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1. EduHK 推廣“肺部氣流防疫法”就可人人百毒不侵，武漢瘟疫造假及口罩等都可滾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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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教育學院張仁良校長,
全體教職員工
及學生
Dear Sir or Madam:

教育學院校長辦公室
大埔露屏路十號
香港新界
Tel: 2948 6315 Fax: 2948 6314
poffice@eduhk.hk

本人林哲民, HKID D188015(3) or SGID 2665604D.
早在 2017.8.25 日,本人就已去信 HKU 校委會李國章主席可從 www.ycec.com/HK/170825e.pdf
or 170825.pdf 中文及從 www.ycec.com/HK/patent.htm 主頁更可清楚無疑也全港尽知！
但該校委會只會默默寡言令本人無奈後，如始於 www.ycec.com/HK/180103-WSU.pdf 可見，
本人只好自 2018 年後也將給李國章信中人人必用本人四大發明且千年不變的事實告知美國
各大學，而加拿大政府在 2018 年 4 月向華人致敬並解除對華人歧視條例也由此而來，中國駐
美各地領事館也自言為何突變為捐款大使後的江核心只好將全部權力交給習近平為習近平新
時代也由此而來…；而在過去半年各大學師生均有無畏的 5 大訴求之本港亂局禍根也就關聯
在此！
現敬請詳閱 www.ycec.com/HK/191231.pdf 本人给特首林郑信中均有剪圖為證的事實已可為
勇闖鬼門關的各大學無畏師生不再被亂判自衛有余的護身符，上天總算有眼！首先貴請各路
英雄暂且少安毋怒，只須帶頭公開討論就可為新春及年青學生一輩子帶來希望！
同樣務必要公開討論在 www.ycec.com/HK/200115.pdf 可見，就因港大的袁國勇早在本月 11
日前後上無線 TV 胡扯武漢肺炎病毒基因排序興 03 年沙士病毒相似、以及特首林鄭也因此不
停口直到本人这一給立法會主席及各議員的傳真信件其三.中笑稱“而今港亂局成為難民基
地不也人性“基因排序”人人不同而來！”後才閉口！
就因本给各議員信其三.中也笑稱：
『衞生部門的 6 大兇手却真會导演比“武漢 肺炎原
發地”之可疑病例還要多近倍，而這批所謂的“醫學專家”或“教授”其智商實際連猩、 猴
公猴母都不如、也只會教市民戴口罩啊洗洗手蠢蛋到連狗屎都不如』…；
又為何“武漢肺炎”的造假新聞為何於 2020.1.19 日才突然開始“狂發”？更為林鄭特
首當真在初一口称會“将市民生命放在首位”就不向市民公开“洗肺”及“冷凍”醫療法並
馬上“發飆”召開“政府要提升防疫應變計畫”不惜勞民傷財！
就因江核心人馬透過中國禁聞網之人民報發表了『江澤民 20 年前已經死了』通知習近
平，单靠香港衞生部門的造假导演已穿晒煲，如再不造假“武漢肺炎”全国“狂發”新聞後、
再造假另有方法醫治、還可否認當年偷用林哲民的“洗肺”醫療法才可解除 03 年的非典國
難？ 也即如前不久的江澤民也現身國慶日但隨時可以“替身”造假入冊，那麼，習近平你
及胡绵涛、温家宝還包括香港政府不也全要非背上這歷史罪人不可嗎？
也因此，習近平只好在 19 日也首次就武漢肺炎表態：
『要求中國各地政府必須做好防疫
和控管工作，儘快查明病毒感染和傳播原因…』由新華社報導！
其後武漢肺炎在全國新聞“狂發”如 03 年對 SARS 但也假装束手無策、要全面隔離在北
京突建小湯山非典醫院模式也於 20.1.26 日在武漢開工, 而中國疾控中心更於同日宣佈開始
研發病毒疫苗令其還妄想可再以“疫苗”愚民手段继续蠢蛋化我中華民族才有三個代表之惡
毒心態之最終目的再次在此顯示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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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造假导演本港“武漢肺炎”危机的食衛局陈肇始等冚家鏟也不敢再上無線 TV 胡扯
『武漢肺炎病毒基因排序』近如 SARS，但仍不停口武漢肺炎病毒已在港廣傳並有大量的疑似
病例，並通過無線 TV 大势宣揚她早在 03 年的非典危機中就會廣教市民要『戴口罩啊洗洗手』
及還要打“病毒疫苗”如上中國疾控中心還在妄想保留以“疫苗”愚民手段之惡毒心態從而
令其造假导演的最終目的再次在此顯示無疑！
被指利用參加達沃斯論壇利用公幹期間私約兒子年飯被特首林鄭否認初一回港後馬上
“發飆”當本人力促向公众“洗肺＂及“冷冻＂已全球盡知兩大醫療法才可解救更多市民生
命不存在馬上召開“政府要提升防疫應變計畫”力奉所謂的『政府專家顧問團成員』除陈肇
始等衛生部門主管及中大呼吸系許樹昌外、就全為港大的袁國勇、梁卓偉等公眾衛生教授成
員，但均一邊倒強調武漢新型肺炎情況與03年沙士相似，患者必須盡早隔離，並應立即教育
公眾『戴口罩啊洗洗手』再打“疫苗”等個人衞生的重要性！
也就算如 03 年沙士嚴重，袁國勇這敗傢伙怎不敢如 03 年 9 月還可上 TV 蠢蛋造假可以“盐
水洗肺＂欲偷雞取带本以“PFCO 洗肺＂的醫學發明？那不就可在幾小時内為如上只不夠 5
宗所謂的陽性反應個案洗個肺就可出院不必再勞民傷財？
但從報導所見到初一止也只不夠 5 宗有所謂的『對武漢新病毒呈陽性反應』,連前一天
WHO 總幹事譚德塞說：「勿弄錯，(疫情)在中國雖屬緊急事件，但它尚未構成全球衞生緊急
事件。」拒絕如 03 年沙士時將中港均列為疫區名單，如再“發飆”有用嗎？
就因 WHO 或公眾均對如下的歷史見證是清楚無疑的：
仍可從維琪百科下載或見 www.ycec.net/HK/200126.pdf 的小湯山非典醫院自 2003.5.01 日才
開始接受非典病人，也就因本“洗肺”醫療法的發明於 2003.5.15 日 pm4:30 就傳真給董建華
辦公室及中國政府，也於 2003.5.20 將發明的英文稿電郵給 Mey-Verme, Mrs. Sonia (WDC)轉給
WHO-Padey 及 WHO-Liden 惠及正在 Geneva 開會的各國衛生部首領,新加坡首先在不到 10 天就
可讓 WHO 從 SARS 疫區名單刪除！
而在北京也不出 1 個月就公佈有 672 個的小湯山非典病人全部出院及 900 名醫療人員全
於 2003.6.23 日撤離, WHO 不也於 2003.6.24 日宣佈將北京從 SARS 疫區名單刪除！
而香港也在 2003.5.25 日就首現「零感染」並於 2003.6.23 日也 WHO 從 SARS 疫區名單刪
除均早有記載，但離曬大譜的香港醫學部門更於 SARS 疫區名單刪除後馬上將死亡人數由公佈
的近 700 人撒謊減至 299 人以為就可令其臉孔無光減少？！
如上造假的武汉瘟疫、及提升防疫應變計畫勞民傷財的發飆也就由此而来！
現本人只好馬上再在此發表“肺部氣流防疫法”為本第 5 大醫學發明，如下：
其一，如有感冒發燒者，只須左手指按紧左鼻孔讓右鼻孔往右肺猛吸氣令感覺線告知到達
右肺底部後再猛力排氣，其後再轉右手指緊按右鼻孔也如此各 3 次就可退燒！
其二，如吸氣及排氣力度不足如老者或小孩童，則務必要他人協助用手輕拍左右肺部讓肺
氣孔臨時擴大就可有利將入肺的細茵趕跑，如女性或小孩童只要協助用手輕拍其後
背也可；
其三，又如還不懂吸氣排氣滿地爬的小孩童，其父母或保姆也該時常要左抱再用右手輕拍
其左右肺部之後背再輕力走動逗著玩，如小孩童還可哈哈大笑那就更加有效！
其四，而一般沒感冒發燒者，特別在春夏雨水、氣溫及濕度無常期，也即流感季節間出入
家門者包括學生或出入人口眾多如集會者，只須雙鼻同時稍猛吸氣吐氣 2 次也就可
轻易將一時入肺只在肺部上方之細茵趕跑，特别如病院之工作人員也只須 2-3 小时
一次成習慣性，任何常規化的細菌病毒感染也將無缘也可馬上丟掉防疫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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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防疫法簡單人人易明，且也為物理療法其一人人必用也將萬年不變！
各大學也均有細菌實驗室,大可叫人不載口罩及防護衣出入再以如上的簡易方法看可否
防疫？ 更直接的是，各處醫院病房及排隊救醫的感冒發燒病人也四處可見，均可叫些學生哥
前往教會如上防疫法，看其發燒病状可否立即减轻不用再傻瓜瓜地排隊等候求醫？
也即如上立法各議員信中所述，也早已全球尽知在 www.ycec.com/HK/160519.pdf 本人给生
署長陳漢儀信中之小實驗本人早就已令以“病毒感染”為基礎、毫無科學根據且有害的
“疫苗”無處藏身, 港大袁國勇、梁卓偉或中東呼吸綜合征 2015 年在韓國爆發前往首尔扮演
“洗肺教授”才可令韓國 MERS 新沙士消失的中文大學呼吸系統學主任許樹昌等公眾衛生教
授是否有本事書面反駁？
如 www.ycec.net/SG/200110-UG.pdf 近期本人已向非洲加納大學的電郵也早已全球盡知！
更多反人類文明事實從 www.ycec.com/HK/Police.htm 警務處主頁中或本人向前警務處長盧
偉聰的直接報案也 www.ycec.com/HK/191004.pdf 可見務必要立即將陈肇始、袁國勇等六大公開
謀殺市民犯逮捕歸案，但盧偉聰馬上被免职也從 www.ycec.com/HK/191212.pdf 本人的去信特首
中可見！
其後又嚴峻告知：就因隐瞒本“洗肺＂及“冷冻＂兩醫療法發明在港被屠殺的市民早超
30 萬、而被屠殺的國內民眾更在 4 仟萬人以上，特首有天責將本給中聯辦王志民主仼兩信列
印面交總理李克強及主席習近平各一份立即处理，否則，歷史罪人的轉拆點均已到此為止！
也即在 www.ycec.com/HK/CarrieLam-hk.htm 的林鄭主頁中，本與中聯辦的書信來往，或從
www.ycec.com/HK/190526.pdf 英文轉 190526e.pdf 本人並非政治人物要被江核心圍剿成因在此！
就因来港不足年余在 1975 年起的成就在港工業界非人可比被廣稱的林神童後, 83
年的空心线图全自动机更全球独有不賣自用，從 www.ycec.com/HK-Police/191122.pdf 當鄧炳
強新任警務處長後的去信可見『就被 1984 年為工業部長的江澤民進一步盯上，竟可在六
四後怕本神童林獨有的工業資產還沒搶到手移民就在暗中向警方良民證部門造假存檔一
份有“偷電”案底如此神通廣大！』！
但最重要的是，本人從 www.ycec.net 可見本人解救非典港難國難“洗肺＂及“冷冻＂兩
醫療法發明已令“病毒感染”為基礎、毫無科學根據且有害的“疫苗”無處藏身,而“疫苗”
正為中央核心愚民工具之“國寶”已殺人無數遠超二戰兩倍也不停手之第三次疫苗大战也就
由此而来！
也因此，敬請馬上将如上人人易明簡單“肺部氣流防疫法”介召給全港市民！
即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特別是大中小幼師生，更要告知國內各大學, 全港及中華民
族災難才可解除！
本信稍後可從 www.ycec.com/HK/200130-EduHK.pdf 轉 .net/ or .sg/ 均可下載詳閱！
了草謹此！
2020 年 1 月 30日
香港HK1060833專利
發明人
林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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