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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
國家領導人
閣下：
奧運接近了， 中國的蘇丹政策及西藏事件伸延的中國人權問題成為世界各國領導人
之間是否出席奧運開冪禮是的議論主題，但這顯然是小題大作。為什麼？ 因為，這只是區
域性的問題。
其實，各國政府最清楚、也是深受其害的是中國最大的人權問題在於藐視我的重大
醫學發明對生命及人類醫學史的價值，踐踏的不止是中國的人權更不惜一切代價地威逼或
利惑各國包括你的政府要大也要剝奪貴國人民知道、分享及減少你的國民死亡的權力！
為什麼今天的中國政府是如此的傲慢？ 因為他不是一個民選的政府。 因此，他不
覺得隱瞞醫學發明已是罪大惡極， 並且，他不因為他別無選擇的還要偷偷摸摸地應用我的
發明而公然侵權導致他有一點善待於我之心意！
這顯然已是一個善惡不分的政府！ 另外，他又極力以世界工廠廠主的霸道地位及各
種手段拉攏了布殊總統作為說客要求及逼脅世界各國、包括你的國家也要共同隱瞞 WHO 及
中國醫學同樣束手無策針對 SARS、禽流感、肺結核等等肺炎疾病的醫療方法。 因此，尊
貴的閣下，您有道德責任去質詢中國政府如下問題：
1.

假如我們的運動員在北京不幸感染了 SARS、禽流感或如近期香港死亡的流感
病例，除了“PFCO 洗肺＂醫療法(PCT/SG/0300145)你如何保證我們的運動員生命
安全？

2.

或者假如你以為可以使用冒牌的技倆哄騙我們的運動員如香港政府聲稱的及在
2004 年 10 月份 TV 特輯告知市民的 可以“生理鹽水洗肺＂ 醫療法又不道德地偷
偷地暗中侵權使用上述醫療法，那麼，我們還有何面子出席你的開幕典禮？

3.

中國政府你不是說要將體育與政治分開嗎？ “PFCO 洗肺＂醫療法的發明人有犯
法的話你將他依法處治我們無法可說，他都幫你解脫了 2003 年的 SARS 危機，他
也是個國外投資者，在深圳的工廠都已在 99 年全被違法拍賣掉了，他的太太在香
港的房產向銀行抵押借貸支付在新加坡孩子的生治費及學費也被你發動香港的銀
行界杯葛阻止，發明人家屬的資產也被變相凍結比拉登的家屬還不如， 且正在盼
望有誰可伸出經濟援手？ 如果你不解釋清楚，那我們還有什麼心情臉出席你的開
幕典禮？

2008 年北京奧運會代表著人類社會的文明受到國際社會的高度關注，但當你準備出
席開幕典禮時，當你發覺當你要踏下的土地卻滿是因這裏的主人藐視人民的生命權不道德
地也要你共同隱瞞上述共有的醫學發明成果導致無辜死亡的屍骨冤魂時，我相信你會寢食
不安及裹足不前？ 因為上述的醫療成果為人類社會共有，因此，無須本發明人在此呼喚，
你有責任喚醒中國政府當局在北京奧運會開幕前公開承認這個醫學發明！
國際社會是不可忽視上述的醫學發明，因為我們的知識產權對人類社會的貢獻是有
目同睹的：
1.

美國疾病防預中心 2004.01.08 在 CDC 網上的報導發佈，單就 2004 年的第一期，
１

就有 93 名美國的兒童死於流感!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 2003.11.17 日發表於網上
的新聞稿指出在美國每年有 36,000 人 死於流感的並發症！
如果上述的發明得到公認及應用，上述的美國兒童及並發症病人可免一死！ 協
助中國政府的隱瞞的罪證就在這裏，盡管 USCDC 也會學中國在暗中指定個別醫
院為肺炎病人應用我們的醫療法，但始終不能及時、普遍，因此死亡是難免的！
2.

印尼的禽流感者死亡人數最多，盡管我的上述發明專利申請在印尼，但我們看到
的事實是中國以援建兵工廠等好處令印尼政府左右為難，承認及應用發明專利必
然會降低死亡率，然而，援助是否成為收買人命及人權為代價是值得關注的；

3.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06 年 2-3 月間，以色列爆發了肺炎(Klebsiella)，逾 500 人感
染就死了一百多人，死亡率遠超 2003 年香港的 SARS 災難。 當我們從新聞中知
悉後，馬上於 2006.03.12 以傳播大量 Email 告知了以色列衛生部及各醫院忠告
務必要向全民公佈採用我們“洗肺醫療法＂才可避免更多的死亡， 同時告知我
們的專利申請正在以色列專利局！
意想不到的是，隱瞞的揭發了誘發了以色列公眾的憤怒要求以色列總理下臺的強
烈呼聲， 此時的布殊總統正式介入在幕後與中國政府談判協助隱瞞導致的賠償
細節。結果，就在 2007.03.24 這一天，香港的衛生局長特意被安排在香港紀念世
界防癆日的集會上承認香港每年有 6000 人即大約人口 1%的 肺結核 病人。這就
是賠償的比率。如此的龐大集會新聞在香港的媒體竟無一報導，只通過鳳凰衛視
向布殊默認傳遞口說有憑了。不出所料，國務卿賴斯當天立即飛往以色列為以色
列總理擺平了公眾的憤怒後，布殊政府立即單方面針對中國的銅版紙實施雙重抽
稅。 其後，美國、歐盟、日本及加拿大分別 WTO 投訴中國侵權，表示他們也
可以對中國相關產品抽取懲罰性關稅！

4.

在 2007.05.01 鳳凰衛視新聞報墨稱西哥更直接以 1.06 億人口以 1%的肺結核病人
每人 6 仟美金的醫療費 開價 申訴中國要求 5 億多美金的賠償！ 但很快的，中
國政府在通過 2007.07.27 的《感知中國-墨西哥之行》在墨西哥的開幕後釆取了
一系列的親熱外交攻勢中把墨西哥納入了重要的戰略夥伴行列！ 在 TV 所見的
坦言是：“只要我們密切協作，什麼都可以！＂ 言外之意盡在只要協助隱瞞上述
的醫學發明！ 也就是要求墨西哥不要帶頭公開化索賠，什麼都可以
(www.ycec.net/UN/070727.pdf .)
上述的事實是世界上每一個有正義感的國家領導人都要清楚的，拿中國的國有資
產支付隱瞞醫學發明的代價是不當的國家行賄行為，而那些收受賄賂的國家領導
人也將遺臭萬年！

5.

在今年 3 月的香港，在短短的 10 天內就有 4 個學童死於流感，導致了 香港政
府緊急下令所有的小學及幼兒園停課，這就是隱瞞“洗肺＂醫療法的惡果，盡管
香港政府 指定的 兩間公立醫院可以偷偷地暗中應用我的“洗肺＂醫療法，但不
能全民皆知，死亡仍是免不了的！

6.

莫斯科也報導通過鳳凰衛視通報中國的領導人，莫斯科在今年 3 月已有超過十萬
個流感病人，通報並說莫斯科當局要學習香港及中國所採用的辦法！我也有專利
申請在俄國，我的知識產權不屬於中國政府所有，尊重知識產權應不折不扣及清
楚我在俄國的申請身份是新加坡人！

上述的事實擺在各國領導人面前，一個天大的疑問是為何布殊總統會放棄基本的道德
價值觀無原則地協助中國政府隱瞞如此廣泛應用的醫學發明成為歷史罪人？ 關聯的事實
２

如下：
1.

在 911 事件後的 2001.09.19，美國的股市崩潰在眼前，同樣是“PFCO 洗肺＂醫療
法發明人的我通過美國駐香港領事館將“航空安全三措施＂的發明稿文傳真給了
布殊。在此之後，布殊於 2001.09.26 pm 4:00 透過領事館的一個名叫 Mr. Tomy Liu
的
高級職員打電話代表布殊政府：“Mr.LinZhen Man, 我代表布殊總統向你表
示感謝，保證你在美國的專利申請。…＂，當時的我並不詫異，就在第二天，布殊
就在芝加哥機場發表“航空安全三措施＂並宣佈撥款 5 億美金給波音公司改造飛
機…事實證明，這是最有力的反恐武器，但布殊卻違背承諾於一個香港人；

2.

由於我的電話長期受到竊聽，不久， TV 所見，前中國主席江澤民分外的格外熱
情地招待布殊及亞洲各國的領導人在上海簽署“反恐宣言＂在 2001 年 10 月，而
中國總理朱容基卻意外地被排擠在廣州看電影令人生疑！ 由後來的事態發展証
實，在盛會現場的台下是另有交易的！不久，事實顯示，中國外交部對布殊政府
違反台灣關系法不出售攻擊性武器的規定出售 8 艘潛艇等武器給台灣只停止在口
頭上的抗議形式！ 而另一面，必然的在布殊的授意下，美國專利局就蠻橫地作廢
了“航空安全三措施＂專利在美國的申請(www.ycec.com/Patent_Application_in_US.htm)！
可見這就是骯髒的台下世紀交易！ 難以令人相信，一個崇高地位的美國總
統竟可以如此失信於一個幫助他的香港人！

3.

在 2003 年，我曾去信美國駐港領事館 Mr. Tomy Liu 轉達給布殊要求承認上述我的
專利後，我看了布殊總統在送給鳳凰衛視的新聞片向中國領導人商議， 但突然
間， 在 2004 年 11 月 27 日， 隸屬中國政府的文匯報、中新網以“可能會影響布
殊大選＂顯著標題揭露江澤民兒子江錦恒以 200 萬美金免費女人送上布殊弟弟
(NeilBush)的酒店房間等猛料是否前不久的美國送大禮無效的另類威脅手段？ 這
實在是匪夷所思！ 當時，人們有理由相信，江錦恒肯定掌握了不少足以影響布殊
大選的醜聞！ 這是否已經等如挾持了布殊？
上述必然的，布殊總統是有過爭紮想擺脫江澤民控制的， 但由於江澤民至
今還掌握了中國政府的寵大資源， 因此，布殊只得順從江澤民的意願在全世界的
範圍內協助封殺 lzm 的兩個專利！

4.

為更有把握地封剎“洗肺＂醫療法的發明，布殊的影響力將 WHO 的總幹事
(Director-General)職位拱手讓給不稱職的前香港衛生署的署長。 明顯的布殊順從江
澤民的意願嚴重地損害了世界各國的利益。

5.

布殊順從江澤民的意願更表現在暗中人為操作國際匯率由 US 聯邦儲備局配合中
國及香港金融管理局去封殺 lzm 在炒賣外匯市場的生存空間，令各國政府的財經
管理人矇在鼓中並可能損失巨大：
a. 江澤民很是清楚我的工廠已被他在 99 年下令違法地拍賣掉，炒賣外匯已是唯一的
生活來源。 當江澤民系統的特工窺視到我在香港銀行的孖展帳戶盡是 沽日元買
美金盤，因此起了邪念準備操控日元殺倉。 在布殊的默許下，格林斯潘的助手
立即被香港的金管局所聘方便聯絡。 不久，中國政府用盡手段在 2004 年 2 月份
就說服了當年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暫讓一時的日元匯率管理權讓香港的金管局
操控日元高低。 其手段包括派了 9 個人登上釣魚島及突然“關注＂起在中國投資
的日本廠商顯示出世界工廠廠主地位等等，因此，小泉純一郎有賴國家情面只得
同意。
３

但是，江澤民的詭計很快地被我識破並及時夥寫了封信告知小泉純一郎真相在
2004.04.03。 不出所料，三天后，我見到小泉純一郎透過一 TV 新聞稿通過鳳凰
衛視的轉播向中國領導人表示“政治人物不應如此…”，就立即收回了日元的控制
權並拋出 1 萬 5 仟億日元將日元由約 103 托上 108，因此導致了香港的金管局虧
損了 168 億！ 但後來，小泉純一郎受到了名譽受損的報複，中日關係也因此交
惡了幾年…這決非虛構的事實，請詳閱我給小泉純一郎的信：
(www.ycec.net/UN/040403.pdf )
b. 或者少有人會相信，剛剛發生的美國再次按契危機也是由上述的“殺倉＂長期扮
演貓捉老鼠的手段產生，雖然我協助我太太操作她的賬戶，但也逃不了惡運。 由
於布殊已被拉下水欠下我一個飛機專利的承諾或有更多的 把柄落入江澤民手,
另加上中國有巨額的外匯存底可供幹預外匯市場。 就這麼如此，在布殊的默許
及配合下，日本的中央銀行無力反抗好象是放棄了主權一樣，當我作出任何買賣
外匯時都逃不出他們的盯梢及反向操作，當貓寫鼠的一輪追逐後，日元由 124.0
回升至 119.0 後的 July of 2007year，日元每一小的升幅必然造就了一次全球的股
市下迭及吸引一批次案資金套取息，因此加深了次按危機！
( www.ycec.net/UN/080501.pdf )
上述並非虛構，上述的手段只在為暗中令我生活困苦及喪失揭露兩大帝王不道德
地隱瞞上述兩大發明的能力。最明顯的是在 2008.03.14 這一天，布殊宣佈不能再
注資幹預經濟運作 了的老調， 時值周未日元馬上跌破了 100 元下方，當庭令我
震驚這是推低日元的強烈信號！ 十分明顯的，“不能再注資幹預＂的通令是導致
日本央行總裁在隔天辭職與日本福田首相意見相脖的原因！另一方面，香港政府
為達致清除我太太外匯買買賬户中的保証金作精確打擊目的，除提前阻止了所有
的香港銀行按揭借貸外又插手新加坡銀行延遲已批出的貸款耍盡陰謀詭計！
由於布殊巧妙地點中日本首相的啞穴，在紐約市場收市時的日元僅為 99.49，當時
我在香港中國銀行的孖展帳戶按金尚餘 200 點子已到了被清倉的危險境地就靜悄
悄地起了貓步，所有這此全在香港金管局外匯高手眼中！在紐約收市致亞洲開市
之間，只餘美國西岸的小市場、澳洲及紐西蘭連續提前在亞洲前就開市。 此時，
在布殊的默許下，香港的金管局或通過受委託行家這只貓伸出了銳爪大手筆瘋狂
買入日元以最低的成本在香港一開市就導致將日元升至 98.20！
(http://www.ycec.com/UN/080508-hk.mht )
不僅如此，大出我的預期之外並以行政手段、不道德地凍結 我在中國銀行的外匯
帳戶在網上運作，導致我無法在 17/3 am 8:00 下達止蝕盤，包括中國銀行於 15/3
下達的 97.60 止蝕盤也無法止蝕程式。因此，導致了中國銀行職員在過後剩機選
擇了一個更低的 96.63 價位計價將我太太的 50,000,000 yen 清倉。 由於中國銀行
職員不習慣扮演這樣的捍賊勾當破綻百出，首先，為什麼中國銀行下達的 97.60
電腦止蝕盤程式會失靈？ 或被人為除消？為什麼要除消？至今，中國銀行還回答
不出我的質詢！現證據確鑿，中國銀行更乘機多搶劫了 5000 美元…總共損失了
$48,423.18 USD! ( www.ycec.net/UN/080317.pdf ) &
( http://ycec.com/UN/080508-hk.mht )
上述可見，只不夠為了讓我損失不上$48,423.18 USD，但布殊為了滿足中國前國家主
席江澤民的“意願＂
，不惜破壞環球的經濟秩序及進一步加劇了美國的次按危機，各國的經
濟主管及歷史學都有必要深入研究，到底布殊被挾持了什麼？ 否則就要問一問即將下臺
的布殊到底可以從江澤民那裏得到什麼？
４

上述的事實擺在各國領導人面前，所有不當地要求各國協助隱瞞醫學發明行為皆比
恐怖分子來得可惡、同樣侮辱了奧林匹克精神！
有個事實必須讓各國的領袖知道，由於中國政府對香港有一國兩制的國際承諾，表
面上我是一個和貴國民一樣在中國的外國投資者，但實質上，不僅一國兩制並沒有真正兌
現，作為投資者的我的遭遇是場大災難且過去拾年都揮之不去！
而令人感嘆的是，香港的法治基礎及人權更是受到空前的摧毀！ 如下的網址
www.ycec.com 上的案情是鐵證如山的。 但各國政要都有良好的中文秘書人才，如果通過他
們閱讀我的中文網址就會有個結論報告，那麼，各國政要都會義憤填膺：
a.

http://www.ycec.net/SZ-gov/2006-last-reprimand.htm 顯示我的投資受到違法的拍賣
求助無人；

b.

http://www.ycec.net/Jzm-hk.htm 顯示出我的投資公司在深圳逼於無奈也要起訴前國
家主席江澤民，但法院違法拒絕受理，深圳市政府有兩次承諾處理歸還我們的投資
也都因為江澤民的權威仍在無法執行；

c

http://www.ycec.com/UN/070628.pdf 是江澤民用“中央密令＂威迫出來的罪惡鐵證，
有如此糟糕的法庭，香港的法治基礎及人權又有何保障呢？ 這一申訴也在 2007
年 3 月 9 日通過韓國總統轉給了到訪的中國總理溫家寶，但由於江澤民仍緊握權力
不放，因此那些的努力是沒有什麼幫助的。 此時的香港政府早就放棄司法原則及
為了配合讓法官違法判決，並有專人在幕後策劃包括使用假誓章及假證人手段，當
我拿著這些犯罰的證據向警方報案，也請求了位立法局議員介入，但警務處長仍然
不敢查案，不信請看 http://www.ycec.net/KT-06008472.htm

d.

盡管違法的、無聊或粗暴的行動計劃，由於曾蔭權是江澤民特選出代替原行政
長官董建華的心腹，因此，香港政府對江澤民的“中央密令＂總是不分是非言
聽計從，不僅中國總理無力干涉，江澤民還會“邀請＂胡錦濤出面在 TV 前對
曾蔭權贊揚一翻能幹！

c.

因此， 自 2007 年 6 月開始，曾蔭權就令香港律政司配合法官 不惜出爾反爾 也要
故意的訟費命令，再令高等法院馬道南首席法官公開剝奪上訴權並立即以“押記令＂
封壓我的住宅及工廠物業房產，請看 www.ycec.com/LDBM/220/2005.htm ，明顯的，江
澤民已經立定黑心曾蔭權，為進一步從經濟上進行迫害，自去年 12 月起下令香港
的銀行系統拒絕按揭上述資產，並不因為已經出售轉名給我的太太，已經變相凍結
我妻室名下物業資產，請看 http://www.ycec.net/hk/HKMA.htm 更加令人憤慨的是，
他們又代聘律師動員一干毫無瓜葛人員扮演原告人濫用法庭程式糾纏亂告， 簡直
是一群流氓地痞、低級的無賴者！請見 www.ycec.net/hk/HCA110-08.htm !

上述令人倒胃、邪惡的事實嚴峻地擺在世界各國領導人面前，為什麼江澤民要用盡
手段精心算計我本只可維持一般家庭生活的微少資產，並不惜以犧牲中國國家的利益地強
行將布殊拉下水引發的次按危機也波及世界各國。 僅在上月 17 日，香港的金融管理局用
盡手段及耗用龐大公帑資本將日元推升短暫的 95 元日元匯率比一美元新令我損失近 10 萬美
金，香港的金融管理局最少損失 600 億公帑？ 因為江澤民手中的權力沒有制約及他的傲慢
個性！但損失最大者應是日本，日元若欲推上 110 元以上減少套息的吸引力，比起 2004 年
4 月 7 日的那一次最少要拋出 5 萬億日元以上！
這就是卑劣個性化的傲慢及小心眼的惡果，難道用盡手段把我搞窮了，就會乖乖地聽
話？ 難道這段隱暪醫學發明的骯髒歷史就會永久消失？ 但，江澤民與布殊聯合起來的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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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確實勝過當年逼害加利略的歐州教皇控制法庭，根本不是當代政治家之所為！
例如，根據 EPO 辦公室邀請，我在 Feb. 05, 2005 寄出支付了國家基礎費、指定費及審
察費正式進入 PCT 專利的 EPO 國家階段，由於被中國的特工探知而插手，最後 EPO 辦公
室竟以“英國人不屬 EPO 專利的協約國＂這樣的謊言終止了申請！文明的歐州大陸已屍骨
無全，請見 http://www.ycec.net/EPO/03750011_3.htm 只剩下是一大批政客在空談尊重知識產
權、人權！
現在，我的資產已變相被凍結，三個小孩在新加坡讀書沉重的家庭負擔令我的家人恐
惶不安，使我不得不向尊敬的 閣下您請求經濟援助，但我將以如下知慧成果的論文低價回
報，以不與中國關系密切的非英系國家為先，必須以國家信譽擔保 20 年內不得公開，如下：
一. 主題： 應用最新的貨幣政策振興你的國家及對抗金融、商品大國；
二. 主題： 為你延長 10 年生命的鑰匙：
三. 主題： 深海潛艇的最新探測技術；
四. 主題： 我的著作版權的預售；
上述的最新應用有詳細的說明，請另見附頁。
十分明顯的，今天我走到了這一步完全是中國沒有選票體制產生的，也是中國人權
的現實， 一黨獨大體制是個人獨裁的溫床！ 從布殊的唯命是從、淪為共產主義階下囚一
事可以看到中國的暴富加劇這種威脅的程度，西藏問題是開國領導人留下的內政，制裁 08
奧運是不會觸及這種前任領導個人獨裁的危機的，上述主題一《最新的貨幣政策..》是可以
助你對抗衝金融大國的布殊及商品大國的江澤民的恐赫夾擊！ 在此，我也希望閣下能夠發
揮影響力提醒布殊總統擺脫江澤民的控制，避免受到歷史的清算，避免在人類的醫療史上
留下污名！
因此，請閣下認真考慮，貴國是不必懼怕中國政府恐赫的，難道承認 PCT/SG/0300145
醫學發明要向中國政府申請許可證嗎？ 只要貴國公開承認這個醫學發明， 不僅是貴國人
民首先受益，也才會結束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個人獨裁的局面， 中國的國家權力才會
真正地過渡到現任領導人手中，中國的人權才會得到改善！ 如此，尊敬的 xxx 閣下，您是
國際社會中有正義感的國家領導人，如果您的國家首先承認了並將有關的報導轉告我！ 閣
下的名字將永遠載入人類社會的文明史冊而留芳萬世，並且，諾貝爾醫學奘及和平奘也定
將由您獨享！
最後，我還是要呼籲各國政府不要阻止運動員出席 08 年的北京奧運，但更希望各國
政府不再協助中國政府愚昧地也要向貴國人民隱瞞我們的醫學發明！
希望上述我的經歷所催生的知識成果會得到你的欣賞與認同會有益你的國家發展，如

有任何疑問，請不必躊躇聯絡簽名後的地址，多謝！
Yours faithfully,
Lin Zhen-Man
May.08, 2008
10 Ava Road Ava Tower # 19-07 Singapore 329949
Tel: 65 63533647 Fax: 65 62585636 Email: lzmyc@singnet.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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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應用詳情列表

附頁

一. 主題： 應用最新的貨幣政策振興你的國家及對抗金融、商品大國
四. 主題： 為你延長 10 年生命的鑰匙
五. 主題： 深海潛艇的最新探測技術
六. 主題： 我的著作版權的預售
一. 主題：從多變的貨幣政策振興你的國家及對抗金融、商品大國
序言及簡介
由於我在 98 年開始接觸外幣市場，幾多年的觀察及深入瞭解，令我對貨幣政策產生
了濃厚的興趣，特別是從計劃經濟中脫變的中國我看不到他們有什麼貨幣政策可以對經濟
的發展有什麼左右的力量，在 http://www.ycec.com/advice.htm 可以看到對中國領導人關於貨
幣政策提示及感覺出他們知識的蹩腳之處, 直到過去的一星期，我才從鳳凰衛視聽到胡錦濤
及溫家寶要學習經濟的新聞，但太遲了，要交雙倍學費是不可少的！
簡而言之，可以說中國沒有貨幣政策專家，中國的成功只在她有龐大的任勞任怨美
德、沒有要求或低要求的眾多人口，而香港的貨幣政策只是些小媳婦量入為出的小技巧，
只有歐州各國發現到貨幣政策的妙用而結盟，而美國則從擺脫了金本位之後從貨幣政策中
獲巨大利益進一步鞏固了霸主地位！
而此時，各非英語系發展中國家的特別是人口少的國家的貨幣政策大多掌握在從 西
方經濟“預設的框架中＂飽學而歸的專家學者手中，他們的眼界是有限的、是難有作為的。
因此，一個創新的貨幣政策理論在 2001 年中就已成功創立，見
http://www.ycec.com/billion.htm， 總之，正如我對醫治 SARS 及所有肺部感染疾病的發明
一樣簡單在 2003.05.15. 當時，胡錦濤在 2003.05.23 讚揚如此的判斷力及講：
“…我們的國家
就是需要有如此判斷力的人！＂但可惜惜的是，仍然掌握權力不放的是江澤民是一個傲慢及
反復不定的人，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也在 2007.12.12 批評江澤民經常自視是開國元勳所以有錯
不改！見 http://www.ycec.com/UN/080309-hk.mht
上述只是一些枝節，我讀書的年代適逢在沒有大學的中國，但自學令我的知識面更
廣，因此，思考、判斷及邏輯推理能力令我發現，靈活的貨幣政策是可以解決一個國家任
何存在的難題或謙虛點的答案，是可以解決 90%以上的問題！
因此，2001 年 9 月，我通過網頁 http://www.ycec.com/billion.htm 筆名 Dr.Tan 向中國
政府拋出以最新的貨幣政策如何在融資 10 萬億去加速推動中發展。 而在當時中國國民的
整體儲蓄額也只有幾萬億，因此提出的學費是 10 億人民幣表示全新貨幣政策理論的重要性！
但由於我並無經濟學專才學歷，且工廠在兩年前剛剛被江澤民下令違法拍賣，因此被傲慢、
小心眼地視為賣口乖，也可以從 http://www.ycec.com/advice.htm 看到證據，中國的經濟政策
未能從貨幣政策得到發展動力及有遠期規劃能力受到批評但受到有益的導向。
同樣的，例如東盟經濟組織要有更好發展是不能只局限在區域性的關稅互惠，只有
從貨幣政策的互動中才能從緩慢的發展脫胎換骨！
然而，如何去做到多國貨幣政策的互動是本創新的核心經濟理論的最高境界！而人
口素質、人口的多寡貨幣政策將有絕然不同的對應政策，這裏只作簡單披露！
詢問及你的信心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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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沒有相應的學歷及國際財經界的知名地位，當貴國提供國情光碟後，我可以
書面回答解決貴國財經現有政策難題三個問題供信心測試，只是答案將以不涉及上述多變
的貨幣政策核心理論為準則，且應不必張揚地由貴國駐新加坡領事館商務部首先與我的家
人聯絡聯絡，代價另議。
二. 為你延長 10 年生命的鑰匙
序言及簡介
這是一個對人類社會更重要的發明。
在 2001 年 12 月 10 日我給前香港特首董建華的一封申訴信中的最後一段就作出了披露，
一個足以可以提高人類壽命平均 10 年以上重大發明的應用已推理成功。 該信件的網址是
因此，董建華於 2001 年 12 月 19 日北京述職
http://www.ycec.com/hk-cn-chief/Djh-011210.htm
籍借此向江澤民“求情＂停止針對我的一切針對性行政指令的信心，結果董建華成功了，也
導致了當天在 TV 上就見到朱容基前總理讚美像董建華的“這世界好人確實少了…＂！
後來，從低層的相關圍剿我官員口中證實， 一時間對我解除封殺的理由披露，原來我
對江澤民也是“忠心＂的！ 由此可見， 江澤民一言就可改變我的命運，也由此可見，如此
的中共政壇風氣與獨裁專制皇權是無異的，可見在共產黨的內部是沒有價值觀可言的，有的
只唯命是從宮廷訓令！ 但好境不長，一星期後，江澤民在 TV 上一句“…我們是搞科學
的＂就收回“放生＂我的“聖旨＂。 原來是“江核心＂以為董建華是因為我的一句話受騙
了，
才會去扮演｀少有的好人＇！
時間很快地過去，在 2002 年 8 月 7 日我又給董建華寫了封申訴信，我告了上述推理成
功的發明意外的特別效果，網址是 http://www.ycec.com/hk-cn-chief/Djh-020807.htm 並附送二張
照片證實我的白髮轉黑的事實。 一般而言，少年白頭發的有 80 歲老翁一頭黑髮也有，並
且一般人因步入衰老期白髮的程度、位置及歲數差是無規則的， 遺傳基因在當今醫學上是
唯一的解釋！因此，人當一旦有白髮的出現，其加深的程度將與日俱增， 這種遺傳基因便
不可逆轉已是共識，但我的發明改變了這種常態代表著人體生理有不同程度的復原或對遺傳
基因修正、或還童效應的提升且是建立在相應嚴謹的邏輯推理，這是當代醫學所缺的，亦為
人人所夢寐以求的！
6 年過去了， 如果我說，我年輕了 6 歲以上了，是沒有人想信的！但是
http://www.ycec.net/lzm.htm 見證這一事實！ 在上述的信中，我告知了董建華我 1999 年開始
需要按時染發，我的朋友，家人及理髮師也無一不知！10 年過去了，在步入日漸衰老期今
天的我，保留了 1999 年前的頭髮灰度！
由於在前述的兩重大發明仍未受到國際社會尊重，更出自上述那麼無聊的經濟、司法
手段對我經濟的壓榨，我須要錢去捍衛人類尊嚴，我在此向世界宣佈，讓有需要的人及 懂
得珍惜這個發明的人，捨得不惜花費金錢換取長生之的政要人物或富有者提前分享這個發
明， 或對諾貝爾醫學獎有興趣的人，我也可完全轉讓這個將無可爭議知識產權，代價另議。
請不必張揚地在新加坡首先與我的家人聯絡。
三. 深海潛艇探測技術的轉讓
序言及簡介
這是一個十分不情願的決定。 其一，此深海探測技術尚需注資驗證及改善；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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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創新的用應雖不同現有公開化的科技，但在科技先進國的武庫中或許早已是密秘武備；
其三，此轉讓只適合用於要求防衛性使用的民主國家使用。 其四，由於中國深圳市的一位
警長在 2007 年告訴我，如果有軍用科技外賣就是賣國，雖這個國家已逼得我走投無路了，
就讓個優先權給他們吧，但為期三個月。
同樣的，請不必張揚地由貴國駐新加坡領事館商務部首先與我的家人聯絡。
四.

主題： 我的著作版權的預售

序言及簡介
由於我須要錢去捍衛尊嚴，我準備預售如下內容的著作版權:
1. 標題：

西方經濟學的魔咒與破解法；

內容範圍： 公開版。
從中國崛起的辛酸度說起看西方經濟學魔咒的力度，看我貨幣政
策多變的立論過程…
讀者對象： 經濟學師學生、金融、炒匯一族必讀。
著作類別： 寫實小說，約 40 萬字。
2. 與中西雙帝格鬥的 10 年；
內容範圍： 題材圍繞過去 10 年間我與江澤民、布殊惡棍格鬥的辛酸苦辣史為
基礎剖析人性，論金錢遊戲看人生醜態看一國兩制的虛假，為歷
史寫實；
著作類別： 寫實性敍事文集，約 130 萬字。
3. 人類生命科學外史
內容範圍： 恰正如其名，集現代生命科學中西各學派成果，為中國針刺、功
夫、教派各派及瑜珈精華去偽存真，做最後的歷史定位！ 也為
上述論文二.《延長生命的鑰匙》精雕細琢，將智慧留給歷史；
著作類別： 推理性論述分冊文集，約 130 萬字。
讀者對象： 醫學界必讀；中國針刺、功夫教派及瑜珈等各派擁護者一族必
讀；中老年人必讀；
4.

…待續…

Yours faithfully,
Lin Zhen-Man
May.08, 2008
10 Ava Road Ava Tower # 19-07 Singapore 329949
Tel: 65 63533647 Fax: 65 62585636 Email: lzmyc@singnet.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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