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
1. “江澤民字條”逆天而行霧霾聚京未完跪求葵英文，又見冰雪狂擊中華大地香港也有史難見!
2． 逆天而行霧霾聚京不散也南下台灣, 深圳光明塌方，死魚成群海岸盡見,這就是上天震怒之像!
3. 台灣兩党不應拿台灣人民生命的急需做交昜才是人間正義之道!
4. “江澤民字條”已向葵英文下跪助选成功，國民黨則手握破解密碼不用自殘在即!
5. 上天震怒不止冰雪狂擊中華大地,寒潮同襲中港台不少老少肺炎病人入院仍不見“洗肺”醫療法可救命!

此致
各港台政府各部,
中外華文媒體、工商及學術各界:
“江澤民字條”逆天而行霧霾聚京未完又急於下跪助選葵英文成功，此時的奧巴馬更
十分緊張地派出特使面見葵英文，也功高自居祈求當面獲得承諾也如馬英狗干涉司法阻止
林哲民“洗肺醫療法”的發明專利在臺灣獲得專利，但由 TV 所見，葵英文聲言她的執政不
會干涉司法令中共大為緊張，1 月 20 日，31 集團軍便立即出動在廈門軍演恐嚇！
上天不見“江澤民字條”有悔意，因此，由 2015 年 11 月 22 日起進一步發怒令冰雪狂
擊中華大地香港也超底溫史上難見，美國也不例外同受冰雪狂擊之災…
“江澤民字條” 只是逆天而行人類公敵表證之一，而在香港則為“中央密令”早為 2003
年中文大學醫學院長鍾尚志在香港立法會作供也早就浮出了水面！
可惜的是，香港媒體全被控制有口難言，連法輪功組織也只會拿此交換可在彌敦道大張旗鼓
遊行便自得其樂…或借 2011 年港府為每港人發 6000 元就可消除民憤…;
上天已震怒,難怪今也寒潮襲港，將有不少老少肺炎病人入院仍不見有本發明之“洗肺＂ 醫
療法可救命，这就是“江澤民字條”或“中央密令”逆天而行隱瞞之惡果，因此，寒潮襲港志
在提醒各方有識之士切莫再作壁上覌將有違天意!
現恭請在座各方有識諸君見證這醜態百出的罪惡臭史更應發出你的正義呼聲以拯救更多生
命:
本公开信: → www.ycec.com/UN/160110-hk.pdf
更多公开信見主頁：→ www.ycec.com/UN/war-felon-h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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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天而行的“江澤民字條”已成蔡英文必選保證
國民黨手握破解密碼不用自殘在即!
lzm/10.1.2016 in Hong Kong

2015 年剛過去,但卻為人類有史以來最邪惡﹑荒謬的一年,黃禍之災也就此一路一帶漫延
全球,逆天而行令上天震怒霧霾聚京不散,“江澤民字條”同樣禍及台灣更漫延全球 12 年早
已歷歷在目，霧霾海島台灣也天意難免!
就因國際專利 PCT/SG2003/00145 的醫學發明拯救了中港台的非典國難危機, 該國際專利
也同時進入台灣智慧產權局從 www.ycec.net/tw.htm 可見, 但“江澤民字條”也就此飛渡
台灣海峽首先挑戰民政黨執政理念及陳水扁總統的人性價值觀,其後的馬英九自覺其當選背
後有“江澤民字條”勢力支撐卻因此感激涕零, 但在此史記中卻將永世不堪回首!
因此,當陳水扁下臺後於高雄演講手舉“江澤民字條”欲公諸天下之機,馬英九立
即借陳水扁『貪污』拘捕入獄, 並於 2011 年開始在獄餵食癲狂病人 Ativan 藥最後失
憶...,不僅如此,臺灣衛生部長期以宣傳流感疫苗以對抗藐視本最新醫學發現的細菌
感染才是流感根源而非病毒特別賣力,當發明人 2012.9.25 的公開信傳進馬英九辦公
室後, 馬英九不感激偷用本“洗肺”醫療法才可令臺灣非典災難遠離事小,但卻漠視
臺胞龐大的急性肺炎入院老年人如醫院沒有本發明的“洗肺”室公開可用非早死不
可的警告不理會反而立即下令台灣專利局連夜作廢了已擱置多年的專利審查向“江

澤民字條”表效忠,這就是土匪政客個性的心態使然!
本發明人只得於 2013.9.25 向台灣經濟部提交訴願書,當前經濟部長施顏祥不
願違背良知、更不願以屠殺同胞為代價成為人類公敵有意批准專利或發回專利局重
審之時，馬英九得知後便立即於 2013.1.31 漏夜宣佈撤換“行政院長”陳沖換上江
宜樺只為將經濟部長施顏祥並於 2013.2.17 趕下台，因此,江宜樺成為了馬英九的特
約殺手駁回了訴願書!
又當台灣的專利申請進入智慧財產法院被正式接納後開庭在即之時,馬英九又急
向江澤民表效忠 拿王金平開鍘插手法庭阻止公平審理！結果,引起的馬王之爭在台
一時波瀾洶湧!
而在台灣智慧產權法院, 如非馬英九下令, 台灣智慧產權法院又豈敢當庭造假
違規判決？ 詳情另見: www.ycec.net/tw/court.htm
以上可見,馬英九對江澤民的效忠已達盲目狀態,正值台灣智產法院審判期,後見
有報導馬英九女婿作反不出席馬母葬禮可見內情不簡單,古有帝王封侯兼送夫人,而
今江澤民早已精通此術並發楊光大暗中派送女婿墊底為脅毫不稀奇,如敗事不效忠其
女兒裸照不滿天飛才怪,這也是馬英九盲目效忠代價之一,但當江澤民『雨過天晴』之
時, 又當民進党拿“江澤民字條”叉喉之時,馬英九非凡功勞也只可當厠紙一撇而用
並留下臭名:

手握破解“江澤民字條”密碼只剩最後兩招
國民黨不用 自殘在即!
現台灣總統大選已進尾聲,候選人只得: 民進党蔡英文, 國民黨朱立倫以及由國
民黨分裂而出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三人。
因江核心的中國勢力在台灣約有 20-25%的選民勢力, 這從當年台灣紅衫軍之亂
就可粗略可見, 如受令倒向並加上民進黨 30%的選民勢力, 蔡英文必勝無疑! 這就是
“江澤民字條”不被公開的妥協條件:
首先是陳水扁的保外就醫以及 2014 年台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遭受重創也由
此開始，這一切全在本洗肺醫療法發明人眼中，也因此就在 2015.2.23 日於台灣智慧
產權法庭文件中告知內幕, 詳情可見於:
www.ycec.net/tw/150223.pdf 主頁 www.ycec.net/tw/court.htm
毫無疑問的, 經尚運作中之江核心即與美國權力核心幕後商議為免讓民進黨爆
波, 奧巴馬也只得讓蔡英文在訪美時在白宮握手默認!
因此, 國民黨前競選人洪秀柱初期也曾提過訪美並要求與蔡英文同一接待規格,
但被奧巴馬所拒進而取消訪美，直到朱立倫為國民黨主席上場後訪美，但美國以高層
突然外遊不在冷落收場可見！
但主流的國民黨並不洩氣全面力捧朱立倫，但江核心同樣心有餘悸地暗中推動宋
楚瑜參選以分散國民黨選票，但見朱立倫與蔡英文差距已只剩 8%左右，運作中之江核
心比民進黨還要心急，曾受盛邀訪問中國的前行政院長郝伯村就在此刻“挺身”為新
黨拉票分散國民黨選票確保江澤民可安穩入睡！
由於江澤民只為隱瞞醫學發明不惜殺生無數更想謀殺發明人逆天而行，上天因此
震怒自 2009 年就開始有霧霾聚京不散，近兩年更是加聚無風不減並在 2015 年也刮到海
風透畅的台灣島就簡直不可思議！
现在國民党手握破解“江澤民字條”密碼就只剩最後两招可討價還價:
1. 台灣智產法庭立即判令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批予專利;

2. 台灣衛生局立即面對公眾承認 “細菌感染”發現下之“洗肺”醫療法可在台
灣醫院為民眾公開。
由於邪惡強權的逆天而行, 如让 “江澤民字條”主導創造台灣大選将是台灣各政党之
恥，一切該因此字條正是人類公敵的代表之作，不論是參選之國民黨﹑民進黨或新党領導人
均應有獨立自主價值觀，否則只會被當小狗拉著走且遺臭萬年！
現回歸上述黃禍之災也一路一帶漫延全球，為 2015 年人類醫療史上空前絕後也
将在正邪之鬥中見證史冊:
首先，全球隱瞞本永世不可取代之 PCT/SG2003/00145 醫學發明的前因後果已在
www.ycec.com/UN/150117-hk.htm 公開信中顯示無疑, 即為免發明人名揚國際後可令
由張高麗代勞搶劫發明人投資深圳的最先進機器回江澤民老家威的土匪面目爆光下不
了台, 也因此, 儘管明知這一發明永遠不可取代,且由 2003 年起因隱瞞至今殺人早已
超過二戰也再所不惜任何手段..., 如前美國總統小布殊之弟被江錦恒自認收買成為黃
禍之始, 此後又見也把奧巴馬的弟弟養在深圳收取行賄大破諾貝爾和平獎之期盼, 從
www.ycec.com/UN/121012.mht 也清楚可見;
也就因上述黃禍之根一路一帶的伸延, 當諾貝爾知情習近平訪美將改變與基辛
格約定初衷仍不與奧巴馬共同承認這一永世不可取代的洗肺醫療法發明拯救更多生
命後, 諾貝爾就表示後悔頒和平獎給奧巴馬,以及前總統卡特的憤恕指責自然仍刮不
醒奧巴馬, 見www.ycec.com/UN/151021-hk.htm 公開信!
黃禍本源自敗落有期之大清帝國, 現正更進一步“發揚光大”一帶一路正在禍
害全人類視生命為糞土令原產自西方文明之人性價值觀一反常態要全靠 撒謊支撐!
但仍在搖搖欲墜之際又出動沽空中國股市養肥的 ISIS 為國際隱瞞充當敢死隊﹑由恐
擊《查理週刊》提升到不張顯目的之血洗巴黎企图威脅法國總統奧朗德不得多事, 及
予不聽話的國際媒體以厲色暗中規範為國際隱瞞造勢支撐,因此, 如下的黃禍之災漫
延全球於 2015 年均有目共睹:
其一, 奧巴馬撒謊 ZMppp 可醫治 Ebola 病人首創于 2014 年 8 月卻暗中偷偷本發
明的洗肺醫療法之羞恥落魄於 2015 年並在美國法庭發酵! 首先, 位於德拉瓦州的
Fraunhofer USA 分子生物研究中心起訴紐約證券交易所生物制藥公司 IBIO 公司承借
奧巴馬的吹牛撒謊 也撒謊 ZMapp 製造技術是該公司提供可獲許可費, 進而借此托高
股票價格 4 倍欺騙股民,結果是 IBIO 公司支付索賠 USD$ 1.9M 才可脫身;
其二, 為報復英女王面對 Ebola 在西非殺死超過 7,500 人要“和解”的 2014
耶誕節演講立即導演偽造安德魯王子在美國被告案中的性醜聞旁敲側擊, 結果逼牛
津大學只為救主也要跪下加入研究伊波拉疫苗撒謊陣營以及借此糾集英聯邦醫學界
媒體同步撒謊,其中加拿大衛生局最為出色,剛本被瑞士衛生當局質疑的 VSV-EBOV 伊
波拉疫苗又換名 rVSV-EBOV 直接送到西非吹牛,偽造性醜聞目的顯然成功! 但面對如
此的性醜聞, 最後還須威廉王子到訪中國求助習近平, 否則再隨便買起一認識安德
魯王子的女人隨便胡吹一下,英皇室聲譽受損必然;
其三, 起用 ISIS 恐擊《查理週刊》也成功逼奧朗德於 2015.2.05 在 TV 面前承認
已在幾內亞首次進行的疫苗試驗,從 www.ycec.com/Jzm/MH370_Charlie-Weekly.htm
證據顯示鳳凰資訊早在恐擊前已开始為恐擊扎馬宣傳, 而新華社則公开發佈議論指
責《查理週刊》的不是應有新聞自由限制雲雲視 ISIS 關係如弟兄一樣,顯然是 ISIS
的幕後金主提前通知, 另也與恐擊《查理週刊》之後 50 多個國家的元首、政要，史
無前例地共同走上街頭手挽反恐捍衛新聞自由剛剛相反, 更因此可暗中恐嚇國際媒
體“江澤民也為共產黨先知”不要亂報有關本公開信也就有點“順理成章”:
其四, 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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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 組織立即襲擊突尼斯酒店殺死了 30 多英國人報復,結果,英國的 Lancet 又要
下跪為 rVSV-EBOV 百分之百在幾內亞試驗成功出版背書,但沒用的, 伊波拉疫苗與奧
巴馬撒謊 ZMppp, TKM-Ebola 或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接力造假的 MIL77 神藥三隻小
魔鬼也在 2015 年原形畢露且無地自容已成歷史笑話!
其五, 2015.8.12 日, 天津超小型微輻射的熱核爆炸只因來自美國軍火庫的超
級戰術武器令習近平一時摸不著頭腦破不了案只得卻步於訪美中突變與基辛格初
衷，諾貝爾明明白的後悔以及前總統卡特的憤恕刮不醒奧巴馬也在 2015 年一時成為
國際媒體焦奌新聞!
其六, 2015.8.17 日, 泰國曼谷四面佛前發生爆炸事件,同樣是沒有公開的目的
亂殺無辜,且從當鳳凰衛視對泰國的即時新聞採訪所見,由紅衫軍人員早知爆炸事件
安排, 泰國紅衫軍由江澤民眷養在媒體及政界無人不知, 點擊泰王頭像有更多詳情,
泰國爆炸已給現總理多一 "理由"阻止泰專利局, 結果, 泰國批予林哲民洗肺醫療法
專利只得又暫停!
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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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諾貝爾當選之隙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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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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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屠呦呦只是個很是普通的溫火煲湯中國老大媽,中國最高科技獎寧可
空缺也沒人推薦屠呦呦,中國大爺在日本“碰瓷”威脅恐嚇騙錢都時有發生也只須 10
萬 8 萬日元就可打發,諾貝爾你看錯人了送上門的 200 萬人幣我這中國老大媽德性還
會嫌少嗎? 最後導致只想領獎後已被拒出席的晚宴與瑞典國王同台只得詐病不出
席…,這也是 2015 年黃禍之災的另一奇觀, 但諾貝爾刮不醒奧巴馬就此的用心良苦
已天地盡知, 詳情見: www.ycec.com/UN/Tu-yy.htm
其八, 當 www.ycec.com/UN/151021-hk.htm 公開信的發表後, 上述國際隱瞞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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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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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慘忍的血冼巴黎惨案產生了, 但奧
朗德已徹底清醒不再妥協即向 ISIS 宣戰並東奔西跑呼籲成立國際反恐聯盟,德國及
英國也先後加入俄國普京攻擊 ISIS 行列..., 但見意想不到的是凰鳳衛視主持人鄭
浩于 2015.11.16 日得意忘形地以幕後金主自居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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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令鄭浩意想不到的是,由於 ISIS 血冼巴
黎後奧朗德的徹底醒悟導至國際反恐聯盟圍攻已深知上當就先殺一北京人後又在馬
里連殺 3 中國國企高層找上幕後金主討價論價,但馬里的中國維和部隊不出兵就不
兵..., 由於太過露骨被廣泛質疑,見 2015.12.26 日凰鳳衛視報導中國『無後退餘地
必須強出頭』主動介入敘利亞並捐現 4 仠萬美金否則顏臉盡失,更多詳情見:
www.ycec.com/Jzm/MH370_Charlie-Weekly.htm
在香港, 隨著天津超小型微輻射的熱核爆炸後趁習近平暫時的妥協,駐港辦張
曉明就被奌將特首梁振英哄上"特首地位超然三權之上", 紧跟著再出動陳佐洱於
2015.9.20 以"以香港無“依法去殖民化”致『內耗』壓垮全港議論嘩然, 實為暗中
教唆袁國強竄改官網上法規，才好讓上訴審裁小組批准屋宇署拆了林哲民合法的天

台臥龍山莊免得"內耗", 緊跟著更進一步出動老江"右宰相"張德江風光接待保安局
長帶上的大批香港警隊骨幹再次調動北角警署如 2009 年一進教唆發明人舊居租客造
假報案企图再次非法拘捕林哲民等候如獄中刺殺前深圳市長許宗衡一樣手段刺殺林
哲民以免『內耗』,更多詳情見www.ycec.com/Jzm/murder-3-hk.htm 或奌擊張德江可
進,也因此,林哲民的投訴全被敷衍有限度跟進, 只因習近平下令梁振英不準一國兩
制變樣有待見証,因此, 進一步詳情有待下一公開信!
現因隱瞞醫學發明的逆天而行霧霾聚京不散也南下台灣, 深圳光明塌方 死魚
成群海岸盡見,這就是上天震怒之像! 台灣大選也最後 6 天倒數中,本人希望台灣兩
党不應拿台灣人民生命的急需做交昜才是人間正義之道!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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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开信: → www.ycec.com/UN/160110-hk.pdf
主頁：→ www.ycec.com/UN/war-felon-hk.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