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书 
中国共产党的英名不能毁于一旦！ 

 

如果代表“中央核心”领导人犯了错该怎么办？  “江核心”时代的错误

顺延十七大是否可再置之不理？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 隐瞒敝司在 2003 年帮

助香港及北京战胜非典危机的医学发明后遗症令国家的声誉在国际社会低下不

齿及每年超过仟万条生命得不到医治付出的代价！ 
 

在过去几年，上述中央领导人轻蔑隐瞒医学发明的罪过这严峻的问题就摆

在十七大代表们面前！  请先阅读附件的“公审曾荫权，偿还香港数万市民命

债”为题的特辑一及二，  虽然非典危机一去不返，但禽流感、肺结核等大量

肺炎病人他们是有权获得医学进步的医治保命，这离不开政府的承认及推广包

括教科书的更改后的全民教育！   代表们从特辑中看到被中央推荐贵为特首

“⋯没有责任去替原告人推销或宣传”的无知及兽性，  曾荫权竟不会对相等

于每 53 分钟便生杀一个急性肺炎病人感到隐瞒的愧疚！  代表们还从特辑中看

到曾荫权滥用以手中法官的任命权以官职诱惑法官从事巫判讼费压迫这发明

人！  温家宝在 2007.04.11.pm离开韩国之前敝司通过韩国总统让他看到这样的事实，

温家宝当即发表感触三点演讲予批评， 但正如 2005 年 2 月 25 日经济日报向各界串

联全城起哄逼董建华下台显示江泽民政坛谢幕「余热」及渲染曾庆红才是港澳事务决

策者“真命天子”一样不当温家宝一回事正因为曾荫权是曾庆红圈点的！ 这就是曾
荫权为何如此胆大包天，颠倒法治就来自曾庆红一人之上万人皆下“做好这份工”

的变态心结！ 可见，他俩不杀人，千万人却为他们而死！ 
 

代表们从公审的特辑中看到了 186 倍于香港人口的中国，隐瞒“洗肺”医

疗法付出的代价更是每秒钟杀害 3.5人的肺炎病人及中国每年 1,116万的肺结核

病人需要医治，打破隐瞒的逼切性责任严峻地摆在代表们面前！  代表们还可

以从敝司的 www.ycec.net 上看到发明另有更广泛的应用： 
 

1. 中国官方医院正在公开侵权；            
2. 《新华网 2005 年 11 月 01 日》报导中央集资为 20 万矿工洗肺； 
3. 央视撒谎洗肺使用生理盐水；  
4. 福建邵武煤矿出资为职工“洗肺” 已涨价一万元人民币左右;  

 

如果生理盐水可以洗肺的话，为职工洗肺需要一万人民币吗？   代表们

看到了是江泽民为了他个性化的隐瞒导致了整体中国社会道德的堕落！代表们

更应该知道，隐瞒是需要国际协助的，中国政府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就前几年向新加坡、泰国派遣千人包机豪华旅游讨好团等也虚耗不少国库暂

且不提，数佰亿美金的订单瞄向美国议员家族企业也不提， 今年 2月的以色列爆

发了类似北京非典的肺炎感染， 当敝司在 3 月 12 月向以色列医院介绍敝司“洗

肺”医疗法的发明后令朝野哗然要逼以总理下台。  美国的紧急介入送给中国一

套肺结核新闻片安排在凤凰卫视信息台于 3月 22日向中国领导人播出示意索赔，

中国领导人马上指示香港的生局长周一岳 籍 3月 24日为 「世界防痨日」开幕

典礼时表指出香港结核病呈报个案每年六千宗，由凤凰卫视即晚上播出响应赔偿

的人口比率，美国务卿在当晚马上急飞以色列摆平哗然的纠纷， 美国马上就在 3

月 28日起单方面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铜版纸抽税转帐支付对以色列的赔债！ 
 



自此， 西方各国亦同时在 WTO控告中国侵权以备单方面抽税赔偿各国每年

的结核病人，墨西哥更具体地以 1亿多人口比例每年 8万伍申算每人 6000美金向

中国提出要每年赔偿 5亿多美金！  十七大代表们是有必要清楚，凤凰卫视信息

台的突发新闻往往是国与国暗中交易秘道平台(自 7 月 24 日起深圳盐田区的有线

转播已奉命将凤凰卫视信息台切断以免敝司洞察真相)， 随后，或许国际赔偿国

库也难支，凤凰卫视信息台又播出矿工洗肺新闻片，但对一瓶瓶黑熬熬液体闭口

不谈是生理盐水或敝司专利的 PFCO液体向外教授如此的贼公计！  
 

十七大代表们清楚地看到为了隐瞒， 这是一个以低下国格示人也在所不措的

姿态！ 为何领导人宁可拿国家的财富及有损国体声誉都要知错不改？  并且， 这

种偷偷摸摸的贼公计是无法改变民间打针吃药退烧旧习的，避免不了会导致类似

香港的急性肺炎病人每年近万死亡个案的！ 难道今天的中国领导人面对隐瞒导

致在中国每秒钟杀害 3.5 人的肺炎病人可以不心软？ 
 

十七大代表们还应知道，布殊明知隐瞒医学发明是有违人性价值观是不会长

久的，为何又协助中国隐瞒的存心不良从布殊 2007.06.12在「共产政权受害者纪

念碑」落成仪式中痛骂出来了：“ ...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夺走一亿人性命，

光是在中国就有数千万受难者。而值得警惕的是，以邪恶和恨为基础的共产

主义，到今天还继续存在。”之一席话已露弦机！  
 

难道江核心这与我恒昌电子又有何仇恨基础吗？  没有人比现任深圳市长

许宗衙更清楚的，  他看到的证据显示敝恒昌电子 (深圳 )有限公司 1999 年在

东莞及深圳的两间工厂受到法院非法判决的肢解正在等候按国家赔偿法作

以赔体现国家保护外资承诺！    
 

代表们不可不知，当董建华收到林哲民 2001.12.10 信后于 19 日北京述职之

机向江泽民为敝司林哲民作政治担保，要求对林哲民“网开一面”一时获得许可，

朱容基从 TV中跑出来与董建华握手并口直心快地说:“⋯现在好人少了！”可作历史

见证， 该信中显示出 99 年江泽民的卷入是个错误的开始！   因此又导致 911 后又

以默许布殊出售攻击潜艇等台湾关系法禁售的武器交换布殊反口已承诺并采纳敝司

托起美国股市的《航空安全三措施》发明给予专利，现在，8艘潜艇快要完工，台独

的路正在加紧步伐， 中国政坛若有好人的话应适时挺身出捍卫国防利益了，不要以

为这样又会让我恒昌电子捞到什么好处！  敝司从不指望中央会感谢敝司承救非典国

难的发明，敝司只想深圳市赔偿在深圳投资后就可远离这罪恶之地！   
 

最后但愿十七代表们能够拿出勇气向领导问责！ 清朝都有枷锁自罚的君王

留名青史，不要因为江泽民的威望尚在就放弃原则放弃改错的勇气，以免在这人

类的医疗史上，中国共产党的英名也会毁于一旦的！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07 年 8 月 27 日  

 

  



公审曾荫权，偿还香港数万市民命债 辑二. 
致全球各华人团体、侨领及各传播媒体书  十四  

 

     比“六四”更可怕更血腥千万倍的事实就发生在今天的香港！ 在 Aug.05, 
2007公审曾荫权辑一 让全球华人、全港各界都清楚地看到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那就是政府卫生署承认本港急性肺炎每年导致近万人死亡！  主因在于帮助香

港政府渡过 SARS 危机的“洗肺”医疗法及 PFCO 清洗药的发明因曾荫权决意

的蓄意隐瞒，  这从曾荫权成为被告后拒绝答辩  不敢  反诉  以“恢复受损的
名誉”在于自知理亏不敢“对薄公堂”说个清楚！   
 

     全球华人、全港各界要看到了“…卫生官员即使知道有关发明，亦没有
责任去替原告人推销或宣传。”曾荫权在法庭上的陈词的野蛮及丧失人性！但

曾荫权在法官的支援下，仇视社会文明、草管人命偏与发明人过不去， 曾荫权

宁愿违背基本法第 47-48条职责 执行《医院管理局条例》第 V部的规定为公众利

益 却拒绝向医管局发出书面指示在医院广设“洗肺室”以创新的医疗法拯救肺炎

病人生命，即 宁愿每 53分钟便杀害一个急性肺炎病人，也不让发明人林哲民从

获得智慧产权受到尊重的利益！ 这显示普选的重要性！    
 

曾荫权以如此的狭窄的心胸 让世人看到了身为香港特首的公德心，更不

用说人之常情的恻隐之心了！因此，每年近万死亡肺炎病人家属有权索命赔偿！
 

另外，香港人还必须知道一个秘密，生局长周一岳今年 3月 24日籍主持「世

界防痨日」的盛大典礼向各国承认香港结核病个案每年有六千宗同意 22日亦只在凤凰

卫视信息台播出的美国结核病人因隐瞒发明的侵权面临医疗费按人口比率的赔偿，这

是中港高层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秘道”！因此在隔天全港报纸及 TV无一敢报导！ 起因

是以色列在 2月份出现与 SARS一样可怕的肺炎，一下就死掉 170多人 死亡率高达 30%

以上，因为隐瞒发明己国际化，西方各国都向 WTO 提出侵权赔偿，其中 1 亿人口

的墨西哥更具体以每个结核病人 6000美元计算即开价每年 5亿美元！也就说，曾荫

权政府应一视同仁地 赔偿香港 结核病人 每人 6,000美元！   
 

    曾荫权为何如此胆大包天，视法治于无物？  因为行政长官手握法官的任命
权，曾荫权早己布署以官职  诱惑  法官违法！ 例如，在 CACV 122/2004 一案，当

邓国祯、任懿君及林文瀚法官 诬判林哲民近百万讼费后，邓国祯立即提升为上诉庭副

庭长，林文瀚立即提升为土地审裁处庭长以资奖励！  亦在 LDBM61/2002一案非法判决

的讼费曾荫权 亦以提升 罗雪梅讼费聆案官为区域法院暂委法官作交换 巫判 林哲民

要多付数万讼费！  香港的法治已经死亡！香港传媒似乎做乖乖仔排队拿奖去了，

警方也不敢查涉及曾荫权的报案，取而代之的已是曾荫权的个人独裁！ 
   

     当公审曾荫权的辑一.已于 2007.08.05传遍立局、区议会及各界，曾荫权却

却自 9日起北上向他的新旧直属上司曾庆红及江泽民 展现“做好这份工”上述

的丰功伟绩！ 希望两领导人看看自已双手是时候收拾残局了！186倍于香港人

口的中国，隐瞒也同时帮助北京渡过非典危机的“洗肺”医疗法付出的代价更是

每秒钟杀害 3.5人的肺炎病人及中国每年 1,116万的肺结核病人需要医治！  
 

 

厂商会日昌电业公司          本页网址：http://www.ycec.com/UN/070815.htm   
林哲民                 浏览主页: www.ycec.com/UN/Lt-to-world-051017.htm      
 Aug.15, 2007               http://www.ycec.com/Prosecuted-TYQ.htm 



公审曾荫权，偿还香港数万市民命债 辑一. 
致全球各华人团体、侨领及各传播媒体书  十三  

 
 

      比“六四”更可怕更血醒千万倍的事实就发生在今天的香港！   那就
是由隐瞒帮助香港政府渡过 SARS 危机的医学发明引起！  
  

2006 年 12 月 28 日，卫生署的顾问医生曾浩辉在召开的记者会上介召了

新界两猪农肺炎死亡的经过并强调，本港急性肺炎死亡个案常见，是本港第三

大刹手，每年导致数仟至一万人死亡！ 而医治 SARS 发明洗肺灭菌的医疗法

是可以特效地应用到对肺炎病人的医治，每年近万的亡魂大军必然会有你的亲

朋戚友受害其中，因此，隐瞒者曾荫权就成为超级大屠夫！你有责任加入公审

行列！ 
 

于 2007 年 7 月 31 日，我们向 60 位香港立法会议员传真了上述重大议题

的申诉信全文可在网址 http://www.ycec.com/UN/070731.htm 供浏览，两大主题

是：  1. 范太辞职无助唤醒曾荫权维护法治；  2. 隐瞒渡过 SARS 危机的发明

等同杀人犯！  而这近万亡魂的大屠夫就是香港的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  
 

因上述，忍无可忍，我们只好在 2005.11.09 起诉曾荫权！ 四大讼因就陈列

在 www.ycec.com/Prosecuted-TYQ/HCA-2260-2005.htm 上， 原讼庭朱芬龄法官蓄

意曲解法律规定条文踢除本案让如此的杀人犯逃离法网等同帮凶或杀人犯！  

又因 2007 年 7 月 26 日，上诉庭张泽佑、袁家宁法官  更是不问是非  缺乏独立

审讯原则中止聆讯，现唯有诉诸  市民公审  为庞大的亡魂大军申冤！  
 

从曾荫权的两次陈词中，有无数医疗专家可协助答辩的曾荫权默认了发明

的有效性，却在 2006.04.03 的陈词 7.写下了如下卑俗屁话欺骗法庭：  
 

1. 原告人的发明专利陈列在智慧产权署网站上，发明根本不能被隐瞒； 
2. …卫生官员即使知道有关发明，亦没有责任去替原告人推销或宣传； 

 

    官方网站上发表发明专利与官方承认应用发明根本上就是两码事！  问题

就出在如果这个发明是医治 SARS 及各种肺炎的唯一良药可以救人一命，  那

么，难道不是民选只会“强调打好这份工”揣摩主管港澳的老板中央常委曾庆

红圣意的曾荫权就没有责任推介给各医疗单位让市民受益，让香港每年近万

条肺炎病人的生命免于死亡？   
 

     又当讼因中指责曾荫权侵权，为隐瞒的需要他令卫生官员向市民推销类
固醇等抗生素战胜 SARS，还一度愚弄市民虚构 Tamifiu 可医治禽流感促发抢

购潮，更指使港大的袁国勇教授制作 TV 特辑虚构生理盐水可入肺“咙”出细

菌，公开以假乱真狡诈侵权代替原告人的 PFCO 的专利药品！  因此，原告人

指责曾荫权违反香港法律第 284 章《失实陈述条例》及侵权违反司法公正，曾

荫权的陈词无法反驳这些事实，只在在 2006.04.03 的陈词 8 狡辩行政长官没有
与原告人定立合约，《失实陈述条例》不适用，也就是说特首是可以撒谎的！ 
 

但全港市民都看到曾荫权两次的宣誓就职要诚信为民，要保护智慧产

权，要效忠基本法！  基本法第 35 条不是保障香港居民有权对行政部门和行政人

员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吗？  曾荫权还刚刚出书立着要“为每一市民”“做好



这份工”吗？   难道这不是与民之约又是什么？   但是，由他指派的  朱芬龄

法官  也就这么  为保官职“做好这份工”就这么简单地“认为”《失实陈述条

例》不适用就踢除整个讼案，为曾荫权打开法网，也令香港法治社会的神话破

产！ 
 

现在，全港市民可以品味特首曾荫权的政治道德了！  
 

 在此，我们还要严正指出， “洗肺”的发明更必须更改教科书才会全民

谐知，不能再拿 Tamifiu 欺骗市民了！  正如去年底死亡的两名肺炎猪农，隐

瞒令医生及猪农不清楚肺炎的病因是细菌跑进了肺部繁殖属表面性质的细菌

感染，“洗肺”才是肺炎最新最有效的医疗法！  因此，他们只得信任政府“推

销或宣传”Tamifiu 或类固醇等抗生素， 他们在发烧 4 天内体温过了 39℃还继

续吃退烧药，去到北区医院两天，北区医院不仅没有发明人“洗肺”药物 PFCO

的制药机，医生更不懂要为他们立即“洗肺”而死亡！  为什么身为行政

长官会执着怕救人一命会“益佐”让原告人检到便宜？   难道是  Tamifiu 或抗

生素厂家懂得给回扣或其它利益  给  曾荫权或卫生官员？   而原告发明人不

懂，曾荫权就认定没有责任去替原告人推销 PFCO 的制药机！ 
 

为何香港会有如此愚不可及并毫无政治道德的人当我们的行政长官？    
 

曾荫权更对不起香港社会的是，为免爆发禽流感、猪链菌求助原告人的发

明，曾荫权不惜以行政手段收回牌照将新界的鸡农、猪农赶尽杀绝，让业者失

去生计，也让今天的香港人要食贵肉！ 
 

我们要指出 曾荫权必须  为 2003.05.15 后死亡的 SARS 病人，为去年底死

亡的肺炎猪农及卫生署承认的香港每年有近万名急性肺炎  死亡者家属  赔偿

命债！ 
 

 而多年来放纵曾荫权隐瞒医学发明的香港传谋人是时候深刻反省

他们的政治道德到哪里去了！  比“六四”更可怕更血醒千万倍的事实就摆

在香港传谋人面前，他们该如何发动公审为冤死的亡魂申诉、为民请命！ 
 

为香港每年近万冤死亡魂，必须立即公审曾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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