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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沙頭角恩上路 20 社區 1 棟 C-207  

Tel: 852-3618-7808  3116-0137  Fax: 852-31114197  3007-8352 Tel: 86-755-2535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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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郵政署長                                              Tel: 2921-2200 
丁葉燕薇                                                  Fax: 2868-0094 
女士:                                                   hkpo@hkpo.gov.hk  
     本人林哲民, D188015(3). 或許署長會覺奇怪, 下右圖所見之白大褂又非貴署職

工或TV廣告傑作也與貴署無關！  

其實不然，請事先閱讀附件之本人於 2016.10.07 給衛生署長陳漢儀女士信件，貴

署 37 歲以下職員之受害者諒必也不少，这正是本信主題, 待後有案例補述！  

也即自香港 97 年 7 月回歸“主國”後，借“疫苗”蠢蛋化香港市民 的愚民政策手

段就加速開始, 經 2016.10. 07 本人給署長信件揭穿後，衛生署已基本停止 TV 宣傳，但

其後為何於2016.10.28  又夠膽起動無線 TV再次抬出疫苗宣傳？ 就因愚民政策手段的幕

後江核心抬出了 胡國興 競選特首 哄騙各部 企圖架空特首辦及政務司做最後掙扎，更

多詳情，進主頁之 www.ycec.com/HK/patent.htm 就可一清二楚！ 

但這班以“疫苗”為蠢蛋化市民為手段的幕後黑手仍不甘放手，又於 2016.11.17 

am7:33 一早播出 如下右圖通過無線 TV 廣告傑作、以為就可逃過本人耳目繼續 哄騙市

民 打“疫苗”毒針： 

   鄭智聰，港島西醫院聯網感染控制主仼, 如常

穿上醫生白大褂在無線 TV 上將 哄騙朮 提高到另

一"仙界", “精釆”如下:  

『當如果老人家，佢有佐流感病毒入佐醫院，

咁由於佢可能出現哋病發症，咁所以呢令到身體其

他功能都會受到影響，例如中風，心肌梗塞咁樣！

    如果孕婦，佢係打佐流感疫苗, 當孕婦身體出

現佐流感疫苗抗體, 這哋抗體亦會隨住媽媽的身

體傳送卑胎中的bb, 如果bb出世之後呢, 都會帶有

流感疫苗的抗體, 咁所以了, 可以保護到初初出生

的bb添, 咁所以呢,可以保護剛出生啲bb添!”』!

真糸絕世“好橋＂！  老人家同孕婦唔畀呃到腳軟就假！  但何以叫“抗

體”？  當感冒發燒全瘉後不即有了“抗體”嗎？ 但為何會再度感冒發燒不早為普通

常識了嗎？ 也即 流感疫苗可產生“抗體”之如此的 醫學謊言 早已一揭即穿！  

另, 本人也一再去信陳漢儀，如www.ycec.com/HK/160622.pdf 只要做個簡單的小實驗即
可令「病毒基因的複製」理論當埸破產, 即: 

任何小醫院都可抽取流感病人少量含“病毒”血液輸給沒流感症狀但同一 

血型健康人仕體內，即轉換宿主再看看該“病毒”會否自我複製從而令新宿主體

內的“病毒”濃度提高進而發燒？ 

丁太署長妳也該有子孫後代，總該去電責問一下陳漢儀署長, 她做了這小實驗沒？ 

向特首辦及政務司提供了報吿沒？  如沒？ 為何還敢讓鄭智聰再上 TV 哄騙市民只為毒

害下一代？怎麼還不關閉疫苗大門？ 就因陳漢儀及高永文 總該告知 是誰拿著條小狗 

繩套上鄭智聰脖子如此作惡吧？ 否則將难辞其咎！  

另，打流感疫苗令孕婦胎死腹中几年前在衛生署的記录中早有不少，也就如鄭智聰

事關重大,但愿各香港醫院院长  請閱後定是非！ www.ycec.com/HK/161125a.pdf 可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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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狗屁醫生或專家如袁國勇就會奉命上 TV 詐說是 病變引起 真是可惡到了極點！ 

又到底始於 97 年 7 月後由 陳馮富珍經手，當全港 120 多萬 18 歲以下儘是在衛生條

件差、滿地雞屎狗屎且無人照顧、習慣吸手指滿地爬的農村小孩一樣的“手指哥或手指

妹”要急打“麻疹疫苗加強劑”令今全港 37 歲以下被下“疫苗”毒針的近兩代人到底

受害有多深？  

現回歸主題： 

也就因貴署觀塘鯉魚門道(KEA)及鴻圖道 52號兩郵局現約25-6歲慘被陳馮富珍認定

97 年才 10 歲左右的兩“手指妹”目前的 智力現狀 不幸給本人碰上了：  

其一， 

也就在 2016.8.22 當日，本人把 2 個 USB Fax-modem 拼裝一原裝小盒拿到多年少到

的鯉魚門道 12號郵局欲寄回新加坡, 本人拿出該小盒向一窗口職員要買個郵用軟墊信封

裝入，結果，該 25-6 歲模樣女職員不大願意理會說: “你要去對面牆上看看那一個適

合！”, 也對，本人就拿著該小盒對凖最小號的軟墊信封貼上說: “妳睇睇，小盒啱係

中間, 入得唔得啊？”！ 

結果，該女職員噈去一大盒中選出交卑我，但得唔得入梗要打开個口比下瓜！  也

当仲末打开之时，該女職員立即尖叫: “唔得唔得，卑錢先，入壞佐怎算？”, 此時的

我真系被咯到爆晒气:  “妳又咩都晤識又老舊，我又企糸度，如果我真係傻到塞唔入

要梗硬塞塞壞佐得幾元雞怎為唔卑錢？妳真系傻到七彩啦！叫你哋局長出來⋯”; 

結果驚動旁邊一 30 多女職員行過來引本人到另一窗口，本人就叉開那 7 蚊鸡的軟

墊信封，亦因小盒有角見小了奌，本人立即唔要小盒拿出 2 個 modem 輕昜塞入噈如此簡

單！  但當等待得該女職員給於結帳掛號單之時，就有個與該 25-6 歲女職員近齡類似以

快遞為業常到郵局相熟之矮奌的年青人瞪眼歪脖走了過來怒對本人: “你算咩啊？想打

架啊⋯”, 當本人也怒目回望之時又急轉頭吿知該 25-6 歲女職員: “有事揾我作證

啊！”就此离开！  又隔幾分鐘，亦有個類似相熟的年青人也如此恕對本人又同樣轉頭

吿知該女職員: “有事揾找我作證啊！”！ 

原來怕我告狀！但還沒完，又有一位晒得一身黑 35 歲上下為貴署送快件該女職員的

男同事也不分是非地走了出來怒對本人: “你對佢講粗話，我做證！”，本人只好怒而

回望：“去睇睇你哋錄影，如果我冇講粗話，你系咪要用自已的手打自已的嘴巴？!”⋯，

一轉頭，該掛號件完成，貴署的 Ref.No.：160822-0000309, 貴署自可查出該在場職員

做查證，本人離開前亦搖頭告知她：該傻到七彩的女職員就係“疫苗”打多的之故!    

由本節所見，該傻到七彩的女職員的思維狀態仍停留在 10 歲前由此可見！另三個

“義憤填膺”者的思維狀態也同樣低下如成班小玩伴，若非本人過後已確認該女職員的

舉止為“疫苗”毒針所害，否則，幾時輪到這三個小玩伴的發惡？反而會害了她！這就

是由 97 年 7 月起由陳馮富珍經手被哄騙當“手指妹”之受害者的歷史見證者！ 

本信也該讓以為本人投訴而發惡的那三小玩伴一閱, 他們同樣是受害者, 本人不怪
他們，現在才是他們為正義發惡的時刻到了！  

其二,  

在鴻圖道 52 號貴署的 KTG 郵局，當本人於 2016.10.24 日拿了 13 份向 13 個國家的內

政部長追收出入境 E 道的侵權收費之掛號信時，儘管目前郵局並無 20 年前的長龍排隊再

現，但除 9 號窗外的其他窗口只可接受 3 郵件的處理否則只得重新排隊如此的古老作法仍

在運行，由於 9 號窗也正忙碌，因也只 1-2 人排隊，本人找 6 號窗處理了 3 件，也很快地

再排隊另交 3 件，也就當該 25-6 歲女職員做淨 1 件之時，只因有見排隊列來了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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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奇跡出現了，該 25-6 歲女職員突然尖叫: “9 號窗都快幫你做了，你睇吓又

有人排隊啦！”, 本人很無奈地說: “只淨 1 件，如果你唔做完，怎對得住我排兩次

隊!”, 但沒用，本人也只好另求 9 號窗快點搞好另 8 件掛號信！  

由此可見，該 25-6 歲女職員也時不時只會停留在玩泥沙的階段病態盡在眼前，也

太可憐了，這也是由 97 年 7 月起由陳馮富珍經手被哄騙當“手指妹” 接種有害無益“疫

苗”之受害者的歷史見證！也因此，本人再有氣也只能內吞！ 

被哄騙當“手指妹”所完成之五其一之篇号 KTG-161024-0000281，貴署必也可找
出屬誰並給於格外關愛是盼！ 

    由上兩件事例可見，在貴署 37 歲之“手指妹”“手指哥”必然還多得是! 可反轉

鄭智聰這害人不淺的敗傢伙所講，即打完流感疫苗留給孕婦身上的並非“抗體”而是刻

意留在疫苗中之令比爾蓋茨也所驚歎之水銀, 鋁, 甲醛等肝功能難以化解的雜質也必然

傳卑胎中 bb, 也即如此微量雜質必將覆蓋 bb 智慧细胞窗口令 BB 未出世就已蠢蛋化！ 

這就是江核心的愚民手段，也是江核心為何要全力隱瞞又要偷用本人 03 年解救 SARS

國難醫學發明主因，即本發明令江核心以疫苗為謊言的愚民手段已無處藏身！  

現事實已擺署長面前，理當立即與陳漢儀談判， 除立即關閉注射疫苗毒門外，

就因卫生署也資源有限更应首先要為貴署及政府各部 37 歲以下欲生兒育的“手指妹” 

優先過濾全身血液去掉不良的疫苗雜貭，如衛生署技術力不從心，本人可再介入不遲！  

本信事关重大，本信將同傳特首辦、政務司及政府各部！ 

了草是盼，謹此！ 
 

2016 年 11 月 25 日 pm 9:20                                    D188015(3)          

                                                        林哲民  

C.C. 陳漢儀 Tel: 2836 0077   Fax: 2836 0072    

食物及衛生局長 (HWF/H/L/M/130 04)                Tel：2973-8119  Fax: 2521-0132 
特首参閱    L/M(2)to(1258)in CE/GEN/1997         Tel: 2878 3300   Fax: 2509-0577 
政務司長参閱                                  Tel: 2810 2323  Fax: 2840 0569 

無線TV新闻部:     Tel: 2335-2288   Fax: 2358-1300      newsapps@cs.tvb.com 
港島西區醫院          Tel：2589 2100  Fax：2858-0952 2855-9565  2855-7350 

聯網總監陸志聰醫生    Fax：2858-0952 2559-4802 2817-5496 2855-0684 2554-2011 

鯉魚門道KEA郵局:                         Tel:  2340 7021  Fax: 2340 2245         

鴻圖道52號KTG郵局:  Tel:            Fax: 

本函稍後可www.ycec.com/HK/161125a.pdf 下載，主頁 www.ycec.com/HK/patent.htm 
附件可於 www.ycec.com/HK/161007.pdf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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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港衛生署長 

陳漢儀女士：  
     

有關 流感疫苗 虛假無實及有害年青人的議題，本人自

2016.5.09，2016.5.19，2016.6.22 及 2016.8.15 的四次致函

結果是: 不見高永文还敢时常要上 TV 誘騙市民注射流感疫苗，

直到 2016.9.18 日才見高永文 如右图 复出 TV：“⋯全港只 20

多間學校願意，還要看有哪些醫生也願意！...”!  

看來，高永文或許心有內疚、言不及義硬著頭皮被迫出場

吧！     到底是誰代表 “政府”才是問題關鍵！ 

     但 4 天後的 2016.9.23 日,當以流感疫苗為 愚民手段受阻後，連更離曬大譜的子宮頸

疫苗也要拿出哄騙女孩子女學生出场⋯正如本人於隔天去信家計會執行範瑩孫總監所述，

還可拿 “關愛基金”出頭以期更顯誘惑力，這“政府代表”果然了不起！     

當本人於 2016.9.24 日去信家計會也附件給了關愛基金

又 4天後從 2016.9.28 日 TV 所見，關愛基金羅致光宣佈一

刀切取消 N 無人士津貼，但為何仍保留哄騙女學生及小

女孩打子宮頸癌九合一疫苗的愚民惡毒手段？ 

見右圖, 從羅致光兇險或怒髮衝冠眼神可見，是否以

取消 N 無人士津貼與這“政府代表”對陣 即告知隨時也可

一刀切子宮頸癌疫苗？這是否本人的良好願望則暫不得

而知！  

但隨之而來的是在 9月 29-30 兩日，推廣“麻疹疫苗”又在翡翠台 6-6:30 出場！  

為避開本人追擊並取證，在衛生署官網不見有報, 也在

news.tvb.com 新聞直播網頁找不到, 幾經追查才由無線新聞

部電郵吿知藏在 tvb 的節目專輯中！ 

如右上圖，從 29 日 tvb 的重溫舊聞已可見證，自 97 年

7月回歸“主國”後 以哄騙打麻疹疫苗加強劑為名 實為愚笨

港人下一代 的宮廷惡毒手段便開始了！   

再見右下圖, 即借 30 日 tvb 的重溫舊聞，必然無疑的

又是上述“政府代表”蓄意“疏通”tvb 不經衛生署主導就

私自宣揚哄騙, 更儘管世衛剛在 10 天前已公佈“確認香港已

達到中斷麻疹病毒在本地傳播的目標”, 由於有毒無益的

“流感疫苗”真相的敗露已難再利用後，再拿離曬大譜的癌

症疫苗出來耍也自知理虧，以為將 97 年衛生署長陳馮富珍

這蠢婦抬出 TV 就可加快為愚笨港人下一代再下毒手？！ 

到底愚民惡毒手段疑無路的高永文口中的“政府代

表”是誰看來也只有他或 tvb 新聞部門有機會若知一二； 

很明顯的，根據貴衛生署官網之《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麻疹疫苗》介紹，靠“飛

沬” 傳播的“麻疹病毒”真的如此可怕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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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從貴署官網對“麻疹病毒”感染表症介紹指感染者的 呼吸道會首先發炎紅腫而

咳嗽，其後才會伸延到表面皮膚紅斑並包括眼結膜也會發炎，其併發症包括中

耳炎、肺炎、支氣管炎及腦炎等就可暫不理會，即官網已認定“麻疹”就是人

體表面皮膚受汙於 飛沫感染於細菌 腐爛肉體無他！ 

其二， 難道 19 歲以上的本港成年人就無須打“疫苗”？就因成年人對飛沫傳播的“麻

疹病毒” 就有天然的免疫力？ 而衛生署難道只會在 97 年 7-11 月 只選擇 專為

120 多萬 1-18 歲年靑一代宣傳務必一要打“麻疹疫苗”？  因此， 蓄意為 愚

笨港人年青下一代下毒手的 封建帝王愚民惡毒手段 首先就此露出了馬腳！  而

陳馮富珍是否蠢婦一名 或明知也要保其官職代理為港人殺手？陳馮富珍也該

對此要有個清楚交代！  

其三，有史可查，在中國“麻疹”多數只會在衛生條件差、滿地雞屎狗屎且無人照顧、習

慣吸手指滿地爬的小孩農村才會發生，而香港的衛生條件決非如此，均會自愛的成

年人要染上“麻疹”者絕無僅有，這在貴衛生署檔案也必然如此，是否？也由此可

見，難道本港就讀幼稚園到 18 歲的年青一代大多還停留在吸手指滿地爬才須為貴

署推薦打“麻疹疫苗”？若非如此，衛生署總該要有所自辯吧！ 

由上述可見，抬出“麻疹疫苗”或“子宮頸癌疫苗”毒害香港下一代比“流感疫苗”更

加下流无恥，不要以為那是德國產就與“主國”無關，那就大錯特錯了！ 

就因當前東西兩大帝國王朝早已同同捞同煲，美國小孩所

打疫苗現已超過 39 支，正如在 www.ycec.com/UN/160903.htm中
本人的電郵可見，美國媳婦也正在恕吼：“我的孩子我做主”！

但我們務必要首先關注是我們的年青下一代不被蓄意蠢蛋

化，否則再給 百年的港人治港也冇鬼用！    

十分高興的是在昨晚 6:40TV 新聞中見有不建議市民注射夏

季流感疫苗的呼喚，儘管推給個小藉口說疫苗已過半年，令我看

到了貴署及高永文已立努力成果起點！ 

但從上述始於97年借“麻疹疫苗”加強劑蓄意蠢蛋化120多萬1-18歲年靑一代後的今天

均在 21-38 歲間，怪不得本人在地鐵一路所見，從大多愁眉苦臉、童心未泯的眼神中讓我看到

了蓄意疫苗接種的惡果而心膽俱裂⋯; 

怪不得婚齡已過不留人的本港女士已超百萬早見有報導，有創業能力的年青人更難得一

見！ 更如劉伯溫的《金陵塔碑文》所述，本港的 “繁華市，變汪洋，高樓閣, 變泥崗。”且

“萬物同遭劫，蟲蟻亦遭殃。”  

又如果我們的年青下一代個個聰明絕頂，沒有 港人治港 也將無所為懼，這就是擺在我們

眼前嚴峻不二共同不可推禦之歷史責仼！  

也即擺在衛生署面前 不再被利用 借疫苗蓄意 蠢蛋化我港人已不可再有仼何憂慮！ 

當前，如何醫治偶然有的“麻疹”感染？或令子宮頸癌等惡疾也要遠離？就在前天，本

人專為此去電貴署接線生招小姐，並告知她有關“飽和鹽水”的重大用途： 

1. 當偶有的“麻疹”感染小童其呼吸道發炎紅腫而咳嗽必然，只要拍拍其小屁股一哭張
開口之時往紅腫的小喉嚨噴噴、每天只須 1-2 次，小噴透明膠罇 200 毫升即可，但噴

嘴要有 2寸長以利接近嬰孩呼吸道而噴出弧度不超 30 度為佳， 那麼，無須入院，紅

腫必然在 2-3 天內不見或稍稍退腫也可目睹！  

就因“麻疹”本為可半潛血液之腐肉性細菌族類，而鹽水的獨特滲透性可令“麻

疹”細菌無路可逃、仼何抗生素或另類現用醫學消毒品相形見絀、且毫無副作用！



 

 77

2. “飽和鹽水”還可為家庭必用保鍵品，一旦婦科內外陰或男性陽部若稍有感染發癢或
紅腫有異之時就應立即噴塗，或乾脆坐盤泡洗 5-10 分鐘就可達到由此引起的病變包括

可能的子宮頸癌等化為烏有讓 疫苗見鬼去並“醫生也可终身遠離我”！ 

3. 其三，由於“病從口入”自古早有所定論，見 www.ycec.com/page1.htm，早在 Oct.,16, 
1997 本人網站初立之時, 對此《論口腔衛生對人類壽命之影響》就應急草擬出版⋯，

但目前的醫學界只會在所謂的“x專家或 x名廠靈藥的“付费璇渦中”打轉如今天的

“疫苖”之恥，卻少有人關注毎天睡覺後口腔臭液對 肝臟解毒功能之保鍵重要性: 

           也即 就因仼何的刷牙程序也难令口腔一干二净，且睡後口腔液吸引空氣中細

菌入主口腔繁殖下毒就算無牙老者也不可倖免！   

因此，睡醒後的口腔臭液人人皆有務必要吐出不可下咽，儘管短期無事但就要勞

煩 肝臟起動解毒功能歇不得，如此一來 肝臟解毒功能必然加速衰退、壽命也将

缩短無疑！ 

也儘管口腔臭液也在睡後已吐出了，但入主連接口腔之喉嚨呼吸道之細菌及

其繁殖毒素無從刷洗無人不知，这才是“病從口入”之現代解釋 並非遠古定論

之一知半解！    
也因此，“飽和鹽水”又可派上用場！ 除動作難以自控之老者或小孩童就

須旁人協助噴塗外，普通人只須半汽水樽蓋鹽水對凖從鼻咽到喉前庭潑入再

濕而慢咽才可達致最佳消毒效應，從而才可達致令肝臟解毒功能不衰退以求

百病不生進而長命百岁、可令醫生遠離我之最髙景界！ 

由上述可見，只要衛生署堅守應用 PFCO³ 洗肺為市民看守著生命大門外，還要廣泛教

會市民應用“飽和鹽水”成為家庭必用保鍵品、並首先讓 疫苗 永遠見鬼去，首先是要讓全港

31 間母嬰健康院教會每一新生的家庭主婦以及養老院老者等均對此熟能生巧，那麼，全港入

院病人勢必大幅減少讓全港衛生經費節省 200 億以上小事一件，  全港平均壽命超越 120

歲也非問題！  更可配合本人如何讓每一市民均可優生下一代的發明推出水到渠成，如此一來

才可讓年靑一代可在無毒之環境中長大以確保智力超群才可重建香港繁華！ 

這責仼首先就在貴衛生署及高永文手中，也望關愛基金羅致光生見此信立即將愚民

惡毒手段之所謂的 子宮頸癌九合一疫苗 一刀切以免為人笑話！ 因事關重大，本信也

將副件政務司長、特首参阅，如有不明歡迎各方隨時來電討論，電話、傳真或電郵均可！ 

了草，謹此！ 
 

2016 年 10 月 07 日 pm 9:20                                    D188015(3)          

此致陳漢儀                                                 林哲民  

Tel: 2836 0077   Fax: 2836 0072    

食物及衛生局長 (HWF/H/L/M/130 04)   Tel：2973-8119  Fax: 2521-0132 
特首参閱    L/M(2)to(1258)in CE/GEN/1997     Tel: 2878 3300   Fax: 2509-0577 
政務司長参閱   Tel: 2810 2323  Fax: 2840 0569 

關愛基金羅致光  Tel：2835 1301  Fax：2147 1326 ccf@hab.gov.hk 

本函稍後可www.ycec.com/HK/161007.pdf 下載，主頁 www.ycec.com/HK/patent.htm 
傳真-記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