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  

1. 逆天而行雾霾聚京不散也南下台湾, 深圳光明塌方，死鱼成群海岸尽见,这就是上天震怒之像! 

2. 台湾两党不应拿台湾人民生命的急需做交昜才是人间正义之道! 

3. 国民党手握破解密码不用自残在即! 
 

此致 

台湾各部、各中外华文媒体 

各级议会、工商及学术各界： 
 

逆天而行的“江泽民字条”已成蔡英文必选保证 
国民党手握破解密码不用自残在即! 

lzm/10.1.2016 in Hong Kong 

2015 年刚过去,但却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荒谬的一年,黄祸之灾也就此一路一

带漫延全球,逆天而行令上天震怒雾霾聚京不散,“江泽民字条”同样祸及台湾更漫延

全球 12 年早已历历在目，雾霾海岛台湾也天意难免! 

    就因国际专利PCT/SG2003/00145的医学发明拯救了中港台的非典国难危机, 该国际专利

也同时进入台湾智慧产权局从 www.ycec.net/tw.htm 可见, 但“江泽民字条”也就此飞渡

台湾海峡首先挑战民政党执政理念及陈水扁总统的人性价值观,其后的马英九自觉其当选背

后有“江泽民字条”势力支撑却因此感激涕零, 但在此史记中却将永世不堪回首! 

    因此,当陈水扁下台后于高雄演讲手举“江泽民字条”欲公诸天下之机,马英九立即借

陈水扁『贪污』拘捕入狱, 并于 2011 年开始在狱喂食癫狂病人 Ativan 药最后失忆...,不

仅如此,台湾卫生部长期以宣传流感疫苗以对抗藐视本最新医学发现的细菌感染才是流感

根源而非病毒特别卖力,当发明人 2012.9.25 的公开信传进马英九办公室后, 马英九不感

激偷用本“洗肺”医疗法才可令台湾非典灾难远离事小,但却漠视台胞庞大的急性肺炎入

院老年人如医院没有本发明的“洗肺”室公开可用非早死不可的警告不理会反而立即下令

台湾专利局连夜作废了已搁置多年的专利审查向“江泽民字条”表效忠,这就是土匪政客

个性的心态使然! 

    本发明人只得于2013.9.25向台湾经济部提交诉愿书,当前经济部长施颜祥不愿违背良

知、更不愿以屠杀同胞为代价成为人类公敌有意批准专利或发回专利局重审之时，马英九

得知后便立即于 2013.1.31 漏夜宣布撤换“行政院长”陈冲换上江宜桦只为将经济部长施

颜祥并于 2013.2.17 赶下台，因此,江宜桦成为了马英九的特约杀手驳回了诉愿书! 

又当台湾的专利申请进入智慧财产法院被正式接纳后开庭在即之时,马英九又急向江泽民

表效忠 拿王金平开铡插手法庭阻止公平审理！结果,引起的马王之争在台一时波澜汹涌!  

而在台湾智慧产权法院, 如非马英九下令, 台湾智慧产权法院又岂敢当庭造假违规判决？ 

详情另见: www.ycec.net/tw/court.htm  

    以上可见,马英九对江泽民的效忠已达盲目状态,正值台湾智产法院审判期,后见有报

导马英九女婿作反不出席马母葬礼可见内情不简单,古有帝王封侯兼送夫人,而今江泽民早

已精通此术并发杨光大暗中派送女婿垫底为胁毫不稀奇,如败事不效忠其女儿裸照不满天

飞才怪,这也是马英九盲目效忠代价之一,但当江泽民『雨过天晴』之时, 又当民进党拿“江

泽民字条”叉喉之时,马英九非凡功劳也只可当厕纸一撇而用并留下臭名:  

手握破解“江泽民字条”密码只剩最后两招 

国民党不用 自残在即! 
     现台湾总统大选已进尾声,候选人只得: 民进党蔡英文, 国民党朱立伦以及由国

民党分裂而出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三人。 



 

 

     因江核心的中国势力在台湾约有 20-25%的选民势力, 这从当年台湾红衫军之乱就可粗

略可见, 如受令倒向并加上民进党 30%的选民势力, 蔡英文必胜无疑! 这就是“江泽民字

条”不被公开的妥协条件: 

     首先是陈水扁的保外就医以及 2014 年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遭受重创也由此开

始，这一切全在本洗肺医疗法发明人眼中，也因此就在2015.2.23日于台湾智慧产权法庭文

件中告知内幕, 详情可见于:  
www.ycec.net/tw/150223.pdf 主页 www.ycec.net/tw/court.htm  

     毫无疑问的, 经尚运作中之江核心即与美国权力核心幕后商议为免让民进党爆波, 奥

巴马也只得让蔡英文在访美时在白宫握手默认! 

     因此, 国民党前竞选人洪秀柱初期也曾提过访美并要求与蔡英文同一接待规格, 但被

奥巴马所拒进而取消访美，直到朱立伦为国民党主席上场后访美，但美国以高层突然外游

不在冷落收场可见！ 

     但主流的国民党并不泄气全面力捧朱立伦，但江核心同样心有余悸地暗中推动宋楚瑜

参选以分散国民党选票，但见朱立伦与蔡英文差距已只剩 8%左右，运作中之江核心比民进

党还要心急，曾受盛邀访问中国的前行政院长郝伯村就在此刻“挺身”为新党拉票分散国

民党选票确保江泽民可安稳入睡！ 

 由于江泽民只为隐瞒医学发明不惜杀生无数更想谋杀发明人逆天而行，上天因此震怒

自 2009 年就开始有雾霾聚京不散，近两年更是加聚无风不减并在 2015 年也刮到海风透畅的

台湾岛就简直不可思议！ 

 现在国民党手握破解“江泽民字条”密码就只剩最后两招可讨价还价:  

1. 台湾智产法庭立即判令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批予专利; 

2. 台湾卫生局立即面对公众承认 “细菌感染”发现下之“洗肺”医疗法可在台湾

医院为民众公开。  

     由于邪恶强权的逆天而行, 如让 “江泽民字条”主导创造台湾大选将是台湾各政党之

耻，一切该因此字条正是人类公敌的代表之作，不论是参选之国民党﹑民进党或新党领导人

均应有独立自主价值观，否则只会被当小狗拉着走且遗臭万年！ 

    现回归上述黄祸之灾也一路一带漫延全球，为2015年人类医疗史上空前绝后也将在正

邪之斗中见证史册: 

    首先，全球隐瞒本永世不可取代之 PCT/SG2003/00145 医学发明的前因后果已在

www.ycec.com/UN/150117-hk.htm 公开信中显示无疑, 即为免发明人名扬国际后可令由张高

丽代劳抢劫发明人投资深圳的最先进机器回江泽民老家威的土匪面目爆光下不了台, 也因

此, 尽管明知这一发明永远不可取代,且由 2003 年起因隐瞒至今杀人早已超过二战也再所不

惜任何手段..., 如前美国总统小布殊之弟被江锦恒自认收买成为黄祸之始, 此后又见也把

奥巴马的弟弟养在深圳收取行贿大破诺贝尔和平奖之期盼,从 www.ycec.com/UN/121012.mht 
也清楚可见;  

    也就因上述黄祸之根一路一带的伸延, 当诺贝尔知情习近平访美将改变与基辛格约定

初衷仍不与奥巴马共同承认这一永世不可取代的洗肺医疗法发明拯救更多生命后, 诺贝尔

就表示后悔颁和平奖给奥巴马,以及前总统卡特的愤恕指责自然仍刮不醒奥巴马, 见

www.ycec.com/UN/151021-hk.htm 公开信! 

      黄祸本源自败落有期之大清帝国, 现正更进一步“发扬光大”一带一路正在祸害全

人类视生命为粪土令原产自西方文明之人性价值观一反常态要全靠 撒谎支撑! 但仍在摇

摇欲坠之际又出动沽空中国股市养肥的 ISIS 为国际隐瞒充当敢死队﹑由恐击《查理周刊》

提升到不张显目的之血洗巴黎企图威胁法国总统奥朗德不得多事, 及予不听话的国际媒体



 

 

以厉色暗中规范为国际隐瞒造势支撑,因此, 如下的黄祸之灾漫延全球于 2015 年均有目共

睹: 

     其一, 奥巴马撒谎 ZMppp 可医治 Ebola 病人首创于 2014 年 8 月却暗中偷偷本发

明的洗肺医疗法之羞耻落魄于 2015 年并在美国法庭发酵! 首先, 位于德拉瓦州的

Fraunhofer USA 分子生物研究中心起诉纽约证券交易所生物制药公司 IBIO 公司承借

奥巴马的吹牛撒谎 也撒谎 ZMapp 制造技术是该公司提供可获许可费, 进而借此托高

股票价格 4 倍欺骗股民,结果是 IBIO 公司支付索赔 USD$ 1.9M 才可脱身; 

     其二, 为报复英女王面对 Ebola 在西非杀死超过 7,500 人要“和解”的 2014 圣诞节

演讲立即导演伪造安德鲁王子在美国被告案中的性丑闻旁敲侧击, 结果逼牛津大学只为救

主也要跪下加入研究伊波拉疫苗撒谎阵营以及借此纠集英联邦医学界媒体同步撒谎,其中

加拿大卫生局最为出色,刚本被瑞士卫生当局质疑的 VSV-EBOV 伊波拉疫苗又换名

rVSV-EBOV 直接送到西非吹牛,伪造性丑闻目的显然成功! 但面对如此的性丑闻, 最后还须

威廉王子到访中国求助习近平, 否则再随便买起一认识安德鲁王子的女人随便胡吹一下,

英皇室声誉受损必然;  

      其三, 起用 ISIS 恐击《查理周刊》也成功逼奥朗德于 2015.2.05 在 TV 面前承认 

已在几内亚首次进行的疫苗试验,从 www.ycec.com/Jzm/MH370_Charlie-Weekly.htm 证据

显示凤凰信息早在恐击前已开始为恐击扎马宣传, 而新华社则公开发布议论指责《查理周

刊》的不是应有新闻自由限制云云视 ISIS 关系如弟兄一样,显然是 ISIS 的幕后金主提前通

知, 另也与恐击《查理周刊》之后 50 多个国家的元首、政要，史无前例地共同走上街头手

挽反恐捍卫新闻自由刚刚相反, 更因此可暗中恐吓国际媒体“江泽民也为共产党先知”不

要乱报有关本公开信也就有点“顺理成章”: 

     其四, 另当牛津大学的彼得博士于 2015.6.19 证明 TKM-Ebola 对病人没有效果

后,ISIS组织立即袭击突尼斯酒店杀死了30多英国人报复,结果,英国的Lancet又要下跪为

rVSV-EBOV 百分之百在几内亚试验成功出版背书,但没用的, 伊波拉疫苗与奥巴马撒谎

ZMppp, TKM-Ebola 或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接力造假的 MIL77 神药三只小魔鬼也在 2015

年原形毕露且无地自容已成历史笑话! 

     其五, 2015.8.12 日, 天津超小型微辐射的热核爆炸只因来自美国军火库的超级战术

武器令习近平一时摸不着头脑破不了案只得却步于访美中突变与基辛格初衷，诺贝尔明明

白的后悔以及前总统卡特的愤恕刮不醒奥巴马也在 2015 年一时成为国际媒体焦奌新闻!  

    其六, 2015.8.17 日, 泰国曼谷四面佛前发生爆炸事件,同样是没有公开的目的乱杀无

辜,且从当凤凰卫视对泰国的实时新闻采访所见,由红衫军人员早知爆炸事件安排, 泰国红

衫军由江泽民眷养在媒体及政界无人不知, 点击泰王头像有更多详情,泰国爆炸已给现总

理多一 "理由"阻止泰专利局, 结果, 泰国批予林哲民洗肺医疗法专利只得又暂停! 

    其七, 当诺贝尔知情习近平访美仍不与奥巴马共同承认解救非典国难医学发现及洗肺

医疗法卒于 2015.9.17 公开切齿后悔颁和平奖给奥巴马, 只因奥巴马仍没被刮醒，更趁江

核心另有心机利用诺贝尔当选之隙找人力捧屠呦呦之机颁奖给根本无资格获医学奖给屠呦

呦，只是诺贝尔自觉有信心说服屠呦呦可在颁奖之时突然高呼自已不够格获奖让给解救非

典国难医学发明人以此开解此中美主导隐瞒此医学发明之国际危机，但屠呦呦只是个很是

普通的温火煲汤中国老大妈,中国最高科技奖宁可空缺也没人推荐屠呦呦,中国大爷在日本

“碰瓷”威胁恐吓骗钱都时有发生也只须 10 万 8 万日元就可打发,诺贝尔你看错人了送上

门的 200 万人币我这中国老大妈德性还会嫌少吗? 最后导致只想领奖后已被拒出席的晚宴

与瑞典国王同台只得诈病不出席⋯,这也是 2015 年黄祸之灾的另一奇观, 但诺贝尔刮不醒

奥巴马就此的用心良苦已天地尽知, 详情见: www.ycec.com/UN/Tu-yy.htm  

     其八, 当 www.ycec.com/UN/151021-hk.htm 公开信的发表后, 上述国际隐瞒医学发



 

 

明的恶果无处藏身，不到 10 天，德国总理、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基辛格先后到京见习近

平⋯，就因全球已尽知本拯救中港SARS国难的“洗肺”医疗法永世不可取代，有自尊有人

格的奥朗德因此不愿法国如中国可以面不红耳不刺的以“生理盐水”“洗肺”的强盗逻辑

哄骗人民，更不愿看到这发明人被谋杀，由此要求面见张德江求情并不意外⋯；更由于

G20 将于 2015.11.15 日在土耳奇开会，隐瞒医学发明的恶势力必然会联想到奥朗德必然将

会联络各成员国发难，也因此，在 G20 开幕前 2天的 2015.11.13 日, 比 ISIS 袭击《查理

周刊》更惨忍的血冼巴黎惨案产生了, 但奥朗德已彻底清醒不再妥协即向 ISIS 宣战并东奔

西跑呼吁成立国际反恐联盟,德国及英国也先后加入俄国普京攻击ISIS行列..., 但见意想

不到的是凰凤卫视主持人郑浩于 2015.11.16 日得意忘形地以幕后金主自居称: “中国不赞

成中国的维和部队出兵叙利亚打 ISIS, 看你法国做了什么?”, 但令郑浩意想不到的是,由

于ISIS血冼巴黎后奥朗德的彻底醒悟导至国际反恐联盟围攻已深知上当就先杀一北京人后

又在马里连杀 3中国国企高层找上幕后金主讨价论价,但马里的中国维和部队不出兵就不

兵..., 由于太过露骨被广泛质疑,见 2015.12.26 日凰凤卫视报导中国『无后退余地 必须

强出头』主动介入叙利亚并捐现 4仠万美金否则颜脸尽失,更多详情见: 
 www.ycec.com/Jzm/MH370_Charlie-Weekly.htm  

     在香港, 随着天津超小型微辐射的热核爆炸后趁习近平暂时的妥协,驻港办张

晓明就被奌将特首梁振英哄上"特首地位超然三权之上", 紧跟着再出动陈佐洱于

2015.9.20 以"以香港无“依法去殖民化”致『内耗』压垮全港议论哗然, 实为暗中

教唆袁国强窜改官网上法规，才好让上诉审裁小组批准屋宇署拆了林哲民合法的天

台卧龙山庄免得"内耗", 紧跟着更进一步出动老江"右宰相"张德江风光接待保安局

长带上的大批香港警队骨干再次调动北角警署如 2009 年一进教唆发明人旧居租客造

假报案企图再次非法拘捕林哲民等候如狱中刺杀前深圳市长许宗衡一样手段刺杀林

哲民以免『内耗』,更多详情见 www.ycec.com/Jzm/murder-3-hk.htm 或奌击张德江可

进,也因此,林哲民的投诉全被敷衍有限度跟进, 只因习近平下令梁振英不准一国两

制变样有待见证,因此, 进一步详情有待下一公开信! 

     现因隐瞒医学发明的逆天而行雾霾聚京不散也南下台湾, 深圳光明塌方 死鱼成群海

岸尽见,这就是上天震怒之像! 台湾大选也最后 6天倒数中,本人希望台湾两党不应拿台湾

人民生命的急需做交昜才是人间正义之道! 
 

多謝! 

PCT/SG2003/00145 
Inven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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