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ubject：
1. 上帝出动蚊子打Zika疫苗，奥巴马与WHO撒谎的Ebola疫苗已成历史大笑话！
2. 奥巴马臭名远播急访古巴跪求老卡 斯 特 羅 在 即 !
3. 主导ISIS血洗巴黎后，奥巴马继续拥抱金正恩愚弄西方世界！
4. 中美导演的 MH370 失踪已进一步漏洞百出!
5. 北京无风雾霾即临,不多洗肺癌変多而必然！
英文版 见→ www.ycec.com/UN/160317.pdf or 中英版 htm
主页:→http://www.ycec.com/UN/war-felon.htm
Respectable
Any country leaders, MP, Law, Hospital,
Medium & Medicine circles:
Dear
Sir or Madam:

由于被诺贝尔响亮的一巴掌也刮不醒奥巴马仍知错不改，令西方上帝震怒突示金十字架外又派出真正的疫
苗专家高手 Zika 蚊神下凡美州专打打疫苗耻笑奥巴马与 WHO 撒谎的 100%有效 rVSV-ZEBOV Ebola 疫苗以对抗
继续隐瞒 PCT/SG03/00145 医学发明！
现，如何面对落入行贿陷阱不可自拔的奥巴马正在选择继续与中国合作愚弄他的西方联盟及全球，不可否
认的是摆在各国政要面前的重大选择将是如何面对自己国家历史及无辜死者家属交代：
1. 立即承认让贵国医院公开应用 PCT/SG03/00145 医学发明之“洗肺”医疗法拯救更多生命，或
2. 跟随奥巴马及 WHO 继续撒谎胡闹暗中却以付出屠杀国民生命为代价等候中国政府赔偿行贿？
因此，为免有困难选择，WHO 陈冯富珍应优先被赶出 WHO…, 如下最新公开信将协助阁下判断， 也将进一步告
知“洗肺”医疗法才是贵国人民生命的真正保护神且永远不可取代：

《 伊 波 拉 尚 未 結束为何寨卡病毒又狂袭美州？》
I.
II.
III.
IV.

HK-htm PDF CN-htm PDF
lzm/17.03.2016 in HK PDF
前 言
奥巴马撒谎的 ZMapp 及 rVSV-ZEBOV 疫苗早在 2015 年美國法庭就开始發酵 ！
『寨卡病毒』与[美国西尼罗河病毒] 或[亚洲登革热]等
病毒均由蚊子传播没有两样！
落入行賄陷阱不可自拔的奥巴马正在继续与中国合作
愚弄他的西方联盟及全球！
1. 继 续 暗 中 掌 控 ISIS 血 洗 巴 黎 之 前 因 后 由 在 此 :
2. 奥巴马急访古巴跪求老卡 斯 特 羅 在 即 :
3. 教唆北朝鲜金正恩导演核恐怖即将发生企图为隐瞞另找台阶:
4. WHO 的进一步出丑在即:
5. 中美导演的 MH370 失踪真相已进一步大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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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强权进一步操控国际媒体及网络供应商为隐瞒不惜屠杀更多生命:

V.

结 论

I.

6.

前言

2015 年刚过去, 但两大国际事件却在中西邪恶势力的勾结下出尽丑态进入史册已由如下两公开信见证:
1. 《 WHO 屠杀 Ebola 生命急增、关联导演 MH370 失踪同为 2014 年邪恶榜首!》 (lzm/17.01.2015 )
2.

《 Ebo la 结束因古巴代劳洗肺及 ISIS 为奥巴马的助手无助 ZMapp 的撒谎成真,诺贝尔的后悔正在唤醒

你该为正义出战!》 (lzm/21.10.2015 )
现，尽管 2016 年才开始 2 个多月，尽管上述两大势力几乎控制了全球媒体尽力吹捧，但正邪分明，不论
是隐瞒並偷用 PCT/SG2003/00145 医学发明或为绑架本发明人导演 MH370 失踪均已暴露无疑！

II. 奥巴马 撒谎的 ZMapp 及 rVSV-ZEBOV 疫苗
早已在 2015 年美国法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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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随奥巴马撒谎的 ZMapp 起哄并声称 iBio 的技术将被用来制造 ZMapp 得到许可费进而借此托高股票价格膨胀
400％, 结果,由于以撒谎骗取投资证据确凿，IBio 支付索赔$1.9M 今见报指在纽瓦克市有关生物工艺即奥巴马
撒谎的 ZMapp 所申延的诉讼并非唯一案例!

上述就是奥巴马撒谎在美国法庭的历史见证！
当本人上述 21.10.2015 公开信之后，不论是 ZMapp 或 100%有效的 rVSV-EBOV 疫苗的真实应用于 Ebola
西非神话踪迹也早在新闻中无踪无影!
同样的，Ebola 美国医生病人布兰特利以及英国 Ebola 护士也同时结伴移民金星演讲不回令国际媒体寂寞
异常, 唯一留下的只剩“医务人员的病毒防护衣』正在日夜接受百分之百有效的 rVSV-EBOV 疫苗嘲笑及戏弄！
尽管上述的事实早已铁证如山、以及有诺贝尔响亮的一巴掌，但奥巴马仍不知
悔改扮傻瓜，如下:
首先，奥巴马十分幼稚地认为只要教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130 年校友会于 Jan.
11, 2016 授于查尔斯董事教授他“领导发展 ZMapp 制药及 rVSV-ZEBOV 疫苗的创造
工作的荣誉大奘”就可令他的谎言成真;
现在，查尔斯教授成为了撒谎大王奥巴马的替死羊！
其二，早在 WHO 总干事陈冯富珍及 USCDC 的 Meltzer 合作伪造所谓
埃博拉病毒疫苗 rVSV-EBOV100%在几内亚试验成功由数学推论统计在 July
31,2015 由 Lancet 出版后， 如此没基础的谎言自然骗不过加拿大微生物
学实验室领导 ZMapp 及 rVSV-EBOV 发展的首席领导人 Dr. Gary Kobinger, 从
而导致他自觉羞耻有愧于众 ! 就此痛苦决定离职见报在 Aug. 23, 2015.
( The link was to delete, now had a new link to my website!)
但，不知悔改的奥巴马正为进一步建筑撒谎平台，如下左图金十字架首先于 2016.1.08 出现在纽约上天空
警告奥巴马，也尽管奥巴马可以轻昜地教唆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出 “马尼托巴秩序的水牛亨特奖”给“加拿大
微生物学实验室” 同日于 Jan 11, 2016 以免留 Dr. Gary Kobinger 博士不要离开继续协助撒谎, 尽管撒谎
奥巴马只志在找多个替死鬼而已！
的空间已十分有限, 但

也就在代表西方权力核心上述的如此不当行为逆天而行的第二天，西方上帝立即震怒, 于 2016.1.13 在美
国密执安州展示另一的金十字架以及一守护天使同时现身夏威夷面对中国像如上左图 1.再次向奥巴马发出警告
不可再度协助中国隐瞒 PCT/SG2003/00145 医学发明逆天而行屠杀生命！
其实，东方上帝早已驾临中国上空，自 2009 年起，雾霾天气就开始驾临北京并年年加剧如 2015.12.17 之
上图 2., 雾霾之空气颗粒来自何方至今仍不见有一合理的科学解释，
如不經常洗肺，诱发肺癌人等多而
必然，更令欲继续隐瞒本“洗肺”医疗法发明的恶果已进一步问心有愧!
就因隐瞒本发明的中国江泽民核
心仍在继续运作并挥舞 “中央密令”作乱香港中国及全球逆天而行仍不见悔意，上天进一步震怒马上于
2016.1.26 为武汉市归元寺圣佛已配上天大棒即将出发除魔斩妖，并于 2016.3.01 一棒打断江泽民的署名大石
排再作警告！尽管有人或许会笑称天象难作根据，但问题是，如此隐瞒本医学发明已屠杀生命早已远超二战还
该不该继续？！
早在上述此之前，上帝亦早已清楚地看到了奥巴马在撒谎 ZMapp 的同时并偷偷应用本发明之『洗肺』医疗
法并由古巴医疗队代劳才可平息 Ebola 危机，其后面对老古巴卡斯特罗的讨价还价，奥巴马只得在 2015 年的圣
诞节宣布访问古巴前事先教唆日本安倍晋三免除古巴逾 1000 亿日元拖欠债务以堵住老卡斯特罗嘴巴，但这稀世
的政治流氓手段自然骗不上帝的火眼金睛！
因此，当上帝看到奥巴马并没悔过之意拯救众生并在众多盟国的协助之下继续玩弄行政手段扩展撒谎平台
并左右国际媒体继续撒谎 100%有效的 rVSV-EBOV 疫苗对抗 PCT/SG2003/00145 发明向 CP China 交换个人利益！
也因此，上帝就进一步发怒派遣带有寨卡病毒蚊子进攻美州等同为二十多个国家接种 『寨卡病毒』疫苗向
奥巴马及 WHO 问罪！
III. 『寨卡病毒』与[美国西尼罗河病毒] 或[亚洲登革热]等

病毒均由蚊子传播没有两样！
由二月初的报导指, 世卫组织估计有美洲目前 50 万至 1500000 案件兹卡的病例也有报道，在美国，澳大利
亚和爱尔兰共和国，最近前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每个结果。然而，只有五分之一的患者出现的症状，
即使如此，症状相对较轻; 特征在于发烧，皮疹和结膜炎持续两天到七天。
最严重的如在巴西，由蚊子携带兹卡病毒已令大量婴儿出生时有不发达的大脑也已全球尽知！
从新闻所见，巴西总统反应最激动强烈并声称将会马上拨款研究生产疫苗追随 WHO 盲目起舞，因此，本人
要在此告知全球，蚊子就是疫苗的注射高手正在奉上帝之命为你的国民打兹卡病毒疫苗:

1. 由于每一蚊子携带的“兹卡病毒”含量有限正如早已过时所有的“疫苗”配方原则, 大部份多数人没有仼
何病症可以无事,
2. 但假如被带有“兹卡病毒”蚊子咬的次数过多将导致普通健康人群,体弱者或腹中胎儿将后果不一:
a. 如果只是健康人群的病态只会低温发烧，皮疹和结膜炎持续两天到七天;
b. 如果是体弱者, 当发烧超过 39˚C 后, 人体肺部的活力将急烈下降，此时空气中大量的细菌将会趁虚而
入繁殖不散并将大量不同种类病毒溶入血液，如不立即清除肺部内细菌, 死亡将不可避免;
c. 如腹中胎儿，由于成长期不短且本身肝脏的抗病毒功能尚还没建全之前，如有仼何含量病毒由母体的注
入将直接使发育中的胎儿脑部神经系统正常运作失常已无需论证，小头症之多似乎只是“兹卡病毒”在
巴西 当前的 “专利成果”就可目睹眼见，进一步可预见，不见报导的胎死腹中也常见或导致不同程度
的弱智儿童更是不计其数也将尽在不言中！
上述可见，蚊子天生就是打疫苗的病毒专家高手, 不论美洲蚊子咬的“兹卡病毒”, 美国“西尼罗河病
毒”或亚洲蚊子咬的 “登革热等” 等病毒, 其共同的特点就是病毒是没生命以及其基因绝不会在人体中繁殖，
否则, 仼何经蚊子叮上的人必然早就容易尸横遍野！
事实正是如此，当进入人体的病毒超越了肝脏的解毒功能之时，人体自会发烧令肺叶动能下降, 无力驱
赶由呼吸道随空气进入的细菌马上驻扎肺部繁殖必然向血液注入病毒 , 若病毒来源的细菌不被驱赶跑或清除，
导致该病人死亡的主因就多数来自空气进入的细菌感染, 而蚊子所带之病毒只是诱因!
事实已不可否认，假如上述一般的病毒感染的病人不在体温 39˚C 前立即运用 PCT/SG2003/00145 发明的
“洗肺”医疗法那将会增加死亡，而孕妇或幼儿更应该提前在体温 38˚C 前洗肺才可减小头症及低智商儿童！
历史不该遗忘，奧巴馬于 2009.11.15 訪問上海正式堕入金钱美女的陷阱
回美国后马打流感疫苗为美国人示范成为隐瞞医学发明的奴才也激怒了 “西
尼羅河病毒”蚊子进攻白宫后院!
历史更不该遗忘，也当陳馮富珍控制 WHO 后, 尽管她明知病毒疫苖的医学
原理已徹底破产且有害无益由于 PCT/SG2003/00145 的发明，她更知如不继续
全球推广“流感疫苗”屠杀生命她的 WHO 总干事官位将会不保！
因此，陈冯富珍首先加速推动注射官方流感疫苗导致不少胎死腹中个案在香港早已是司空见惯！ 因此，
本人于 2010.2.23 公开信警告 WHO: 『疫苗是可害及所有胎儿，WHO 应立即停止推广及应用！』, 更多中
英公开信主页: www.ycec.com/UN/war-felon.htm 见证了这场世纪浩劫！
由于包括诺贝尔也刮不醒的奥巴马已陷入了 CP China 的行贿陷阱不可自拔，只为协助隐瞒 PCT/SG2003/
00145 医学发明包括屠杀美国人无数走向了反人类文明的邪道上不知回头!
不仅如此，来自 CP China 的强大恶势力, 当谋杀 WHO 总干事李钟郁后更进一步推荐他的代理人陈冯富珍操
控 WHO 十年屠杀生命无数从不手软，因此 ，本人又于 2012.6.17 发表『历史的文明大倒退令人触目惊心，为
什么陈冯富珍能够连任 WHO 总干事？』公开信!
现摆在各国领导人面前的重大选择是如何面对自己国家无辜死亡的家属交代?
或是否可满足如本人 Oct.,21, 2015 公开信所揭一样，只要等候代表西方帝国的奥巴
马如小布殊再次派遣赖斯周璇与中国商讨赔偿, 就因中国江核心的赔偿均可公私两利,
更因江泽民长子江锦恒神通广大早已天下尽知，他随时也可把中国嫦娥牛郎分开派送
各府上就可满足？
但各国领导人还须如何面对这段人类社会最可恥的历史事件上将如何自我交代才是当今重要的执政
课题！
如右图的巴西 Dilma Rousseff 总统, 她肯定十分清楚本人的 PCT/SG2003/00145 发
明的专利申请号在巴西专利局: 0318349-1 of June 12, 2003, 但之后不见巴西专利局有仼
何回复，只见专利代表律师不断增加收费而停止至今, 这就是追随美国协助中国隐瞞的
常用手段之一！
但本发明人只在乎巴西人民的生命安危及，希望 Dilma Rousseff 总统带领南美州国
家不要被 Obama 拉著鼻子走成为历史罪人!
由于接种“疫苗”导致不少孕妇胎死腹中案例早就在香港发生，WHO 总干事(前香港卫生署长)一早就心
知肚明，因此，当 WHO 协助奥巴马造谣的 rVSV-EBOV 疫苗百分百成功之时还是要通知不得可为孕妇接种 也由
此而来!
但当“兹卡病毒” 受命上帝进攻美洲之时，WHO 陈冯富珍这杀人不见血的巫婆又在吹嘘也将投资生产
“兹卡疫苗”与 Zika 蚊子争风头!
也害得巴西 Dilma Rousseff 总统同样语无伦次，真是西方民主社会人
性价值观全面堕落又一大不幸！
见 www.ycec.com/UN/120617-hk.htm 于 2012.6.17 发表的公开信如下段节:
为何香港政府一会儿要销毁甲流疫苗？又一会在 3 个月后又要重新鼓吹疫苗呢？那是因为 WHO 陈冯富

珍坦白放话告诉了曾荫权政府：“…如果香港政府不再继续推广流感疫苗的话， WHO 及国际医学界也将
要被逼也得承认洗肺医疗法的发明理论不可了！” 而后，基于政府的反复无常， 导致了香港政界反对
派恼怒准备向公众揭露隐瞒由 PCT/SG03/00145 伸延 HK patent No. HK1060833 的洗肺医疗法的医学发明
害死太多市民生命的罪行，但后来他们才妥协向每一香港人发放 6000 元为俺口费！
上述正是发生在香港最可悲的一段史事实!

IV. 落入行贿陷阱不可自拔的奥巴马正在继续与中国合作
愚弄他的西方联盟及全球！
自《WHO 屠杀 Ebola 生命急增、关联导演 MH370 失踪同为 2014 年邪恶榜首!》公开信向全球揭露自前总统
小布殊家属陷入中国江泽民儿子布阵下且自认公开的行贿陷阱后，由于美女与金钱的行贿手段进一步扩大，奥
巴马与西方同盟国无一不可幸免也不例外均不可自拔，尽管诺贝尓公开刮了奥巴马一巴掌也无济于事只得硬起
头皮继续撒谎屠杀无辜生命，就因这两大国际势力掌控了联合国特别是 WHO 及包括大部份的国际媒体并也暗中
掌控 ISIS 为其恐吓手段！

1. 继续暗中掌控 ISIS 血洗巴黎之前因后由在此:
又当《Ebola 结束因古巴代劳洗肺及 ISIS 为奥巴马的助手无助 ZMapp 的撒谎成真,诺贝尔的后悔正在唤醒
你该为正义出战!》公开信进一步于 2015.10.21 向全球揭露真相以及通过传真到各国驻港领事或北京大使馆告
知他们的领导人我的生命已危在旦夕并涉及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正受命操控运作,只要进 www.ycec.com 再点
击他的头像就可清楚无疑…
因此 男子汉的法国总统奥朗德紧急访华并坚持求见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关
注本人的生命安危在 2015.11.03, 因此, 运作中的 CP China's 江核心预计奥朗德
可能在 2015.11.15 G-20 峰会中推动讨论此事激怒了这 ISIS 的幕后金主, ISIS 恐
怖袭击巴黎的惨局就在 2015.11.13 发生了..., 导致奥朗德也因此无法出席在土
耳奇的 G-20 峰会...,
ISIS 的幕后金主的嘴脸尽在 www.ycec.com/Jzm/MH370_Charlie-Weekly.htm 可见！ 如奥巴马早在
ISIS 恐怖袭击《查理周刊》后就笑逐脸开早已路人皆知， 美国外交研究室洪源也公开揭露当 "美国要轰炸 ISIS
之前必然会派军机沿途路事先飞一圈通知 ISIS 要轰炸了,走离开!”, 这就是美国势力落入行贿陷阱协助隐瞒
PCT/SG03/00145 医学发明共同圈养 ISIS 证据，因此，不再上当奥朗德马上向 ISIS 宣战后，当 ISIS 发现奥朗
德不如之前被 "听话"认为上当立即屠杀中国人与幕后金主吵架...如此真相尽在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英国首相
卡梅伦眼中也先后加入向 ISIS 宣战行例！
2. 奥巴马急访古巴跪求老卡 斯 特 罗 :
其次，自从本发表于 2015.10.21 公开信 IV. 指出的 Ebola 在西非的消失全靠
古巴代劳偷偷洗肺, 因此，堵住老古巴卡斯特罗的嘴巴是奥巴马的当务之急，奥巴马
只得在 2015 年的圣诞节前安排日本安倍首相公布撤销 1000 亿日本元的借贷再公布
2016.3.21 访问古巴以及无须会面卡斯特罗以免双方尴尬!
难道古巴的国格,卡斯特罗的人格才值 1000 亿日元?! 史册年编正在等候在此
下笔！
3. 教唆北朝鲜金正恩导演核恐怖即将发生企图为隐瞞另找台阶:
落入行賄陷阱不可自拔的奥巴马如何哄骗他的西方盟友共同协助 CP China 隐瞒医学发明的手段果然层
出不穷！
早在奥巴马撒慌的 ZMapp 及 rVSV-EBOV 疫苗在 2015 年中凭凭不断出丑之际，正如基辛格所说过的，中美两
大权力核心人马早已在称兄道弟了，就因江泽民核心力量只为国际隐瞒 PCT/SG03/00145 医学发明不得不也要
全力以赴！
因此, 北朝鲜的金正恩被推出場借于 2015.5.09 观看 “发射潜射弹导弹”的图片充塞国际媒体之后就立
即口出狂言威胁他们的潜艇可随时带核弹头打到美国！
尽管不少媒体质疑连印度还不成熟, 但北朝鲜又何来其弹道潜艇？ 必然
来自中国或 Obama 的潜射艇无疑！
当金正恩被国际媒体臭骂后, 这场戏剧表演的目的已达到，现为奥巴马的
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马上苦丧着脸可四处向西方盟友告知，大意如此: “如
不与中国搞好关系，金正恩这疯狗看管得住吗？”！
又在近期,特别是“兹卡病毒”进攻美洲大陆之际，中美两大权力又再教唆金正恩出来扮演冤大头，表演
氢弹试爆以及卫星成功后又再次口出狂言，也尽管韩国及日本派出飞机收集排泄物证一无所得...,卫星也只会
在太空翻跟斗，但再通过媒体添油加醋，金正恩的扮演简直是非中国看紧的“疯狗”不可，其后又由中美联名
促联合国通过制裁！
同样的，苏珊•赖 斯又再有一个更恐惧的 “理由” 替奥巴马哄骗他的西方盟友！

但金正恩这次就精明了，早以老古巴卡斯特罗为榜样，要求取消他的债权国给予 90%债务，怪不得有媒体直指
金正恩有有“新靠山”公然叫板联合国，这后台就奥巴马及中国江核心集团, 由此看来，中国要替北朝鲜 628
亿美元的外债买单，中国的股市还将大迭！

4.

WHO 的进一步出丑在即:

另外，WHO 陈冯富珍是十分清楚明白如要继续隐瞒 PCT/SG03/00145 医学发明就务必要高举“疫苗”大旗，
也因此，当 Ebola 开始在西非大量屠杀生命之时，本发明人立即去信陈冯富珍提醒她不要再撒谎继续杀生，见
www.ycec.com/UN/141027-hk.pdf 于 2014.10.27, 但陈冯富珍本性不改，并变本加厉于 July 31,2015 推动与
USCDC 的 Meltzer 合作将加拿大卫生署伪造出所谓的埃博拉病毒疫苗 rVSV-EBOV 百分之百有效的虚假新闻并由
WHO 公布愚弄全球！
更可笑的是，当 100%有效的 rVSV-EBOV 疫苗失踪了 3 个月后，刚痛打奥
巴马助手 ISIS 的英雄普京忍无可忍也一脚踢开 WHO 的撒谎大门，并也有样
学样高调地宣布已成功取得了俄罗斯 100%埃博拉疫苗！
但此时, 慌了手脚的 WHO 陈冯富珍只好暗地里咬牙切齿: “...普京，你
的一架客机给 ISIS 放上炸弹毁了，是否还嫌不够？ 你明知我在撒谎，何时
轮到你也伸来一大腿? 无缘不摸！你也不看看,当我撒谎后中国马上给非洲
600 亿美金殿后，你行吗？”!
因此, 当一非营利组织刚向默克公司买了 30 万的剂默克公司的 rVSV-EBOV 疫苗已在今年 1 月储备后，却
至今不见 WHO 批给哪一国家用! 就因 WHO 陈冯富珍正在头痛，由于她还不知可以批准给哪一国家愿意配合继续
撒谎下去！
就因 WHO's 伊波拉疫苗没戏了尽在普京眼中，ISIS 的幕后金主也已爆光没价值了，也因此，普京立即
下令从叙利亚撤军！
上述撒谎者的可悲下场才刚刚开始, 如下的公开信将支持因隐瞒医学发明的死者家属提出索赔:
『 伊波拉病毒與美國西尼羅河病毒死者家屬有權向 WHO & Obama 索賠！』
www.ycec.com/UN/140807-hk.htm
『 美國西尼羅河病毒死者家屬有權提出索賠訴訟！』
www.ycec.com/UN/121012-hk.pdf
更多的公 开 信 见 主 頁 : www.ycec.com/UN/war-felon.htm
5.

关联导演的 MH370 失踪真相已进一步大白!

当 MH370 失踪真相自 Jan 17,2015 与 Oct 21,2015 两公开信的揭露后，由于留尼旺岛 MH370 上一个襟副翼要
被送往法国 经美国波音公司西班牙分包商技术鉴定才确认属于 MH370,也就此导致令企图隐瞒 MH370 失踪真相
的撒谎空间大为缩小!
因此，当在类似 MH370 机身碎片于 Jan 23, 2016 冲上泰国海滩后，大马交通部长马上派出所谓的 “马航
技术专家”前往鉴定表示貭质疑，此时的日本三菱重工立即撒谎该碎片可能日本 H-IIA 或 H-IIB 火箭外壳犯上
协助隐瞒罪报导于 Jan 26, 2016,就因日本辅助火箭直径仅 2.5 米!
其后，大马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十分放心就以“碎片上的部分装配代码、线束数量和螺栓零件号码与
波音 777 飞机不符”也无须波音公司鉴定!
同样的，当 两外壳配件(非碎片)分别于 Jan 22, 2016 冲上越
南也于 Jan 29, 2015 冲上被马来西亚海岸后，同样的也被大马交通部长如此手法一口否认就此骗过国际媒体及
受害家属!
为何无须将上述的碎片交予波音公司的西班牙分包商技术鉴定？“马航技术专家”是否够资格鉴定吗？这显然
又是另一场全球隐瞒布局的开始！
因此，大马交通部长务必立即向公众澄清，否则他的参予劫持 MH370 或被 “行贿” 形象的表面证据将成
立，而全球目光将也会注焦于此，就因大马总理的大量资金有人送，且中国高价买下大马企业也有传闻！
就如本人之前公开信所指就因留尼旺岛襟副翼被证实 MH370 是被迫降的海面并非直插入在南印度洋海底
并非由机长有自杀的企图的谎言！ 现，假如再由在泰国及马来西亚的碎片被证实，那么，MH370 是被迫降安
达曼群岛附近并已被劫机者人工解体将进一步不可否认! 大马交通部因此就在两大势力强国的密谋安排之下
包办起“劫匪”与“法官”角色野蛮地向全球作出否认！
现已清楚可见，大马虽非主凶但必为知情者，就因 MH370 的失踪已可归类谋杀, 因此超越了《蒙特利尔
公约》规定赔偿无上限，受害家属有权扣留如三菱重工在各地资产要求解释， 现特此呼吁三菱重工请勿再扮傻
瓜及务必尽快做出澄清以免引祸上身！
由于 MH370 的失踪情节已篇幅太大，我将在下一公开信独立详尽的揭露为受害家属提供呈庭证供！
6. 两大强权进一步操控国际媒体及网络供货商为隐瞒不惜屠杀更多生命:
由于小布殊及奥巴马完全陷入被行贿的陷阱，ISIS 也早为两大强国恐吓全球媒体的左右手，同样的，在可
耻压力下令不少美国的 Web hosting 公司不惜自尊亦要违约限制本拯救生命公开信传播能力，as kvchosting.com
or m2host.com 如此等等也将如被诺贝尔当众一巴掌刮不醒的奥巴马将在此史册中永久被记录在案！
本人只得在此沉重地呼吁正道义士支持，特别如国际媒体,为何不敢公开报导本公开信？ 为何不敢讨论

“细菌”传染只会继续胡扯早已过时的“病毒”传染医学伦理下的疫苗与 Zika 蚊子接种“疫苗”争风吃醋！
更岂有此理的是，不少国际媒体也专只会胡扯“雷达”导航为隐瞒劫持 MH370 的事实，也不敢去质问一下
波音公司或前总统小布殊于 2001.9.27 在芝加哥机场公布的“航空安全三措施”之一的卫星导航哪里去了？！
我不得不也要再次呼吁国际媒体以及 Web hosting 公司不应助纣为虐成为反历史文明急先锋，务必要坚持
公正基本价值观协助揭露真相才是你的天责，否则，无数生命还将被屠杀由于你们的无知，史册也将永久被记
录在案！

V.

结 论

由于拯救生命的 PCT/SG03/00145 医学发明永远不可取代，隐瞒就等如 ISIS 在公开屠杀生命在你面前,
但 WHO 陈冯富珍及 Obama 明知如此恶果仍不知去邪归正， 现上天震怒冰雪疯狂袭击中美两国后的除灭打魔天神
已下凡中国，金十字架已怒指奥巴马, 也赶出寨卡病毒狂袭美州，我不得不还是要在此告知各国政要，请质问
小布殊以及奥巴马, 仼何再强大的势力可买起所有国际媒体协助继续撒慌隐瞒也只可暂缓出丑于事无补，就因
这一不可取代的医学发明才是贵国人民生命的保护神！
由于仍不见以奥巴马为首的西方集团有悔改之意，本发明人只得再此呼吁并授权有正义勇为的瑞士律师出
现立即去信 WHO 总干事陈冯富珍务必立即书面回复公众本发明人于 2014.10.27 的挂号信，否则就该立即就地起
诉！
本发明人并在此再次呼吁有正义勇为的美国律师主动寻找就因美国医院仍没有 PCT/SG2003/00145 发明的
“洗肺”医疗法供市民应用而死者家属起诉奥巴马及 USCDC 才可捍卫我们的地球村文明不被政客垄断，本发明
人将提供必须的呈庭证据！
Thank you!
PCT/SG2003/00145
10/469,063

Inventor
Lin Zhen-Man/SG
March 1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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