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ubject：
1.幕后操控人曝光，弹劾朴槿惠案令人格国格尽失，韩国会议长丁世均应撤职查办！
2.闺蜜修改 演讲稿天 经 地义，朴 槿 惠的忠厚 致 歉反被媒体利用哄骗幼稚的韩国人！
3.凤凰 TV 节目请即公开何来干政事例? 否则为幕后军师黑手的立论不变！
4. 正邪恶斗中，朴槿惠有难，各国领导人理当出手相救！
5. 由 e 道的设计可见, 劫持马航 370 客机的机会只留给官方，澳洲政府不应帮倒忙，请即释放人质方有人道!
6.一国两制已成笑话，梁振英应为 公 众利益重 新 公布加入 连 任竞选！
英文版 见→ www.ycec.com/UN/161215.pdf or 中英版 htm
主见:→http://www.ycec.com/UN/war-felon.htm

Respectable
Any country
embassy, consulate
Dear
Sir or Madam:
本公开信对每个国家每个人都同样重要！
This open letter same important for any country with anyone!
弹劾朴槿惠案并非单独事件，全靠暗中行贿起哄所谓的“民意”举世瞩目！
Impeach Park G-h really not a isolated case and full by bribe in the dark to stirred up
so-called “public opinion” to be the focus of world attention!
不幸又让本人看到了，于 2016.12.20 下午，凤凰卫视节目正在专访评伦员何亮亮之时，
主持人立即转报凤凰卫视刚收到韩国政府一信说，宪法法院通过弹劾案基本不变！如此的中
国王朝对外沟通平台如血冼巴黎案两案扮演的角色不变！
And unlucky let me to seen, then Phoenix TV at once break off the visit to relay who had to
received a letter from Korea Gov., transmit for palace-backyard of CP China Dynasty to report the
Korean nine judges of Constitutional Court will on time to decide after on 2016.12.20 pm4:00！ So
this for overseas of connect-balcony as at Paris two cases of murder to play the role of role
constant!
也因此，WHO 总干事这中国王朝奴仆陈冯富珍也不甘落后急忙撒谎吹嘘并背书伊波拉
疫苗非常有效并准备安排在 2018 年为几内亚测验！
Therefore, the thrall of CP-Dynasty of WHO's Margaret Chan also cannot bear playing second
fiddle to boasting and endorses 'very effective' Ebola vaccine prototype on 2016.12.22 and will be
tested in Guinea could be registered in 2018.
现，本人希望各国政府不可再盲目信任 WHO，从 www.ycec.com/HK/patent.htm 可见，没
有人性价值观的陈冯富珍就是中国王朝的奴才从 97 年 7 月都要诱骗两代香港人利用疫苗
下毒令智力如小童，连起码的 OECD 最新的 PISA/2015 成绩排名中的中国及香港均大幅下
降，美国的排名则更糟，就因青年一代平均打 39 支疫苗！WHO 因此就如变种的纳粹办公室！
Now, I hope any country Gov., cannot eyeless to trust in WHO again, from
www.ycec.com/HK/patent.htm can to witness, that not humanity Margaret Chan already habit use
shoot vaccine to fools-HK citizen since July of 1997, now the minimum that hit parade by
PISA/2015 of OECD, China with Hong Kong even to down by a wide margin, American still too
bad, because the young people must to shoot-vaccine total 39 frequency, so WHO just is a variety
Nazi office!
因此，请阅随后的公开信后务必转达给贵国领导人以及为灾难中的朴槿惠伸出你正义的大
手！
So pleas read below the open letter after must pass on for your country leader and to reach your
justice both hands for Park G-h !
Thank you!
Lzm/to add on
201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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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法 弹劾朴槿惠案 令南韩国会人格、国格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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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南韩国会弹劾朴槿惠案是 21 世纪最丑恶的国际隐瞒 PCT/SG2003/00145 医学发明事件的
延续， 也是在 2004 年故意羞辱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2006 年谋杀前任 WHO 总干事李钟郁
起用现任香港偷用鸡婆大王陈冯富珍以及将前总统卢武铉退休后推下悬崖被谋杀继续隐瞒的
延续，但潘基文这胡涂虫只为官职竟可对两兄弟被谋杀而置之不理！
这就是中国王朝现代化的惯用手段，也即：暗中派人谋杀了你大哥后再起用你这小老弟
置之不理，那世人就无话可说了！
另从 www.ycec.net/KR/10-2005-7023913.htm 可见韩国专利局为停止对上述专利审查命
令代理人突然敲诈 US$9000 的手段也格外与众不同！
但当 2015 年的中东呼吸症（MERS）爆发后，现任 WHO 总干事这“偷鸡大王”只得急飞韩
国教会医院偷用这一发明之洗肺医疗法后才可结束！
只是普通韩国民众不知情，WHO 这一可耻行为全在正直无比的朴槿惠总统眼中！
又当上述本医学发明人于 2016.10.02 向韩国海关去信要求支付出入境 e 道的侵权索偿
后，隐瞒上述医学发明的邪恶目的最终也在香港曝光：www.ycec.com/HK/161007.pdf，
详情从 www.ycec.com/HK/patent.htm 可见！ 也未知南韩国会也会否只为懂得收取行
贿并跪在中国江核心王朝面前不惜剥夺韩国人民可救生权力不介绍给韩国人民？
也因此，香港卫生部门也已不敢再向市民宣传打流感疫苗，可由各国驻港领事馆见证、
并向自已的国家卫生部门报告惠及全国民已无可回避之余地！
也与此同时，本发明人另一免费的饱和盐水的家用健康保健法也应运公开並可马上惠及
韩国民众可大幅减少疾病并让国民的平均年龄增加 20 年轻而易举也必然尽在朴槿惠总
统眼中，正邪分明的总统朴槿惠拍板同意支付支付出入境 e 道的侵权索偿也必然无疑！
也即自此之后在普天之下千年之内的国际社会均离不开这三大发明，且自 97 年回归中国
后的疫苗已祸及两代香港人的事实也于 www.ycec.com/HK/161125a.pdf 不可否认！
也因此，中国江核心王朝立即指令在韩国的特工于 10 月底马强烈介入由香港凤凰
TV 可见，全靠重金收买反对派及所有媒体，只 借词 以闺蜜如秘书般修改演讲稿在没有
任何干政事例的情况下就将之无限提高到“闺蜜干政”高度，再买下韩国检方及媒体
配合起哄欺瞒国民加入示威行列，但人格高尚的总统朴槿惠决不后悔！
也因此，南韩国会在弹劾案中 违规作假 已令南韩人格国格在国际视野中尽失！
II.

南韩国会违规作乱彈劾案细节
(朴槿惠的忠厚致歉反被 利用诬陷现场)

南韩国会在彈劾案中 違規作假的证据何在？因此，弹劾决议如何写首先就是一大问
２
２

题！
右图例所见，南韩国会在经 6 日起 2 天的听证会传召南韩
九大重量级财团领袖，包括现任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现
代汽车会长郑梦九以及乐天、韩进等财团的代表出席，但均
无一与朴槿惠直接有关，也只是朴槿惠闺蜜如秘书一样为朴
槿惠修改演讲稿而已，何来干政？
首先，听证会应以韩国检方调查结果为主、再传讯出席听证会接受国会双方议员盘问以
确认是否与弹劾决议一致，否则，南韩国会议长丁世均就应立即停止投票程序；
其二，从上右图来自香港无线 TV 弹劾现场可见只有 3 分钟，不见有如何投票验票场面出
现，也只见南韩国会议长丁世均就此儿戏般地拍拍三锤就宣布通过弹劾案后，结果，现场一
片不高兴的呵斥声而非欢呼声；
其三，另从其它媒体报导可知，南韩国会借口说为免有“作弊机会”一改过往电子按健
投票方式让 299 议员分别转进一小房子且以“不记名”投票无可翻查作证，如此一来，投票
结果蓄意让小房子内 几个收票人作弊说了算的刻意安排十分明显，这也是中国王朝的惯用
手法！
由上已清楚可见，南韩国会议长丁世均首先就是被重金行贿下违规作乱之关健人物；
尽管上述 弹劾案已 儿戏般 地表演通过，仍须宪法法院审理，也不知有何朴槿惠闺蜜干政
的事实证据可供九名法官将审核？南韩国会理当公布于世！
九名法官会否又被 重金行贿 从而胡闹结案 也将是另一重大问题！
希望九名法官可收阅本公开信后公证审理，不应一时的 贪财好色 让韩国政府及韩国人
蒙羞于世！

III. 彈劾朴槿惠案之前因后果
由于出入境 e 道己在世界各国广乏应用，同为上述两大医学发明之本发明人只好于 10
月份前后分别向 50 多个国家海关或内政部长提出侵权索偿：
首先是当 lzm 向新加坡发信追索 e 通道的专权费用
后，也必然是李显龙同样不愿如中国的赖猫不答同意支付
激怒了江核心！ 江核心也就起动大喉咙凤凰 TV 节目中让
中国核心人员出场借南海立场 恐吓影响中新关系 公开臭
骂了李显龙 始于 9 月下旬！
更可耻的是，如右图在台湾有 40 多年历史的军训
装甲车交由一台湾货轮公司运回新加坡，但消息曝光，当该货轮公司于 2016.11.23 经过惯常
习惯经过香港海域之时被香港海关违规叫进货柜码头扣压，国际条例均有清楚规定，任何过
境的海轮或航轮空器均为所属国领土之伸延，如非上岸再转口均无须申报，如违反进出口战
略物品规例也是货轮公司之责与新加坡政无关，但这只为方便江王朝的新闻发言人有个“借
口”向新加坡施压(当小土匪又不好意思开口只得转口)不得与台湾来往，那就请香港政府事
先撤回驻台办事处吧！
香港海关关长张云正见此文后理当从速归返，以免香港的国际信誉将再次当场破产！
其二，当本发明人向台湾诲海关出侵权索偿后，有高尙价值观、并非流氓地痞出身的台
湾总统下令财政部关务署回信查照支付不误！

３
３

但马上立即招来中国江王朝透过 凤凰 TV 可见的阵阵臭骂
限期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
就因蔡英文手握给前总统陈水扁务必要隐瞒上述医学发
明的“江泽民字条”在手，由于没有发恶本钱，凤凰 TV 的臭
骂之声只得逐日不见！
其三，由于朴槿惠 “闺蜜门”自 2016.10.24 才首先由在韩国媒“爆炸”, 所谓的“闺
蜜干政”只是崔顺实如总统一般秘书为崔顺实修改演讲稿正常不够的一件小事，何来干政？
但从 2016.10.26 起就由凤凰 TV 引媒体提高到“闺蜜干政”鼓吹要朴槿惠下台，而韩国在野
党何来如此强大资金发动示威？
今天的朴槿惠就是昨天传媒起哄的董建华！
韩国的一面倒起哄与香港传媒由 2005 年 1 月为始、起哄要特首董建
华下台没有两样，就因董建华同意于 4 个月前批准了本人的
PCT/SG2003/00145 医学发明在香港专利触犯了江泽民非隐瞒不可要
害！
因此，重金买下韩国在野党、检方及传媒起哄把白说成黑，这对
拥有无限可用国库资金的江核心王朝简直是易如反掌！
这一切全在法国总统奥朗德眼中！
奥朗德本在 8 月初还被报导“信心满满谈法国总统大
选 12 月决定是否参选”！但为何会在本月 1 日宣布他不
会在明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谋求连任！
就因从 www.ycec.com/UN/151021-hk.htm 的史记可
见难阻中共江泽民非隐瞒 lzm 医学发明不可的决心，针
对奥朗德这真正男子汉不会忘记 ISIS 袭击《查理周刊》
更惨忍的血冼巴黎案两案由 凤凰 TV 扮演的角色！
奧朗德也因此于 2016.12.01 日宣佈不求再連任告知江澤民，如此公開的侵權不支付專
利費學你當土匪寫入史冊？不求連任了，你冇符!
其四，同样的，下左图的新西兰总理务必也要处理新西兰海关于 2016.10.10 也同样收
到了 lzm 追收出入境 e 道的侵权费通知。
从报导的正文可见，还有一年任期的约翰基总理突然宣
布辞职的决定，但“说话声音显得有点颤抖。”！
他指基于 “家庭理由”请辞，形容自己多年的总理生
涯令身边至亲作出了巨大牺牲，选择辞任总理的决定非常
艰难，亦未清楚自己今后的去向！
为何如此艰难及可怜？ 也就因约翰基 2008.11.9 日就任总理 10 个月后，新西兰专利
局于 2009.7.06 就审查完毕通知已批予 PCT/SG2003/000145 在新西兰专利，但还差正式公告
发证前必然足就被约翰基总理突然叫停不知去向，见: www.ycec.net/nz/54093.htm
约翰基总理是以辞职并非借“走佬”唔卑钱 lzm， 而是借此向西方集团刚当选的特朗普
抗议： 即当年我听你们的决定叫停已审查完毕通知已批予 lzm 的专利，偷偷摸摸在新西兰偷
用 lzm 的洗肺医疗法专利发明也罢了，今天的 e 道专利同属 lzm 的发明且公开开在应用，不
给侵权费 岂不是要我向新西蘭人民承认本約翰基就是小土匪并臭名昭著地留下史册？

４
４

就因全球已到了非承认 lzm 的洗肺医疗法发明地步，老
卡斯特罗己知他无脸交代 2015 年让古巴医疗队代劳前往非
州偷摸为 ebola 病人洗肺才可平息尹波拉灾难，老卡斯特罗
又学不了 2007.6.02 扮死的中国副总理可躺在棺材中扮死
10 分钟供拍照为江泽民顶罪、只好如右图以骨灰盒扮死！
但黄菊的骨灰盒终不也于 2015 年被扔出了八宝山！
约翰基总理与众不同之难堪之处在此， 特别是自 10 月份起同时发明人另一免费的饱和
盐水的家用健康保健法也应运公开，如何向新西兰人民宣传推广确实难堪无比！
且包括出入境 e 通道现有共三项发明的广泛应用，也即在千年之内普天之下，当你一早
睡醒睁开双眼之后、或出入国门又到年老入土之前均已离不开 lzm 的发明！
也因此，约翰基总理只好以辞职为自咎还可称基本人品尙存之良者，但这并非唯一良
策，只要他知错能改敢为新西兰人民负责，本发明人岂会怪他 09 之错！
其五， e 道侵权源头之一的香港的出入境署也必然在索偿名单中，为阻止有基本人性原
则、价值观的梁振英政府依法支付，在习近平被正式加冠为中央核心后，江核心仍全力出击
不停手，借全力介入挑起的弹劾朴槿惠事件、另加恐吓怖局如不在南韩国会公布弹劾成动后
立即自行宣布不连任竞选，连其女儿必然有难，果然如此：
也就在南韩国会还没点票之前的于 2016.12.09 日下
午 3 点正，无线 TV 新闻直播就“按时”提前事先大叫
“弹劾通过”让“预约”中的梁振英听到后第一时间自
动宣布不竞选连任！
也即是说，江核心也担心弹劾朴槿惠不一定有把
握 ， 但先 把 梁 振 英 哄 出 来 自 动 宣 布 不 竞 选 连 任 也 好 为 江
核心指定的胡国兴这胡涂法官竞选特首开路！
联合早报也指港媒: 梁振英深圳收劝密令，48 小时内决定终结特首生涯！
更多详情见:www.ycec.com/Advice.htm 选择 2016.12.09 时段之『忠言逆耳』！
就因朴槿惠与邪恶之斗正有难在身，而专会破坏香港以法制为基础的“一
国两制”胡国兴等胡涂法官的“事迹”将会在下一期公开信向全港市民见
面，他们正是隐瞒上述拯救 SARS 国难并阻止捅破疫苗为愚民手段不可取代的
医学发明，也即是今天香港如此混乱的首批罪恶祸首！
也因此，他们务必要为今天香港如此可悲的施政、民生环境包括自 97 回归中国后
被借疫苗下毒 蠢民愚民甚深已有两代香港人承担法律责任, 如胡国兴还不退出不被
利用莫怪本公下笔不留情！
见右图, 破坏香港法制基础的窜改法规高手在此！
在江核心在港人马的操控下，现任的律政司长袁国强也敢公开藐视
立法会的存在 公开在法律官网窜改现行 123 章 第 14AA 条法规只为支
持屋宇署非法拆除本发明人合法之工厂大厦天台货柜屋也算了， 竟连
附近业主也不放过已近人命关天地步!
现恭请梁振英速查上訴審裁小組 LM144-2016 案件編號为何至今不
结案？ 可见蓄意等待胡国兴任特首后再开枪、抢劫或杀人明显！

袁国强

更可恐布的是，如今的香港高院起诉或上诉案务必还要事先交纳高额的讼费保证
５
５

法公正已彻底完蛋？！
就因胡国兴本就窜改法规高手！如再让这对“活宝”一搭挡，香港的司法制度将一丝
不存！ 也即如此的律政司长可否再留任胡作非为已是梁特首及政务司长任内特等大事！
如此可见，梁特首及政务司长就不该以个人理由不连任留下个烂摊子劈炮走人！
另，也该在此奉劝如香港财政司长曾俊华决定参选特首，
同样的不该把曾荫权年
代的那班蠢蛋卫生官员拉出来垫背，也就因他们同样也均须承担已害民不浅的法律以及经
济责任！
本人也力劝尽管早被架空依法施政困难的梁振英仍要三思如何带领惨被愚民蠢蛋化的两
代香港人走出困境、并以重建“一国两制”为首要使命务必重新宣布竞选连任！

IV. 结 论
南韩国会彈劾朴槿惠的作弊案已令韩国人的人格及尊严在国际视野中一丝不存！ 也即无
追究韩国会议长丁世均违纪乱法的法律责任，将是被骗或受贿起哄有所醒
一干政事例，
悟之韩国媒体知错能改的最后机会！
现，对中国江王朝的金钱美女俊男手段 不起作用的 特朗普总统 终于在美国站了起来，
美国为年青一代平均打 39 支疫苗愚民年青一代也应立即停止，基辛格也再次及時訪華，特朗
普也以不再只承认一个中国发出了最强烈信号！
聪明的香港凤凰 TV 节目主持人再白折腾也将毫无义意，就因本人协助小布殊解除 911
恐怖危机的《航空安全三措施》措无一落洞，劫持马航 370 客机的机会只留给官方的卫星
及地面机场控制中心，立即释放人质方为人道，今天风行全球的 e 道只是其一的权力要求
足已见证！
更因普天之下皆有本发明千年不变，今后还有更多！
要有基本价值观，切莫发白日梦、普天之下并非你江王朝天下独有，无条件立即归顺
习核心才可救党救国！
最后，更希望各国驻港领事报告本国政府，如学不了中国撒谎以“生理盐水”取代本发
明之 PFCO“洗肺液”但偷用于拯救生命，本发明人将暂时可表示理解！
但非涉及救生之各国出入境的 e 道系统的侵权如不付费则没有商量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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