程院院士“稱號”！ 

上述的事實從本人公開信主頁 www.ycec.com/UN/war-felon.htm  由 2005 年

起至今見證這段可恥歷史！  香港就是這場正邪械鬥主戰場之一，唯一可喜的是

前香港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曾浩輝醫生在本人公開信的 感染下回歸人性, 因此，他

不願再當一戰爭罪犯上 TV 宣傳錯誤的流感疫苗欺騙及謀殺市民，沒工作也要辭職

不幹！新任總監諒也如此不願上當!  因此，在香港 TV 上替中央特權繼續宣傳流

感疫苗屠殺市民只剩右圖衛生局長高永文一人！  

上述香港的戰爭罪犯的證據無處逃遁, 如今年 2015.4.23 止香港的流感死亡人數達 495 人報導

後，高永文就立即公開聲稱不再公開報導，香港市民的知情權沒了，香港媒體也啞了，在谷歌檢搜

亦雜草重生！ 

        但我有幸看到了，單就 2014 年香港肺炎的死亡人數高達 7431 人！香港已變成一個龐大的人

口屠場，  現請 如此龐大的死者家屬在此目睹現已可見的屠夫即HKU的袁國勇及衛生局長高永文

兩人均在此，他們還正再磨刀霍霍、吹噓“流感疫苗”不於本發明的“洗肺”醫療法拯救你家親人生

命！  如果你還有人性，特別 HKU 的學生有權用“生理鹽水”為袁國勇、高永文兩戰犯洗肺，並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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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問幕後主人為民除害！ 

以及當 Ebola 開始在西非曝發之時,  也將給 WHO 總幹事的警告信轉給了潘基文於 2014.10.27, 

(見 www.ycec.com/UN/141017.pdf )因事態嚴重, 沒有仼何醫學水準的 WHO“殺雞”總幹事仍將為隱

瞞我不可取代的醫學發明繼續在屠殺西非人!      

難道潘基文看不懂信中內容？不明白隱暪醫學發明的惡果等如公開屠殺生命?  答案顯然不

是，只因他與 WHO“殺雞”總幹事同為私下承諾一邪惡集團才可上仼!     

     因此，但當WHO總幹事陳馮富珍與右圖 USCDC 的 Meltzer 合作偽造所謂埃博

拉病毒疫苗 rVSV-EBOV 百分之百 在幾內亞試驗成功, 並進一步教唆英國醫學雜誌

《柳葉刀》於 2015.7.31 發表所謂試驗見證的初步結果後 WHO 總幹事陳馮富診便

立即“興奮”無知地向國際社會公佈！ 

    但意想不到的是, 潘基文又立即帶領聯合國官員為 WHO 總幹事撒謊的疫苗月

臺支持!  21 世紀醫學界最羞 恥的一天又將開始！ Meltzer 

    潘基文不為全世界人們，尤其是窮人和弱勢人群仗義執言明顯的正在踐踏聯合國憲章及他的職

責許可權協助 WHO 屠殺生命就此展現在各聯合成員國面前!   

     另外,上述協助奧巴馬 ZMapp 的謊言的三隻小魔鬼以及如只懂“殺雞”的 WHO 總幹事,或受益協

助隱瞞的聯 合國潘基文及各方媒體全面起哄要求停止 9 月訪美不停見報, 但在的天津爆炸後由才中

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否認,因習近平不得不已落實妥協！  因此, 習近平訪美前就已被迫要改變與基

辛格 3 月北京約會初衷已此地無銀三百兩亦不難理解!  

    但習近平在聯合國上的一句名言: “...在中國的反腐沒有紙牌屋!” 明確告知各方，不要得意

我的妥協, 企圖隱瞞 lzm的醫學發明繼續屠殺生命由 ZMapp, TKM-Ebola,MIL77 百分百成功的埃博拉

病毒疫苗 rVSV-EBOV 建筑的“紙牌屋”隱瞞 lzm PCT/SG2003/00145 醫學發明不出洋相才怪！因中國

另一名言是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 

       現由於奧巴馬已陷入道德陷阱不可自拔,奧巴馬起用了小布殊的前國務卿賴斯加入欺騙各國

政治寡頭維持全球隱瞞暗中換取 “利益”!  如去年小布殊由“冰桶挑戰””收到的其一的個人捐

款是過往的 10 倍達見報可支持其弟傑布加入下屆的總統競選, 由誰背後的突增大捐款值得美國媒體

關注! 

    如早在以色列 2006 年爆發了肺炎(Klebsiella)之時，因本人於 Mar. 12, 2006 

( www.ycec.com/UN/060312.pdf )去信以色列衛生部長告知仍在以色列專利申請的洗

肺醫療法才是唯一拯救肺炎病人生命引發以色列公眾的憤怒要求總理下臺!    

也就在此時，小布殊就派出賴斯周璿與中國商討賠償, 其後，墨西哥聞訊也

向中國提賠償...，更詳細的見本人主頁 www.ycec.com/UN/war-felon.htm  之

2008.05.08 欄節可見,以及在 2011.09.27 欄可見, “諾 貝尓獎”輸給了 “金錢與

美女”手段!    
 

     從今天以色列衛生部網站可見除了疫苗還是疫苗，和今天美國或香港一樣流感或肺炎死亡無數一樣

仍不 當一回事!   即是說，賴斯是開創要求以色列當局拿出“國民生命”交換中國“賠賞”魔鬼先例！ 

奧巴馬也不例外,本人於 2011.09.27 公開信, 江澤民兒子的行賄本領舉世無雙！ 

     今天的賴斯又被奧巴馬奉為全球屠殺生命的馬前卒, 與 Kerry克裏不斷以 “世界需要穩定的中美關

係” 為由全球壓制不滿呼聲!   怪不得前總統卡特的指責, 美國政治已死只剩少數人操控的政治! 

由於上述IV.古巴的代勞,Ebola將正如 2003 年SARS的一樣消失在西非, 但當衛生局長高永文於 2015

年 4 月 13 日公佈月底之後不再報導準備關閉媒體大門屠殺流感及更龐大的肺炎病人死亡人數之後 3 天, 

比爾蓋茲看不過眼便於 2015 年 4 月 16 日面對媒體向WHO怒喉“面對下一個疫情大爆發，我們真的準備好

了嗎？”！ 結果，總幹事陳馮富珍立即的於 3天後聲明道歉色承諾改善於 2015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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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圖是知名的比爾蓋茲，他對 WHO 的經費的贊助只少過美國政府，因此，

他對 WHO 的運作肯定清楚無疑: 

由此可見, 比爾蓋茲在 WHO 的影響力與眾不同！  因此, 本發明人有幸在此

呼籲比爾蓋茲不應再受騙資助研究“病毒疫苗”以對抗本 PCT/SG2003/00145 醫 

學發明中“細菌”感染定論, 因病毒不可在人體中自我繁殖可由仼何一小醫院輕

易驗證方法早就顯示在本人於 2015 年 10 月 27 日去信指責陳馮富珍中!     

      其二, 只要比爾蓋茲肯暗中買下幾間國際媒體及學者做出廣泛報導,21 世紀最邪惡的權勢不惜殺生 

無數也要隱瞞發明才可結束, 否則就要呼籲各國也乾脆學中國公開詐稱“生理鹽水”之可進肺清除細菌 

才可 “面對下一個疫情大爆發”!    

如果你是國際媒體，如果你的國家醫院仍沒有公開可用“洗肺”醫療法，也請同樣關注上述事實，

因你的國家人民生命權同樣可慮！ 

VII. 為何對《查理週刊》的恐怖襲擊關連 隱瞞本人拯救非典國難的醫學發明？ 

而且，为隐瞒本医学发明两大国际恶势力结盟还共同培植状大IS组织力量，于 2015 年 01 月 07 日

首先袭击了《查理周刊》后就驾驭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如在美国伪造安德鲁丑闻后牛津大学只为救主也要跪

下加入研究伊波拉疫苗撒谎阵营，因此, 奥朗德卒于 2015 年 2 月 5 日TV面前指岀法国已在几内亚首次进

行的疫苗临床试验! 

但當牛津大學的彼得博士於 2015.6.19 證明TKM-Ebola對病人沒有效果後, IS組織又接受指示立即襲

擊突尼斯酒店殺死了 30 多英國人報復, 儘管英國沒有加入空襲ISIS! 因此,ISIS 已成為了國際隱瞞的左

右手! 更多詳情由www.ycec.com/UN/120617/witness-history.htm可見! 

  由於 ISIS 組織已為上述兩大國際惡勢力同盟圈養被總統普京清楚洞悉, 因此，俄國真正的

空襲 IS 後,奧巴馬極力反對並拒絕提供 IS 基地情報! 怪不得當普京總統於 2015 年 9 月底前開向

ISIS 組織發動真正空襲後，奧巴馬立即站出來藉口托詞指責普京會“誤傷”民眾，因俄國的空襲

真正地打擊了兩大國際惡勢力的同盟 ISIS 被普京清楚洞悉！   

VIII.  馬航 370 客機失蹤陰謀已真相大白！ 

由於本人於 Jan.17,2015 發佈的公開信揭露了馬航 370 客機失蹤的前因後果後，因此，馬航被迫

於 Jan.29, 2015 正式宣佈‘失事’ 將立即啟動對遇難者家屬的賠償企圖了事!  但來自中國的廣泛

報導及美國廣播公司（ABC）也引述負責調查的兩名美國官員指出深信〝存在人為干預因素〞，並將

準備重點調查幕後黑手後！  

因此，這幕後黑手馬上也被迫要馬來西亞交通部長於 2015.2.25 根據所謂的“英國衛星公司提供

的 MH370 訊號資料顯示” 一口咬定該航班是在南印度洋終結”要求奧大利亞、馬來西亞與中國開始

均有派遣搜索！ 

幕後黑手以此避開在本上述公開信揭露的緬甸的安達曼群島搜索！並也在暗中拿著 ISIS 恐嚇國

際特別是美國媒體继续跟進： 

1.  走訪波音公司如實交代 MH370 上有沒有安裝不受機長控制的衛星導航及通信儀哪里去了？ 正

如自 911 後的 2001.9.27 日布殊總統於 2001.9.27 在芝加哥機場公佈簽署撥款 5 億美金協助波

音飛機公司装置應用了本人“航空安全三措施”發明，因此，波音公司务必要回答公众 5 億公

款哪里去了？ 

2. 更也不見有媒體走訪中國移動通訊，為MH370突然失聯在中國邊界之始， 為什麼整個南沙群島

的手機通訊信號全被遮蔽及至今不見解釋交代？  

其後，沖上了印度洋西部留尼旺島的海岸的 MH370 上一個襟副翼顯示飛機和海面的低角度位置即迫

降海面時掉落，絕非直插海底而是經過“僵屍飛行” ，更因洋流的方向而言，離留尼旺島6000公里正在

搜索的南印度洋難度過大，更進一步顯示迫降海面並非在南印度洋而就在安達曼群島附近！    

       因此，馬航 370 客機失蹤陰謀已真相大白，一切正如本人在 Jan.17,2015 公開信揭露的陰謀 

完全一致，现只待遇難者家屬起訴要求波音公司及中國移動通訊向法庭及公眾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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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結論  

     一切正如諾貝爾的後悔，奧巴馬早將和平奘踏在地上走向反人類文明舞臺任職超級大屠夫，並

動用所有手中權力與中國舊勢力配合且不論在世界各國或美國醫院沒有 PCT/SG2003/ 00145 洗肺醫

療法可拯救生命且屠殺多少人均無所謂！  一切只因奧巴馬可以叫助手賴斯及國務卿 Kerry 不斷以 

“世界需要穩定的中美關係”為托词全球壓制不滿呼聲!  

     ISIS 恐怖組織同樣成為隱瞞醫學發明恐嚇各國政府領導人及傳媒的左右手源自黃禍之災,  奧

巴馬已難缷其責!  因此，本人在此呼籲國際傳媒及有見義勇為的美國律師敢為流感或仼何肺炎的死

者家屬起訴奧巴馬或有關健康部門，本發明人在此表示願意提供呈庭法理根據協助！  

  由於這是一場在 21 世紀超嚴重邪惡的歷史事件並涉及各國人民可是否有尊嚴應用本人發明拯

救生命!  就因 PCT/SG2003/00145 洗肺醫療法永世不可代替!  
也因此, 任何人均有必要進入本人的 www.ycec.com 點擊 中國副總理張高麗圖像就可清楚到正是

他在 99 年前指揮搶劫本人在深圳血汗工廠的細節, 這場正邪之戰的黃禍根源之始就在此, 但他仍高居中

國高層!   

由於邪惡的勢力強大, 自 2009 年就開始不惜手段謀殺本發明人的細節只要進入 www.ycec.com
點擊 13.項, 或點擊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头像 均由此可見!     

特別是目前, 隨著諾貝尓的後悔前總統卡特的憤恕指責, 这勢力強大的惡勢力正在再次調動香

港警隊如 2009 年一樣正要以非法 無理的法西斯手段隨時拘捕本人!   現本人只得在此請求各

國政府駐香港領事館瞭解真相後,如各國政府再不關注催促香港政府堅持人道及法治核心價值, 那

麼, 本發明人將危在旦夕!  
多謝! 

PCT/SG2003/00145 

10/46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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