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ubject：
1. 上帝出動蚊子打 Zika 疫苗，奧巴馬與 WHO 撒謊的 Ebola 疫苗已成歷史大笑話！
2. 奧巴馬臭名遠播急訪古巴跪求老卡斯特羅在即!
3. 主導 ISIS 血洗巴黎後，奧巴馬繼續擁抱金正恩愚弄西方世界！
4. 中美導演的 MH370 失蹤已進一步漏洞百出!
5. 北京無風霧霾即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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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頁:→http://www.ycec.com/UN/war-felon.htm
Respectable
Any country leaders, MP, Law, Hospital,
Medium & Medicine circles:
Dear
Sir or Madam:
由於被諾貝爾響亮的一巴掌也刮不醒奧巴馬仍知錯不改，令西方上帝震怒突示金十字架外又派出真正的疫苗專家高手
Zika 蚊神下凡美州專打打疫苗恥笑奧巴馬與 WHO 撒謊的 100%有效 rVSV-ZEBOV Ebola 疫苗以對抗繼續隱瞞 PCT/SG03/00145
醫學發明！
現，如何面對落入行賄陷阱不可自拔的奧巴馬正在選擇繼續與中國合作愚弄他的西方聯盟及全球，不可否認的是擺在
各國政要面前的重大選擇將是如何面對自己國家歷史及無辜死者家屬交代：
1. 立即承認讓貴國醫院公開應用 PCT/SG03/00145 醫學發明之“洗肺”醫療法拯救更多生命，或
2. 跟隨奧巴馬及 WHO 繼續撒謊胡鬧暗中卻以付出屠殺國民生命為代價等候中國政府賠償行賄？
因此，為免有困難選擇，WHO 陳馮富應優先被趕出 WHO…, 如下最新公開信將協助閣下判斷， 也將進一步告知“洗肺”
醫療法才是貴國人民生命的真正保護神且永遠不可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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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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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奧巴馬 撒謊的 ZMapp 及 rVSV-ZEBOV 疫苗已在 2015 年美國法庭開始發酵！
『寨卡病毒』與[美國西尼羅河病毒] 或[亞洲登革熱]等
病毒均由蚊子傳播沒有兩樣！
落入行賄陷阱不可自拔的奧巴馬正在繼續與中國合作愚弄他的西方聯盟及全球:
1.
繼續暗中掌控 ISIS 血洗巴黎之前因後由在此:
2.
奧巴馬急訪古巴跪求老卡斯特羅在即:
3. 教唆北朝鮮金正恩導演核恐怖即將發生企圖為隱瞞另找臺階:
4. WHO 的進一步出醜在即:
5. 導演的 MH370 失蹤真相已進一步大白!
6.
兩大強權進一步操控國際媒體及網路供應商為隱瞞不惜屠殺更多生命:

V.

結 論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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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5 年剛過去, 但兩大國際事件卻在中西邪惡勢力的勾結下出盡醜態進入史冊已由如下兩公開信見證:
1. 《WHO 屠殺 Ebola 生命急增、關聯導演 MH370 失蹤同為 2014 年邪惡榜首!》 (lzm/17.01.2015 )
2. 《Ebola 結束因古巴代勞洗肺及 ISIS 為奧巴馬的助手無助 ZMapp 的撒謊成真,諾貝爾的後悔正在喚醒你該
為正義出戰!》 (lzm/21.10.2015 )
現，儘管 2016 年才開始 2 個多月，儘管上述兩大勢力幾乎控制了全球媒體盡力吹捧，但正邪分明，不論是
隱瞞並偷用 PCT/SG2003/00145 醫學發明或為綁架本發明人導演 MH370 失蹤均已暴露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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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跟
隨奧巴馬撒謊的 ZMapp 起哄並聲稱 iBio 的技術將被用來製造 ZMapp 得到許可費進而借此托高股票價格膨脹 400
％, 結果,由於以撒謊騙取投資證據確鑿，IBio 支付索賠$1.9M 今見報指在紐華克市有關生物工藝即奧巴馬撒
謊的 ZMapp 所申延的訴訟並非唯一案例!
上述就是奧巴馬撒謊在美國法庭的歷史見證！
當本人上述 21.10.2015 公開信之後，不論是 ZMapp 或 100%有效的 rVSV-EBOV 疫苗的真實應用於 Ebola
西非神話蹤跡也早在新聞中無蹤無影!
１

同樣的，Ebola 美國醫生病人布蘭特利以及英國 Ebola 護士也同時結伴移民金星演講不回令國際媒體寂寞
異常, 唯一留下的只剩“醫務人員的病毒防護衣』正在日夜接受 100%有效的 rVSV-EBOV 疫苗嘲笑及戲弄！
儘管上述的事實早已鐵證如山、以及有諾貝爾響亮的一巴掌，但奧巴馬仍不知悔
改扮傻瓜，如下:
首先，奧巴馬十分幼稚地認為只要教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130 年校友會于 Jan. 11,
2016 授于查理斯董事教授他“領導發展 ZMapp 制藥及 rVSV-ZEBOV 疫苗的創造工作的
榮譽大奘”就可令他的謊言成真;
現在，查理斯教授成為了撒謊大王奧巴馬的替死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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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幹事陳馮富珍及 USCDC 的 Meltzer 合作偽造所謂埃博
拉病毒疫苗 rVSV-EBOV 百分之百在幾內亞試驗成功由數學推論統計在 July
31,2015 由 Lancet 出版後， 如此沒基礎的謊言自然騙不過加拿大微生物
學實驗室領導 ZMapp 及 rVSV-EBOV 發展的首席領導人 Dr. Gary Kobinger, 從而
導致他自覺羞恥有愧於眾 ! 就此痛苦決定離職見報在 Aug. 23, 2015.
( The link was to delete, now had a new link to my website!)
但，不知悔改的奧巴馬正為進一步建築撒謊平臺，如下左圖金十字架首先於 2016.1.08 出現在紐約上天
空警告奧巴馬，也儘管奧巴馬可以輕昜地教唆加拿大公共衛生署發出 “馬尼托巴秩序的水牛亨特獎”給 “加
拿大微生物學實驗室” 同日於 Jan 11, 2016 以免留 Dr. Gary Kobinger 博士不要離開繼續協助撒謊, 儘管撒
謊的空間已十分有限, 但
奧巴馬只志在找多個替死鬼而已!

也就在代表西方權力核心上述的如此不當行為逆天而行的第二天，西方上帝立即震怒, 於 2016.1.13 在美
國密西根州展示另一的金十字架以及一守護天使同時現身夏威夷面對中國像如上左圖 1.再次向奧巴馬發出警
告不可再度協助中國隱瞞 PCT/SG2003/00145 醫學發明逆天而行屠殺生命！
其實，東方上帝早已駕臨中國上空，自 2009 年起，霧霾天氣就開始駕臨北京並年年加劇如 2015.12.17 之
上圖 2. , 霧霾之空氣顆粒來自何方至今仍不見有一合理的科學解釋，如不經常洗肺，誘發肺癌人等多而必然，
更令欲繼續隱瞞本“洗肺”醫療法發明的惡果已進一步問心有愧!
就因隱瞞本發明的中國江澤民核心仍
在繼續運作並揮舞 “中央密令”作亂香港中國及全球逆天而行仍不見悔意，上天進一步震怒馬上于 2016.1.26
為武漢市歸元寺聖佛已配上天大棒即將出發除魔斬妖，並於 2016.3.01 一棒打斷江澤民的署名大石排再作警
告！儘管有人或許會笑稱天象難作根據，但問題是，如此隱瞞本醫學發明已屠殺生命早已遠超二戰還該不該繼
續？！
早在上述此之前，上帝亦早已清楚地看到了奧巴馬在撒謊 ZMapp 的同時並偷偷應用本發明之『洗肺』醫療
法並由古巴醫療隊代勞才可平息 Ebola 危機，其後面對老古巴卡斯特羅的討價還價，奧巴只得在 2015 年的耶
誕節宣佈訪問古巴前事先教唆日本安倍晉三免除古巴逾 1000 億日元拖欠債務以堵住老卡斯特羅嘴巴，但這稀
世的政治流氓手段自然騙不上帝的火眼金睛！
因此，當上帝看到奧巴馬並沒悔過之意拯救眾生並在眾多盟國的協助之下繼續玩弄行政手段擴展撒謊平臺
並左右國際媒體繼續撒謊百分之百有效的 rVSV-EBOV 疫苗對抗 PCT/SG2003/00145 發明向 CP China 交換個人
利益！
也因此，上帝就進一步發怒派遣帶有寨卡病毒蚊子進攻美州等同為二十多個國家接種 『寨卡病毒』疫苗
向奧巴馬及 WHO 問罪！
III. 『寨卡病毒』與[美國西尼羅河病毒] 或[亞洲登革熱]等

病毒均由蚊子傳播沒有兩樣！
由二月初的報導指, 世衛組織估計有美洲目前 50 萬至 1500000 案件茲卡的病例也有報導，在美國，澳大
利亞和愛爾蘭共和國，最近前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每個結果。然而，只有五分之一的患者出現的症狀，
即使如此，症狀相對較輕; 特徵在於發燒，皮疹和結膜炎持續兩天到七天。
最嚴重的如在巴西，由蚊子攜帶茲卡病毒已令大量嬰兒出生時有不發達的大腦也已全球盡知！
從新聞所見，巴西總統反應最激動強烈並聲稱將會馬上撥款研究生產疫苗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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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的國民打茲卡病毒疫苗:
1. 由於每一蚊子攜帶的“茲卡病毒”含量有限正如早已過時所有的“疫苗”配方原則, 大部份多數人沒
有仼何病症可以無事,
２

2. 但假如被帶有“茲卡病毒”蚊子咬的次數過多將導致普通健康人群,體弱者或腹中胎兒將後果不一:
a. 如果只是健康人群的病態只會低溫發燒，皮疹和結膜炎持續兩天到七天;
b. 如果是體弱者, 當發燒超過 39˚C 後, 人體肺部的活力將急烈下降，此時空氣中大量的細菌將會趁
虛而入繁殖不散並將大量不同種類病毒溶入血液，如不立即清除肺部內細菌, 死亡將不可避免;
c. 如腹中胎兒，由於成長期不短且本身肝臟的抗病毒功能尚還沒建全之前，如有仼何含量病毒由母體
的注入將直接使發育中的胎兒腦部神經系統正常運作失常已無需論證，小頭症之多似乎只是“茲卡
病毒”在巴西 當前的 “專利成果”就可目睹眼見，進一步可預見，不見報導的胎死腹中也常見或
導致不同程度的弱智兒童更是不計其數也將盡在不言中！
上述可見，蚊子天生就是打疫苗的病毒專家高手, 不論美洲蚊子咬的“茲卡病毒”,美國“西尼羅河病
毒”或亞洲蚊子咬的“登革熱等” 等病毒, 其共同的特點就是病毒是沒生命以及其基因絕不會在人體中繁
殖，否則, 仼何經蚊子叮上的人必然早就容易屍橫遍野！
事實正是如此，當進入人體的病毒超越了肝臟的解毒功能之時，人體自會發燒令肺葉動能下降, 無力驅
趕由呼吸道隨空氣進入的細菌馬上駐紮肺部繁殖必然向血液注入病毒 , 若病毒來源的細菌不被驅趕跑或清
除，導致該病人死亡的主因就多數來自空氣進入的細菌感染, 而蚊子所帶之病毒只是誘因!
事實已不可否認，假如上述一般的病毒感染的病人不在體溫 39˚C 前立即運用 PCT/SG2003/00145 發明的
“洗肺”醫療法那將會增加死亡，而孕婦或幼兒更應該提前在體溫 38˚C 前洗肺才可減小頭症及低智商兒童！
歷史不該遺忘，奧巴馬於 2009.11.15 訪問上海正式墮入金錢美女的陷阱回
美國後馬打流感疫苗為美國人示範成為隱瞞醫學發明的奴才也激怒了 “西尼羅
河病毒”蚊子進攻白宮後院!
歷史更不該遺忘，也當陳馮富珍控制 WHO 後, 儘管她明知病毒疫苖的醫學原
理已徹底破產且有害無益由於 PCT/SG2003/00145 的發明，她更知如不繼續全球
推廣 “流感疫苗”屠殺生命她的 WHO 總幹事官位將會不保！
因此，陳馮富珍首先加速推動注射官方流感疫苗導致不少胎死腹中個案在香港早已是司空見慣！ 因此，
本人於 2010.2.23 公開信警告 WHO: 『疫苗是可害及所有胎兒，WHO 應立即停止推廣及應用！』, 更多中英
公開信主頁: www.ycec.com/UN/war-felon.htm 見證了這場世紀浩劫！
由於包括諾貝爾也刮不醒的奧巴馬已陷入了 CP China 的行賄陷阱不可自拔，只為協助隱瞞 PCT/SG2003/
00145 醫學發明包括屠殺美國人無數走向了反人類文明的邪道上不知回頭!
不僅如此，來自 CP China 的強大惡勢力, 當謀殺 WHO 總幹事李鐘郁後更進一步推薦他的代理人陳馮富珍
操控 WHO 十年屠殺生命無數從不手軟，因此 ，本人又於 2012.6.17 發表『歷史的文明大倒退令人觸目驚心，
為什麼陳馮富珍能夠連任 WHO 總幹事？』公開信!
現擺在各國領導人面前的重大選擇是如何面對自己國家無辜死亡的家屬交代?
或是否可滿足如本人 Oct.,21, 2015 公開信所揭一樣，只要等候代表西方帝國
的奧巴馬如小布殊再次派遣賴斯周璇與中國商討賠償, 就因中國江核心的賠償均
可公私兩利, 更因江澤民長子江錦恒神通廣大早已天下盡知，他隨時也可把中國嫦
娥牛郎分開派送各府上就可滿足？
但各國領導人還須如何面對這段人類社會最可恥的歷史事件上將如何自我交代才是當今重要的執政
課題！
如右圖的巴西 Dilma Rousseff 總統, 她肯定十分清楚本人的
PCT/SG2003/00145 發明的專利申請號在巴西專利局: 0318349-1 of June 12, 2003,
但之後不見巴西專利局有仼何回復，只見專利代表律師不斷增加收費而停止至
今, 這就是追隨美國協助中國隱瞞的常用手段之一！
但本發明人只在乎巴西人民的生命安危及，希望 Dilma Rousseff 總統帶領
南美州國家不要被 Obama 拉著鼻子走成為歷史罪人!
由於接種“疫苗”導致不少孕婦胎死腹中案例早就在香港發生，WHO 總幹事(前香港衛生署長)一早就心
知肚明，因此，當 WHO 協助奧巴馬造謠的 rVSV-EBOV 疫苗百分百成功之時還是要通知不得可為孕婦接種 也由
此而來!
但當“茲卡病毒” 受命上帝進攻美洲之時，WHO 陳馮富珍這殺人不見血的巫婆又在吹噓也將投資生產
“茲卡疫苗”與 Zika 蚊子爭風頭! 也害得巴西 Dilma Rousseff 總統同樣語無倫次，真是西方民主社會人性價
值觀全面墮落又一大不幸！
見 www.ycec.com/UN/120617-hk.htm 於 2012.6.17 發表的公開信如下段節:
為何香港政府一會兒要銷毀甲流疫苗？又一會在 3 個月後又要重新鼓吹疫苗呢？那是因為 WHO 陳馮富珍
坦白放話告訴了曾蔭權政府：“…如果香港政府不再繼續推廣流感疫苗的話， WHO 及國際醫學界也將要被逼
也得承認洗肺醫療法的發明理論不可了！” 而後，基於政府的反復無常， 導致了香港政界反對派惱怒準備
３

向公眾揭露隱瞞由 PCT/SG03/00145 伸延 HK patent No. HK1060833 的洗肺醫療法的醫學發明害死太多市民
生命的罪行，但後來他們才妥協向每一香港人發放 6000 元為俺口費！
上述正是發生在香港最可悲的一段史事實!

IV. 落入行賄陷阱不可自拔的奧巴馬正在繼續與中國合作
愚弄他的西方聯盟及全球！
自《WHO 屠殺 Ebola 生命急增、關聯導演 MH370 失蹤同為 2014 年邪惡榜首!》公開信向全球揭露自前總統
小布殊家屬陷入中國江澤民兒子佈陣下且自認公開的行賄陷阱後，由於美女與金錢的行賄手段進一步擴大，奧
巴馬與西方同盟國無一不可倖免也不例外均不可自拔，儘管諾貝尓公開刮了奧巴馬一巴掌也無濟於事只得硬起
頭皮繼續撒謊屠殺無辜生命，就因這兩大國際勢力掌控了聯合國特別是 WHO 及包括大部份的國際媒體並也暗中
掌控 ISIS 為其恐嚇手段！
1. 繼續暗中掌控 ISIS 血洗巴黎之前因後由在此:
又當《Ebola 結束因古巴代勞洗肺及 ISIS 為奧巴馬的助手無助 ZMapp 的撒謊成真,諾貝爾的後悔正在喚醒
你該為正義出戰!》公開信進一步于 2015.10.21 向全球揭露真相以及通過傳真到各國駐港領事或北京大使館告
知他們的領導人我的生命已危在旦夕並涉及中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正受命操控運作,只要進 www.ycec.com 再
點擊他的頭像就可清楚無疑...
因此 男子漢的法國總統奧朗德緊急訪華並堅持求見中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
關注本人的生命安危在 2015.11.03, 因此, 運作中的 CP China's 江核心預計奧
朗德可能在 2015.11.15 G-20 峰會中推動討論此事激怒了這 ISIS 的幕後金主,
ISIS 恐怖襲擊巴黎的慘局就在 2015.11.13 發生了..., 導致奧朗德也因此無法
出席在土耳奇的 G-20 峰會...,
ISIS 的幕後金主的嘴臉盡在 www.ycec.com/Jzm/MH370_Charlie-Weekly.htm 可見！ 如奧巴馬早在
ISIS 恐怖襲擊《查理週刊》後就笑逐臉開早已路人皆知， 美國外交研究室洪源也公開揭露當 "美國要轟炸 ISIS
之前必然會派軍機沿途路事先飛一圈通知 ISIS 要轟炸了,走離開!”, 這就是美國勢力落入行賄陷阱協助隱瞞
PCT/SG03/00145 醫學發明共同圈養 ISIS 證據，因此，不再上當奧朗德馬上向 ISIS 宣戰後，當 ISIS 發現奧朗
德不如之前被 "聽話"認為上當立即屠殺中國人與幕後金主吵架...如此真相盡在德國總理默克爾以及英國首
相卡梅倫眼中也先後加入向 ISIS 宣戰行例！

2. 奧巴馬急訪古巴跪求老卡 斯 特 羅 :
其次，自從本發表於 2015.10.21 公開信 IV. 指出的 Ebola 在西非的消失
全靠古巴代勞偷偷洗肺, 因此，堵住老古巴卡斯特羅的嘴巴是奧巴馬的當務之
急，奧巴馬只得在 2015 年的耶誕節前安排日本安倍首相公佈撤銷 1000 億日本元
的借貸再公佈 2016.3.21 訪問古巴以及無須會面卡斯特羅以免雙方尷尬!
難道古巴的國格,卡斯特羅的人格才值 1000 億日元?!

史冊年編正在等候在此下筆！

3. 教唆北朝鮮金正恩導演核恐怖即將發生企圖為隱瞞另找臺階:
落入行賄陷阱不可自拔的奧巴馬如何哄騙他的西方盟友共同協助 CP China 隱瞞醫學發明的手段果然層出
不窮！
早在奧巴馬撒慌的 ZMapp 及 rVSV-EBOV 疫苗在 2015 年中憑憑不斷出醜之際，正如基辛格所說過的，中美
兩大權力核心人馬早已在稱兄道弟了，就因江澤民核心力量只為國際隱瞞 PCT/SG03/00145 醫學發明不得不也
要全力以赴！
因此, 北朝鮮的金正恩被推出場借於 2015.5.09 觀看 “發射潛射彈導彈”的圖片充塞國際媒體之後就立
即口出狂言 威脅他們的潛艇可隨時帶核彈頭打到美國！
儘管不少媒體質疑連印度還不成熟, 但北朝鮮又何來其彈道潛艇？ 必然
來自中國或 Obama 的潛射艇無疑！
當金正恩被國際媒體臭駡後, 這場戲劇表演的目的已達到，現為奧巴馬的國
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馬上苦喪著臉可四處向西方盟友告知，大意如此: “如不
與中國搞好關係，金正恩這瘋狗看管得住嗎？”
但，就从代表中共核心暗中与各国暗中勾通的凤凰卫视出现金正恩喊冤镜头后，国际媒体于 2015.8.03
就传出已被印尼授于蘇加諾和平獎安慰金正恩这冤大头如右媒体流传的创造图片！
又在近期,特別是“茲卡病毒”進攻美洲大陸之際，中美兩大權力又再教唆金正恩出來扮演冤大頭，表演氫彈
試爆以及衛星成功後又再次口出狂言，也儘管韓國及日本派出飛機收集排泄物證一無所得...,衛星也只會在太
空翻跟鬥，但再通過媒體添油加醋，金正恩的扮演簡直是非中國看緊的“瘋狗”不可，其後又由中美聯名促聯
合國通過制裁！
同樣的，蘇珊•賴 斯又再有一個更恐懼的 “理由” 替奧巴馬哄騙他的西方盟友！
４

但金正恩這次就精明了，早以老古巴卡斯楚為榜樣，要求取消他的債權國給予 90%債務，怪不得有媒體直指金
正恩有有“新靠山”公然叫板聯合國，這後臺就奧巴馬及中國江核心集團, 由此看來，中國要替北朝鮮 628 億
美元的外債買單，中國的股市還將大迭！

4.

WHO 的進一步出醜在即:

另外，WHO 陳馮富珍是十分清楚明白如要繼續隱瞞 PCT/SG03/00145 醫學發明就務必要高舉“疫苗”大旗，
也因此，當 Ebola 開始在西非大量屠殺生命之時，本發明人立即去信陳馮富珍提醒她不要再撒謊繼續殺生，見
www.ycec.com/UN/141027-hk.pdf 于 2014.10.27, 但陳馮富珍本性不改，並變本加厲於 July 31,2015 推動與
USCDC 的 Meltzer 合作將加拿大衛生署偽造出所謂的埃博拉病毒疫苗 rVSV-EBOV 百分之百有效的虛假新聞並由
WHO 公佈愚弄全球！
更可笑的是，當 100%有效的 rVSV-EBOV 疫苗失蹤了 3 個月後，剛痛打
奧巴馬助手 ISIS 的英雄普京忍無可忍也一腳踢開 WHO 的撒謊大門，並也
有樣學樣高調地宣佈已成功取得了俄羅斯 100%埃博拉疫苗！
但此時, 慌了手腳的 WHO 陳馮富珍只好暗地裏咬牙切齒: “...普京，
你的一架客機給 ISIS 放上炸彈毀了，是否還嫌不夠？ 你明知我在撒謊，
何時輪到你也伸來一大腿? 無緣不摸！你也不看看,當我撒謊後中國馬
上給非洲 600 億美金殿后，你行嗎？ ” !
因此, 當一非營利組織剛向默克公司買了 30 萬的劑默克公司的 rVSV-EBOV 疫苗已在今年 1 月儲備後，卻
至今不見 WHO 批給哪一國家用! 就因 WHO 陳馮富珍正在頭痛，由於她還不知可以批准給哪一國家願意配合繼續
撒謊下去！
就因 WHO's 伊波拉疫苗沒戲了盡在普京眼中，ISIS 的幕後金主也已爆光沒價值了，也因此，普京立即下
令從敘利亞撤軍！
上述撒謊者的可悲下場才剛剛開始, 如下的公開信將支持因隱瞞醫學發明的死者家屬提出索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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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主 頁 : www.ycec.com/UN/war-felon.htm
5.

關聯導演的 MH370 失蹤真相已進一步大白!

當 MH370 失蹤真相自 Jan 17,2015 與 Oct 21,2015 兩公開信的揭露後，由於留尼旺島 MH370 上一個襟副翼
要被送往法國 經美國波音公司西班牙分包商技術鑒定才確認屬於 MH370, 也就此導致令企圖隱瞞 MH370 失蹤
真相的撒謊空間大為縮小!
因此，當在類似 MH370 機身碎片於 Jan 23, 2016 沖上泰國海灘後，大馬交通部長馬上派出所謂的 “馬航
技術專家”前往鑒定表示貭質疑，此時的日本三菱重工立即撒謊該碎片可能日本 H-IIA 或 H-IIB 火箭外殼犯上
協助隱瞞罪報導於 Jan 26, 2016,就因日本輔助火箭直徑僅 2.5 米!
其後，大馬交通部長拿督斯裏廖中萊十分放心就以“碎片上的部分裝配代碼、線束數量和螺栓零件號碼
與波音 777 飛機不符”也無須波音公司鑒定!
同樣的，當 兩外殼配件(非碎片)分別於 Jan 22, 2016 沖上
越南也於 Jan 29, 2015 沖上被馬來西亞海岸後，同樣的也被大馬交通部長如此手法一口否認就此騙過國際媒體
及受害家屬!
為何無須將上述的碎片交予波音公司的西班牙分包商技術鑒定？“馬航技術專家”是否夠資格鑒定嗎？
這顯然又是另一場全球隱瞞佈局的開始！
因此，大馬交通部長務必立即向公眾澄清，否則他的參予劫持 MH370 或被 “行賄” 形象的表面證據將
成立，而全球目光將也會注焦於此，就因大馬總理的大量資金有人送，且中國高價買下大馬企業也有傳聞！
就如本人之前公開信所指就因留尼旺島襟副翼被證實 MH370 是被迫降的海面並非直插入在南印度洋海底
並非由機長有自殺的企圖的謊言！ 現，假如再由在泰國及馬來西亞的碎片被證實，那麼，MH370 是被迫降安
達曼群島附近並已被劫機者人工解體將進一步不可否認! 大馬交通部因此就在兩大勢力強國的密謀安排之下
包辦起“劫匪”與“法官”角色野蠻地向全球作出否認！
現已清楚可見，大馬雖非主凶但必為知情者，就因 MH370 的失蹤已可歸類謀殺, 因此超越了《蒙特利爾
公約》規定賠償無上限，受害家屬有權扣留如三菱重工在各地資產要求解釋， 現特此呼籲三菱重工請勿再扮
傻瓜及務必儘快做出澄清以免引禍上身！
由於 MH370 的失蹤情節已篇幅太大，我將在下一公開信獨立詳盡的揭露為受害家屬提供呈庭證供！

6. 兩大強權進一步操控國際媒體及網路供應商為隱瞞不惜屠殺更多生命:
由於小布殊及奧巴馬完全陷入被行賄的陷阱，ISIS 也早為兩大強國恐嚇全球媒體的左右手，同樣的，在
可 恥 壓 力 下 令 不 少 美 國 的 Web hosting 公 司 不 惜 自 尊 亦 要 違 約 限 制 本 拯 救 生 命 公 開 信 傳 播 能 力 ， 如
kvchosting.com 或 m2host.com 如此等等也將如被諾貝爾當眾一巴掌刮不醒的奧巴馬將在此史冊中永久被記
錄在案！
５

本人只得在此沉重地呼籲正道義士支持，特別如國際媒體,為何不敢公開報導本公開信？ 為何不敢討論
“細菌”傳染只會繼續胡扯早已過時的“病毒”傳染醫學倫理下的疫苗與 Zika 蚊子接種“疫苗”爭風吃醋！
更豈有此理的是，不少國際媒體也專只會胡扯“雷達”導航為隱瞞劫持 MH370 的事實， 也不敢去質問
一下波音公司或前總統小布殊於 2001.9.27 在芝加哥機場公佈的“航空安全三措施”之一的衛星導航哪里去
了？！
我不得不也要再次呼籲國際媒體以及 Web hosting 公司不應助紂為虐成為反歷史文明急先鋒，務必要堅持
公正基本價值觀協助揭露真相才是你的天責，否則，無數生命還將被屠殺由於你們的無知，史冊也將永久被記
錄在案！

V.

結

論

由於拯救生命的 PCT/SG03/00145 醫學發明永遠不可取代，隱瞞就等如 ISIS 在公開屠殺生命在你面前,
但 WHO 陳馮富珍及 Obama 明知如此惡果仍不知去邪歸正， 現上天震怒冰雪瘋狂襲擊中美兩國後的除滅打魔天
神已下凡中國，金十字架已怒指奧巴馬, 也趕出寨卡病毒狂襲美州，我不得不還是要在此告知各國政要，請質
問小布殊以及奧巴馬, 仼何再強大的勢力可買起所有國際媒體協助繼續撒慌隱瞞也只可暫緩出醜於事無補，就
因這一不可取代的醫學發明才是貴國人民生命的保護神！
由於仍不見以奧巴馬為首的西方集團有悔改之意，本發明人只得再此呼籲並授權有正義勇為的瑞士律師
出現立即去信 WHO 總幹事陳馮富珍務必立即書面回復公眾本發明人於 2014.10.27 的掛號信，否則就該立即就
地起訴！
本 發 明 人 並 在 此 再 次 呼 籲 有 正 義 勇 為 的 美 國 律 師 主 動 尋 找 就 因 美 國 醫 院 自 2003 年 起 仍 沒 有
PCT/SG2003/00145 發明的“洗肺”醫療法供市民應用而死者家屬起訴奧巴馬及 USCDC 才可捍衛我們的地球村
文明不被政客壟斷，本發明人將提供必須的呈庭證據！
Thank you!
PCT/SG2003/00145
10/469,063

Inventor
Lin Zhen-Man/SG
→www.ycec.com/UN/160317-hk.pdf
Mar. 1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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