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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訴   狀 
原告：   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沙頭角恩上路 20 社區 1 棟 C-207  聯繫電話：25353546 
 

法人代表：  姓名： 蔡鴻珠                性 別  ：  女       

委託代表：    姓名： 林哲民               性 別  ：  男       

          身份證： D188015(3)            職務   ：董事經理 
 

第一被告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港澳辦公室: (責任人曾慶紅先生) 

第二被告人：  前一界的政治局常委、主管港澳辦: (負責人江澤民先生)   

第三被告人：  深圳市政府                 

第一、二被告人地 址 ： 北京市 中南海 曾慶紅辦公室；及轉江澤民辦公室 

第 三 被告人地 址 ： 深南路 市政府辦公室  
 

起訴時間：  2007 年 10 月  12  日 
 

請求事項：    
 

1.  兩位國家領導人是前後兩界代表“中央”最高級行政機關領導負責人
的身份，也是港澳最高行政領導人身份，卻不懂尊重知識產權，手中握

的是人民給的權力，卻違反社會公德“以隱瞞醫學發明”如此不法的行

政行為、在暗中、在私地下命令有關聯的行政部門(例如衛生部及知識

產權局) 隱瞞及侵犯敝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醫治非典醫學發明的

知識產權！ 該項發明的專利申請號是 031408257，並早在申請前就已

貢獻給國家才會解除非典的國難危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港澳

辦公室的最高領導人一系列的行政行為都是不法行為，因此必須向敝公

司及發明人林哲民公開認錯及道歉； 
 

2. 由於解除非典災難危機的醫學發明有著極廣泛用的醫療用途， 隱瞞在
目前已化為國家最高層不光彩的行政行為，因此導致了 13 億的中國人

民不能分享到如此的醫療科學的進步成果。  例如，人民對非典、禽流

感的恐懼感因隱瞞多年並越來越荒謬而不能解除。 隱瞞更導致 13 億人

民中為數龐大的諸如急性肺炎病人族群，他們有權分享人類社會醫學進

步的成果，不應再約有 2秒死 7個急性肺炎病人的情況出現， 他們有

權應用敝司發明的“洗肺”醫療法續命不死！ 但他們的生命被代表

“中央”最高行政機構的前後兩界領導人 江澤民及曾慶紅胡亂發號施

令被莫視及侵權而死亡，並且人數每年在千百萬人以上，因此，江澤民

及曾慶紅必須首先向自 2003 年 5 月 15 曰起隱瞞導致的死亡人家屬認

http://www.ycec.net/Jzm-hk.htm  或 可由 www.ycec.com 見江澤民肖像點擊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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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向全體中國人民道歉； 
 

3. 兩位國家領導人必須 下令全面解除 在暗中私底下對 敝恒昌電子(深
圳)有限公司及發明人林哲民在中港兩地受盡的 司法歧視、虐待及搶掠

金錢的行政命令： 
 

a. 下令深圳許宗衡市長 秉公處理 已派人收集的 敝恒昌電子(深圳)有
限公司在廣東省東莞及深圳兩市的資產被法院非法拍賣案件的申

訴，包括深圳市 2007 年 4 月 9 日信訪辦已受理但延辦至今的投訴； 
 

b. 必須下令中國知識產權局秉公審批《醫治非典》及《航空安全三措施》
發明專利申請； 

 

c. 必須下令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立即停止公開以權勢及官位為
誘、逼使香港法官違法剝奪敝司林哲民的司法權及判付巨額訟費為樂

的獸行並追究政治責任； 
 

4. 江澤民及曾慶紅兩位國家領導人必須代表中國最高行政部門各自賠償
一元人民幣以代表對敝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道歉的誠意。 

 

5. 因現任深圳市政府並無對敝公司訴求的處理決策權， 又敝公司的投資
被非法“肢解”是來自 1999-2000 年舊市領導者的傑作， 但深圳許宗

衡市長有責任就敝公司的知識產權及資產被非法拍賣案件真相尋求現

任中央領導人支持全面解決。 
 

法律根據的應用： 
 

        本訴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一章 第二條及第二章第十一條受案
範圍的（二）（五）（七）（八）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而深圳市中院必須以第三章

的第十四條(一)至 (三) 接納管轄，或根據第二十一條移送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

權。憲法第十三條規定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三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國家的安

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得有危害國家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 國家工作人員由於怠忽

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十二條規定國家公務員模範遵守憲法和法律接受人

民監督，第五十三條規定（六）弄虛作假，誤導、欺騙領導和公眾；（九）濫用職權，

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十一）在對外交往中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

（十三）違反職業道德、社會公德；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五十四條規定  公務員執行公務時，認為上級的決

定或者命令有錯誤的，可以向上級提出改正或者撤銷該決定或者命令的意見；上級不改

變該決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執行的，公務員應當執行該決定或者命令，執行的後

果由上級負責，公務員不承擔責任；但是，公務員執行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的，應

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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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和理由： 
 

一. 醫治非典(SARS)的醫學發明 
被受“中央秘令”非難 

   

1. 醫治 SARS(非典)的醫學發明是敝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的董事經理林
哲民發明，該文稿於 2003 年 5 月 15 日下午 4:00 由深圳市沙頭角通過傳

真給香港行政區長官董建華辦公室並咐言轉傳給國家領導人； 
 

2. 上述 因前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的秘書剛剛放假，由一名葉姓的小姐回答
林哲民本人證實，她說：“5月 15 日的傳真有收到，有轉傳到我　這度，

致於要講出怎樣醫治的詳情，噈要問過特首辦先至講得啦⋯”，這就是江

澤民及曾慶紅濫用“中央”職權為一己私私、不顧公眾道德的開始； 
 

3. 見附件 1. 上述發明公佈過程並記載在附件 1. 敝司發明人依俈通過向
英國專利局申請的檢索報告才能獲取董建華政府於2004年7月23日批予

一個 8年期的短期專利說明書，發明的背景及過程所述並無疑點正如上

述； 
 

4. 附件 2 是中國專利申請號是 011430818 說明書，申請由 2003 年 6 月
7 日起至 4 年有多，怕林哲民中國專利局的檢索報告申請香港臨時

專利，申請多次一直欠奉，可見中國專利局狡猾多詐有法不依！現

一切仍在江澤民及曾慶紅“惡意性作廢指令”下的審查陰影中沉

浮；  
 

5. 短期專利的附件 1. 見證了董建華政府是居於他的政治道德與良知及法
例規定的藥物專利發明並無先例的原則並頂著江澤民及曾慶紅主導的

“中央”至今仍拒絕承認的壓力批予專利，儘管董建華落得在 2005 年 3

月被“中央”主導的香港傳媒全城起哄被逼辭職，在歷史上，董建華可以

無悔； 
 

6. 附件 3 是敝司發明人在 2005 年 1 月 23 日去函質問國家知識產權局
王景川局長及第一次審查的答辯文，質問為何要安排一位不俱備專業知

識的醫學文盲的審查員，以扭七拐八、出言不遜的輕狂譅語企圖作廢敝司

這一承救國難的發明； 
 

7.  在 2004 年 2 月 19 日的香港電視新聞中可以看到，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鐘尚志院長在香港立法會 SARS 聆訊委員會上作供他不贊同前衛生署署長

陳馮富珍隱瞞住(暗中使用敝司發明)醫治沙士咁的作法，鐘尚志引述陳馮

富珍講：“唔使驚，我哋有中央密令⋯” 因此，中國專利局在附件 3

顯見的審查動機並非偶然，竟有一面“中央秘令”也在香港橫行霸道，

要香港政府隱瞞林哲民醫治 SARS(非典)發明是一脈相承的，因此要求王

景川局長轉達給江澤民批示澄清及糾正錯誤，但至今石沉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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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由於上述鐘尚志院長的作供揭露，附件 4 顯示敝公司發明人在 2005
年 1 月 10 日、2 月 7 日及 2 月 28 日去函中聯辦高祀仁主任及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公署楊文昌特派員一直圍繞著要求轉達給江澤民批示澄清或

改正這種惡作劇包括司法上的司法歧視、虐待及資產搶掠等等非君子之所

為，但至今石沉中南海； 
 

9. 由上述可見，敝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的醫治 SARS(非典)的醫學發明
在中港兩地被受 “中央秘令”非難，身為港澳最高領導人的曾慶紅及前

國家主席江澤民難辭其咎。 
 

二. 非典(SARS) 的肆虐中港兩地，衛生部的文件 
   顯示對病因的無知而束手無策 

 

10. 在 2003 年 4 月 20 日這一天，政府公佈的北京 SARS 確診病例數從 37 急
劇增加到 339, 王岐山的前任孟學農和衛生部長張文康為 隱瞞疫情 黯

然離職⋯ 在上述敝公司的醫學發明發佈之前的北京人心不安盡在不言

中，這說明隱瞞疫情有罪辭職理所當然，難道隱瞞消滅疫情的發明可以無

罪？ 
 

11. 就在上述面臨北京疫區的擴大及敝司醫學發明發佈之前，報導稱江澤民主
席帶領中央要員及家屬數仟人馬車水馬龍地遷往上海避疫為廣泛報導及

眾所周知的事實！ 可見在當年非典肆虐北京的慘況，跑的跑藏的藏，獨

不見身居要職的曾慶紅身在何方，只見胡錦濤、溫家寶帶領政府安撫社

會、盡力防止擴散在四處奔跑！ 
 

12. 香港又如何呢？ 在慶祝香港回歸 10 周年之時，從凰鳳衛視的曹景行
訪問港澳辦陳左耳的 TV 回憶錄的那一句話：“⋯當時酒樓、飯店門

可羅雀，失業率高達 8.9%!⋯”已足令非典的肆虐對民生對社會的破壞

性之大就可不言而喻！ 
 

13.   附件 5 是衛生部於 2003 年 4 月 15 日關於進一步做好傳染性非典型肺
炎診療工作的通知，顯示對非典為“病因尚不明確的疾病”， 並在隨後

《傳染性非典型肺炎臨床診斷標準（試行）》的通知中確認“抗菌藥物治

療無明顯效果”顯示群醫無策； 
 

14.  附件 6 是衛生部辦公廳於 2003 年 5 月 3 日公佈印發新修訂的傳染性非
典型肺炎臨床診斷標準和推薦治療方案及出院參考標準的通知，由於劇限

在對非典“病因尚不明確”，因此從推薦治療方案仍顯示群醫無策、病人

的生命得聽天由命； 
 

15.   由上述可見，假如敝恒昌公司的醫治 SARS(非典)的醫學發明是確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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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話，那麼，隱瞞而不用則顯示見死不救是暴政，隱瞞而偷偷應用顯示

行政缺德、 侵犯知識產權，特別在十七大召開的當前，難道“科學發展

觀”只是當前時髦政治的術語！？   由此可見，仍然是權力核心的江澤

民與曾慶紅必須向天下人公佈隱瞞的理由是什麼？ 這是共和國憲法給予

每一法人及公民應知的權力； 更由此可見，如果江澤民與曾慶紅說不出

理由來又無法 否認敝司醫學發明的存在價值，江澤民與曾慶紅必須公開

認錯及道歉！ 
 

三.  醫治非典的醫學發明功在能夠首先 

  剖析病因，能你衛生部之不能 
 

16.  附件 2 是敝司醫治非典的醫學發明說明書，第 2頁的第三段如下： 
 

     『因為必須以空氣為介面定義，非典病菌感染(SARS)仍然是一種表面性潰瘍
感染， 這是一個創新的醫學定義，將引發肺臟醫療革命！』 

 

17.  上述可見，非典病因在醫學上首次被介定為“表面性潰瘍感染”即表面
性細菌感染，與附件 5-6 衛生部“病因尚不明確”文檔白紙黑字地在人

類社會的醫療歷史上互見榮辱！ 這就是我們智慧產權的核心是我們的驕

傲，是我們的改寫了人類社會的醫療史的見證！ 
 

18.  附件 2 說明書 四. 肺臟“表面處理”的單氧療法 即是俗稱“洗肺”
的醫療法，這種醫療法在附件 5-6 衛生部的推薦治療方案裏面是找不到

的，更不用說清洗肺部的 PFCO 液體藥物的發明及“洗肺”流程等一應俱

全； 
 

19.  由此可見，如果仍在 江澤民與曾慶紅 管理下的衛生部醫療專家不能公
開擇文否認敝司對“非典病因”破解的醫學定義，江澤民與曾慶紅兩人務

必立即向人民及敝公司認錯及道歉！  
 

四.  在江澤民與曾慶 紅隱瞞指令管理下 的衛生部 
        為隱瞞醜態百出 

 

20.  附件 7 是 衛生部於 2004 年 10 月 28 日發佈《2004-2005 年冬春季全國
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及流感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在防治工作方案並沒有

跳出“對非典病因無知”的窘態， 包括附件 8 是近期 2007 年 9 月 7 日

衛生部發佈最新防控方案也同樣避開更無取代敝司知慧產權 “洗肺”的

醫療法的最新應用，這顯示衛生部將續繼隱瞞下去，人民將永遠無從得知

真相； 
 

21.   楊振寧於2006年3-4月 出面為 江澤民與曾慶紅 兩人 阻止 諾貝爾評
選委員訪問中國 評選 敝司 醫治 SARS 禽汽流感 的發明為諾貝爾醫學奘

得主。  楊振寧在香港無法壓制學術界正當的聲音，竟胡說八道：“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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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現在不需要諾貝爾獎...”終以蠻橫壓場！  楊振寧如此自甘落格、助

紂為虐的形像已被世人譏笑。   為了安撫 楊振寧，顯然是江澤民與曾慶

紅以中央名譽特意安排由 鳳凰衛視於 2007 年 3 月 31 日 主持 『2006 年

影響世界華人盛典』的評選鬧劇、頒給楊振寧一份《終身成就獎》安撫！  

衛生部長高強向全球示範撒謊說：“...禽流感還沒有藥，希望寄託在陶

一之對禽流感 H5N1 的  破解帶給疫苗成功的希望！...”在鳳凰衛視的

播放現場，高強為不得已的指鹿為馬展現不得已的強顏歡笑流露可見，然

而陶一之並沒有做 高強 的應聲蟲，針對醫治禽流感，陶一之女仕接受訪

問時一針見學地說：“...希望可以找到其餘的方法！”，所指的正是敝

司“洗肺”的醫療法無他； 
  

22.   中國人為何不需要諾貝爾獎？ 楊振寧 52 年以高能物理“關於弱相互
作用中宇稱不守恆定律以及其一 些對稱性不守恆的發現”與李政道教授

共獲 1957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至今半世紀，在粒子加速器等等大量現代探

測手段成熟的今天，卻不見有所新作貢獻及該不守恆定律的在高能物理的

實質價值！ 而弱相互作用理論早在 1934 年就有人提出，  任何守

恆定律的事物都有它的臨界點，這個觀點的哲學性多於學術點，我們不

能懷疑楊振寧成名的發現來自邏輯推理的一種假定而影響它的價值，但這

觀點實完全可以為楊振寧的發現做總結！   因此，當楊振寧提出中國人

不需要諾貝爾獎時，人們不僅要問“不守恆定律的發現”與 敝恒昌電子

(深圳)有限公司的醫治 SARS (非典)的醫學發明哪一樣為人類社會民生

之急需？  敝司的發明同樣 揭示出 西方醫學的短處，這是當前中國人首

次諾貝爾獎的機會及榮譽！ 難道中華民族是不懂榮譽的劣等民

族？ 楊振寧必須為協助隱瞞人類社會醫學史倫為跳樑小丑責怪江澤民與

曾慶紅兩人！  儘管，江澤民與曾慶紅兩人還可以中央為名替正如附件

9在香港中文大學為楊振寧立銅像並擴及全國每一大學都於事無補！中

國人為何不需要諾貝爾獎？  相信楊振寧有一天是需要向全球華人道歉

的； 

 

23. 由上述可見，江澤民與曾慶紅是必須為“隱瞞”的一己私欲濫用“中央”
權威導致社會道德倫理的墮落及政府官員撒謊失節道歉。 

 

五. 江澤民與曾慶紅只為“隱瞞”的私欲逼辭董建華 

曾蔭權感激提拔不惜破壞了香港的法治基礎 
 

24.    基於前 3. 所述，董建華基於他的政治道德與良知及英國專利局檢索
報告藥物專利發明並無先例的原則，並頂著江澤民及曾慶紅主導的“中

央”至今仍拒絕承認的壓力批予了專利，以及如附件 10 正以特首的權威

跟進“中央密令”干涉香港法院的司法公正， 因此，落得在 2005 年 3

月被“中央”主導的香港傳媒全城起哄被逼辭職，取而代之是江澤民與



 ７

曾慶紅圈點的曾蔭權， 附件 11 是敝司林哲民以港人身份通過韓國總統

于溫家寶訪韓時代轉的投訴信件， 附件顯示曾蔭權不僅不維護香港法

治，還加速香港法庭成了超級黑店，令香港已經不再是一個公義社會！  

但溫家寶並非主管港澳領導人，只好在 2007.04.11.pm 離開韓國之前前面

對華僑及媒體等發表感觸三點暗批曾蔭權“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制度好，

能夠使壞人辦壞事不能得逞，制度不好，好人也不能辦好事，更可走向反

面⋯”，當然也責怪林哲民“要為提高中國的形象負責”，但望溫家寶

要理解這是無賴之舉！   
 

25. 香港政府的律政司長黃仁龍亦不惜知法犯法出手，自持有曾慶紅及江
澤民做後臺，好象在替主子說：“溫家寶，你少管閒事，我就是要逼林哲

民走向反面⋯”  附件 12.,見證 曾蔭權 指揮法院違法終止

LDBM-220/2005 上訴程式，附件 13., 見證 律政司長黃仁龍配合曾蔭權 

剝奪林哲民上訴權的行動，馬上就 LDBM-220/2005 法官違法出爾反爾

的判決敲詐林哲民訟費，雖然不上 15,000.-港幣； 
 

26.   由此可見，一國兩制已受到徹底破壞，為何要如此存心積慮以行政手段
非要搞得林哲民家破人亡不可？  特別是港澳最高領導的曾慶紅副主席

必須在此反省政治責任， 兩位國家領導人必須 下令曾蔭權停止暗中佈

置的對林哲民的司法歧視又重整； 

 

六. 醫治非典“洗肺”的醫學發明用途廣泛 
公開侵權在中國嚴重存在 

 

27.   附件 14 是南京胸科醫院 拐用 敝司醫治非典“洗肺”的醫學發明用於
煙肺的清洗的例子，收費是 5-7 仟人民幣； 

 

28.   附件 15.是新華網報導的有 18 家大型煤碳國企開始募集資金為礦工
“洗肺” 拐用 敝司醫治非典“洗肺”的醫學發明的另一例子； 

 

29.   附件 16.是福建省邵武煤礦出資為職工“洗肺” 拐用 敝司醫治非典
“洗肺”的醫學發明的又一例子，但已漲價到近萬人民幣洗肺一次； 

 

30.   附件 17.是中央電視於 2006 年 12 月 17 日為礦工“洗肺” 拐用 敝司
醫治非典“洗肺”的醫學發明撒謊，央視報導“洗肺”是用生理鹽水；  

 

31.   江澤民與曾慶紅只為“隱瞞”莫名其妙的一已私欲 導致了整體中國
社會道德的墮落！ 附件 14-16“洗肺”的液體正是敝司專利申請的權

力要求的 PFC 液體， 卻為附件 17. 央視撒謊報導“洗肺”成用的是生理

鹽水，肺部不可積水是基本常識，更何況是 5%濃度的生理鹽水，  很

簡單的，如果生理鹽水可以洗肺的話，為職工洗肺需要一萬人民幣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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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另一方面，前述的 3.段所見，顯然是 江澤民與曾慶紅 又以“中央”
名譽 非公開性指揮 國家知識產權局以扭七拐八、出言不遜的輕狂譅語企

圖作廢敝司這一承救國難的發明，由於中央的拒絕承認，因此這種推理性

的遣責是合理的！  也就是說代表中央領導人的江澤民與曾慶紅先生必

須承負隱瞞的法律責任及道德責任向敝司及發明人林哲民公開認錯道

歉！ 
 

七. 江澤民與曾慶紅必須為隱瞞導致 13 億國人 
   變相每秒鐘殺人 3 個半肺炎病人負責 

 

33.   從上述三. 16-19 的證實，敝司的發明功在能夠首先剖析病因，能你衛
生部之不能，禽流感與非典同類不同宗而已，病因沒有不同之處，因此，

“洗肺”的醫療法同樣有效！  但前衛生部長高強向全球 撒謊禽流感還

無藥可治 又說明什麼： 
 

 這不就說明了 江澤民與曾慶紅 只為“隱瞞”來滿足莫名其

妙的 個人私欲，不惜濫用“中央”權威、以天馬行空見不光彩的未

知“理由”，行指鹿為馬邪惡之樂之外、又要嫁禍 給共產黨政府，

好讓世人痛駡共產黨是邪惡的政黨，其用心之毒已路人皆知！ 

  

34.  同樣的，上述五. 的證實，江澤民與曾慶紅 也只為“隱瞞”莫名其妙的 
個人私欲，不惜濫用“中央”權威主導的香港傳媒全城起哄逼正直的董建

華辭職後 起用 只會熟悉指鹿為馬之道 的曾蔭權為“隱瞞”構築防護

牆。  附件 18 是曾蔭權被起訴於 2006 年 4 月 3 日的陳詞，見第 7段最

後一句，曾蔭權讓全球華人、全港各界從這一句： “⋯衛生官員即

使知道有關發明，亦沒有責任去替原告人推銷或宣傳。”看到了香

港行政長官莫視生命、德性瘀腐的真面目，曾慶紅，掌管港澳事務決

策者，他必須為此的圈點人感到羞恥；  
 

35.  從上述三. 16-19 的證實，林哲民的發明已能香港衛生署及你中國衛生
部之不能，也就是說我們的發明教懂了你們明確病因，甚至也教懂了你

們如何配藥用藥，或站在你們自私的身份上就是說教懂了你們救人鞏固你

們的政權， 你們還該不該類似中國總理迫于無奈也要過目的附件 11 或附

件 19《致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書》附輯一、二的那樣要趕

盡殺絕，這就是導致今天訴因憤恕的起點；  
 

36.   做為香港行政長官的曾蔭權到底有沒有責任將救人的醫療法向社會
推廣？  附件 20 是香港衛生署的顧問醫生曾浩輝於 2006 年 12 月 28

日，在召開的記者會上介召了新界兩豬農肺炎死亡的經過並強調，

本港急性肺炎死亡個案常見，是本港第三大刹手，每年導致數仟至

一萬人死亡！  急性肺炎幾乎全為細菌性感染引起，自敝司的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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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為非典的病因定義公佈後，醫學界不應無知到不管是非典、禽流

感、豬鏈球或任何種類的感冒病因全都是表面性細菌感染會有所例

外！  而敝司醫治非典發明的洗肺滅菌的醫療法正是可以特效地應

用到肺炎病人的醫治，但不管是中港或各國政府，不管氣醫院疹療

所所能用的藥品、處方或醫療法全在政府衛生部門的管轄去下，沒

有認可的醫療法及藥品屬違法，隱瞞的後果是醫院沒有“洗肺”設

備，當醫生碰上急性肺炎病人高燒時只能照樣處方過往退燒藥品、

抗生素或特敏服(Tamiflu)，假如是已知的非典、禽流感等等時，

此類的藥品將掩蓋病因導致死亡，正如附件 18 的證實： 
 

“ ⋯4 4 歲的死者居於上水，本月 7 日有發燒和咳嗽等病徵， 

 1 1 日到北區醫院治理，但至 1 3 日不治，⋯“ 
      

               明顯的，死者與大多數市民一樣，當有發燒和咳嗽等病徵的初期時

常在家吃吃感冒退燒等藥品有4天之久，隱瞞的後果令他們不知道

若是非典、禽流感、豬鏈球等這模擬較惡性的細菌肺部感染病因的

發燒和咳嗽是不能吃感冒退燒等藥品的，因為此類藥品的藥性會糊

糊病因，且發燒一旦超過39℃不退便應立即“洗肺”，否則生命

有慮！  
 

   而入院2日後不治則顯示隱瞞的後果是醫院並無“洗肺”設

備及相關公諸于世醫療法，醫生豈能處方？  這就顯示了隱瞞的

惡果是殺人，隱瞞者就是社會公敵！  更重要的是更改教科書並須

廣泛促使市民改變幾仟年來對抗感冒發燒惡習，這就顯示政府的責

任與義務，才會便提高市民的健康水準減少死亡！ 這一切，曾蔭權

政府難道可以說他“沒有責任”推廣林哲民發明的醫療法？！  
  

 另從偷竊-隱瞞的角度，從附件18的證實，不要以為香港和

國內大城市或省份規定將有可能麗SARS病人集中在兩間兩家主要的

醫院偷偷“洗肺”就可問心無愧！  因此，曾蔭權必須為造成香港每

年有近萬急性肺炎病人不能獲救死亡負上責任走上絞死台！  
 

 難道江澤民與曾慶紅就可以對隱瞞導致13億國人變相每秒

鐘殺人3個半肺炎病人良心自責？！ 
  

37.   曾蔭權不是民選的更無政治品格可言，出書“做好這份工”顯然是為
討得江澤民與曾慶紅因公濟私圈點的喜歡！ 此話並不過份，單從香港經

濟日報於 2005 年 2 月 25 日在《江澤民政壇謝幕「餘熱」猶在 顯示實力 發

動員令》標題下及如四點： 
 

1. 曾慶紅，掌管港澳事務決策者； 
2.  江先後向 79 人授以上將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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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長子江錦恒中科院副院長； 
4. 江二子江綿康，掌管 6000 億資產的中信集團； 

 

           江澤民顯然退而不休，更有報導曾慶紅才是真命天子，全城起哄逼董

建華辭職顯然是一種惡性的幫派行為，非光明正大的法治行為！  因此

董建華只得被逼迫退休，讓位給曾蔭權，因此，江澤民與曾慶紅必須為

如此行為的曾蔭權向香港每年近萬急性肺炎病人家道歉！ 
 

38.  與此同理，186 倍於香港人口的中國，隱瞞“洗肺”醫療法付出的代
價更是每秒鐘殺害 3 個半人的肺炎病人及中國每年另有 1,116 萬的

肺結核病人需要醫治，而中國內地的健康水準遠低於香港，這個數

字只會上升不會少，隱瞞醫學發明的罪惡在此令人憤恕，這就是導致

今天訴因爆發點！   因此，江澤民與曾慶紅必須為 隱瞞導致 每

秒鐘殺害 3.5 人的惡果向全體中國人民道歉！ 
 

八. 隱瞞是需要國際協助的，中國政府為此 
       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39.   今年 2 月的以色列爆發了類似北京非典的肺炎感染，敝司林哲民在
今年 3月 12日通過互連綱向以色列醫院介紹敝司“洗肺”醫療法的發

明後又以公開信的方式給以色列總寫了封信(附件 21.) 揭露敝司的醫

學發明被隱瞞的前因後果， 因此引致以色列朝野譁然要逼以總理下

臺， 於是布殊的緊急介入調停，隨即送給了中國一套美方拍下的肺結

核新聞片安排在鳳凰衛視資訊台於 3月 22日向中國領導人播出示意索

賠！ 中國領導人馬上指示香港的　生局長週一岳 籍 3月 24日為 「世

界防癆日」開幕典禮時指出香港結核病呈報個案每年六千宗， 這就是

回應同意賠償的人口比率的計算方法 (如此隆重的開幕典禮除了由鳳

凰衛視資訊台即晚上播出外並無第二家中港傳媒出臺，這種內幕神秘

色彩的手法在國與國之間的台底交易是常見的)， 當美國從鳳凰衛視

的播放獲取了中方認同的約 0.9%人口病發比率即賠償比率後，美國務

卿在當晚馬上急飛以色列擺平譁然的糾紛(當然，美方釋出新聞背景自

然是以中東和平為藉口)，  如果不是有代表中央的人坐鎮默許，

否則美國是無膽 馬上宣佈由 2007 年 3月 28 日起單方面宣佈即日起對

中國出口美國的銅版紙雙重抽稅轉帳支付對以色列的賠償，而外交部

發言人淺罵了兩句就不了了之； 
 

40.  上述的似乎全在假設中推論，其實不然。見附件 19，就在敝司將《致
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書》于 2007 年 8 月 27 日廣泛地發出後，

 見附件 20，顯然是坐鎮 代表中央的人 受不了指責才偷偷摸摸地

指示商務部於2007年 8月 27日偷偷摸摸地就銅版紙雙重徵稅問題向WTO

起訴美國，又為免過份尷尬，為免有人會質問，原來中國商務部是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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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怎會等美國抽足近半年的雙重稅到現在才以牙還牙？  因此，只有坐

鎮 代表中央的人 才有本事指令中港媒體閉嘴，附件 20 偶然由敝司在美

國華文報網上錄取，否則就難於證明上述推論！ 
 

41.  上述是首例，自美國敲開中國政府要為協助隱瞞的賠償之大門後，西
方各國亦同時在 WTO 控告中國侵權以備單方面抽稅賠償各國每年的結

核病人，墨西哥更具體地以 1 億多人口比例每年 8 萬伍申算每人 6000

美金向中國提出要每年賠償 5 億多美金的侵權費！ 隨後，國際賠償項

目增多，礦工、煙肺等洗肺的賠償也悠悠攘攘，只見鳳凰衛視資訊台

又向外播出礦工洗肺新聞片回應索賠的要求，  新聞片中的醫生

袍男士拿著一瓶黑熬熬液體的玻璃　，但閉口不談是“生理鹽水”或

敝司專利的“PFCO”液體，意思說：“⋯不賠了，你們也學我吧，不

說液體是什麼，誰告你侵權呢？”以此向外國教授如此的賊公計！  

又由於敝司緊盯著鳳凰衛視資訊台這個國與國暗中交易秘道平臺，代

表中央的人又發威下令自 2007 年 7 月 24 日起，深圳鹽田區的有線轉播

已奉命將鳳凰衛視資訊台切斷以免敝司洞察真相， 但敝司還可從其他

途徑獲悉。   
 

          例如在 2007 年 10 月 5-6 兩日，鳳凰衛視資訊台又 獨家 罕見隔

日重播布殊政府送來的 政府間溝通的美國一實驗室就禽流感H5N1病毒

的變種在人群間傳播發表最新發現： 
 

『...禽鳥咽喉的體溫是 41℃，是最適合禽流感病毒繁殖的溫

度，而人類的咽喉是 33 度，一旦 H5N1 病毒變種接近 33℃便更

容易在人群間傳播...並也強調禽流感已令各國死亡了 3佰多

人⋯”』 
 

首先將 H5N1 病毒 認定“細菌”才會有“咽喉表面繁殖”之稱，雖

只提人體咽喉是 33℃ 而不提“細菌”是可以爬進更接近的溫度 37℃肺

部表面繁殖是一大遺憾， 但，這不就是正如在上述 17. 敝司解除了附件

5. 證實的中國衛生部對非典病因無知的醫學發明，在醫學上首次被介定

的非典或禽流感為“表面性潰瘍感染”即表面性細菌感染嗎？ 
 

布殊政府的這一隔天重播的新聞片加重說明布殊向中國領導人傳

遞敬告沒有再隱瞞下去的必要了！ 布殊政府是西方之頭，是臺

灣不能回歸的障礙，江澤民與曾慶紅 為一已私欲的隱瞞求到他們頭上就

得出賣國防利益及打開國庫，已是國家民族的罪人！ 雖然出賣國

防利益及打開國庫可以獲得西方隱瞞一時的方便， 但剝奪的是各國人民

的醫療權生命權，江澤民與曾慶紅再執迷不悟，最終會落得人類公敵、

歷史罪人惡名並連累共產黨的光輝形像一去不返！ 

 

42. 由於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法院無權過問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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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有關外交層次的訴訟，  但借此向法院證實隱瞞是需要國際協

助的，不管是國家財富或政府的行政道德，中國政府為此付出了沉重

的代價！ 因此，八. 39-42 及 附件 21-22 僅供參考或法院在認定事

關重大後可將此問題轉給有關部跟進，但應訴者也有權也應選擇借此

答辯，向人民交代顯示高風亮節的政治風度。 
 

九. 隱瞞是續延以出讓國防利益收買布殊反口不承認 
   敝司在 911 後貢獻給反恐最有成就的 

        《航空安全三措施》發明的賣國行為 
 

43. 見附件 4c 的第二頁倒數第二段開始，這個嚴肅的問題早在 2005 年 2
月 28 日通過香港的中聯辦向江澤民辦公室提出，如下： 

 

『中央密令＂的核心力量憑什麼理由要在全世界全方位地坑害林哲

民不得而知，但對林哲民如何咬牙切齒都好，總不能出賣國家、國

防利益去達到交換此目的吧，但是林哲民看到的正是這樣，“中央

密令＂的核心力量顯然出賣解放軍的利益！ 
 

曾蔭權可以作證，當他911從紐約回港17日當天，林哲民航空安全

三措施的發明就已擺在他的桌上，⋯.』 
        

44.   航空安全三措施的發明所對應的是敝司 附件 23 的中國專利申請號
01143081.8 出版說明書及及伸延的仍未出版的附件 24 保安系統專利

申請的 02161706.6 說明書， 與上述一.節 2.段一樣不能光明正大

地寫出作廢申請理由，只能借中央權威，借官員對中央的愚忠作出

“惡意性作廢指令”！請見附件 25 的審查書及答辯，見證作惡手法

不外如是： 
 

一. 違反審查常規不作檢索報告，免得發明人林哲民

又拿去香港申請臨時專利； 
 

二. 命令審查員假扮無知、不理解，有理無理、來來

回回就是那麼一句：“⋯說明書沒有對發明作出清楚、完整

的說明，致使所屬技術領域的技術人員不能實現該發明，不符

合專利法第二十六條第三款的規定⋯” 
 

  以上述如此以“發雞盲、發難詐”的憑空審查作廢申請方

式，以此確保 與“外交成果”協調，否則會動搖不惜出讓國防利益以

默許換取的讓 布殊違反“臺灣關係法”限制出售的8艘潛水艇等攻擊

性武器給臺灣交換布殊反口不承認林哲民航空安全三措施專利的決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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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上述的指控決非虛構，也只有 代表中央的人 才可從上而下地壓制敝
司的專利申請來遮擋敝司林哲民在歷史的光芒， 另一面借國際舞臺簽署 

“反恐宣言”作秀， 台底下又以 出賣 國防利益 的勾當 交換布殊反口

不承認林哲民這足以獲取諾貝爾和平獎的發明！ 難道江澤民與曾慶紅可

以否認他們不是代表中央的人？ 但卻在私底下為一己之私在發號司

令？！  
 

46.   正如 911 當年的新聞司長朱邦造所言，在外交部抗議後就會在美國國會
中做大重的工作並聯絡親中的美國國會議員就會以違反“臺灣關係法”

的限制否決布殊出售攻擊性武器給臺灣的議案！  但在代表中央的人只

會在外交部抗議後鳴金收兵並簽下主席令將“不聽話”朱邦造發配中東

雷區做大使。  這種手法與上述 39-41 默許美國單方面對國企銅版紙

的雙重徵稅轉移賠償以色列協助隱瞞的損失的手法完全一致的： 就是說

外交部發言人在表面上循例發表聲明抗議一翻，再適時地給商務部加鏈載

口罩，這就是默許出賣國家利益的技倆！   
 

正如敝司的附件 19《致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書》所說

的，  現在已是最後時刻，如果還要阻止 外交部 聯絡親中的美國

國會議員以違反“臺灣關係法”否決布殊出售 8艘潛艇等攻擊性武器給

臺灣的議案，將等如準備 隨時讓解放軍在未來的台海當炮灰！  每個

正直的中國人，特別是 17 大正直的黨代表都應該當場質問江澤民與曾

慶紅能不能讓 解放軍當台海炮灰！ 朱容基更應 擦幹淚水 明白為何在

當牟“反恐宣言”時被排擠在外的前因後果，應為人民子弟兵及國家的

統一大業勇於站出來做好人了！ 
 

47.  更大的惡果還在後面，攻擊性武器助長了台獨的決心，為默許售武臺灣
及要求臺灣也協助中國隱瞞敝司的醫學界發明，陳水扁出示了江澤民字條

後，代表中央的人不甘示弱，馬上給陳水扁好看的，讓陳水扁在去年 5

月初的外訪差點沒地方加油，陳水扁也非軟骨頭，立即在去年 5月 15 日

敝司醫學發明 3周年大肆紀念重溫臺灣非典危機，大有 蓄勢 揭露隱瞞敝

司的醫學界發明之勢，令代表中央的人神經過敏地立即總動員在台的統戰

力量以紅彬軍倒扁⋯⋯現在陳水扁正在逐一清算國家在台隱藏幾拾年的

統戰力量，國家的損失己不可估量，台獨公投也將接近，再三在此提出： 

 還來得及，代表中央的人敢不敢在潛艇未交貨之前 促使 外交部

以正面的外交手段並聯絡親華的美國國會議員以違反臺灣關係法立案阻

止布殊的潛艇售台案？ 這就是是否出賣國防利益的試金石！ 
 

48.  上述可見，江澤民與曾慶紅為了打擊敝司，連如此損害國防利益的招數
也用上了，不惜解放軍當台海炮灰，也不慮臺灣獨立！ 但與 42.一樣由

於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法院無權過問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即本節有關

外交層次的訴訟，  但借此向法院證實隱瞞是需要國際協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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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此，本節及 附件 23-25 僅供參考

或法院在認定事關重大後可將此問題轉給有關部跟進，但應訴者也有

權也應選擇借此答辯，向人民交代顯示高風亮節的政治風度。 
 

十. 江澤民與曾慶紅的錯誤起源於在 1999年 
        濫用中央權勢毀了敝司兩廠 

 

49.   附件 26 是敝司林哲民於 2001 年 12 月 10 日通過寫給董建華的一封
信向江澤民陳情及求情，在 2001 年 12 月 20 日的電視新聞中朱容基跑

出來緊握董建華的手祝賀：“⋯現在的好人少了！⋯”及公佈了“送

禮”董建華批准香港政府可在國內建立自由貿易區，這顯然是還了倡議者

林哲民的一個公道 及 開解倡議者破壞中港關係之所謂“罪名”，也

引出朱容基總理也在 2002 年訪中東後為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

名言指站在倡議者(港人)立場來講是對的證實！  可見董建華當年代

為求情吃力的程度，董建華甚至可能須要押上生命及官位為保才會朱

容基有如此感歎！   
 

後來，林哲民也從福建地方親友黨員幹部中聽列傳來解除敝司暗

中“敵對制裁”的理由，那就是“上級”說的：“林哲民也是效忠江澤

民的！” 儘管江澤民之後又命朱容基收回建立自由貿易區也道出其中

奧妙，但“敵對制裁”敝司及林哲民至今末止！  更何況，正如附件

24 信中第四頁最後一段，在 2001 年 7 月中旬，張高麗的這個線人就叫王

忠達，王忠達原本也屬江澤民工業部長時的關係企業主管，為何要把勢

力申到香港高院？ 他透露說：“市政府的目的是要逼你(敝司林哲民)取

消廣東省高等法院駁回市中院重審的通知!”，我們追問都沒什麼過錯，

政府為什麼要如此對付我們，該先生說：“唉!我　領導人不高興，調走

李子彬市長、罷免院長的事，人家講是人家的事，你就不能講”！  

這就是上述所說的一己之私的一大史實！ 
 

50.  由上述均為事實，附件 27 是敝司於 1998 年 11 月 5 日針對深圳市中級
人民法院(1998)深中法房終字第 219 號民事判決書向廣東省高等人民法

院申訴書； 附件 28 是廣東高院立案重審的通知書，但深圳市中級人民

法院至今未能重審，  只因江澤民與曾慶紅代表中央權威的人淩架

在法律之上，還把勢力申到香港高院正如附件 4; 17; 24 所述，要“敵

對制裁”最終的目的是要讓敝司感覺到一無所有身無分文的可怕，要

自動去廣東省高等法院自動撤訴！ 但，這是民間低俗情緒的一種渲泄

啊？！ 導致了敝司及林哲民為此打足了 8年抗戰，導致了今天的無奈及

悲傷！ 
 

51. 話說回頭，其中，深圳市委秘書長及中院院長被免職被認為是為敝司出
氣一樣不能講？  這是冤枉的。 當時傳媒曾 回應 99 年將江澤民核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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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為何江澤民在亞州選 10 大最有權力排名落在李嘉誠之後為第七是

因為江澤民要批示兩次，陝西的一個以 35 萬人民幣買得一縣法院副院長

官位的流氓才會下臺，傳媒評估顯然是領導人在為此憤憤不平之際，才會

導至對秘書長及中院長下此重手以向外顯示權力的至高無上，因此敝司是

冤枉的！  只要依法行事償罰分明，少有領導人會理會傳媒的多方評估及

解讀，還有怕敝司聽“講”後轉口的道理嗎？ 但這也顯示敝司的電話早

被竊聽！ 江澤民工業部長時的舊屬王忠達就是證人，敝司也有共他人在

埸，曾慶紅在當時被號稱江澤民的大內總管， 是代表中央權威 對敝司

實施“敵對制裁”的人， 是指揮東莞及深圳的法官違法拍賣敝司資產

不受法律保護的人也由此可見；  
 

52. 正如附件 29. 敝司給深圳市長的信後指派沙頭角田心區趙福義警長于
2006 年 12 月 17 日上門受意接收申訴證據檔，敝恒昌電子(深圳)有限

公司立即於 2006 年 12 月 23 日及 30 日呈交由沙頭角田心區警長呈交

給深圳市長許宗衡先生，見附件 30.及 31.， 但正如附件 26 的線人，

即原江澤民工業部長時的舊屬王忠達所不違言，江澤民曾慶紅是代表中

央的人介入了務必“敵對制裁”本司之令尚在，深圳市長許宗衡當然無

力處理； 

 

53.    更不可思議的是顯示在附件 29. 于 2006.12.14 給深圳市長

的信第三段指出的，江澤民與曾慶紅 隱瞞指令包括不惜殺害敝司林哲

民的行政考慮事實！ 這裏要求法院轉介附件 29 信中記述的非法行

為相關部門跟進； 

 

54.    更不可思議的是顯示在附件 36. 是一對 500W 功率的手機天

線就在 2001 年 9 月起就偷偷地安裝在 敝司林哲民在香港辦公室

5-10 公尺內的大廈天井窗的暗格瞄準林哲民； 附件 37.是 香港的

電訊局專家在法庭的專家證據文件，證明電波輻射危害超過了中國

《環境電磁波衛生標準》798-200 倍的安全標準，整案的詳情陣列

在 http://www.ycec.com/LDBM/cacv332/2006.htm 上，這謀殺的天線是

香港 2萬多支如此天線唯一在非天臺 在住人的同一層安裝，謀殺的動機

明顯，且處處顯示有政府高層插手並向法庭使用假證人口供假誓章，林

哲民因此向警方報案，請見附件 38. 警務處長也不敢下令 CID 查

案致令年半，如果曾蔭權不是幕後人，那麼幕後人就是江核心在香

港的原班人馬！  如果江澤民與曾慶紅不是幕後的總指揮，就

應下令香港的警務處長查案！ 

 

55. 附件 30. 是深圳市長指派沙頭角田心區警長于 2006 年 12 月 23 日取
證的敝司在深圳市橫崗鎮分廠被 惡意違法判決滅資 的(2000)龍法橫

房初字第 19 號案件的說明，判決是違法是不經審訊的，且上訴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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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亦被剝奪，深圳市長已收閱了所有的書證檔，法院可以查閱； 
 

56. 附件 31. 是深圳市長指派沙頭角田心區警長于 2006 年 12 月 30 日取
證的敝司在東莞分公司被 惡意違法判決 滅資的(1999)東民初字第

1496 號一案的說明，判決同樣是違法是不經審訊的，且上訴的司法亦

被剝奪，深圳市長已收閱了所有的書證檔，法院可以查閱； 
 

57. 附件 32 是敝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逼于無奈於 2007 年 2 月 6 日向香
港政府駐北京辦事處求助；附件 33 是香港政府駐北京辦事處限公司逼于

無奈於 2007 年 2 月 6 日向香港政府駐北京辦事處求助；附件 33 是香港

政府駐北京辦事處於2007年2月16日將敝司的申訴轉給深圳市信訪辦函

件副本，法院可以查閱； 
 

58. 附件 34. 顯示敝司在 2007 年 4 月 3 日收到深圳市政府信訪辦一吳姓
處長的通知後的隔天立即以快遞呈交申訴文件，但敝司的電話被竊

聽及監視，一連兩天，深圳市政府信訪辦竟然沒有人敢於 2007 年 2

月 16 日將敝司的申訴轉給深圳市信訪辦函件副本，法院可以查閱； 
 

59. 附件 34. 顯示敝司在 2007 年 4 月 3 日收到深圳市政府信訪辦一吳姓
處長的通知後的隔天立即以快遞呈交申訴文件，但敝司的電話被竊

聽及監視，一連兩天，深圳市政府信訪辦竟然沒有人敢簽收信件！ 

最後連快遞公司聽話“扯皮”不退件， 無奈，敝司林哲民只好馬

上另行編印並於 2007 年 4 月 9 日下午 5 點前抵達深市信訪辦，附

件 35.以致函信訪辦辦理處李少淩副處長 記錄 當天不尋常的拒

簽全程。 當時，李少淩副處長召介給林哲民認於早就端坐辦公室

說服信訪辦的人不要理會敝司的申訴，這人就是前任信訪局退休領

導，該退休老翁說明“不要理”的理由對著林哲民說：“你知道

的，投訴去到聯合國，布殊也解決不了⋯”等等以這類言語軟硬兼

施逼信訪辦不要處理，這顯然還是 代表中央的人 以 似是而非的政

府決議 假公濟私地操控相關部門做出一些違法又是針對敝司不利、且

是滅資的慘不忍睹行為， 而這幕後的指揮者就是正如附件 26 原江澤

民工業部長時的舊屬王忠達所不違言領導人江澤民與曾慶紅無他； 
 

60.  附件 17 的 2006 年 12 月 27 日 中央電視為洗肺侵權撒謊是以生理鹽水
洗肺欺騙人民以假亂真並非孤獨，早在 2004 年 9 月 12 及 19 兩日，香港

政府的香港電臺電視部為香港大學微生物系教授袁國勇製作了一輯以

“5%濃度的生理鹽水”可以進入肺部 清洗感染的細菌的新聞片在香港兩

家主要電視臺播出以魚目混珠企圖代替 敝司發明的 PFCO 洗肺的藥物

後，被林哲民在全球廣泛發電郵宣傳揭露後政府丟盡顏臉，正值胡錦濤 在

2004年 10月 9日接替江澤民的軍委主席的幾天後與溫家寶總理馬上發表

聲明要董建華“ 提高管治水平”即是說撒謊也要講究不易給人一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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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聲明香港政府“...日後要 按照香港社會規律辦事 ⋯提高管治水

平。” 並指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長朱育誠在 2004 年 10 月

30 日進一步析解，就是說不要出醜了根本沒有“中央密令”這回事！ 但

曾慶紅是港澳的最高領導人又有曾蔭權為政務司長直接管理具體事務，因

此對胡錦濤溫家寶陽奉陽違！  但這顯示江澤民與曾慶紅以非中

央又似中央決議手法全為隱瞞敝司的醫學發明力干涉香港事務； 
 

61. 由上述可見，江澤民與曾慶紅自 1999 年開始就濫用中央權勢支持張高麗
政府以不文明的“敵對制裁”手段以毀滅敝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為目標的換取敝司並是“自動”地去解除附件 28. 廣東省高院要深圳市

中院重審的立案！ 難道江澤民與曾慶兩位國家領導人不覺得這是不屑一

提的黑社會幫派尋仇手段？！因此， 江澤民與曾慶兩位國家領導人必須 

下令全面解除暗中佈置的對 敝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及發明人林哲

民在中港兩地受盡的 司法歧視、虐待及搶掠： 
 

a. 下令深圳許宗沖市長 秉公處理 已受理的 敝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
司在廣東省東莞及深圳兩市的資產被法院非法拍賣案件的申訴； 

 

b. 必須下令中國知識產權局秉公審批《醫治非典》及《航空安全三措施》
發明專利申請； 

 

c. 必須下令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停止公開以權勢及官位為誘，逼使
香港法院剝奪司法權及判付巨額訟費為樂； 

 

十一.  結 論 
 

62.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
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隱瞞醫學發明觸犯了政治道德的底線， 代表中央的

人、身為簽署憲法的國家主席、副主席仍然屬公務員，因此不得違反《中

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五十三條（六）弄虛作假，誤導、欺騙領導和

公眾的規定， 不應剝奪 13 億人民分享人類共同財富的醫學發明權力，違

反公務員法（十三）違反職業道德、社會公德； 更不應該為一己之私打

開國庫支費國際協助隱瞞的費用，違反公務員法（十一）在對外交往中

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 
 

63. 江澤民與曾慶紅是代表“中央”的人沒有人會有異議，隱瞞醫學發明的政
治道德後果是前無古人的，古語說，民為貴，君貴清！  由上述的證實，

不要以為只要香港和國內大城市或省份規定將有可能的非典、禽流感

病人集中在兩間兩家主要的醫院偷偷“洗肺”就會問心無愧！   

隱瞞醫治非典的發明的罪惡 令 700 萬香港人對此帶來每小時一個生命不

治的無奈，一國兩制虛幻不實！   13 億中國人民特別是正將雲集

北京 17 党大代表們將瞪著雙眼注視著江澤民與曾慶紅如何回應每 2 秒鐘

7個命案的事實的指責， 如果能在 17 黨大其間公開承認這項發明，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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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結束，敝司不願看到有人會成為千古罪人，這事也害苦敝公司抗戰了

8年了，國家的損失更不可估量！ 
 

64.  身為簽署憲法的國家主席、副主席濫用中央名譽隱瞞敝司的醫學發明違
反《中國傳染病防治法》第 187 條規定，該規定指國家工作人員由於怠忽

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法院有責任應將此轉介有權起訴的部門跟進； 
 

65.  隱瞞敝司醫學發明的前科是於 911 後的 10 月，借 APEC 峰會簽署反恐宣
言之機出讓國防利益收買布殊反口不承認敝司在 911 後貢獻給人類社會

反恐最有成就的《航空安全三措施》發明屬賣國行為，這也是公然違

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三條危害國家的安全規定，法院務必

將此轉介有權起訴的部門跟進； 
 

66. 隱瞞敝司醫學發明的起源來自江澤民為一己之私也由上述證實，江澤民與
曾慶紅濫用中央權勢插手深圳、東莞公檢法，以黑社會手段、最終以違法

的司法判決強行拍賣了敝司唯有的兩廠資產並終止上訴的司法程式，雖是

代表中央的人、身為簽署憲法的國家主席、副主席的江澤民與曾慶紅也是

公務員身份，但居然踐踏《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九）濫用職權，

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令敝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

司的投資受不到國家的保護，身為國家領導人不管有任何自辯的理由，都

必須下令全面解除 暗中佈置的 對 敝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及發明

人林哲民在中港兩地受盡的 司法歧視、虐待及資產搶掠並下令國家要全

面尊重敝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的智慧產權。 
 

            此   致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                         

             
具 狀 人： 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時   間 ： 2007 年 10  月  12  日

  
蓋   章 ： 

 
 

 
附： 1. 本狀副本    4     份 

     2. 物   證    4     份 
 

a. 法人代表證副本 1 份； 
b. 委託授權書之董事會決 
議副本 1份； 

3. 書    證  1-38   件 4 份。  
 

http://www.ycec.net/Jzm-hk.htm  或 可由 www.ycec.com 見江澤民肖像點擊而入 
唯網上可見  1-38 書證   

http://www.ycec.net 對醫治 SARS 禽流感另有介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