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共合作倒扁之危機四伏！ 
致全球各華人及各傳播媒介書 五 

Jun.11, 2006/lzm 
 去年的3月份，揪著董建華在工作辛勞之余曾不經意地私下間向友人訴苦笑說有

時候真想辭去行政長官一職，也就這麼一條“辮子”被抓，香港全城媒體起哄董建華
被迫辭職還歷歷在目，今天的台灣，全台媒體起哄，泛藍誓要把陳水扁轟下台，共
手法如出一轍！  

  
相信全球華人都在焦急觀注，雖凰鳳衛視在台灣還沒有落地權，但有小耳朵接

受器者可以接受並從中發現，媒體起哄均經精密的幕後策動。  6日報稱連戰對馬英
九反對罷免案不滿，計劃周末赴美領取「網路新都」獎項落空並由連戰長子連勝文
在北京證實有此事，正邪兩大勢力的作力點又遠及大洋彼岸！  結果，陳水扁末扁，
馬英九已先被按下馬頭喝尿成了扯線公仔，本支持馬英九立場的李敖也要被逼在旁
呷了兩口，只靠傳媒人、政客評述的證論起動擺免違背以事論事原則師出無名， 因
此被陳水扁譏為 奪權采取大陸文革式公審並誅滅九族手段！ 雖然，馬英九辯稱陳水

扁腐敗，但李敖不剛在凰鳳衛視節目中數落連戰只兩代人為官身家便200億有多，收
入與官職相稱嗎？ 馬英九一下子墮落為不擇手段政客形象，08年大選選票肯定要减
少5個百分點以上！因此，馬英九應盡早擺脫扯線公仔角色恢復自我，國民黨才
會脫胎換骨為中華民族帶來希望。 

  
國民黨受控制的程度顯然已與香港的民進聯不分上下，江澤民以字條私通陳

水扁默許美國售賣8艘潛艇及大量軍售，交換要求協助作廢林哲民航空安全三措施在
美國的專利申請及隱瞞林哲民醫治SARS的發明，難道江澤民不會透過國民黨去控制
台灣立法會嗎？  因此，購買8艘潛艇及大量軍配遙遙無期，陳水扁5月中訪問南美，
北京的封殺、交涉更令陳水扁感受到江澤民手段的愚弄，台灣選擇在5月15日發明醫
治SARS的日子紀念SARS三周年挑動了江澤民的神經，陳水扁已經沒有退路，台灣
專利申請號是92116132，台灣政府公開承認林哲民醫治SARS的發明才對得起歷史，
才會觸發中共內部正派力量抬頭，台灣政局才會轉危為機！ 因此，要請有心人轉告
陳水扁，在人類的醫學史、文明史上，一個顯赫位置只等侍一位有緣的政治家去簽
署！ 相反的，如果陳水扁若再以此另為籌碼與之交易，這將是更加愚不可及的。 

  
話又說回頭，國民黨今天如此輕率、嘩眾取寵、非政治家視野的擺免手段、

被幕后操控，台灣肯定會走到今天香港政府淪落、無法無天的地步！ 
  
在隨后的附件目錄索引有致全球各華人及各傳播媒介書1-4，香港政府淪落的

證據是確鑿的，“黑金蔽案”是台灣起哄倒偏口頭禪為臺灣家喻戶曉，然而在香
港，HCA2260/2005為香港特首曾蔭權2005年被告案號，被告隱瞞、侵權及謀殺的曾
蔭權拒絕答辯自知天理難容，在2006年4月3日通過電台預先向全港市民告別離港隱
居走佬，走佬要大筆資金，因此，隔天硬著頭皮出席民建聯會議拉票支持添馬艦興
建政府總部計劃為抽水奔波，以此欺騙市民將來民進聯的轉軚非在中央代言人曾慶
紅左右下民進聯在立法會的多數票令曾蔭權得米的結果， 報上披露，4月20日曾蔭權
往海南島會見主公曾慶紅 講數後 塵埃落定，随即公佈將總部面積比原先減少一成而
48億的工程費不變，上月的5月30日立法會工務小組又通過工程費撥款增至52億元的
建議每平方米建築成本達3萬1000元的天價為曾蔭權走佬及撑到下一任特首抽水10億
8億創造了條件！ 

  
可見“黑金/白金”在今天的香港是全無分別的，今天的民進聯就是明天的國民

黨，但愿全球華人及各社團各僑領深思，而香港今天的法治與人權低劣，香港已變
相被江澤民指定的領導人曾慶紅-曾蔭權私有化並無分別，支持祖國統一，支持一國
兩制的熱情被利用了！ 更多的控訴及揭露，請您瀏覽http://www.ycec.com/advice.htm  

  
     2006年4月29日, 我們通過給美國參眾兩院的信揭露美國商會的批評香港空氣汙染
要撤出在香港的投資指的抨擊的是政治空氣社會制度的腐敗，曾蔭權拿出一張香港
維多利亞港春天的晨霧美景的照片欺瞞市民，說美國商會的批評沒有其他的含意，
我們的空氣汙染就是這么嚴重，你看，有圖為證→ http://www.ycec.com/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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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060319-TVB.pdf   
  
    2006年6月8日，曾蔭權政府不知侮改，繼續欺騙市民，煞有介事地說是每年約有
45%日子處於低能見度水平，即差不多每兩日就有一日天空灰濛濛，環保署表示是整
個珠江三角地區面對的污染問題！曾蔭權欺騙市民撤謊在此盡見其廬山真面目！ 香
港島面向南大海，每年60%日子吹東南風，維多利亞港上空氣對流量不夠大嗎？珠江
三角地區廠家的屎氣又幾時可以吹到香港？曾蔭權欺騙市民撒謊的嘴臉在此無所遁
形！ 難怪美國政府呀呀聲罵在肚里：“xx曾蔭權你這只大話精，貸款珠江三角地區你
的港商作污染處理用又怎話啫！” 
  
    全球各華人及各傳播媒介聽著，曾蔭權政府的墜落也涉及到了警方，報案號KT-
06008472，事因香港官塘興業街14號永興工業大廈的物業管理經理在LDBM48/2005
一案將大廈手機天線大換小作假供違反司法公正並證據確鑿，立案於2個月前，由於
該天線涉及曾蔭權，警方就不查了，聲稱是周幫辦的(T852-27040501)拒絕地說：“我
們查案有程序，違反公正判錯了你可以上訴嗎！…”  
  

而香港的衛生褔利及食物局是周一嶽，在前天公開狂言亂語天線的輻射危害
健康無醫學證明。手機天線一般在900Mhz以上的微波波段，盡管迄今無醫學證明興
腦腫瘤絕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但任何微波的輻射有如微波爐一樣可以加熱身體，也
就可以不同程度地殺死肉體細胞仍危害市民健康，但周一嶽胡說：“醫院至今未曾
出現好似澳洲出現集體腦腫瘤病例＂是不確的，在LDBM 48/2005一案中，已有兩人
腫瘤病例，周一嶽對此案一清二楚，因為，周一嶽屬下的衛生署長被傳上法庭作
供，而本案的天線輻射量超越中國衛生標準798倍由衛生署專家書面確認，周一嶽
的“無醫學證明＂實為曾蔭權以798倍中國衛生標準量謀殺網開一面，這顯示曾蔭權
政府草管人命！ 
  
     上述可見，林哲民再次疾呼各地華僑領袖不可對港台的今夕脫變輕心，中華民族
的墮落的源頭在此！台灣今天尚有王子犯法與民同罪，而香港呢？  中央支持曾蔭權
依法治港的口號十分動聽，所見的只是江澤民透過曾慶紅-曾蔭權-李國能-馬道立將
香港私有化！  這就是我中華民族的墮落的證據！ 這也將帶來全民對共產黨政府管治
嚴重的信仰危機！ 難道香港政府不覺隱瞞林哲民的醫學發明並司法逼害林哲民全無
罪惡感？  曾蔭權還真够顏臉地準備在下個月訪問新加坡！ 林哲民在此向你證實， 
香港的議員們只知普選分享權力，香港的媒體主持人還在回味人壽配股的利益！ 歷
史的責任要求僑領的你要勇敢地站出來揭發真相拯救我中華民族！  

  
林哲民 
Jun.1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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