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ubject：
1.幕後操縱者曝光，彈劾朴槿惠案令韓人格國格盡失，韓國會議長丁世均應撤職查辦！
2.閨蜜 修改 演講稿天 經 地義， 朴 槿 惠的忠厚 致 歉反被媒體利用哄骗幼稚的韓國人！
3.鳳凰 TV 節目請即公开何來幹政事例? 否則為幕後軍師黑手的立論不變！
4. 正邪惡鬥中，朴槿惠有難，各國領導人理當出手相救！
5. 由 e 道的設計可見, 劫持馬航 370 客機的機會只留給官方，澳洲政府不應帮倒忙，請即释放人質方有人道!
6.一國兩制已成笑話，梁振英應為 公 眾利益重 新 公佈加入 連 任競選！
英文版 見→ www.ycec.com/UN/161215.pdf or 中英版 htm
主頁:→http://www.ycec.com/UN/war-felon.htm

Respectable
由於www.ycec.com 突在香港於2021.3.03日被CE林鄭強行關閉後的疫苗
Any country
護照才敢出臺, 且在拜登插手後的Network Solution違規不指向可用也投訴
embassy, consulate
中，如下的.pdf or .htm 暫不可連接可轉yecc.sg, ycec.net or ycec.pk!
Dear
Sir or Madam:
本公開信對每個國家每個人都同樣重要！
This open letter same important for any country with anyone!
彈劾朴槿惠案並非單獨事件，全靠暗中行賄起哄所謂的“民意”舉世矚目！
Impeach Park G-h really not a isolated case and full by bribe in the dark to stirred up so-called “public
opinion” to be the focus of world attention!
不幸又讓本人看到了，於 2016.12.20 下午，鳳凰衛視節目正在專訪評倫員何亮亮之時，主持
人立即轉報鳳凰衛視剛收到韓國政府一信說，憲法法院通過彈劾案基本不變！如此的中國王朝對外溝
通平臺如血冼巴黎案兩案 扮演的角色不變！
And unlucky let me to seen, then Phoenix TV at once break off the visit to relay who had to received a
letter from Korea Gov., transmit for palace-backyard of CP China Dynasty to report the Korean nine judges of
Constitutional Court will on time to decide after on 2016.12.20 pm4:00！ So this for overseas of
connect-balcony as at Paris two cases of murder to play the role of role constant!
也因此，WHO 總幹事這中國王朝奴僕陳馮富珍也不甘落後急忙撒謊吹噓並背書伊波拉疫苗非
常有效並準備安排在 2018 年為幾內亞測驗！
Therefore, the thrall of CP-Dynasty of WHO's Margaret Chan also cannot bear playing second fiddle to
boasting and endorses 'very effective' Ebola vaccine prototype on 2016.12.22 and will be tested in Guinea
could be registered in 2018.
現，本人希望各國政府不可再盲目信任 WHO，從 www.ycec.com/HK/patent.htm 可見，沒有人性
價值觀的陳馮富珍就是中國王朝的奴才從 97 年 7 月都要誘騙兩代香港人利用疫苗下毒令智力如小
童，連起碼的 OECD 最新的 PISA/2015 成績排名中的中國及香港均大幅下降，美國的排名則更
糟，就因青年一代平均打 39 支疫苗！WHO 因此就如變種的納粹辦公室！
Now, I hope any country Gov., cannot eyeless to trust in WHO again, from
www.ycec.com/HK/patent.htm can to witness, that not humanity Margaret Chan already habit use shoot
vaccine to fools-HK citizen since July of 1997, now the minimum that hit parade by PISA/2015 of OECD,
China with Hong Kong even to down by a wide margin, American still too bad, because the young people
must to shoot-vaccine total 39 frequency, so WHO just is a variety Nazi office!
因此，請閱隨後的公開信後務必轉達給貴國領導人以及為災難中的朴槿惠伸出你正義的大手！
So pleas read below the open letter after must pass on for your country leader and to reach your justice
both hands for Park G-h !
Thank you!
Lzm/to add on
2016.12.22

《 非 法 彈劾朴槿惠案 令韓國人格、國格尽失！》
lzm/2016.12.15 in HK
kr.htm
PDF HK-htm CN-htm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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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國會彈劾朴槿惠案是 21 世紀最醜惡的國際隱瞞 PCT/SG2003/00145 醫學發明事件
的延續， 是在 2004 年故意羞辱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2006 年謀殺前任 WHO 總幹事李鐘
郁起用現任香港偷用雞婆大王陳馮富珍以及將前總統盧武鉉退休後推下悬崖被謀殺繼續
隱瞞的延續，但潘基文這糊塗蟲只為官職竟可對兩兄弟被謀殺而置之不理！
這就是中國王朝現代化的慣用手段，也即：暗中派人謀殺了你大哥後再起用你這小
老弟置之不理，那世人就無話可說了！
另從 www.ycec.net/KR/10-2005-7023913.htm 韓國專利局為停止對上述專利審查命令代
理人突然敲詐 US$9000 的手段也格外與眾不同！
但當 2015 年的中東呼吸症（MERS）爆發後，現任 WHO 總幹事這“偷雞大王”只得急
飛韓國教會醫院偷用這一發明之洗肺醫療法後才可結束！
只是普通韓國民眾不知情，WHO 這一可恥行為全在正直無比的朴槿惠總統眼中！
又當上述本醫學發明人於 2016.10.02 向韓國海關去信要求支付出入境 e 道的侵權索
償後，隱瞞上述醫學發明的邪惡目的最終也在香港曝光：www.ycec.com/HK/161007.pdf，
詳情從 www.ycec.com/HK/patent.htm 可見！
也未知南韓國會也會否只為懂得收取行賄並跪在中國江核心王朝面前不惜
剝奪韓國人民可救生權力不介绍給韓國人民？
香港衛生部門也已不敢再向市民宣傳打流感疫苗，可由各國駐港領事館見證、並向
自已的國家衛生部門報告惠及全國民已無可回避之餘地！
也與此同時，本發明人另一免費的飽和鹽水的家用健康保健法也應運公開並可馬
上惠及韓國民眾可大幅減少疾病並讓國民的平均年齡增加 20 年輕而易舉也盡在朴槿
惠眼中，正邪分明的總統朴槿惠拍板同意支付支付出入境 e 道的侵權索償也必然無疑！
也即自此之後在普天之下千年之內的國際社會均離不開這三大發明，且自 97 年回歸
中國後的疫苗已禍及兩代香港人的事實於 www.ycec.com/HK/161125a.pdf 不可否認！
也因此，中國江核心王朝指令在韓國的特工於 10 月底馬上強烈介入由香港鳳凰
TV 可見、全靠重金收買反對派，只以閨蜜如秘書般修改演講稿在沒有任何幹政事例的
情況下就將之無限提高到“閨蜜幹政”高度，再買下韓國檢方及媒體配合起哄欺瞞國
民加入示威行列，但人格高尚的總統朴槿惠決不後悔！
也因此，南韓國會在彈劾案中 違規作假 已令南韓人格國格在國際視野中盡失！

II.

南韓國會違規作亂彈劾案細節

南韓國會在彈劾案中 違規作假的證據何在？
問題！

因此，彈劾決議如何寫首先就是一大

右圖例所見，南韓國會在經 6 日起 2 天的聽證會傳召南韓
九大重量級財團領袖，包括現任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現
代汽車會長鄭夢九以及樂天、韓進等財團的代表出席，但均
無一與朴槿惠直接有關，也只是朴槿惠閨蜜如秘書一樣為朴
槿惠修改演講稿而已，何來幹政？
因此，彈劾決議書如何被 國會認可也 是一大問題！
首先，聽證會應以韓國檢方調查結果為主、再傳訊出席聽證會接受國會雙方議員盤問以
確認是否與彈劾決議一致，否則，南韓國會議長丁世均就應立即停止投票程式；
其二，從上右圖來自香港無線 TV 彈劾現場可見只有 3 分鐘，不見有如何投票驗票場面出
現，也只見南韓國會議長丁世均就此兒戲般地拍拍三錘就宣佈通過彈劾案後，結果，現場一
片不高興的呵斥聲而非歡呼聲；
其三，另從其他媒體報導可知，南韓國會藉口說為免有“作弊機會”一改過往電子按健
投票方式讓 299 議員分別轉進一小房間且以“不記名”投票無可翻查作證，如此一來，投票
結果蓄意讓小房間內 幾個收票人說了算的刻意安排十分明顯，這也是中國王朝的慣用手
法！
由上已清楚可見，南韓國會議長丁世均首先就是被重金行賄下違規作亂之關健人物；
儘管上述 彈劾案已 兒戲般 地表演通過，仍須憲法法院審理，也不知有何朴槿惠閨蜜幹政
的事實證據可供九名法官將審核？南韓國會理當公佈於世！
九名法官會否又被重金行賄從而胡鬧結案也將是另一重大問題！
希望九名法官 可收閱本公開信後 公證審理，不應一時的 貪財好色 讓韓國政府及韓國
人蒙羞於世！

III. 彈劾朴槿惠案之前因後果
由於出入境 e 道己在世界各國廣乏應用，同為上述兩大醫學發明之本發明人只好於 10
月份前後分別向 50 多个國家海關或內政部長提出侵權索償：
首先是當 lzm 向新加坡發信追索 e 通道的專權費用
後，也必然是李顯龍同樣不願如中國的赖猫不答同意支付
激怒了江核心！ 江核心也就起動大喉嚨鳳凰 TV 節目中讓
中國核心人員出場借南海立場 恐嚇影響中新關係 公開臭
駡了李顯龍 始於 9 月下旬！
更可耻的是，如右圖在台灣有 40 多年歷史的軍訓
裝甲車交由一台灣貨輪公司運回新加坡，但消息曝光，當該貨輪公司於 2016.11.23 經過慣常
習慣經過香港海域之時被香港海關違規叫進貨櫃碼頭扣壓，國際條例均有清楚規定，任何過
境的海輪或航輪空器均為所屬國領土之伸延，如非上岸再轉口均無須伸報，如違反進出口戰
略物品規例也是貨輪公司之責與新加坡政無關，但這只為方便江王朝的新聞發言人有個“藉
口”向新加坡施壓(當小土匪又不好意思開口只得轉口)不得與台灣來往，那就請香港政府事
先撤回駐台辦事處吧！
香港海關關長張雲正見此文後理當從速歸返，以免香港的國際信譽將再次當場破產！

其二，當本發明人向台灣誨海關出侵權索償後，有高尙價值觀、並非流氓地痞出身的台
灣總統下令財政部關務署回信查照支付不誤！
但馬上立即招來中國江王朝透過 鳳凰 TV 可見的陣陣臭駡
限期蔡英文承認九二共識！
就因蔡英文手握給前總統陳水扁務必要隱瞞上述醫學發
明的“江澤民字條”在手，由於沒有發惡本錢，鳳凰 TV 的臭
駡之聲只得逐日不見！
其三，由於朴槿惠 “闺蜜門”自 2016.10.24 才首先由在韓國媒“爆炸”, 所谓的“閨
蜜幹政”只是崔順實如總統一般秘書為崔順實修改演講稿正常不夠的一件小事，何來幹政？
但從 2016.10.26 起就由鳳凰 TV 引媒體提高到“閨蜜幹政”鼓吹要朴槿惠下台，而韓國在野
黨何來如此強大資金發動示威？
今天的朴槿惠就是昨天傳媒起哄的董建華！
韓國的一面倒起哄與香港傳媒由 2005 年 1 月為始、起哄要特首
董建華下台沒有兩樣，就因董建華同意於 4 個月前批准了本人的
PCT/SG2003/00145 醫學發明在香港專利觸犯了江澤民非隱瞞不可要
害！
因此，重金買下韓國在野黨、檢方及傳媒起哄把白說成黑，這
對擁有無限可用國庫資金的江核心王朝簡直是易如反掌！
這一切全在法國總統奧朗德眼中！
奧朗德本在 8 月初還被報導“信心滿滿談法國總統大
選 12 月決定是否參選”！但為何會在本月 1 日宣佈他不
會在明年的法國總統選舉中謀求連任！
就因從 www.ycec.com/UN/151021-hk.htm 的史記可
見難阻中共江澤民非隱瞞 lzm 醫學發明不可的決心，針
對奧朗德這真正男子漢不會忘記 ISIS 襲擊《查理週刊》
更慘忍的血冼巴黎案两案由 鳳凰 TV 扮演的角色！
奧朗德也因此於 2016.12.01 日宣佈不求再連任告知江澤民，如此公開的侵權不支付專
利費學你當土匪寫入史冊？不求連任了，你冇符!
其四，同樣的，下左圖的新西蘭總理務必也要處理新西蘭海關於 2016.10.10 也同樣收
到了 lzm 追收出入境 e 道的侵權費通知。
從報導的正文可見，還有一年任期的約翰基總理突然
宣佈辭職的決定，但“說話聲音顯得有點顫抖。”！
他指基於 “家庭理由”請辭，形容自己多年的總理生
涯令身邊至親作出了巨大犧牲，選擇辭任總理的決定非常
艱難，亦未清楚自己今後的去向！
為何如此艱難及可憐？ 也就因約翰基 2008.11.9 日就任總理 10 個月後，新西蘭專利
局於 2009.7.06 就審查完畢通知已批予 PCT/SG2003/000145 在新西蘭專利，但還差正式公告
發證前必然足就被約翰基總理突然叫停不知去向，見: www.ycec.sg/nz/540943.htm
www.ycec.net/nz/54093.htmor net
約翰基總理是以辭職並非借“走佬”唔卑錢 lzm， 而是借此向西方集團剛當選的特朗普抗
議： 即當年我聽你們的決定叫停已審查完畢通知已批予 lzm 的專利，偷偷摸摸在新西蘭偷用

lzm 的洗肺醫療法專利發明也罷了，今天的 e 道專利同屬 lzm 的發明且公開開在應用，不給侵
權費 豈不是要我向新西蘭人民承認本約翰基就是小土匪並臭名昭著地留下史冊？
就因全球已到了非承認 lzm 的洗肺醫療法發明地步，老
卡斯特羅己知他無臉交代 2015 年讓古巴醫療隊代勞前往非州
偷摸為 ebola 病人洗肺才可平息尹波拉災難，老卡斯特羅又
學不了 2007.6.02 扮死的中國副總理可躺在棺材中扮死 10 分
鐘供拍照為江澤民頂罪、只好如右圖以骨灰盒扮死！
但黃菊的骨灰盒終不也於 2015 年被扔出了八寶山！
約翰基總理與眾不同之難堪之處在此， 特別是自 10 月份起同時發明人另一免費的飽和
鹽水的家用健康保健法也應運公開，如何向新西蘭人民宣傳推廣確實難堪無比！
且包括出入境 e 通道现有共三项发明的廣泛應用，也即在千年之內普天之下，當你一早
睡醒睜開雙眼之後、或出入國門又到年老入土之前均已離不開 lzm 的發明！
也因此，約翰基總理只好以辭職為自咎還可稱基本人品尙存之良者，但這並非唯一良
策，只要他知錯能改敢為新西蘭人民負責，本發明人豈會怪他 2009 年之错！
其五， e 道侵權源頭之一的香港的出入境署也必然在索償名單中，為阻止有基本人性
原則、價值觀的梁振英政府依法支付，在習近平被正式加冠為中央核心後，江核心仍全力出
擊不停手，借全力介入挑起的彈劾朴槿惠事件、另加恐嚇怖局如不在南韓國會公佈彈劾成動
後立即自行宣佈不連任競選，連其女兒必然有難，果然如此：
也就在南韓國會還沒點票之前的於 2016.12.09 日下
午 3 點正，無線 TV 新聞直播就“按時”提前事先大叫
“彈劾通過”讓“預約”中的梁振英聽到後第一時間自
動宣佈不競選連任！
也即是說，江核心也擔心彈劾朴槿惠不一定有把
握，但先把梁振英哄出來自動宣佈不競選連任也好為江
核心指定的胡國興这糊塗法官競選特首開路！
聯合早報也指港媒: 梁振英深圳收勸密令，48 小時內決定終結特首生涯！
更多詳情見:www.ycec.com/Advice.htm 選擇 2016.12.09 時段之『忠言逆耳』！
就因朴槿惠與邪惡之鬥正有難在身，而專會破壞香港以法制為基礎的
“一國兩制”胡國興等糊塗法官的“事蹟”將會在下一期公開信向全
港市民見面，他們正是隱瞞上述拯救 SARS 國難並阻止捅破疫苗為愚民
手段不可取代的醫學發明，也即是今天香港如此混亂的首批罪惡禍首！
也因此，他們務必要為今天香港如此可悲的施政、民生環境包括自 97 回歸中國後
被借疫苗下毒 蠢民愚民甚深已有两代香港人承擔法律責任, 如胡國興還不退出不被
利用莫怪本公下筆不留情！

見右圖, 破壞香港法制基礎的竄改法規高手在此！
在江核心在港人馬的操控下，現任的律政司長袁國强也敢公開藐
視立法會的存在 公開在法律官網竄改現行 123 章 第 14AA 條法規只為
支持屋宇署非法拆除本發明人合法之工廠大厦天台貨櫃屋也算了， 竟
連附近業主也不放過已近人命關天地步!
現恭請梁振英特首辦速查上訴審裁小組 LM144-2016 案件編號為何
至今不結案？蓄意在等胡國興任特首後再開槍殺人或搶劫明顯！

袁國强

更可恐佈的是，如今的香港高院起訴或上訴案務必還要事先交納高額的訟費 保證
金 ，如近期的兩位被裁定不依法宣誓開除的立法會議員，那麼，是否表示香港的司法
公正已徹底完蛋？！
就 因胡 國 興 本 就 竄改法規高手！如再讓這 對 “ 活 寶 ” 一搭擋，香港的司法制度將一
絲不存！ 也即如此的律政司長可否再留任胡作非為已是梁 特 首 及 政 務 司 長 任 內 特 等 大
事！
如此可見，梁特首及政務司長就不该以個人理由不連任留下個爛攤子劈炮走人！
同樣的不該把曾蔭
另 ， 也該在 此奉 勸如 香 港 財 政 司 長 曾 俊 華 決定參選特首，
權年代的那班蠢蛋衛生官員拉出來墊背，也就因他們同樣也均須承擔已害民不淺的法
律以及經濟責任！
本 人 也 應在 此 力 勸尽 管 早被架 空依法施政 困 難 的 梁 振英仍 要三思如 何帶領慘 被 愚
民蠢蛋化的两代香港人走出困境、並以 重建“一國兩制”為首 要使 命務必重 新宣佈競
選連任！

IV. 結 論
南韓國會彈劾朴槿惠的作弊案已令韓國人的人格及尊嚴在國際視野中一絲不存！ 也即無
一干政事例，
追究韓國會議長丁世均違紀亂法的法律責任，將是被騙或受賄起哄有所醒
悟之韓國媒體知錯能改的最後機會！
現，對中國江王朝的金錢美女手段 不起作用的 特朗普總統 終於在美國站了起來了，美
國為年青一代平均打 39 支疫苗愚民年青一代也應立即停止，基辛格也再次及時訪華，特朗普
也以不再只承認一個中國發出了最強烈信號！
聰明的香港鳳凰 TV 節目主持人再白折騰也將毫無義意，就因本人協助小布殊解除 911
恐怖危機的《航空安全三措施》措無一落洞，劫持馬航 370 客機的機會只留給官方的衛星
及地面機場控制中心，立即釋放人質方為人道，今天風行全球的 e 道只是其一的權力要求
足已見證！
更因普天之下皆有本發明千年不變，今後還有更多！
要有基本價值觀，切莫發白日夢、普天之下並非你江王朝天下獨有，無條件立即歸順
習核心才可救黨救國！
最後，更希望各國駐港領事報告本國政府，如學不了中國撒謊以“生理鹽水”取代本發
明之 PFCO“洗肺液”但偷用於拯救生命，本發明人暫時可表示理解！
但非涉及救生之各國出入境的 e 道系統的侵權如不付費則沒有商量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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