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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America President
Mr. Donald Trump office
Fax Number of Donald Trump office

The White House
1600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500
Tel: 202-456-2121
Fax:
djtrump@trumporg.com

Dear Sir:
I, Lin Zhen-man, HKID 188015(3) or SGID 2665604D.
始於本人的兩大專利申請，在中國政府強烈的暗中介入下，閣下的兩位前任，即小布殊及奧巴馬在
史冊中均已顏臉無存的事實盡在本人www.ycec.com/UN/120617/witness-history.htm 主頁中不可否認，整個
世界全均為此動亂不安，但閣下還是不失所望地打敗了希拉蕊榮登了美國第45 仼總統，本人的恭賀遲了，
勿怪！
特別是在2016.12.15 日的公開信結論中，本人就已明確指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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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一代平均打39 支疫苗愚民手段也應立即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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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上述所言，為讓閣下也如小布殊及奧巴馬一樣言聽計從，如右圖
所見，中共政權通過鳳凰衛視于於2017.5.27 在凰鳳TV 向閣下宣戰：

特朗普聽著: 911 沒完!
果然如此，于2017.6.14 閣下的生日前，重金行賄下的白人用自動
步槍襲擊了貴共和黨眾議院的斯卡利塞並在網上聲稱要毀掉閣下⋯ ,直到
有報導指閣下曾大叫:
“⋯ 習近平與我是好朋友啊⋯ ”後才稍為緩和，但獨狼式無緣無故的
恐襲仍不斷，這就是重金行賄下的911 沒有完！
相反的，由中共核心創造出來的馬雲也於 2017.6.20 在底特律表示在 5 年內將為美國創造 100 萬個職位為
討好閣下等等如此的兩面三刀手法早己全球盡知，難怪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便以為閣下也會受賄上當並立
即在隔天緊張表示: 若美國不再關心全球事務，會被其他國家取代，並非好事！
但從 2017.8.01 在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向槍擊案顯然是兩大國家權力的暗中格鬥，在美國的獨狼式毫
無目的才稍為緩和…
事實正是如此，只要在暗中有巨大金錢的誘惑下，發動毫無目的獨狼式恐襲易如反掌！
也在閣下出發訪問亞州前一天，上述中共政府對閣下 911 沒完的恐嚇再次在美國起動！ 他們以為閣下
就會在訪華中在下跪並繼續協助隱瞞本人發明，就因以“疫苗”手段蠢蛋、奴才中華民族一直以來是中國共
產政府最主要的核心利益！
也因此必然的，如果閣下還不帶頭承認本人 PCT/SG03/00145 醫學發明在美國 10/469,063 專利申請如小
布殊及奧巴馬，美國將有更多人民生命繼繼死於無奈！ 中國政府在上述公開對閣下 911 沒完 的恐嚇 還將繼
續在美國血腥遍地！
事實早已如此， 兩面派的中國政權慣用金錢與腐敗向民主世界挑戰早已公開化！
且遠非如此，ISIS 也早被重金買下始於恐怖攻擊《查理週刊》用於威脅國際媒體不得報導本人的公開
信，就因鳳凰TV 的報導比法國警方及ISIS 自認公佈還早而難以否認！
同樣的，在暗中獲得大量捐款的希拉蕊也在5月中成立新政治組織從而以“通俄門”推動彈劾閣下如南
韓政變下的朴槿惠如本人在2016.12.15日的公開信中所述！
也即是說，閣下與朴槿惠有相同惡運只是幸運而已，就因美國人媒體及官員沒有如南韓人那般低下，本
人也目睹鳳凰TV評論員也曾狂妄自大：閣下將成為朴槿惠第二！
也因此，即將訪問南韓的閣下有責仼力勸文在寅務必要保證朴槿惠的基本人權！

現回歸今天主題，即中國政府為何要全力出動、阻止各國政府應用本PCT/SG03/00145的專利發明？
即如本人於 2017.8.25 寫信給港大校董會及校委會主席李國章信，貴國駐港領事館可輕易為閣下全文翻
譯，要點如下 ：
1. 以“病毒感染”為由的所有疫苗全無科學根據、且可輕易驗證；
2.

以“細菌感染”的全新醫學發現為基礎本發明之“洗肺”醫療法才是解決 2003 年 SARS 危機及任
何流感的唯一手段;

3. 就因“疫苗”的虛假及有害性全被本發明徹底捅破，儘管“疫苗”源發西方，但卻被中共政權重用
為 愚民工具，早在 1997 年 7 月後就被當年的衛生署長陳馮富珍哄誘騙 120 多萬 18 歲以下非打
三劑“麻疹疫苗”加強劑蠢蛋化，也因此，陳馮富珍在 2003 年 SARS 危機時手執“中央密令”即
要隱瞞又非偷用不可的事實均不可否認；
4. 本專利發明還包括針對癌症的“溫差”或俗稱“冷凍”治療法為無藥可治的癌症病人打開了一扇救
命大窗、在香港瑪麗醫院首獲成功且有報導為證：www.ycec.com/Cure-cancer-hk.htm
5. “疫苗”已被中共政權當“寶貝”為的愚民工具 進一步表現在也非隱瞞本發明之“冷凍”治療
法不可，更卑鄙無恥的政權手段目的也在此顯示無疑：
a. 從 2006 年初起，當諾貝爾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到訪香港、中國之前， 楊振寧就被中國政府派
遣來到香港說服學術界務必阻止授予本發明人諾貝爾醫學獎，楊振寧最後只得以“目前的中國
不需要諾貝爾獎！”爆光在香港 TV, 當諾貝爾仲裁委員會被“高規格”接待後，中國政府立即
在廣卅為楊振寧人體塑像加獎答謝…;
b. 其次，在江中央政府的主導下，香港衛生界便立即撒謊 人乳頭瘤病、宮頸癌等等更毫無科學
根據的 HPV 疫苗！為提高撒謊程度，癌症疫苗還特意冠上“英國產”且高價 2-4 仠港幣並只
在香港出售，還可教唆大批國內人到港接種、首先志在要讓這班配合隱瞞本發明殺人不手軟的
醫學界奴才賺到笑⋯ ,
c. 最後，還可叫香港政府暗中出錢,香港關愛基金出面免費，其結果是，全港女孩無一不上當接
種宮頸癌疫苗，即還沒發育良好就已蠢蛋化，還有好後代嗎？！
6. 不僅如此, 本人為小布殊總統破解 911 災難之 USA 10/469,063 本發明專利仍擱置至今, 小布殊
對本人的承諾可暫時不提，在中國也同樣有兩大專利申請被擱置，但如要求其一之出入境 e 道應
用還可下令香港專利署於 10 年後偽造批個專利給他人、讓香港的出入境處長有個小土匪藉口拒絕
支付侵權費也早被中國政府一帶一路推廣暫時不提也罷， 本人專此要讓閣下及各國領導人清楚無
疑： 包括 e 道在內的航空安全三措及“冷凍”醫療法、
“洗肺”醫療法及後“飽和鹽水”之家用
保健法四大發明 人人必用之千年不變:
『…包括出入境 e 道要求之《航空安全三措施》, 以及上述之“溫差”醫療法、“洗費醫療法”
和“飽和鹽水”家用健康保健法總共四大發明已為全球人人不可缺並千年不變!』
本人也將以此告知全球，本人發明還沒公告公眾且人人必用， 不可再容忍毫無人道的強權寧殺千
萬生命還一再執迷不悟繼續隱瞞本人的醫學發明讓地球村儘是土匪面孔令人類文明大倒退！

7. …
當上述本信以電郵傳給全港各大專院校後立即引發香港大學民主牆要求“港獨”風波不斷，可惜的
是，香港大學的民主要求遭受到前所未有“殺無赦”的恐嚇鎮壓，教師也面臨香港教育局長永不錄用的公
開恐嚇，並以小藉口找出的不聽話的小學校長開除示範權威⋯ , 因此，香港衛生部繼續嚴控媒體撒謊哄騙
市民打流感疫才苗, 該因香港虛假的一國兩制早已不在正如本信所述事實！
上述的事實不可否認，由右圖可見，閣下早已深知疫苗帶給了不
少小孩的自閉症的危害性後果！
也因此，見 www.ycec.com/HK/171003.pdf，當上述本信電郵開傳
給臺灣各大專院校後，有報導指，閣下便於 2017.10.05 指這是“暴風
雨前的寧靜”引來了不少媒體的猜測！
就因閣下確信，中國政府如此可惡的隱瞞罪行己到爆發的臨界點！

同樣的， 陳馮富珍可在瑞士冰山挖坑自殺也不敢回香港面對公眾, 但WHO 又如何下台也將引人矚目，
難怪上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合會如此緊張！

在中國， 共產黨如何還有多少尊嚴可繼續一黨獨大統治中國也浮出了水平面，半年前有報導可
見，習近平也提出了在中國執行總統制，但正如閣下近日所言，習近平仍非國王 ！
難怪有報導指，江澤民在19 大承認了“習核心”只是一場遊戲志在哄騙習近平為他背黑禍而已！
特別在今年3月前，由 www.ycec.com/911/161202b-uk.pdf 可見，貴國的邊境出入也就不敢公開侵權應用
本人的兩道門方案，而是分開應用！
但留下安全漏洞及效率將永遠不可解決，且包括本人在貴國10/029951 的專利申請仍然存在只被
擱置仍可修改，本人向閣下提出同樣要求也只是時間問題！
也由 www.ycec.com/911/170123-uk.pdf 同樣可見，當本人也借此向超過50 個國家提出入境e 道侵權費之
機向推薦人人必用的三大發明, 只是一時疏忽漏了介紹上述6.之“冷凍”醫療法本人的四大發明！
也即是說，美國的醫療改革意義不大，唯有承認本人四大發明，讓每一美國醫院一定非有“冷凍”及“洗
肺”醫療法不可才可拯救美國更多人生命，且也務必要將“飽和鹽水”之家用保健法讓每一美國人家庭分享
人人不可回避的本人發明，才可保證健康長壽達平均壽命120 歲以上，同時可大幅減少USA 政府的公眾衛生
開支, 這才是美國最重要的核心利益！
“飽和鹽水”之家用保健法之詳情從 www.ycec.com/HK/161007.pdf 就可一清二楚且無須專利費！
閣下也已70歲有多，如閣下希望百歲上且少病痛，這家用保健法少不得，如有時間再到醫院洗個肺，且
閣下長命到120歲以上也並非難事！
所有以病毒為由的疫苗 毫無科學根據從 www.ycec.com/HK/16O519.pdf 同樣無須爭論，而在苗疫大戰
香港的主頁見 www.ycec.com/HK/patent.htm，閣下有的中文人才， 本人更相信閣下將會帶頭宣傳讓所有美國
人受益，就因閣下有的是公眾道德不必看中國政府臉色！
閣下又將訪問北京，他們最期盼是拿此事在暗中哄騙其他國家領人：“.你看，特郎普也已乖乖地聽話了！”，
其目的志在恐嚇其他國家領導人不得承認本人發明及應用，必然的，全球社會文明又將立即大倒退，本發明
人不得不要在此直言，請莫怪！
由於找不到閣下辦公室傳真機號碼，此信只得傳真到貴國駐香港領事館，Consul General Kurt W. Tong
有責任立即告知總統閣下及協助翻譯相關的中文附件!
本信稍後也可從 www.ycec.com/HK/171103.pdf 載詳閱，中文見www.ycec.com/HK/171103-hk.pdf 也
可見, 由於本信內容同樣相關各國民眾生命的切身利益，也因此將供各國領導參考見證史冊！

Thank you!

Respectfully yours
Zhen-ma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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