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的“女媧補天”言之有理！
E-Subject：
1. 女媧補天言之有理！高永文、劉燕卿不立即徹职查辦誓將难以平民憤！
2. 曾蔭權銷毀疫苗有功全港，梁振英特赦有責才可保留一國兩制最基本的國際面孔！
3. 如讓流氓法官當選特首，民主黨將罪責難逃入帳史冊！
本電郵：www.ycec.com/HK/170323.pdf
前電郵：www.ycec.com/HK/170225.pdf
主頁:→www.ycec.com/UN/war-felon.htm

香港各界選委、
各政府部門
各工商界 & 法律界
本公開信對每個國家、每個人都同樣重要，各界詳閱後論是非理所當然！
參選特首之正在進入倒數期，胡國興這老江“水神共工”被曾俊华“火神祝融”擠到一邊令
李嘉誠的“女媧補天”一旗飄然！
今天香港的“一國兩制”早就立於 空中樓閣中 隨風飄搖、連最基本的法治基礎也在一旗“中
央密令”下一絲不存；
香港今天最大的危機也就在法官有法不依、並可随意蓄意歪曲法規無法無天！
首先，如隨後公開信之袁國强只為滿足“中央密令”也可立即變種連官網上之法規也夠膽說改
就改，就因特首辦被架空，向立法會曾鈺成及梁家傑等投訴也無濟於事！
詳情見：www.ycec.com/Jzm/murder-3.htm

曾蔭權

其二，在全港目光灼灼之下，蓄意誣判囚禁曾蔭權根本
無關“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特技審判就在右圖之陳慶偉
法官力促誤導下並將“陪審團被關數天才做出裁定”完
成！ 正如月前本人之 www.ycec.com/HK/170225.pdf 電郵
已将之前因後果公諸於眾！

胡國興

陳慶偉

其另一真正的原由也即曾蔭權在任時批準曾浩輝寧找不工作也不再哄騙市民打疫苗銷毀疫苗有
功全港，但却中断了利用借打流感针之機继续蠢蛋化全港新一代經 97 年 7 月後早為江核心王國“国
策”必然心急如焚！ 從本人给生署長信、即 www.ycec.com/HK/161007.pdf 下载就可一目了然：
如當時的全港 18 歲以下一代全被當滿地爬的農村吸手指哥、手指妹被陳馮富珍這妖婦一哄
就打了三劑麻疹疫苗加強劑早被蠢蛋化已事實鐵證俱全！
江核心因此心懷毒計由袁國强及陳慶偉代勞更可
特首依法治港的决心！

以此為例可暗箭恐嚇直向梁振英並及後

而今天的陳慶偉就是當年的胡國興！
如根本無關“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曾蔭權竞也被一审囚禁，那么，如下毫無疑問的“公職人
員行為失當”的港府各部主管又该如何处置？
香港法治的虛假面孔也已不可迴避：
其一，如 www.ycec.com/Jzm/murder-3.htm 所見之陳茂波也不管或
管不了左圖的土地註冊處長周淑 貞， 她心知肚明違法地聽從了江核心在
港人馬駁奪本發明人依法的房產註冊企圖以此拖後腿再陷入毫無休 止
的法院 程式 陷井， 但她只擔心因隱暪本人洗肺醫療法發明被害的死者
家屬將來會 否成 立協 會找她算 帳？

利敏貞
周淑貞
但當她被知會胡國興 已被江核心抬出場競選特首 5 天之後，周淑 貞也就一無顧慮地找助手
來電凶吼本人:“你還不來取回你的註冊文件！”可見所犯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已無疑！！

其二，更直接如上右圖之通訊事務總監利敏貞在 60 天之內都無語回答本人 2016.8.20 的去信指
責，但自胡國興被抬 出 場 5 天 後 就 語 無 倫 次 地 回 覆 : “… 透 過 民 韋 訴 訟 途 徑 要 求 法 庭 作 出 裁
決。”啦！進 www.ycec.com/HK/OFCA.htm 主頁，所犯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也一清二楚！
就因幕後運作中之江核心人與已告知，唔使怕：“我哋已推出胡國興選特首啦，法庭怎判都
得啦！”，這兩位身居港府部門要职主管便又因此目無法紀！
其三，同樣離譜的是，也正如隨後《彈劾朴槿惠案》公開信所指，當本人向各
國政府追索出入境 e 道的侵權費之時，由 www.ycec.com/911/eGate-HK.htm 主頁也
同樣可見，入境事務處曾國衛處長也必然在列，但右圖的知識產權署署長梁家麗明知
入境處 e 道自 2005 年起就開始侵權應用，但她依然扮莽違規於 7 年後才批了個專利
給製造商讓曾國衛有個垃圾藉口扮演小土匪拒付！

梁家麗

曾國衛及梁家麗應知，正如 www.ycec.com/911/170127-au.pdf 本發明人如向澳大利亚等 50 多國
力促有效，李克强為此急訪，也從今早的凰鳳 TV 所見，澳大利亚總理公開聲稱感谢“華人對社會的
貢献”！
也即在千年之內普天之下，當你一早睡醒睜開雙眼之後(饱和盐水家用健康療法)、或出入國門
(出入境 e 道系統)又到年老入土之前(醫院的洗肺醫療法)均已離不開本人的發明！
如曾國衛梁家麗再繼續扮演小土匪的侵權技俩将颜脸尽失史册，切記！
而上述如此毫無疑問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行為是否也該由袁國强起訴再由陳慶偉判决囚禁
2 年？也請公眾務必觀注！
更嚴重的是，從 www.ycec.com/HK/patent.htm 主頁中可見，右圖的高永文早已深知本拯救
SARS 國難洗肺醫療法發明已徹底捅破毫無用處的“疫苗手段”也只須一小實驗就可令疫苗的虛假
性無處藏身、但下左图之高永文只為官职不惜蠢蛋化全港新一代滿足江核心之愚民“國策”！
特別是當衞生防護中心總算心有良知將上月底至 14 日 30 多宗成人嚴重流感個當中有 20 人死
亡, 其中 11 人曾接種流感疫苗的事實公知於眾，也令虛假的“疫苗抗體”更表面化
但高永
文還是死不悔改繼續哄騙市民打疫苗，可見高永文不惜為全民公敌遠比畜生可惡！
高永文更清楚，只要衛生署堅守應用 PFCO³ 洗肺為市民看守著生命大門外，還要廣泛教會市
民應用“飽和鹽水”成為家庭必用保鍵品、並首先讓疫苗永遠見鬼去，但这惡魔視而不見！
也見 www.ycec.com/HK/170313.pdf 當本發明人於 2017.3.13 給中大醫學院許樹昌教授信也傳
給高永文後，更進一步令高永文清楚無疑、如繼續隱瞞本發明將等如全民屠夫！
但為何高永文對上述的全民屠夫指責無動於衷？
就因有右图的香港申訴公署劉燕卿專員從中保护不立案從而令高永
文這全民屠夫至今不知洗手不再殺生為樂！
而劉燕卿坐拥《申訴專員條例》特權在手、面對高永文如此雙手血
淋淋的全民屠夫、惡魔也同樣無動於衷人性尽失如千年女妖轉世？！
高永文
劉燕卿
除有待公眾評論外，所有的被害死者家属例當在此刮目相看！
上述正是今天香港政府被完全架空走向颜脸尽失年代的历史見证！
也因此，李嘉誠的“女媧補天”言之有理：
1. 停止哄騙民打疫苗並公開洗肺醫療法及推廣飽和鹽水家用療法為第一優先！
2. 如何惩罰踐踏法規如胡國興及陳慶偉法官已為現任及後特首當務之急；
3. 如何惩罰踐踏法規之上述政府違纪乱法部門官員也為特首當務之急；

4. 如不將首先高永文、劉燕卿立即徹职查辦世将難以平民憤！
2017.3.23
lzm/HK

《 非 法 彈劾朴槿惠案 令韓國人格、國格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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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人人必用，三大發明也将同时盛行普天之下！
II.

南韓國會违规作乱彈劾案细节

1.

附注：朴槿惠的忠厚致歉反被利用誣陷現埸！
III.

彈劾朴槿惠案之前因後果

2.

附注：人類社會正邪決鬥中，任何人都不應袖手旁觀！
IV.

5.

結 論
I.

前

言

南韓國會彈劾朴槿惠案是 21 世紀最醜惡的國際隱瞞 PCT/SG2003/00145 醫學發明事件
的延續， 是在 2004 年故意羞辱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2006 年謀殺前任 WHO 總幹事李鐘
郁起用現任香港偷用雞婆大王陳馮富珍以及將前總統盧武鉉退休後推下悬崖被謀殺繼續
隱瞞的延續，但潘基文這糊塗蟲只為官職竟可對兩兄弟被謀殺而置之不理！
這就是中國王朝現代化的慣用手段，也即：暗中派人謀殺了你大哥後再起用你這小
老弟置之不理，那世人就無話可說了！
另從 www.ycec.net/KR/10-2005-7023913.htm 韓國專利局為停止對上述專利審查命令代
理人突然敲詐 US$9000 的手段也格外與眾不同！
但當 2015 年的中東呼吸症（MERS）爆發後，現任 WHO 總幹事這“偷雞大王”只得急
飛韓國教會醫院偷用這一發明之洗肺醫療法後才可結束！
只是普通韓國民眾不知情，WHO 這一可恥行為全在正直無比的朴槿惠總統眼中！
又當上述本醫學發明人於 2016.10.02 向韓國海關去信要求支付出入境 e 道的侵權索
償後，隱瞞上述醫學發明的邪惡目的最終也在香港曝光：www.ycec.com/HK/161007.pdf，
詳情從 www.ycec.com/HK/patent.htm 可見！
也未知南韓國會也會否只為懂得收取行賄並跪在中國江核心王朝面前不惜剝
奪韓國人民可救生權力不介绍給韓國人民？
香港衛生部門也已不敢再向市民宣傳打流感疫苗，可由各國駐港領事館見證、並向
自已的國家衛生部門報告惠及全國民已無可回避之餘地！
也與此同時，本發明人另一免費的飽和鹽水的家用健康保健法也應運公開並可馬
上惠及韓國民眾可大幅減少疾病並讓國民的平均年齡增加 20 年輕而易舉也盡在朴槿惠
眼中，正邪分明的總統朴槿惠拍板同意支付支付出入境 e 道的侵權索償也必然無疑！
也即自此之後在普天之下千年之內的國際社會均離不開這三大發明，且自 97 年回歸
中國後的疫苗已禍及兩代香港人的事實於 www.ycec.com/HK/161125a.pdf 不可否認！
也因此，中國江核心王朝指令在韓國的特工於 10 月底馬上強烈介入由香港鳳凰 TV
可見、全靠重金收買反對派，只以閨蜜如秘書般修改演講稿在沒有任何幹政事例的情
況下就將之無限提高到“閨蜜幹政”高度，再買下韓國檢方及媒體配合起哄欺瞞國民
加入示威行列，但人格高尚的總統朴槿惠決不後悔！
也因此，南韓國會在彈劾案中 違規作假 已令南韓人格國格在國際視野中盡失！

II.

南韓國會違規作亂彈劾案細節

南韓國會在彈劾案中 違規作假的證據何在？
問題！

因此，彈劾決議如何寫首先就是一大

右圖例所見，南韓國會在經 6 日起 2 天的聽證會傳召南韓
九大重量級財團領袖，包括現任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現
代汽車會長鄭夢九以及樂天、韓進等財團的代表出席，但均
無一與朴槿惠直接有關，也只是朴槿惠閨蜜如秘書一樣為朴
槿惠修改演講稿而已，何來幹政？
因此，彈劾決議書如何被 國會認可也 是一大問題！
首先，聽證會應以韓國檢方調查結果為主、再傳訊出席聽證會接受國會雙方議員盤問以
確認是否與彈劾決議一致，否則，南韓國會議長丁世均就應立即停止投票程式；
其二，從上右圖來自香港無線 TV 彈劾現場可見只有 3 分鐘，不見有如何投票驗票場面出
現，也只見南韓國會議長丁世均就此兒戲般地拍拍三錘就宣佈通過彈劾案後，結果，現場一
片不高興的呵斥聲而非歡呼聲；
其三，另從其他媒體報導可知，南韓國會藉口說為免有“作弊機會”一改過往電子按健
投票方式讓 299 議員分別轉進一小房間且以“不記名”投票無可翻查作證，如此一來，投票
結果蓄意讓小房間內 幾個收票人說了算的刻意安排十分明顯，這也是中國王朝的慣用手法！
由上已清楚可見，南韓國會議長丁世均首先就是被重金行賄下違規作亂之關健人物；
儘管上述 彈劾案已 兒戲般 地表演通過，仍須憲法法院審理，也不知有何朴槿惠閨蜜幹政的
事實證據可供九名法官將審核？南韓國會理當公佈於世！
九名法官會否又被重金行賄從而胡鬧結案也將是另一重大問題！
希望九名法官 可收閱本公開信後 公證審理，不應一時的 貪財好色 讓韓國政府及韓國
人蒙羞於世！

III. 彈劾朴槿惠案之前因後果
由於出入境 e 道己在世界各國廣乏應用，同為上述兩大醫學發明之本發明人只好於 10
月份前後分別向 50 多个國家海關或內政部長提出侵權索償：
首先是當 lzm 向新加坡發信追索 e 通道的專權費用
後，也必然是李顯龍同樣不願如中國的赖猫不答同意支付
激怒了江核心！ 江核心也就起動大喉嚨鳳凰 TV 節目中讓
中國核心人員出場借南海立場 恐嚇影響中新關係 公開臭
駡了李顯龍 始於 9 月下旬！
更可耻的是，如右圖在台灣有 40 多年歷史的軍訓
裝甲車交由一台灣貨輪公司運回新加坡，但消息曝光，當該貨輪公司於 2016.11.23 經過慣常
習慣經過香港海域之時被香港海關違規叫進貨櫃碼頭扣壓，國際條例均有清楚規定，任何過
境的海輪或航輪空器均為所屬國領土之伸延，如非上岸再轉口均無須伸報，如違反進出口戰
略物品規例也是貨輪公司之責與新加坡政無關，但這只為方便江王朝的新聞發言人有個“藉
口”向新加坡施壓(當小土匪又不好意思開口只得轉口)不得與台灣來往，那就請香港政府事
先撤回駐台辦事處吧！
香港海關關長張雲正見此文後理當從速歸返，以免香港的國際信譽將再次當場破產！
其二，當本發明人向台灣誨海關出侵權索償後，有高尙價值觀、並非流氓地痞出身的台

灣總統下令財政部關務署回信查照支付不誤！
但馬上立即招來中國江王朝透過 鳳凰 TV 可見的陣陣臭駡
限期蔡英文承認九二共識！
就因蔡英文手握給前總統陳水扁務必要隱瞞上述醫學發
明的“江澤民字條”在手，由於沒有發惡本錢，鳳凰 TV 的臭
駡之聲只得逐日不見！
其三，由於朴槿惠 “闺蜜門”自 2016.10.24 才首先由在韓國媒“爆炸”, 所谓的“閨
蜜幹政”只是崔順實如總統一般秘書為崔順實修改演講稿正常不夠的一件小事，何來幹政？
但從 2016.10.26 起就由鳳凰 TV 引媒體提高到“閨蜜幹政”鼓吹要朴槿惠下台，而韓國在野
黨何來如此強大資金發動示威？
今天的朴槿惠就是昨天傳媒起哄的董建華！
韓國的一面倒起哄與香港傳媒由 2005 年 1 月為始、起哄要特首董建
華下台沒有兩樣，就因董建華同意於 4 個月前批准了本人的
PCT/SG2003/00145 醫學發明在香港專利觸犯了江澤民非隱瞞不可要害！
因此，重金買下韓國在野黨、檢方及傳媒起哄把白說成黑，這對擁
有無限可用國庫資金的江核心王朝簡直是易如反掌！
這一切全在法國總統奧朗德眼中！
奧朗德本在 8 月初還被報導“信心滿滿談法國總統大
選 12 月決定是否參選”！但為何會在本月 1 日宣佈他不
會在明年的法國總統選舉中謀求連任！
就因從 www.ycec.com/UN/151021-hk.htm 的史記可
見難阻中共江澤民非隱瞞 lzm 醫學發明不可的決心，針
對奧朗德這真正男子漢不會忘記 ISIS 襲擊《查理週刊》
更慘忍的血冼巴黎案两案由 鳳凰 TV 扮演的角色！
奧朗德也因此於 2016.12.01 日宣佈不求再連任告知江澤民，如此公開的侵權不支付專
利費學你當土匪寫入史冊？不求連任了，你冇符!
其四，同樣的，下左圖的新西蘭總理務必也要處理新西蘭海關於 2016.10.10 也同樣收
到了 lzm 追收出入境 e 道的侵權費通知。
從報導的正文可見，還有一年任期的約翰基總理突然
宣佈辭職的決定，但“說話聲音顯得有點顫抖。”！
他指基於 “家庭理由”請辭，形容自己多年的總理生
涯令身邊至親作出了巨大犧牲，選擇辭任總理的決定非常
艱難，亦未清楚自己今後的去向！
為何如此艱難及可憐？ 也就因約翰基 2008.11.9 日就任總理 10 個月後，新西蘭專利局
於 2009.7.06 就審查完畢通知已批予 PCT/SG2003/000145 在新西蘭專利，但還差正式公告發證
前必然足就被約翰基總理突然叫停不知去向，見: www.ycec.net/nz/54093.htm
約翰基總理是以辭職並非借“走佬”唔卑錢 lzm， 而是借此向西方集團剛當選的特朗普抗
議： 即當年我聽你們的決定叫停已審查完畢通知已批予 lzm 的專利，偷偷摸摸在新西蘭偷用
lzm 的洗肺醫療法專利發明也罷了，今天的 e 道專利同屬 lzm 的發明且公開開在應用，不給侵

權費 豈不是要我向新西蘭人民承認本約翰基就是小土匪並臭名昭著地留下史冊？
就因全球已到了非承認 lzm 的洗肺醫療法發明地步，老
卡斯特羅己知他無臉交代 2015 年讓古巴醫療隊代勞前往非州
偷摸為 ebola 病人洗肺才可平息尹波拉災難，老卡斯特羅又
學不了 2007.6.02 扮死的中國副總理可躺在棺材中扮死 10 分
鐘供拍照為江澤民頂罪、只好如右圖以骨灰盒扮死！
但黃菊的骨灰盒終不也於 2015 年被扔出了八寶山！
約翰基總理與眾不同之難堪之處在此， 特別是自 10 月份起同時發明人另一免費的飽和
鹽水的家用健康保健法也應運公開，如何向新西蘭人民宣傳推廣確實難堪無比！
且包括出入境 e 通道现有共三项发明的廣泛應用，也即在千年之內普天之下，當你一早
睡醒睜開雙眼之後、或出入國門又到年老入土之前均已離不開 lzm 的發明！
也因此，約翰基總理只好以辭職為自咎還可稱基本人品尙存之良者，但這並非唯一良
策，只要他知錯能改敢為新西蘭人民負責，本發明人豈會怪他 2009 年之错！
其五， e 道侵權源頭之一的香港的出入境署也必然在索償名單中，為阻止有基本人性
原則、價值觀的梁振英政府依法支付，在習近平被正式加冠為中央核心後，江核心仍全力出
擊不停手，借全力介入挑起的彈劾朴槿惠事件、另加恐嚇怖局如不在南韓國會公佈彈劾成動
後立即自行宣佈不連任競選，連其女兒必然有難，果然如此：
也就在南韓國會還沒點票之前的於 2016.12.09 日下
午 3 點正，無線 TV 新聞直播就“按時”提前事先大叫
“彈劾通過”讓“預約”中的梁振英聽到後第一時間自
動宣佈不競選連任！
也即是說，江核心也擔心彈劾朴槿惠不一定有把
握，但先把梁振英哄出來自動宣佈不競選連任也好為江
核心指定的胡國興这糊塗法官競選特首開路！
聯合早報也指港媒: 梁振英深圳收勸密令，48 小時內決定終結特首生涯！
更多詳情見:www.ycec.com/Advice.htm 選擇 2016.12.09 時段之『忠言逆耳』！
就因朴槿惠與邪惡之鬥正有難在身，而專會破壞香港以法制為基礎的
“一國兩制”胡國興等糊塗法官的“事蹟”將會在下一期公開信向全港
市民見面，他們正是隱瞞上述拯救 SARS 國難並阻止捅破疫苗為愚民手
段不可取代的醫學發明，也即是今天香港如此混亂的首批罪惡禍首！
也因此，他們務必要為今天香港如此可悲的施政、民生環境包括自 97 回歸中國後
被借疫苗下毒 蠢民愚民甚深已有两代香港人承擔法律責任, 如胡國興還不退出不被
利用莫怪本公下筆不留情！
見右圖, 破壞香港法制基礎的竄改法規高手在此！
在江核心在港人馬的操控下，現任的律政司長袁國强也敢公開藐
視立法會的存在 公開在法律官網竄改現行 123 章 第 14AA 條法規只為
支持屋宇署非法拆除本發明人合法之工廠大厦天台貨櫃屋也算了， 竟
連附近業主也不放過已近人命關天地步!
現恭請梁振英特首辦速查上訴審裁小組 LM144-2016 案件編號為何
至今不結案？蓄意在等胡國興任特首後再開槍殺人或搶劫明顯！

袁國强

更可 恐佈的是，如今的 香港高院 起訴或上 訴案務必 還要事先 交納高額 的訟 費 保 證
金 ，如近期的兩位 被裁定不 依法宣誓 開除的立 法會議員 ，那麼， 是否表示 香港的司法
公正已徹底完蛋？！
就 因 胡 國 興 本 就 竄改法規高手！如再讓這 對 “ 活 寶 ” 一搭擋，香港的司法制度將一
絲不存！ 也即如此的律政司長可否再留任胡作非為已是梁 特 首 及 政 務 司 長 任 內 特 等 大
事！
如此可見，梁特首及政務司長就不该以個人理由不連任留下個爛攤子劈炮走人！
同 樣的不 該 把曾蔭
另 ， 也 該在 此 奉 勸 如 香 港 財 政 司 長 曾 俊 華 決 定參選 特首，
權年代的那班蠢蛋 衛生官員 拉出來墊 背，也就 因他們同 樣也均須 承擔已害 民不淺的法
律以及經濟責任！
本 人 也 應 在 此 力 勸 尽 管 早 被架 空 依 法施 政 困 難 的 梁 振 英仍 要 三 思如 何 帶 領慘 被 愚
民蠢蛋化的两代香港人走出困境、並以 重建“一國兩制”為首 要使 命 務必重 新 宣 佈競
選連任！

IV. 結 論
南韓國會彈劾朴槿惠的作弊案已令韓國人的人格及尊嚴在國際視野中一絲不存！ 也即無
一干政事例，
追究韓國會議長丁世均違紀亂法的法律責任，將是被騙或受賄起哄有所醒
悟之韓國媒體知錯能改的最後機會！
現，對中國江王朝的金錢美女手段 不起作用的 特朗普總統 終於在美國站了起來了，美
國為年青一代平均打 39 支疫苗愚民年青一代也應立即停止，基辛格也再次及時訪華，特朗普
也以不再只承認一個中國發出了最強烈信號！
聰明的香港鳳凰 TV 節目主持人再白折騰也將毫無義意，就因本人協助小布殊解除 911
恐怖危機的《航空安全三措施》措無一落洞，劫持馬航 370 客機的機會只留給官方的衛星
及地面機場控制中心，立即釋放人質方為人道，今天風行全球的 e 道只是其一的權力要求
足已見證！
更因普天之下皆有本發明千年不變，今後還有更多！
要有基本價值觀，切莫發白日夢、普天之下並非你江王朝天下獨有，無條件立即歸順
習核心才可救黨救國！
最後，更希望各國駐港領事報告本國政府，如學不了中國撒謊以“生理鹽水”取代本發
明之 PFCO“洗肺液”但偷用於拯救生命，本發明人暫時可表示理解！
但非涉及救生之各國出入境的 e 道系統的侵權如不付費則沒有商量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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