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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訴 狀 

呈狀書 日期： 2013 年 5 月 29 日 

呈 狀 人  ：   林哲民     

住     ：   新加坡                       

電郵      ：   ycec_lzm@yahoo.com.hk  290619513@qq.com    
電話/傳真 ：   Tel: 852-3618-7808    Fax: 852-8169-2860 

文件代收人：   林頎 君    

住    ：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路 1 段 100 號    

專利申請案號： 92116132                    

發明名稱：    肺臟 SARS 感染的表面處理 
Surface Treatment of SARS-Infected Lungs 

訴狀針對  ： 經濟部訴願決定書 

(經訴字第 10206094620 號 於 2013 年 4 月 2 日作出) 

本訴狀呈  ： 台灣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新此市板橋區縣民大道 2 段 7 號 3-5 樓 
                 Email    :  ipcemail@judicial.gov.tw   
              查詢電話: 886-2-2272-6696 轉 113    專用傳真: 86-2-2272-6377 

 

行政訴訟因由 

 

1. 本訴狀人因第 92116132 號發明專利的申請，不服智慧財產局於 2012 年 8

月 17 日核駁審定書向經濟部提起訴願申請，而上述的經濟部訴願決定書的

極端不據法理的駁回顯然是在新任的張家祝部長奉命下主持的結果。 

《再審查核駁全文》 

的駁回理由： 

2. 智慧財產局於 2012 年 8 月 17 日發文駁回申請的理由集中在《再審查核駁

全文》(七)(1)-(5)分別針對第 92116132 號申請的專利要求範圍的獨立 1

項及附屬的 2-5 項，如下： 

(七)(1)的審定理由為：申請人迄今仍末提出『全氟化合物 (per fluoro 
chemicals, PFC)』混合『臭氧,03』之液體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之

功效資料，故欠缺實驗例及其功效資料之合理支援⋯，因此，不

符專利法第 26 條第 3 項『合理支持』之專利要件。 

(七)(2)的審定理由為：附屬項第 2 項所請之液體 PPC 混合之 03 可釋出

O1，申請人仍欠缺本案所請之液體欠缺殺滅體外感染源之功效資

科，故不符；專利法第 26 條第 3 項合理支持之專利要件。 

(七)(3)的審定理由為：申請人迄今仍未提出附屬項第 3 項所請『液體 PFC

之代替液混合之 03 可釋出 01』之液體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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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資料⋯，不符專利法第 26 條第 3 項『合理支持』之專利要件。 

(七)(4)針對：附屬項第 4 項所請之液體可加入抗生素或殺菌劑。 

審定理由為：申請人迄今仍未提出功效資料之合理支援，不符專

利法第 26 條第 3 項『合理支持』之專利要件。 

(七)(5) 針對：附屬項第 5 項所請之『肺部表面處理法』。 

審定理由為：附屬項第 5 項所請之『肺部表面處理法』涉及『治

療方法』，依專利法第 24 條第 2 款之規定，應不予專利；申請人

僅申複理由而未修正或刪除申請專利範圍，故依專利法第 24 條第

2 款之規定，應不予專利。 

3.  上述明顯的，綜合駁回申請的理由卻只有一條“欠缺實驗例”及附屬項第

5 項涉及『治療方法』兩項，此兩項駁回的理由是否 合理合法 將是本次的

行政訴狀法院審理的要點。 

訴願申請書駁斥 

審定理由荒唐 

4. 主審法官可從智慧財產局調集的訴願申請書 4.a-h 清楚無疑地看到了已將

上述的(七)(1)的審定理由駁得體無完膚： 

a. 訴願書 4.a 首先指出了專利審查是故意、粗暴地濫用了專利法第 26 條第 3項“請

求項⋯須為發明說明及圖式所支持！”又寫不出 PFC混合或加投臭氧的哪些“功

效資料”欠缺？  又因『臭氧,03』溶解在任何液體中具有殺滅細菌包括體外

感染早已是高中化學的基本常識，這就是專利審查員故意、蓄意作廢本發明的見

證！ 

b. 訴願書 4.b-f 列舉除發明說明書的那份由《國際上公認由網上下載的臭氧滅菌消

毒的實驗資料》及圖式所支援外，更進一步提供： 

1. 3M 公司 US6537380B2 專利支持在 PFC 溶液中溶解(加投)臭氧的能力； 

2. 附件 2.是剛下載的特為 2009 年環保工程師考試網校輔導網頁“臭氧極不

穩定，分解時放出新生態氧［O］（即本說明書單氧 O1）。對具有頑強抵抗

力的微生物如病毒、芽子孢等具有強大的殺傷力。臭氧能氧化有機物，去

除水中的色、味，還可去除水中溶解性的鐵、錳鹽類及酚等。”⋯； 

3. 剛下載的附件 3. “臭氧消毒原理”也同樣說明臭氧在水溶液中產生的單

氧 O1 殺菌之功效早在教科書中應用 150 年以上！附件 3.b 的《臭氧滅菌消

毒的實驗資料》與本申請說明書的那份由《國際上公認由網上下載的臭氧

滅菌消毒的實驗資料》完全一致； 

4. 公開日為 2003-01-02 的文獻號-EP1268734，申請人還是國際知名的 3M 公

司證實 PFC 溶液中溶解(加投)臭氧可作為清潔殺菌用途⋯; 

5. WPI Abstract Accession No 2002-721810/78 & RU2187984 是兩份應用中的

發明， PFC 液體中溶解臭氧(PFCO)的方法可用於眼睛炎症即人體治療的發

明在其摘要中證實，雖與本申請的應用領域不同，但“殺滅體外感染源之

功效資料”是一致的，估不到審查員仍裝傻扮不明、藐視申請人原說明書

早就在有 PFC 混合臭氧之液體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之功效資料”更不理

會如此的功效資料如附件 3.早為教科書所普及⋯; 

5. 上述可見，如果說專利審查有權“抽秤”實驗資料是否足夠的話，專利審查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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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指出欠缺在哪？ 智慧財產局最終在訴願答辯書有所回應，如下； 

訴願答辯書 

狡辯如常 
 

6.  智慧財產局最終在訴願答辯書有所回應，由答辯書理由(三)1-8 分別針對

訴願理由二.4a-h 陳述反對理由，見如下 7-13 節； 

7. 在答辯書理由(三)1.中： 

a. 以“惟訴願人所提之資料「液體 PFC 混合之 03 可釋出 01」系用於清潔電子

產品的表面，其技術特徵與本案：『「全氟化合物(per fluoro Chemicals，
PFC)」混合「臭氧，03」液體(處理液呼吸輸入肺葉)』具有經肺部表面處

理有殺滅體外及/或體內感染源治療「肺部感染疾病(之患者)」不同，施用

物件不同，無法相互引用；”； 

○注 . (為何同一技術特徵不能用於人體治療？為何無法相互引用？答辯書

是有責任一一分辯的，但沒有!) ； 

b. 另，訴願人認為本案所請之『肺臟 SARS 感染的表面處理』源自於『細菌感

染』，『洗肺醫療法』為本案之技術特徵(如本案說明書第 3 頁第 32 行，本

發明系關於肺臟病菌感染創新藥物及醫療方案』、第 5 頁第 24 行，SARS 是

小於 50 納米的超微病菌』、第 7 頁第 4 行「SARS 病菌」第 9 行『SARS 病菌

細胞』第 13 行廠 SARS 病菌』第 25 行『消滅菌劑或抗生素清理肺泡 SARS

的感染』第 3l 至 32 行，殺滅 SARS 病菌(當今醫學界仍誤認為是 SARS 病

毒)』)，訴願人於再審查階段 98 年 8 月 24 日之再審查申復理由書(申複理

由)之 9.『肺部的 SARS 感染是屬體外細菌感染非體內的“病毒感染”是可

以“洗肺”亦即本發明的“表面處理”醫治 SARS 病人』，而對此技術特徵

訴願人並沒有提出功效數據資料以支援(即『全氟化合物 (per fluro 
Chemicals，PFC)』混合「臭氧，03』液體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之功效)，

故本案審定理由為不符專利法第 26 條第 3 項『合理支持』規定並無違誤，

訴願理由 4.a.並不正確。 

○注 . 答辯書在上述 a.否認不了專利的同一技術特徵為何不可用於本申請

的應用又在此糾纏不清。 

8. 答辯書理由(三)2. 

          訴願理由二．4.b：訴願人進一步認為本案說明書圖 4-6 為 PFC、臭氧的配製方法

及工作流程圖並包括表面處理及臨床實務方框，可對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有力的支

持。惟有關本案說明書圖 4為 PFC，臭氧的配製方法及工作流程圖、圖 5為表面處理

及圖 6為臨床實務方框，所揭露之技術特徵並不是功效資料資料，不能為申請專利範

圍第 1頊所請之，『「全氟化合物(per fluoro Chemicals，PFC)」混合「臭氧，03」液

體』對肺部感染之治療功效資料之證明，故本案審定理由為不符專利法第 26 條第 3

項「合理支持」規定並無違誤，訴願理由二．4．b.並不正確。 

○注 . 揭露之技術特徵並不只功效資料一項，PFC 混合(加投)臭氧的功效資料在說明

書四.2.不提也不駁斥，答辯書就喜歡如此糾纏不清。 

9. 答辯書理由(三)3. 

     訴願理由二．4．c：訴願人認為本素之審查全文並未反駁說明書已有《國際上公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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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網上下載的臭氧滅菌消毒的實驗資料》有何不妥? 欠缺何在? 且本案之再審查核駁

審定理由書已確認 US6537380B2 為 3M 之專利其公告日在本案申請日之前，而再審查

核駁審定理由書仍指責本案說明書欠缺支持第 1 項中之 PFC 混合臭氧 03 之液體”具

有殺滅體外感染源之功效資料”? 到底是對PFC液體可否混合臭氧03有質疑?還是對

《臭氧滅菌消毒的實驗資料表》即臭氧 03 可在液體中產生單氧 01 殺菌之功效有質

疑?。 惟訴願人所提有關 3M 之 US653738082(之第 2 欄第 18 行 SUMMARY 0F THE 
INVENTl0N 至第 63 行)為本案之相關前案，其技術特徵在以含有 fluorinated solvent 
and ozone 清潔液用以 C1eaning and  processing  scmiconductors  and  integrated 
Circuits  including  Silicon  and  Ga/AS  substrates，為電子產品之清潔使用，而本

案之技術特徵在以『「全氟化合物(per fluoro Chemicals，PFC)』混合「臭氧，03 」

之液體』可經肺部表面處理施用於之『肺部感染疾病(之患者)』，兩者施用物件不同，

訴願人難以 US653738B2 電子產品之清潔液做為本案，肺臟 SARS 感染的表面處理，之

功效，故本案不符專利法第 26 條第 3項「合理支持」之規定並無違誤，訴願理由二．

4．c. 並不正確。 

○注 . 答辯書已知訴願人怪責審查未反駁說明書已有的「臭氧滅菌實驗資料」，就此

一閃而過，不理會技術特徵一致，轉轉口就拐到了 3M 之 US653738082 並藉口“清

潔液用”不適用醫療，真碰上是有文化的流氓要另眼相看了！ 

10. 訴願理由二．4．d：附件 2．為網頁下載之 2009 年環保工程師考試網校輔導網頁，

臭氧極不穩定，分解時放出新生態氧[0] (即本說明書單氧 01)對具有頑強抵抗力的微生

物如病毒、芽子孢等具有強大的殺傷力、臭氧能氧化有機物⋯，臭氧 03 可在液體中產

生單氧 01 殺菌之功效，在任何的液體中混合之 03 釋出可在液體中產生單氧 0l 殺菌之

功效(如本案 2012 年 2 月 13 日之審查答辯理由書之 5.c)，而 3M 公司 PFC 液體是比水溶

液有更優良的特性。惟訴願人所提之附件 2．為『臭氧放出新生態氧[0)』施用於環保，

而3M公司PFC液體之技術特徵在以含有 fluorinated Solvent and ozone 之清潔液為電子產

品之清潔，而本案之技術特徵在以『「全氟化合物(per fluoro chemicals，PFC)』混合廠臭

氧，03』液體』為患者之『肺部感染疾病』經肺部表面處理，顯見兩者技術手段不同，

不能以其做為本案之證明，故本案不符專利法第 26 條第 3 項』合理支持』之規定並無

違誤，訴願理由二．4．d．並不正確。 

○注 .答辯書十分清楚臭氧有強大殺菌力的技術特徵，審查都不見可以擇文駁斥本

說明書四.《肺臟“表面處理”的單氧療法》，憑什麼可否定不可伸延到清潔肺

部感染疾病之用？  兩者技術手段不同？沒錯，所以才本說明書圖 4-6 為

PFC、臭氧的配製方法及工作流程圖並包括臨床實務方框等技術手段支持專利法

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 

11.訴願理由二.4.e：附件 3．為網頁下載之早已揭露且應用之“臭氧消毒原理”也同樣說

明臭氧在水溶液中產生單氧 01 殺菌之功效為，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請之全氟化

合物 PFC 之液體對比水溶液更為優勝可由 3M 公司之專利證實，PFC 溶解臭氧比是水溶液

的 7倍以上，而審查核駁意見只會向申請人要 PPC 混合臭氧之溶液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

之功效資料。惟『臭氧消毒原理』之『臭氧消毒』難如訴願人所稱其具有如本案申請專

利範圍第 l項所請之，液態全氟化物(per fluoro Chemicals，PFC)中混合臭氧(03)構成肺

部表面處理之液體，之功效，即第 1項所請之：液態全氣化物(per fluoro chemicals，PFC)
中混合臭氧(03)構成之液體』為『肺部表面處理(用於患者之治療)』，不同於『臭氧消

毒』為『產出完全達標的高品質桶裝飲用水(不是用於患者之治療)(如訴願書之附件 2．

b，即訴願書之 4．E.之附件 3．)』，故本局審定本案不符專利法第 26 條第 3 項，合理

支持』之規定並無違誤，訴願理由二．4．e並不正確。 



 

 ５

    ○注 .答辯書十分清楚臭氧在 PFC 液體優勝水溶液，但又在此耍賴不可伸延到患者之治

療並提高到不符專利法第 26 條第 3 項的合理支持！ 

12. 訴願理由二.4.f：訴願人認為 EPl268734(公開日 2003 年 01 月 02 日，申請人為 3M 公

司 ， 其 網 址 為 http://patent.ipexl.com/EP/EPl268734.html) 其 中 ： “A homogeneous  
non-aqueous compositions containing a fluorinated S01Vent，ozone，and optionally a  
CO-So1vent and the use of these compositions for Cleaning and oxidizing substrates is 
described．”, 中文即為：“敍述一種相同且非水的合成物包含氣化合物、臭氧，以及隨

意的任一種那些的合成共溶劑可作為清潔以及氧化生化基礎物質．”其中，substrates
即生化基礎物質，即包括本案申請的肺部感染細菌。惟訴願人所提 EP1268734 文中之

「substrates」為『semiconductors and integrated circuits including silicon and Ga/As  
substrates』系為電子產品之物質，而不是訴願人所認為之廠生化基礎物質(包括本案申

請的肺部感染細菌)』，所以難以 EP1268734 所  揭露之技術來支援本案，故本案不符專

利法第 26 條第 3項『合理支持』之規定並無違誤。  

○注 .答辯書又在此裝扮不具備應有的審批發明的邏輯思維能力的傻仔，3M 公司這一

為電子產品的專利產品其共同的消毒原理是完全可進入肺部清治感染細菌

用途，只是當時在申請專利時不懂而己。 

13.  訴願理由二．4．g：訴願人認為 WPI Abstract Accession No 2002-721810/78 ＆  
RU2187984，是兩份應用中的發明，PFC 液體中溶解臭氧的方法可用於眼睛炎症

的發明是其摘要，雖與本案申請的應用領域不同，而本案說明書早已有 PFC 混合

臭氧之液體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之功效資料”。 惟訴願人所提之 WPI Abstract 
Accession No 2002-721810/78 ＆  RU2187984 不僅資料不全；亦無本案技術 PPC

混合臭氧之液體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之相關功效資，而料難為本案合理支持之證

明，故訴願理由二．4．g 並不正確。 

    ○注 .答辯書又再耍賴，有摘要足已，英國專利局檢索出來，台智慧財產局有何

好賴的，資料不全只是個藉口！ 

14.  訴願理由二．4．h：訴願人認為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PFC 液體及臭氧在

肺部領域”並無相關前案。 惟本案癥結在於不符專利法第 26 條第 3 項支持之規

定，再者，訴願人所提之補充證據也都無法支持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PFC

液體及臭氧在肺部領域”之治療功效，故訴願理由二.4.h.並不正確。 

    ○注 .答辯書扮無知藉口本說明書不支持專利法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只志在作廢

本申請心態難改，見如下更詳細的駁斥。 

駁斥 

訴願答辯書 

15.  訴願人於 2012.12.25 呈交了駁斥訴願答辯書，駁斥答辯書 3-6.指答辯書堅持

竄改專利法 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 

a. 答辯書理由(三)1.以“惟訴願人所提之資料「液體 PFC 混合之 03 可釋出 01」系

用於清潔電子產品的表面，其技術特徵與本案⋯「肺部感染疾病(之患者)」不同，

施用物件不同，無法相互引用；”，肺部感染疾病在本發明說明書已被界定本質

同為體外的表面處理，審查中並無被否認，答辯書無權說“無法相互引用”，如

此的答辯顯然無知及粗暴！難道不可有新的發明及應用？詳情請參閱駁斥訴願

答辯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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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答辯書理由(三)1.以“訴願人認為本案所請之『肺臟 SARS 感染的表面處理』源

自於『細菌感染』，⋯『肺部的 SARS 感染是屬體外細菌感染非體內的“病毒感染”

是可以“洗肺”亦即本發明的“表面處理”醫治 SARS 病人』，而對此技術特徵訴

願人並沒有提出功效資料以支援(即「全氟化合物(per fluro Chemicals，PFC)」混

合「臭氧，03』液體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之功效)，故本案審定理由為不符專利

法第 26 條第 3 項『合理支持』是種蠻橫的錯誤，因為『合理支持』就在發明說

明書『四.肺臟“表面處理”的單氧療法』應有盡有，審查中有提過任何的質疑

嗎？答案是否的！  

c. 明顯的，儘管在本上訴人在訴願書或駁斥訴願答辯書均有提及『功效資料』

即在本申請發明書『四.肺臟“表面處理”的單氧療法』所列舉的國際認可

的「臭氧滅菌消毒的實驗資料」中，訴願書訴願書附件 3.a-b 更進一步證

實了臭氧滅菌『功效資料』早為電化教科書的普通知識，儘管沒有臭氧殺

滅 SARS 細菌『功效資料』，但其同類不同族的 “冠狀病毒”或“甲型流感

病毒”等的實驗資料不也包括在其中？ 不也含括在本申請的權力要求

中？  因此，答辯書憑什麼可以一提再提不懂不明不支援第 26 條第 3 項規

定？  明顯的，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存心作廢本發明申請，只得倒轉審查專

利原則並強迫申請人提供『功效資料』後又一概不認賬，以為這是存心作

廢本發明申請的殺手鐧，那就大錯特錯了！  

16. 由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已顯露廢本發明申請殺手鐧的真面目，所以，要駁斥智

慧財產局針對本申請要求的第 2-5 的附屬項的訴願答辯書 9-16.就更加簡單了，

如下； 

17. 訴願答辯書 9.針對附屬的權力要求 2.指明在要求 1.的藥物液體特微為含氟元

素的液體及單氧 O1 殺菌劑的產生，這在本申請書均有詳細論述且並沒有在審查

中受到任何質疑且在肺部細菌感染領域中沒有先例，且因“液體 PFC 混合之 03

可釋出 01”早為基本常識更由訴願書附件 3.a-b 證實早為電化教科書，但訴

願答辯書仍不停地“要求本申請人提供『治療功效』之支援(理由如上述)”， 智

慧財產局內簡直儘是一批只求作廢本發明申請不惜惡像見人的訓練有素的八哥； 

18. 針對附屬的權力要求 2.的答辯書理由(三)10. 否認了『當今各國均認同

的審查原則是，獨立是請求即本申請第 l 項是否成立才是唯一是否批與專

利要項，其餘附屬 2-5 要求是否可成立審查員有權作出文字修但不得為作

廢申請要項處理。』，因附屬的權利要求志在保護專利要項不受侵權，答辯

書企圖一旦作廢本申請不成功為也要伏筆掠奪本申請的附屬項權力也四處

可見； 

19. 針對附屬的權力要求 3.的答辯書理由(三)11.否認訴願理由 4.b-g『附屬

項第 3 項為保護第 1 獨立項而設訂明可代替液體 PPC 之液體可以是未來發

明的產品，又何來實驗例及其功效資料”。』 十分可笑的是，答辯書不敢

回答如此的指責，轉身即指『惟 US653738082 所揭露「液體 PFC 混合之 03

可釋出 01」系用於(電子產品之)消毒，與本案「殺滅(本案)體外感染源」

不同，故訴願理由二．9．並不正確。』脫身，但有何不同？答辯書又說不

出！難道 PFC不可有新應用的發明？！ 一項全新的發明應用又何來實驗例

及其功效資料？ 審查員的企圖明顯： 即要為假若否決不了本發明的應

用，也要否認附屬項為或明或暗的侵權開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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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針對附屬的權力要求 4.的答辯書理由見(三)12. 又如上述 19.反駁 

(三)11. 的一樣老套老土，答辯書理由即然認為：“不一定能對『肺臟 SARS

感染的表面處理』產生治療之功效”，附屬項只不夠要維護請求第一項不受

侵權完全可以假定第一項可能的代用品並無傷害他人利益可言，因此訴願理

由的 11a．是正確不誤的；經濟部官方在此看到了 即然智慧財產局否定

不了本申請發明的產生治療之功效就必須立即批予專利，讓申請人將之推廣

到臺灣社會以拯救生命，否則，智慧財產局務必受刑事責罰，以及因此得不

到本發明的醫療法獲救死亡的家屬將有權起訴智慧財產局索賠。  

21.  針對附屬的權力要求 5.的答辯書理由(三)13.對應訴願理由二.11.b.同

樣與理由(三)11. 12 的一樣老套老土，專利要求的附屬項均為防止現有、

或末來可能有的新發現、發明的侵權不屬本發明之應用，又何來什麼功效

資料支持“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做什麼？ 審查員只求違法作廢

本發明亂套了專利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審查員就要知恥而收口！故訴願

理由二．11b．也正確不誤； 

22.  針對附屬的權力要求 5.的答辯書理由(三)14.的“訴願理由二.13.b.及

C.”，本節的答辯理由以『惟本案申請專利範圍之撰寫方式未有明確之申

請標的，依請求項之全體解讀為治療方法，』耍賴 回應訴願理由 13．b- c. 

對審查不公的指控， 專利的申請以權力要求為範圍 從來如此，涉及醫

療法就是醫療法？豈能“全體解讀”為治療方法？智慧財產局未免過於邪

門了！  經濟部官方看到了智慧財產局耍賴的本領竟是有如此的厚顏無

恥，也看到智慧財產局根本無悔改之意！故訴願理由 13.無誤； 

23.  由上述可見，本上訴人在駁斥訴願答辯書做了結論，即審查員違反審查

專利發明最基本的原則，即扮演起如民事法官審案一樣：當事人要提供證

據讓法庭信服的規則；而專利的審查規則剛剛相反， 不外有二： 

a. 其一是審查員務必要出示檢索報告，看有否先前發明影響本申請發明的新

穎性，但本案沒有，足見本明的申請是史無前例的； 

b. 其二是擇文駁斥正如專利法第 26 條第 2項中所指的要有“發明說明及圖式

所支持”及發明說明書『四.肺臟“表面處理”的單氧療法』應有盡有實驗例及

其功效資料，但審查員做不到，因本發明的說明書無懈可擊，但智慧財產

局只得“扮演審案判官”不停違心要求發明人提供所謂的『實驗例及其功

效資料』反其道而行之，然後又耍流氓不認賬，如本文 9.針對答辯書理由

(三)3., 反指 3M 之 US653738B2 只是電子產品之清潔液而已，那麼如附件

1. 臺北榮民總醫院早在本發明前早有將 PFC 用於人體只是不同領域又說

明瞭什麼呢？ 

c. 更多的詳情見 2012 年 12 月 25 日呈交的駁斥訴願答辯書原文。 

經濟部訴願決定書 

如何裁定分歧 

24.  訴願決定書理由二.(二)及(三)清楚展示出經濟部對爭拗是十分清析的： 

       (二) 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1 至 4 項所界定之技術特徵，訴願人未提出各該請

求項所界定之液態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之功效資料資料，故本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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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範圍第 1 項至第 4 項所請之發明無法為其發明說明所支持，且本案之

發明說明未明確且充分揭露，而無法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者。 

       (三) 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5 項所界定之技術特徵涉及『治療方法』，應不予專

利。 

25. 訴願決定書三.明白到訴願人不服及訴稱： 

   (一) 本案專利說明書之圖式第 4 至 6 圖為 PFC 與臭氧之配製方法及工作流程

圖，且包括表面處理及臨床實務。而臭氣可在液體中產生單氧殺菌之功

效，此有所檢送相關證據資料可茲證明(參照訴願書附件 2：西元 2009 年

環保工程師考試網校輔導網頁之臭氧消毒原理一文；訴願書附件 3：中國

電壓化學網之臭氧消毒原理一文)，由前揭證據資料可佐證本案申請專利

範圍第 1 項之技術特徵已為發明說明所支援。 

(二) 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所界定之液體 PFC 混合之臭氧 03 可釋出單氧 01

之技術特徵，系為高中化學教材，且為最基本之特性，故本案申請專利範

圍第 2 項之技術特徵亦為發明說明所支援。 

(三) 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3 項所界定之液體 PFC 之代替液混合之臭氧 03 可釋

出單氧 01 等技術特徵，系為未來發明之產品，故無實施例及其功效資。 

(四) 本案申請專牙真 J 範圍第 4 項所界定之液體可加入抗生素或殺菌劑等技

術特徵，系理所當然之道理，故無實施例及其功效資料。 

(五)  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5項所界定之肺部表面處理法的液體藥品專利的保

護範圍適用於[包括]非典型病菌感染的疾病包括其他任何肺臟表面「感染

的」疾病的醫治之技術特徵。其中液體藥品，系必須應用之藥品專利。 

(六) 綜上，本案未違反核駁處分時專利法第 26 條第 2 及 3 項及第 24 條第 2

款之規定，爰請求撤銷原處分。 

26. 訴願決定書四之 本部查： 

(一)  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系界定『在肺部感染疾病的領域中，肺部表面處理

的專利液體藥品[學名]為 在液態的全氣化合物(Per fluoro chemicals，PFC)

中混合臭氧(03)構成』，而本案專利說明書之發明說明中並未載明所請「全氟

化合物」混合「臭氧」之液體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功效之實驗資料或資

料。另本案說明書之圖式第 4圖為 PFC、臭氧的配製方法及工作流程圖；第 5

圖為表面處理；第 6 圖為臨床實務方框等技術內容，均非前述功效之資料。

又訴願人所提出有關  3M 之 US653738082(第 2 欄第  18 行 SUMMARY OF 
THE INVENTION 至第 63 行)作為本案之相關前案，其技術特徵在於以舍有—

fluorinated solvent and ozone 之 清 潔 液 用 以 Cleaning and processing 
semiconductors and integrated circuits including silicon and Ga/As substrates，為

電子產品之清潔使用，而本案之技術特徵在於以『全氣化合物(perfluoro 

chemicals，PFC)混合「臭氧 03」之液體』可經肺部表面處理施用於之『肺部

感染疾病 (之患者)，兩者施用物件不同，自難 US653738082 電子產品之清潔

液做為本案「肺臟 SARS 感染的表面處理」之功效論據。另訴願人於專利申請

階段仍未提出全氣化合物(Per nuoro chemicals，PFC)中混合臭氧(03)之液

體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功效之資料資料，而無法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基於發明說明所揭露的內容，利用例行之實驗或分析方法即可



 

 ９

延伸者，或對於發明說明所揭露之內容僅作明顯之修飾即能獲致本案申請專

利範圍第 1 項所記載之申請標的，故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請之發明無

法為其說明書或圖式所持。又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界定之技術內容，

亦未於發明說明中明確且充分揭露，而無法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是以，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

違反首揭專利法第 26 條第 2及 3項之規定。 

(二) 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2 至 4 項附屬項系依附於第 1 項獨立項。其包含第 1 項

所有技術內容，並分別進一步界定第 1 項之『液體藥品中的 PFC 規定為所有含

量的含氟元素的液體及任何含量的由臭氧分解出單原子氧[單氧](01)為殺菌

劑的產生』、限制在 PFC[或]的其他代用液體中混合臭氧或可促成產生單原子氧

(01)的任何元素』及『液態為介質的藥物的表面處理液中限制添加任何殺害或

抑制病菌生存的任何元[因]素，包括其他杭生素或殺菌劑的注入』等技術特

徵。而本案專利說明書之說明說明中並未載明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全氟

化合物」混合「臭氧」之液體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功效之實驗數據或資

料，亦未載明前揭各附屬項所請「液體 PFC 混合之 03 可釋出 01」、「液體 PFC

之代替液混合之 03 可釋出 01」及「液體可加入抗生素或殺菌劑」等具有殺

滅體外感染源功效之數據資料，而無法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基於發明說明所揭露的內容，利用例行之實驗或分析方法即可延伸者，

或對於發明說明所揭露之內容僅作明顯之修飾即能獲致本案申請專利範圍

第 2 至 4 項所記載之申請標的，故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2 至 4 項所謂之發明

無法為其說明書或圖式所持。又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2 至 4 項所界定之技術

內容，亦未於發明說明中明確且充分揭露，而無法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是以，本案申請專利範圍

第 2 至 4 項違反首揭專利法第 26 條第 2 及 3 項之規定。 

     (三)  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笫 5 項係依附於第 1 項獨立項，其包含第 1 項所有技

術內容，並進一步界定肺部表面處理法的液體藥品專利的保護範圍適用於

[包括]非典型病菌感染的疾病包括其他任何肺臟表面[感染的]疾病的醫

治之技術特徵。而該技術特徵屬人體疾病之治療方法，依首揭專利法第 24

條第 2 款之規定，應不予發明專利。 

(四)  至訴願人於訴願階段提出西元 2009 年環保工程師考試網校輔導網頁之臭

氧消毒原理一文及中國電壓化學網之臭氧消毒原理一文等相關證據資料，

用以證明本案之發明說明可支持其申請專利範圍第 1 至 4 項所載之技術內

容云云，惟查，西元 2009 年環保工程師考試網校輔導網頁之臭氧消毒原理

一文(參照訴願書附件 2)為「臭氧放出新生態氧(O)」施用於環保，兩者技

術手段不同，且「臭氧消毒原理」(參照訴願書附件 2 及 3)之「臭氧消毒」

亦難達成訴願人所稱「液態全氣化物(per fluoro chemicals，PFC)中混合臭

氧(03)構鹹肺部表面處理之液體」之功效，即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

界定之「液態全氣化物(per fluoro chemicals，PFC)中混合臭氧(03)構成之液

體」等技術特徵，系為「肺部表面處理(用於患者之治療)」，不同於「臭氧

消毒」為「產出完全達標的高品質桶裝飲用水(不是用於患者之治療)」。又

訴願人所舉 EPl268734 文中之「rsubstrates」為「rsemiconductors and integrated 
circuits including silicon and Ga/As substrates」系為電子產品之物質，而不是

訴願人所認為之「生化基礎物質(包括本案申請的肺部感染細菌)」。 另所

舉 WPI Abs-tract Accession No 2002-721810/78 & RU2187984 不僅資料不

全，亦無本案 PFC 混合臭氧之液體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之相關功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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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訴願人所提相關證據資料均難作為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至第 4 項所

載之技術內容可為其發明說明所支援，故訴願人所述，核不足采。 

(五)  綜上所述，原處分機關以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1 至第 4 項有違本件核，駁處分

時專利法第 26 條第 2 及 3 項之規定；又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5 項有違同法第

24 條第 2款規定，所為本案應不予專利之處分，洵無違誤，應予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項之規定決定如主義。 

經濟部訴願決定書 

不值一駁 

27. 首先要指出的是，在決定書本部查(一)仍欠缺瞭解到本申請說明書四.

『肺臟“表面處理”的單氧療法』2.《臭氧滅菌劑的特性》中已有的一份

國際上公認由網上下載的臭氧滅菌消毒的《實驗資料》亦為訴願書附件 3.b

教材無異：例如，針對“甲型流感病毒”（病毒為本申請發現並論正為細

菌）的臭氧消毒，只要加投 0.5ppm 濃度的臭氧，在 5 分鐘內即 99%可被消

毒，此（非臭氧消毒 SARS）的《功效之實驗資料》仍當今自然法則亦即本

發明之基礎及爭拗之關健，故非常重要，因此，本部查有故意遺漏之嫌疑，

因謹此的《實驗資料》就可輕易地否定訴願決定書部查(一)： 

a. 加投 0.5ppm 濃度指的是加投到包括 PFC 在內的溶液中的濃度，滅菌時間與

加投濃度成反比，只與病毒或細菌的族類不同而有所差棄而已，這就滿足了

部查(一)倒數 10 行所說的“⋯所揭露的內容，利用例行之實驗或分析方法

即可延伸者”，更何況說明書四.2.的《臭氧滅菌劑的特性》4.有更詳細的

介召也不被審查質疑； 

b. 其二，就本部查故意遺漏的《實驗資料》而言就是一份可延伸借鑒的「殺滅

體外感染源」功效之實驗資料或資料，該功效已足以指引本發明所屬技術領

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瞭解其內容並伸延到「殺滅任何現知的體外感染源」，

因此，決定書及之前老是指責本申請缺少「殺滅體外感染源」功效之實驗資

料或資料從而違反專利法第 26 條第 2 項是無理取鬧的； 

c. 其三，專利法第 26 條第 3 項明確規定：“摘要應敘明所揭露發明內容之概

要；其不得用於決定揭露是否充分，及申請專利之發明是否符合專利要件。”

見加底線，但部查(一)還要胡鬧本發明申請的揭露不充分，這簡直令人匪夷

所思； 

d. 其四，專利法第 26 條最後一條規定“說明書、申請專利範圍、摘要及圖式

之揭露方式，於本法施行細則定之。”，也就是說，如果智慧財產局有意為

難本申請胡說本發明申請的揭露不充分，也應引用專利法細則不得私自無限

誇大揭露程度又不能指出本說明書已有的揭露有何不充分？ 

e.  其五， SARS 雖是新發現的病毒(細菌)，但仍屬本申請說明書四.《實驗資料》

中“甲型流感病毒”或“冠狀病毒”同類別可伸延，除非審查中有臭氧分解出的

O1 殺不死 SARS 病毒(細菌)的證據在手，否則不得無理取鬧一再指責揭露不充分，

難道 11 位訴願審議委員無一有如此簡單的邏輯判斷能力？  因此，上述的

《實驗資料》是廣泛有效的，即是說，本部查(一)第 4 行指的：『⋯而本案專利

說明書之發明說明中並未載明所請「全氟化合物」混合「臭氧」之液體具有「殺

滅體外感染源」功效之實驗數據或資料。』不攻而破，不得無理取鬧；  



 

 １１

28.  本部查(一)第 7-10 行指：『⋯另本案說明書之圖式第 4 圖為 PFC、臭氧的配

製方法及工作流程圖；第 5圖為表面處理；第 6圖為臨床實務方框等技術內容，

均非前述功效之資料。』又是大錯特錯，雖非臭氧殺菌之功效之資料，但支援

了權力要求 1.的應用，見訴願書二.2.的權力要求 1.再核對 4. 引述的專利法

第 26 條第 2 項，“支持”指的是權力要求 1.在工藝上應用均不可少也，但本

部查只具限於“功效之資”，本說明書四.《肺臟“表面處理”的單氧療法》

的“功效之資”應有盡有駁得了嗎？11 位審議委員憑什麼在此狂吠，簡直是

不顧身份、不知廉耻的無禮糾纏；  

29. 本部查(一)第 10-24 行指：“3M 之 US653738082 專利之 PFC 與臭氧混

合液體產品寫明用於電子產品之清潔使用與肺部表面處理施用於之『肺部

感染疾病』 (之患者)，兩者施用物件不同！”見駁斥訴願答辯書 9. 訴

願不服如此的答辯，指電子產品之清潔液的用選是否可用於人體的肺部滅

菌消毒是必須看其本質： 

a. 其一的 PFC 是否可進入肺部； 

b. 其二是 PFC 溶液中分解析出的遊離單氧 O1 有否殺菌能力？ 

但本部查(一)24 行後到第 6 頁止對此基本的化學知識假扮無知不回答，本

部查的 11 位審議委員簡直有眼無珠，也不去看看本申請發明書之(注)參

考文獻/網頁 2.的台北榮民總醫院早在應用 PFC 為實肺的嬰兒治療！也自

問一下 PFC 溶液遊離單氧 O1 有否殺菌能力？還繼續瘋狂地咆哮胡指訴願

人沒有提供“⋯殺滅體外感染源功效之資料資料。而無法使該發明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基於發明說明所揭露的內容，利用例行之實驗或

分析方法即可延伸者，或對於發明說明所揭露之內容僅作明顯之修飾即能

獲致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記載之申請標的，”，及裝傻不顧如上

26-27所述的事實裁定本案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違反首揭專利法第 26條第

2 項連無關聯的第 3 項之規定也扯上。 

30.  現已可對本部查(一)的論述及決定蓋棺定論了： 

即是說，本申請說明書四.2.的《實驗資料》之伸延令「全氟化合物」

混合「臭氧」之液體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功效之實驗數據或資料有效，而

3M 之 US653738082 專利之 PFC 與臭氧混合液體產品同樣可用於本申請之殺滅體

外感染源用途，只是 3M 公司不懂醫學用途沒申請專利而已，因此，本部查的

裁定是野蠻、低俗無效的，務必要為法院駁回。 

31.   本部查(二)第 1-10 行對本申請附屬權力要求 2-4 的陳述基本明確，

在 10 行後展示了其作廢本訴願的所謂理由，即是指說明書亦未載明 前

揭各附屬項(2-4)所請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功效之資料： 

a. 液體 PFC 混合之 03 可釋出 01; 

b. 液體 PFC 之代替液混合之 03 可釋出 01； 

c. 液體可加入抗生素或殺菌劑； 

32. 關於上述 a., 莫說 03 在任何液體中均可釋出 01 是高中化學基本常

識，怎麼不見在審查中有質疑說明書四. 肺臟“表面處理”的單氧療法 1. 

PFE溶劑的選用及 2. 臭氧滅菌劑的特性？ 還要載明嗎？11位審議委員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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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不覺得自己的人格已一錢不值了？！ 

33.    關於上述 b., 本部查第 1-10 行不也知為保護要求 1 項不被侵權，附屬項

的各項限制在國際上早一致認同，附屬 3.項有權設定 PFC 液體的代用品包括

預知及未知的液體，難道如此未知液體也在專利保護的要求項？否則，11 位

審議委員憑什麼可要求申請人載明未知液體混合 03 可釋出 01 的“功效之數

據資料”？ 

34. 關於上述 c., 針對附屬 4.項如同附屬 3.項一樣，申請人有權設定要求

1 項的殺菌元素不被代替，11 位審議委員無權要求申請人載明加入抗生素

或殺菌劑“功效之數據資料”，因非本發明主題， 11 位審議委員簡直

有眼無珠到處亂套； 

35. 現已可對本部查(二)的論述及決定蓋棺定論了：即是說，只要本部查

有能力將(一)虛假的假定合理化可作廢獨立的權力要求 1., 附屬 2-4.項也

就不存在，幹麻還要多此一舉自降人格地不允許為保護要求 1.或許有的侵

權而限制假設或未知的可代品； 

36.   本部查(三)針對本申請要求附屬項 5.的理由就更加荒唐透頂，附屬項 5.

如下： 

5. 在要求 1.的肺部表面處理法的液體藥品專利的保護範圍適用於非典型病

菌感染疾病包括其他任何肺臟表面疾病的醫治。 

      見 25.的本部查(三)加底線，文中認定肺臟表面疾病的醫治之“技術特徵” 

屬人體疾病之治療方法，試問哪一“藥物”不屬某一“治療方法”？ 對

此，訴願答辯書 14.曾耍賴“依請求項之全體解讀為‘治療方法’”，11

位審議委員比訴願答辯書奸詐老練一點地將“解讀”落實到本申請的藥物

專利的醫治之“技術特徵”屬“人體疾病之治療方法”簡直無法無天，若

依本發明人“解讀”，11 位審議委員該立即推出午門斬首！   

37.   現已可對本部查(三)的論述及決定蓋棺定論了：經濟部存心作廢本申請

在此顯示出的最新手法仍為“解讀”而非以事實為根據審查專利的！ 馬

英九政府若欲繼續協助中國政府隱瞞並作廢這一發明又想偷用本發明申請

的話大可學中國政府這大話精以生理鹽水代替本權力要求的在 PFC 溶液加

投 O3 洗肺，也不應叫 11 位審議委員在此賤格“解讀”！ 見附件 1.或下載

於 www.ycec.net/SARS/061227.pdf； 

38. 本部查(四)針對訴願人於訴願階段提出西元 2009年環保工程師考試網

校輔導網頁之臭氧消毒原理一文及中國電壓化學網之臭氧消毒原理一文等

相關證據資料，見加底線的，本部查將臭氧消毒原理一文為「臭氧放出新

生態氧(O)」只適用： 

a. 09 年環保工程師考試及中國電壓化學網之臭氧消毒原理認定與醫療無

關，只“施用於環保，兩者技術手段不同”。那么，本說明書之圖式第 4

圖為 PFC、臭氧的配製方法及工作流程圖不就是與醫療相关的技術手段又是

什么？幹什麼又要在本部查(一)否定這是對專利法第 26條第 2項的合理支

持？！那豈不是前後矛盾！ 問題就在於刻意作廢本申請的心態不改！ 

b. 「臭氧消毒」原理也早為「產出完全達標的高品質桶裝飲用水」申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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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被 11 位審議委員歪著嘴巴認定為“不是用於患者之治療”即不可申

延應用於治療，即是說刻意作廢本申請的心態不改一再顯露無疑！  

39.  至於本部查(四)最後指 WPI Abs-tract Accession No 2002-721810/78 & RU2187984
不僅資料不全，亦無本案 PFC 混合臭氧之液體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之相關功效

資料， 完全抄襲了訴願答辯書(三)7., 本上訴人在 2012 年 12 月 25 日呈交的

駁斥訴願答辯書 15. 已做了駁斥，但本部查(四)對此毫無反應： 

15.答辯書理由(三)7. 指：『⋯惟訴願人所提之 WPI Abstract Accession No 
2002-721810/78 ＆ RU2187984 不僅資料不全；亦無本案技術 PPC 混合臭氧之

液體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之相關功效資，而料難為本案合理支持之證明，故

訴願理由二．4．g並不正確。』； 

  審查員真是大老爺又很笨蛋為何檢索不到？見附件 2，WPI Abstract Accession 
No 2002-721810/78 ＆ RU2187984 為英國檢索報告中針對本人(同樣內容)

的專利申請，因不同領域及來自本人網站的檢索，董健華政府就確認此

“檢索報告”不影響並批予本人香港專利，附件 3 就是該專利簡介，『PPC

混合臭氧之液體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早就是極端平常的常識，專利審查

員找不到駁斥此發明基礎點反而發明人多方證實，這蓄意作廢本申請的手

段有違審查常規外又見手段可鄙無恥！ 

40.  現回見上述 30.節或見本部查(二)，11 位審議委員還在咄咄逼人地指

責說明書亦未載明臭氧“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功效之數據資料”，儘管本

申請人早在審查時一再提出這本是高中化學基本常識，見上述 27.節,說明

書四.《肺臟“表面處理”的單氧療法》更有清楚無疑載明揭示，但審查員

一再假扮無知不予認可，本申請只得另找資料說明： 

a. 見 38.節 a.的回答，09 年環保工程師考試及中國電壓化學網之臭氧消毒原理

也可認定與醫療無關？！現請本上訴審判官應查閱訴願書附件 3.a（2）的

《臭氧對病毒的滅活機理》節段，“⋯單氧破壞細菌、病毒等微生物的內部

結構，對各種致病微生物有極強的殺滅作用⋯”11 位審議委員怎可睜眼睛瞎

說只適用於環保？！ 問題就在於刻意作廢本申請的心態不改! 

b. 38.a.已作答，臭氧消毒早為桶裝飲用水應用中的引用也可被注明“不是用於患

者之治療？”，11 位審議委員顯然已走火入魔無可救藥；  

c. 好了，本部查(四)最後所舉 WPI Abs-tract Accession No 2002-721810/78 & 
RU2187984(英國檢索報告)，該兩專利的 PFC 加投 O3 早已治療於人體(非本領域)

應用中的實例，但 11 位元審議委員一句“資料不全”就想敞開責任？！但在駁

斥訴願答辯書中附件 3.的“medicine substance”及“novelty”即“藥理物質”及“創

新”欄已十清楚、又何來“資料不全”？又難道智慧產權局沒有“檢索”齊全為

審查決定供證的責任及慣例？還好意思可以置之不理！ 

41.  現已可對本部查(四)的論述及決定蓋棺定論了：即是說，本申請說明

書四.所述之臭氧“具有殺滅體外感染源功效之數據資料”與中國電壓化學

網之臭氧消毒原理無異，臭氧消毒的廣泛應用不止可用於環保、桶裝飲用水

等，更由英國檢索報告中的兩個專利證實，本申請在 PFC 溶液中加投臭氧

的權力要求早應用在人體治療中，因此，指責本申請沒載明臭氧消毒“殺

滅體外感染源功效之數據資料”導致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不能



 

 １４

例行實驗或分析方法即可延伸利用違反專利法第 26 條第 2 及無端涉及 3 項

之規定極盡荒唐並不存在。 

結 論 及 

歷史焦點 

42.  由上述對經濟部訴願決定書四.本部查的駁斥可見，11 位審議委員刻意作廢

本發明申請的手段是粗暴、極盡不光彩的，法院務必要立即駁回經濟部訴願

決定書。否則，台灣國民黨政府缺德、卑鄙下賤無能的形象將永遠停留在這

醫學發展文明史上遭後人詛咒與臭駡，為何？ 

43. 見附件 2.本申請剛發表的《醫治 SARS 的醫學發明被隱瞞十年祭》公開

信一文，本發明同樣是 2003 年台灣 SARS 國難危機的受益者，儘管中港政

府或許沒有在 2003 年 5 月 15 日及時通報台灣政府本發明的應用，但本發

明人於 2003 年 5 月 20 日向日內瓦開會間的 WHO 公開時，台灣的代表不也

在 WHO 會場中，本發明人不再意今天的馬英九政府會如此恩將仇報、並跪

在隱瞞本發明的主謀-共產獨裁政府面前搖頭擺尾，本發明人只再意本發明

不能令台灣同胞早日全面受益导致增加無辜的死亡： 

a. 早在訴願書序文第二段就指出了當本人 2012年 8月 18日透過台灣駐香港辦事

處轉馬英九總統封信提及本申請後，馬英九立即下令緊急作廢中斷審查本申請長

達 9年的局面； 

b. 又再本訴願書向經濟部提出後，前經濟部長施顏祥深明大意但敵不夠馬英九

與中共聯盟隱瞞本發明的決心，因此，馬英九立即於 2013.1.31 漏夜宣佈撤

換行政院長只為將經濟部長施顏祥並於 2013.2.17 趕下台，而新任部長張家

祝上任立即調兵遣將於 2013.4.02 不知羞恥地駁回了訴願書！ 

44. 由於中共主謀的隱瞞本發明在全球導致的死亡經粗略的推算早就超過  

二戰，最大的一群並非流感死亡而是最終入院急性肺炎得不到“洗肺”而

死亡的老者幾佔地區死亡率 80%，這是一場人類社會文明與邪惡決鬥即第

三次世界大戰在台灣戰場的開始，11 位審議委員應當知道，跟隨中共主謀

的隱瞞已快到了盡頭，一旦國際承認了本發明及台灣民眾的覺醒，可以預

知 11 位審議委員被裁定三級戰犯危及子孫後代勢將難免！ 因此，11 位審議

委員應有原上司寧被開除都要主持正義的決心，反觀決定書荒謬程度更

應自知羞恥！最後希望台灣法院系統有獨立性可以做出公正判決，方

可令台灣同胞早日可分享本申請的發明以減少死亡提高台灣人均壽命！ 

 

2013 年 5 月 29 日 
申請人:  林哲民 

                                                      
注：  

附件 1.：中國政府以鹽水洗肺的侵權證據； 

附件 2.：《醫治 SARS 的醫學發明被隱瞞十年祭》 

 本文可下载自 www.ycec.net/tw/130529.pdf  

申請人電郵  ：   ycec_lzm@yahoo.com.hk  290619513@qq.com    
申請人電話  ：   Tel: 852-3618-7808  傳真: 852-8169-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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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尘肺病的煤矿工人：洗肺洗出黑墨水

http://www.infocom.cn 2006-12-27 16:59:00 央视

      cctv《经济半小时》12月26日播出节目《农民工：洗肺洗出黑墨水》，以下为节目内

容。   

 

  这几年频频发生的矿山安全事故，让人们揪心，然而，实际上有一个比矿难更可怕的死亡

阴影，正笼罩在矿工头上，这就是被称为中国头号职业病的尘肺病，据统计，我们每年因为尘

肺病死亡的矿工人数，是矿难死亡人数的三倍，和矿难比起来，尘肺病称得上是看不见的杀

手。我们的记者前不久去了北戴河国家安监局尘肺病康复中心了解了情况. 

     “五颜六色”的肺   

 

 

  在北戴河尘肺病康复中心的手术室，医生正在给一个患有尘肺病的煤矿工人洗肺。   

 

  北戴河尘肺病康复中心副院长张志浩：“现在已经开始往上泛黑色的灌洗液，特别浑浊，

特别黑。”   

 

  无色透明的生理盐水进入这个煤矿工人的肺部，几分钟后洗出来的液体就变成了黑色，仔

细一看，能清楚地看到液体里面都是黑色的煤渣，医生告诉记者，这位尘肺病人的肺部分已经

被煤炭粉尘堵塞，如果不把肺里的煤灰洗出来，他的肺将逐渐纤维化，变成象石头一样坚硬的

肺，从而不能呼吸，危及生命。   

 

  张志浩:“这是加压后第四次的灌洗液，比往次更黑，通过加压通气，它把肺脏里积存的

粉尘都搅拌起来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从病人肺部灌洗出来的液体还是混浊的，医生告诉记者，病人一般要灌

洗 10 到14 次，直到灌洗液变为无色澄清为止，在另一间手术室，医生同时在为一位石英沙

矿的采掘工人洗肺。   

 

  张志浩：“他这个灌洗液中主要以岩尘为主，他的混合液是乳白色的。”   

 

  张志浩告诉记者，由于尘肺病患者的工种不同，从他们肺部灌洗出来的液体颜色也不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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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浩还给记者展示了一个死于尘肺病的煤矿工人的肺的标本，肺已经变成与煤炭一样的

黑色。   

 

  张志浩：“正常人的肺脏应该是粉红色的，是非常柔软的，解剖出来以后，如果把其中的

水分晾干，再拿斧头砍都砍不动，所以叫石头肺。”  

      专家告诉记者，所谓尘肺病，就是矿工长时间在高粉尘环境下工作，吸入大量粉尘而导

致的，尘肺病的治疗现在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是一种终身不能治愈的职业病，病情最严重的尘

肺病患者，呼吸会十分困难，最后都是跪着死亡，让人惨不忍睹，那在我国究竟有多少煤矿工

人患有尘肺病呢？据卫生部通报，截至2005年，中国的尘肺累积病例60多万例，其中来自煤炭

行业的病人接近50%；，仅煤矿工人就有14万人死于尘肺病，每年尘肺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高达200亿元，这只是国有大型煤矿的病例数，不包括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地方煤矿和乡镇

煤矿的尘肺病要远远高于国有大型煤矿，全国估计有100多万矿工患有尘肺病，而且每年还在

以1.2到1.5万人的速度增加，100多万人就意味着每1000个中国人里头，就有1个尘肺病患者，

更为不幸的是，这患者中间有2/3是没有进入职业病救助范围的农民工，在北戴河尘肺病康复

中心，记者就见到不少农民工卖掉了家里的一切到这里治病. 

      33岁的下甘溪，卖掉家里唯一的耕牛，贷款3000多元，从贵州天柱县来到这里洗肺，在

发病前，他在煤矿和金矿做过10年的钻工，今年6月，他感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和胸痛。   

 

  北戴河尘肺病康复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刚：“经过我们诊断，这个病人是心肺三期合并肺结

核，基本上就不能灌洗。”   

 

  医生告诉记者，灌洗肺部可以减轻和延缓尘肺病人的病情，延长患者的生命，如果病人不

能灌洗，最多还能活3到5年。   

 

  记者：“这次你丈夫不能洗肺，怎么办呢？”   

 

  下甘溪妻子：“我心里难过得很，也不知道怎么办，自己要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心里很

难过的，就是想哭，不知道该怎么办。”   

 

  同下甘溪一样来自贵州天柱县的徐文生告诉记者，尘肺病患者的死亡已经给他们村庄造成

很大的恐慌。   

     贵州天柱县邦洞镇村民徐文生：“那时候我听说死了很多人我心慌啊，连续的那个消

息，连续地听到死，都在我们附近。”   

 

  记者：“都是多大年纪？”   

 

  徐文生：“都是三四十岁。”   

 

  陈刚，北戴河尘肺病康复中心副主任医师，在救治尘肺病人几年的时间里，他接待了无数

自费来治病的农民工，他告诉记者，到这里治病的农民工几乎都是借钱贷款、或者把家里的房

子、土地和牲口卖掉来治病的，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这样一本登记本，本子上记录了农民工患

者的详细情况，在本子里记者发现，这些农民工大多数来自金矿和煤矿分布比较广泛地方，他

们的病情都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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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刚：“非常严重，现在他们的尘肺病已经波及到一个村子，有时一个村子都是尘肺病，

而且都在二期以上，这样的病人生命没有希望。”   

 

  来自湖南安化县石板村的农民工曾萼平告诉记者，他们村的青壮年都在煤矿做矿工，90%

以上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尘肺病，村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尘肺病村。   

 

  湖南安化县清塘镇石板村村民曾萼平：“我们村得这个病的人有一百多人。”   

 

  记者：“是多大年纪的？”   

 

  曾萼平：“都是三十多岁，死的有四个，晚期的有五六个，不能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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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 SARS 的醫學發明被隱瞞十年祭 
                       致中港台及海外華人(四十三)公開信！             15.5.2013 

- 祭 文 目 錄 - 

一． 十年前 SARS 弑虐中華大地歷歷在目 

二． 發明的重要性以及其廣泛應用 

三． “中央密令”現身-隱瞞發明殺人遠超二戰總人數 

四． “中央密令”首現隱瞞的核心戰場-香港 

五． “中央密令”為何如此仇視本發明人？ 

六． “中央密令”在中國大陸 

七． 為隱瞞“中央密令”與發明人決鬥於國際社會 

八． 歷史將對隱瞞的罪惡定論 

 
      www.ycec.com/UN/130515-hk.pdf  

 

一. 十年前 SARS 弑虐中華大地歷歷在目 

歷史永遠不會忘記十年前如下的一幕幕： 

2003.4.24 還是一片草地的小湯山幾天後就建起了 SARS 非典病人集中營⋯，另一邊，急

不可待的臺北市長今天的總統馬英九馬於這同日就下令封鎖和平醫院，及後的長庚醫院的

SARS 病人及醫護也同樣免不了被“活埋”安排，為避免 SARS“沒完沒了”，束手無策的北京

與臺北政府同時在預謀著並學足了古代帝王派兵圍困瘟疫村莊不放一人出逃的手段！ 

在香港，2003 年爆發 SARS 疫潮期導致了 299 人死亡，死亡率達 17%為全球之冠！ 

從 TV 的新聞中，天天有 SARS 病人的死亡報導，因類固醇等不當醫療法瘓上可憐後遺症

的病人也不時一拐一瘸地在回憶中瀏漣不去⋯,  另來自 WHO 的對香港的旅遊禁令進一步令

香港的旅遊酒店、餐飲及房地產等業大蕭條⋯, 則更加令人無不噓唏難忘！ 

就在十年前今天，即 2003.5.15 pm4:20，為解救中港臺、新加坡及加拿大等高死亡

率的 SARS 國難危機的醫學發明初稿匆忙間就在深圳沙頭角敝司辦公室由敝司董事長林哲民

親自傳真給進了香港的特首辦公室。  

該發明文稿標題為：『肺臟 SARS 感染的表面處理』，即可俗稱為“洗肺”醫療法，而此時

的特首董建華尚在香港立法會對 SARS 危機的束手無策做報告。 

其後，發明的英文稿也於 2003.5.20 由 Mey-Verme, Mrs. Sonia (WDC)告知已轉傳給了

‘WHO-Padey'及‘WHO-Liden' 惠及正在日內瓦開會的各國衛生部首領！  由於敝司林哲民

（lzm）無隙可擊的“細菌”感染理論取代“病毒”感染新發現及相關“洗肺”醫療法的

應用一閱即明，因此，無地自容的 WHO 不得已也要於 2003.5.23 也要立即宣佈解除對香港的

旅遊禁令！ 隨之從報上可見，有香港政府高層官員還在詫異地面對記者說：“我們都沒派人

去說情，怎麼會這麼快說解除就解除？”！ 

但十年後的今天，為何如此威力無強可救人一刹那間、並可廣泛應用的醫學發明仍被中

港官方隱瞞？ 特別是當 H7N9 禽流感如 SARS 再次弑虐中華大地的今天，為隱瞞付出的代價仍

是無辜生命的死亡，特別是受益無窮的中港政府或民選的台灣政府仍不知悔改向善？ 

為什麼？這就是今天『醫治 SARS 的醫學發明被隱瞞十年祭』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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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明的重要性以及其廣泛應用 

上述的本發明在人類醫學歷史上的價值是前所未有的，發明的廣泛應用含括了所

有的肺部感染疾病如各類流感、塵肺煙肺、肺結核及占死亡率 80%臨終的老年人急性

肺炎等；並由於發明俗稱的“洗肺”醫療法為非口服或注射類別的聚合藥物之表面處

理療法，因此，本發明的應用將後無來者且萬年不變，其重要性如下： 

1. 本發明文以簡易的邏輯推理就輕易地推翻了自 1933 年起被西方醫學根據英國

人威爾遜·史密斯（Wilson Smith）發現首稱為 H1N1 及錯誤的“病毒”感染理論

推翻，代之而起的則為“細菌”感染理論及一系例防治、醫療法的根本改變： 

a. “洗肺”醫療法配用 PFC/O3 殺菌劑無可選擇地取代類固醇等各類抗生素療法可

立即清除各種急性呼吸道傳染病“病毒”的真正源頭，即來自感染並繁殖於肺部的

“細菌”包括 SARS 或今天的 H7N9 等等都好，只要病瘓者在高燒 39°C 前肺葉還

沒給細菌吃花前均可即時藥到病除不存後遺症；  

b. 由於“病毒”感染理論的破產已令“流感”疫苗無地自容！ 相對而言，“流感”疫

苗帶給身體之有限的“抗體”反而會令真正感染者的“病症”被遮蓋一時等如在資助

流感細菌在肺部繁殖的機會！ 另外，儘管“流感”疫苗所含“病毒”的含量有限，但

對孕婦懷中的胎兒或病弱老人幼童一族來講，其危害性是相當巨大的，見隨後《三.隱

瞞本發明殺人已越超第二次世界大戰》，即“流感”疫苗是有害無益的已可蓋棺定論 ； 

c. 進一步相對而言，感染肺部的“細菌”來自大氣層中近萬種不同族類的“細菌”，

每種細菌經繁殖帶給血液的“病毒”將表現出有不同的 DNA 而絕非“病毒”的“變

種”， 由於本發現的“細菌”感染才是各種急性呼吸道傳染病的根源，“肺臟 SARS

感染的表面處理” 即俗稱為“洗肺”醫療法才是人類社會最後的醫療終極手段！因

此，肺部感染的“病毒”專家可以從此結業，以及對“病毒”展現出不同的 DNA 的研

究也將從此毫無意義。  

2. “洗肺”醫療法的廣泛應用遠不止 10 年前的 SARS 或今天 H7N9 禽流感，除上

述的肺部感染疾病如各類流感、塵肺、煙肺、肺結核及占死亡率 80%臨終的老

年人肺炎等外，如美國的西尼羅河病人，更有近期廣泛飄浮的“霧霾”和沙塵暴

籠罩的北京等居民如要長壽健康，定期以“洗肺”醫療法清除肺部有害物質將

是萬年不變唯一的選擇。 

三. “中央密令”現身-隱瞞發明殺人遠超二戰總人數 

自上述本發明於 2003.5.15 pm4:20，發明草稿尚末經飾潤就由深圳沙頭角敝司辦公室

傳真給香港的特首辦公室後，由於“洗肺”醫療法簡單易用，到了 2003.6.17 不出餘月，

有 1700 多小湯山集中營的最後一名 SARS 病人也出院了！ 因此，據官方的報導，北京非典

的死亡率只有 7%，⋯其後不久，小湯山集中營也拆了，只是北京官方不欲公開承認“洗肺”

醫療法在暗中偷偷地不經病人同意施用罷了！ 

相反的，比北京 SARS 狂潮較早的香港及臺灣，SARS 病人也全在本發明於 2003.5.15 面

世後月餘左右的時間內全都出院只餘因類固醇等不當治療瘓上可憐的後遺症病人，前述的WHO

於 2003.5.23 立即獨自宣佈解除對香港的旅遊禁令並非眼光獨到，一切該因本發明簡單易

明！  

其後，官方公佈的香港 SARS 病人有 1755 例，死亡 300 人，死亡率 17%; 臺灣 665 例，

死亡 180 人，死亡率高達 27%；加拿大 251 例，死亡 41 人死亡率 16.3%；新加坡 238 例，死

亡 33 人死亡率 13.8%。 

因此，SARS 即非典的國難狂潮正式結束！ 敝司發明人于 2003.6.07 日向中國專利局遞

交了專利申請，即申請號為 03140825.7； 也通過新加坡專利局于 2003.6.12 向 PCT 國際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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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遞交了申請，即 PCT/03/00145；其後，又透過 PCT 的申請向各國申請專利函蓋了全球 90%

人口。 

因上述，中港官方為什麼要隱瞞這一拯救國難且在人類醫學歷史前所未有、且廣泛涉及

各種肺部疾病幾占醫院 40%醫務量救生用途的發明及應用？ 又是誰在下令呢？ 

 
陳馮富

珍 

就在香港順利地過渡了 SARS 危機後，香港的立法會 SARS 調查委員

會也開鑼問責真相。  即當調查委員質疑為何為 SARS 病人洗肺不依法詢

求他們同意及依慣例讓家屬簽署認可同意書？  TV 晚間新聞，香港中文

大學醫學院長鐘尚志首先作供：“我哋都唔贊同衛生署署長陳太瞞住咁

做（醫治沙士），但是陳太講：「唔使驚，我哋有中央密令！」”，因

此，中港出院的 SARS 病人並不知他們的命是誰救的！ 

鐘尚志

自此，“中央密令”如 妖似魔般在此橫空展現！ 

在當時，香港立委勞永樂 曾在 TV 上現身說過 陳馮富珍被抬上 WHO 總幹事實在是對香港

人的打擊！即是說，“中央密令”就此脫穎而出後一國兩制蕩然無存！ 

也就是說，只要有了一面頂頭上司的“中央密令”在手，在陳馮富珍眼裏，SARS 病

人的基本人權隨時可以不必理會！  

自此，“中央密令”在香港橫行無處可見！ 

最直接可見的是，鐘尚志的如此“洩密”導致他逃亡生涯的開始，2004 年去了巴布

亞新畿內亞行醫屈就一醫院外科部主管！  而陳馮富珍也因此沒主見沒基本價值的蠢婦

奴才相反令“中央密令”欣喜若狂立即被於 2003年8月安排到世衛一部門任主管以伺機待

命！ 

因“中央密令”欺壓林哲民發明、不僅令香港失去了 3000 億及成為世界醫療中心的機

會，更失去了社會道德，失去法治及整代社會精英的尊嚴！ 

其後，原 WHO 總幹事李鍾郁突然離奇死因不明（望香港醫學界轉告鐘尚志保重），因小

布殊早被收買（見本文七.）及以中國在聯合國理事國的塊頭點撥陳馮富珍 2006 年被補選為

總幹事，陳馮富珍便開始了全球隱瞞本醫學發明充任“中央密令”幕前幹將與人類社會全民

公敵為升為二級戰犯已 自斷了子孫後代的生活空間，並不值得！ 

在本醫治 SARS 的醫學發明被隱瞞十年祭的今天， 更因陳馮富珍的上任將隱瞞加速擴

展到全球，其中，塵肺煙肺、肺結核及臨終入院老者(如被香港死因法庭判為“急性肺

炎”已占人死亡率 80%)為三大群族，10 年來，就因官方的隱瞞，單得不到本發明的“洗

肺”醫療法續命的三大群族人數早已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隱瞞十年祭的今

天，H7N9 再次如當年 SARS 又來湊熱鬧挑戰隱瞞的技倆時，儘管中國政府早就懂得偷

偷應用“洗肺”醫療法，但因“細菌”與“病毒”感染有著兩種完全不同防治及醫療

措施，因此，死者無奈、生者怨聲不斷，但自今仍不見中國政府無悔過自新之意、可

悲至極，因此，不用槍炮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早就在上述中“中央密令”顯露之時就已開

始！ 

在中國，“中央密令”就更加好使好用，因所有官員、媒體全受嚴格控制且包括香港也

一樣。為了隱瞞，不官方承認“細菌”感染發現是其核心重點，因此，中國政府不惜殺生仍

要緊抱“病毒”感染這只死貓不放，“病毒”流感疫苗的應用也順理成章地成為鼓吹的重

點！  

儘管流感疫苗在敝司多次的公開信後已證實對孕婦、幼童及病弱老者均有死亡或弱智強

大的殺傷力，但“中央密令”全無憐惜生命之心，不久前，還假惺惺地渲染送了顆 H7N9“病

毒株”給臺北研製疫苗，即國共合作無隙真可將兩岸人民騙得團團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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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中央密令”的中國傀儡政府又再出動所謂的專家如鍾南山欺騙人民針

對 H7N9 病毒撒謊：「目前的臨床研究顯示，發病 5 天內使用達菲等神經氨酸酶抑制劑會顯

著減少轉為重症的概率」並決定將達菲等納入醫保目錄，這簡直在加速謀殺民眾！ 

因達菲雖好，如果是普通感冒的細菌感染倒也沒事！ 但若為難纏的 SARS 或今天的

H7N9 族類的細菌感染，比普通感冒藥強的達菲等神經抑制劑則會隱蓋病懲從而延長所感染的

細菌繁殖期、進而提高轉為重症的概率甚至不治！ 

 
鍾南山 

敝司望鍾南山要有心積德，要以專家身份告知公眾：一旦服用

普通感冒藥或達菲仍高燒 38.5°C 時就要立即入院觀察， 若 39°C 仍不

退燒的話就要立即進“洗肺室”洗肺方可萬無一失！ 反正“洗肺”在

中國的偷偷應用早非新聞！ 

如鍾南山再次出現 TV欺騙民眾將立即登列三級戰犯不再通知！ 

許戈輝

上圖右的許戈輝為“中央密令”御用鳳凰衛視的當家主持人，不久前，“洗肺”還在她

的節目中朗朗於口介召為肺塵病人在此見證了中國政府偷用侵權的行政道德敗壞！ 其次，儘

管自 2004 年底經董建華批予敝司發明人專利後的廣泛宣傳，中央部門也就學會集資為礦工

“洗肺”就早以“鹽水”詐稱取代敝司專利發明應用的 PFC/O 洗肺溶液！ 

在隱瞞本發明已越十年的今天，全球得不到本醫學發明救生死亡的總人數早已超過了第

二次世界大戰，因此，將本次隱瞞的全球化界定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已屬必然！到底誰是

“中央密令”的後臺老闆？誰就是一級戰犯？ 這就是本醫學發明被隱瞞十年祭醫學發

明被隱瞞十年祭重要重題！  

四. 世界隱瞞的核心戰場-香港 
     “中央密令”無處不見！ 

董建華承認發明專利後 

誘全城媒體起哄逼下臺 

於 2004.7.23 日，香港特首董建華頂著“中央密令”的強大壓力支援了香港知識產權署

根據敝司發明人 lzm 遞交在英國審查 GB 0318315.9 專利申請的檢索報告的申請批於了 8年的

短期專利, 見 www.ycec.com/HK/1060833.htm.  為了實踐這得之不易的香港專利，在 2004 年 9 月

份後，發明人向所有全港醫院及醫務所派發“洗肺”的制藥機包括醫務指引等等應有盡有，

詳情見 www.ycec.net ! 

  但可惜的是，在“中央密令”虎視眈眈下及沒出息的前衛生局長週一岳及衛

生署長一夥只為保官位而視生命為草芥打太極不配合及認可“洗肺”醫療法，導

致了香港市民無福分亨本發明而健康長壽、且積極配合為隱瞞的需要，更以公費

誘市民打“流感”疫苗不惜多殺生！見 www.ycec.com/HK/Gov-war-felon.htm，

如此一眾缺德醫官早就該定罪為三級戰犯及後交給死者家屬追究刑事責任！ 
週一嶽

因上述的批予專利，“中央密令”緊急出動香港衛生署的醫學顧問專家袁國勇於

2004.9.12 及 19 兩日分別在無線、亞洲 TV 特輯中不知所為、手舞足蹈地在示範應用氣管鏡

管往肺部注液的過程，並信口開河可以“鹽水”注入肺部再吸出以此“嚨出”病菌，企圖魚

目混珠剛批予本發明香港專利的 PFC/O“洗肺”藥物，只因撒謊離譜，當時就被新上任的

胡錦濤發現急令港澳研究所長朱育誠 傳話港府：“...日後要按照香港社會規律辦事，提

高管治水平。”即是說可用鹽水洗肺嗎？ 即如想講大話，都要有滴譜先得！也是說沒

“中央密令”這回事，照你香港社會規律辦事啦！ 

明顯的，胡錦濤並非“中央密令”的後臺老闆，更何況從御用的鳳凰衛視的評論

中不幸地聽到指胡錦濤未夠資格組織胡核心取代江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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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的批予的專利，董建華就此激怒了“中央密令”！ 

於 2005 年 2-3 月，見 www.ycec.com/advice/teror-to-resign.htm, “中央密

令”糾集了香港的所有傳媒全城起哄以“8 萬 5 公屋計畫”為“罪名”逼董建華以

“身體不適”自動辭職才換上了曾蔭權為特首。儘管蒙羞辭職，但在反隱瞞醫學發

明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中，董建華將永留史冊為世代後人留念讚美！ 
董建華

 

黃仁龍任律政司長交換後 

“中央密令”入主高院 

為隱瞞本醫學發明打擊發明人，以律政司長之職贈與司法界大佬李國能愛徒黃仁龍做交

換也就順理成章。自此之後，“中央密令”便更加肆無忌憚地在香港法庭上下其手，見

www.ycec.com/HK/war-felon.htm，凡是敝司發明人的案件一律封殺！ 

朱芬齡 

在發明人林哲民起訴曾蔭權 HCA2260/2005 一案，律政司代表與朱

芬齡法官合作竟可違規讓時為特首的曾蔭權“無需答辯”並作廢

該案，見 www.ycec.com/Prosecuted-TYQ.htm, 香港的司法傳統徹底地破

壞了，還判給了律政司數拾萬誇大的訟費！ 黃仁龍在本發明被隱瞞

十年祭正式發表後 30 天內若無解釋，將與朱芬齡同列三級戰犯不

再知會。 

黃仁龍 

為隱瞞醫學發明，搶掠資產是“中央密令”打擊發明人重要一途。 

在 FAMV1/2002，FAMV 16/2004，FAMV 10/2006，FAMV 19/2006，LDBM-220-2005 及

CACV-332-2006 如此之多末涉及本醫學發明的案件，“中央密令”也同樣插手法庭且手段卑

鄙無恥！  例如，2006 年就以升任區域法院法官誘騙 訟費聆案官羅雪梅 帶頭違法批予鍾沛

林及唐天燊律師行等 缺德嚴重誇大的訟費掠奪發明人金錢！ 因此浪費了發明人大量人力物

力拖延隱瞞，相對徒增的大量死者而言，其罪大惡極如不被判列 5級戰犯同樣天理難容！ 

上述如此之多的誇大訟費為啥呢？在“中央密令”的指示下，鍾沛林及唐天燊律師行明

知非法判決誇大訟費仍不知羞恥地對發明人提出了破產申請，直到在近期 CACV 149/2012 因

超越法律規定明顯、且判案法官均知罪孽深重只得解除破產令，但勝訴的數拾萬訟費免問！ 

更例如，在 HCPI 521/2001 發明人在九龍倉受傷索賠一案本因被告沒依時答辯早已結

案，只因九龍倉財團及顧張文菊律師行的強大影響力導至高院常務官違法不予登錄判決而擱

置。而該案改名前 HCA 9174 / 2000 案需要支付諾幹訟費的押記令將發明人一工廈物業在土

地註冊處註冊，但由於被告人自知理虧 5 年過期末理，該物業因此順利轉名！  但“中央密

令”仍窮追不捨，除唆使 顧張文菊律師行 立案於 DCMP 546/2008，再點將區域法院黎達祥、

梁俊文兩法官非法判決支付否則拍賣該物業！  發明人投訴無門只得於 2008.9.08 支付

$164,038.31, 該兩法官為何甘願充當“中央密令”搶劫發明人金錢是否有加官進爵為誘不

得而知！  但在隱瞞醫學發明的這段醜惡歷史中，若不把黎達祥、梁俊文兩官登列 3 級戰犯

同樣天理難容！   

  不止如此，見 www.ycec.com/HK/war-felon.htm, 更有安排審裁官沈其亮、高院法官潘

兆初以判決“照起”租客可賴租可拒交水電費偷走櫥櫃唔駛賠，誘惑女租客對發明人動

粗暴打搞到法庭也無妨，因此，不將沈其亮、潘兆初同列 3級戰犯一樣天理難容！ 
 

曾蔭權調動各部門首長 

為隱瞞向文明宣戰 

也就上述 HCPI 521/2001 這一案，面對高院常務官不依法登錄 280 萬的判決結案，反而

讓黎達祥、梁俊文兩法官憑其職權搶劫 16 萬多且已投拆無門，發明人嘗試向法律援助署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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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案於 2009.12.02 遞交了 LA/M/18887/09 承諾書。 左下圖為時任法援署長 58 歲張景文欲

批即被提前於 2009.12.22 提前退休換上了副任，即右下圖的陳香屏為署長拒絕批准至今。 

 
張景文 

陳香屏升任後馬上施展混身解指示下屬陳百強濫用公費找個聽話的

大律師 Mr. P.Y. Lo 作出一份報告書迥避被告人沒依時答辯早已可結

案合乎法律上鐵一般的事實、且專找無關緊要事由論證一翻不可勝訴的

虛假理由拒絕批准，且半年之內不敢告知申請人理由。  陳香屏

當發明人發覺後追究責任時，陳香屏再由下屬告知時間已過要向法院申請推翻決定簡

直豈有此理！詳情稍後見 www.ycec.com/HK/HCPI-521-lad.htm，陳香屏正如當年的曾蔭權承

諾“中央密令”搞個“政府決議”給李國能司法逼害本發明人進而取代陳方安生，陳香屏成

為逼害本發明人的行為已清楚無疑並務必要立即改變決定以免成為三級戰犯遺禍子孫後代！ 

為長期隱瞞搶掠本發明人資產同時發生在破產管理署。 

在發明人 1998 年 HCA5037-5038 合拼起訴一案，因在證據確鑿下發明人勝訴，儘管訟費

慘被七扣八除仍有 HK$95,400.- 提出 HCCW 486/2005 清盤案！  難道數億身家的香港第二大

的塑膠機廠的特佳機械廠有限公司會拒付如此區區小數嗎？非也！但在“中央密令”的安排

下以為讓特佳公司接授清盤之恥也不讓發明人受益分文，唯特佳公司仍有 3萬多現金及 30 萬

的遊艇公司債卷在帳如何是好？ 詳情稍後見 www.ycec.com/HK/HCCW_486.htm，這時唯有讓

破產管理局出手偽造訟費並經法庭“確認”且撒謊該債卷已一錢不值開創了政府部門首長為

隱瞞本發明殺更多人搶掠本發明人資產！ 

本發明人在此提醒破產管理署長王小雲莫以為有高院法官撐腰！見

www.ycec.com/HK/HCB_7360.htm“中央密令”插手高院借法官非法判決及批于誇大

訟費再申請本發明人破產這一案，破產管理署要求了多少訟費？這將是一面照妖

鏡！ 因此，署長王小雲也務必要立即跟進以免成為三級戰犯遺禍子孫後代！ 王小雲

“中央密令”也入侵了香港的金融管理局。 

見 www.ycec.net/FSO.htm，為隱瞞的需要，強搶發明人舊居在恒生銀行的只

百萬的分期付款也偽造合約至 168 期盜息，金管局的回復裝傻扮蒙，發明人的

問責投訴也是無效的！其後，儘管該舊居已屬發明人家人所有，所有的香港銀行

均一律拒絕給于貸款，發明人家人的基本人權也遭剝奪無存！ 任志鋼

不僅如此，只因“中央密令”下的曾蔭權政府探知自發明人在深圳的工廠被非劫一空後

在港只靠炒匯維生並以沽日元為主，為將日元逼升掃清發明人本金倉，任志剛也動用公帑狂

沽日元助陣，見 www.ycec.com/UN/080508.mht 為此的公開信，結果是 2008 年的金管局

虧損嚴重並導至全球的次按危機！ 

為長期隱瞞，“中央密令”同樣插手香港警方。 

例如發明人于 2006.4.07 報案於官塘警署，報案號為 KT-06008472，起源于曾蔭權承諾

搞個“政府決議”以滿足“中央密令”對付發明人取代陳方安生之後。   

曾蔭權果真出手毒辣，在 2000 年 10 月就安排電訊局批于李澤楷的“電訊盈科”在發明

人於官塘興業街永興工廈 13/F 客用電梯邊的天井(非天臺)安裝一對 500W 的手機天線正面以

強大的電波輻射瞄向發明人 C-4 辦公室，這是全港唯一的室內手機天線，企圖謀殺發明人也

可誤殺他人動機明顯，見 www.ycec.net/KT-06008472.htm，經多次追問官塘警署 CID 第 6 隊

的陳 Sir，他告知發明人：“因本案涉及特首曾蔭權，我的上司李幫辦晤准查！”，本案情

成為起訴曾蔭權一案之訟因三，見 www.ycec.com/Prosecuted-TYQ.htm 慘被“中央密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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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上下其手，曾蔭權當然不用答辯！ 

在當年，陳婉嫻議員還能仗義地將敝司的一封投訴信轉給警務處處長，雖鄧竟成先

生敷衍塞責，揮不動 CID 第 6 隊，陳議員已為立局議員們贏了一點尊嚴！但後來也成為

了“中央密令”的眼中針被修理得不敢回應本發明人信件！ 

“中央密令”同樣插手香港北角警署，見 www.ycec.com/HK-Police/09026607.htm，當

發明人遵從土地審裁處命令須要向一租客的被告人黎翰勲派發追租的法庭命令時，當該被告

人並當街搶奪手機意圖毀滅拒收證據被太古坊康和大廈管理主任目睹打 999 報案後大批

警員由警車駕到發覺受襲的是發明人後， 隨車警官請示警署後花了 20 分鐘才說服該管理主

任徹案，結果發明人只得親自報案，但該警官與該搶奪手機者交頭結耳後竟也報起案反誣

發明人“推”了他一下，該警官便把發明人當犯人一樣帶回警署關進拘留室受辱 3 小時反而

當即放了該租客的被告人⋯，難道北角警署收了該搶劫犯保護費？非也！ 

發明人亦同時向所有立法局投訴各議員投訴, 如塗謹申議員、劉慧卿議員等等，但末知

如此敢言的議員是如何亦被“中央密令”下的特首辦或何方惡勢力搞掂！ 

其後，發明人向警務處長屬下的『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接受投訴至

今未有結果，若不還發明人公道，全港數萬警方及家屬今後還有何顏面分享(現只可偷用)本

發明人洗肺醫療法、面對良知及面對公眾面對歷史？ 

其實，上述香港北角警署的惡行背後顯露了“中央密令”下曾蔭權政府另一非法手段搶

劫本發明人家人現只夠生存的微薄的租金收入！針對發明人在英皇道新威園已屬家人的舊居

出租，如上述受北角警署保護的租客黎翰勲不交租專搞事外，曾蔭權政府人馬還在暗中四

處流串連絡及教唆港島東區的所有地產代理，如中原地產、美聯物業、利嘉閣及香港罝業等

等物業代理共同杯葛出租，搞得發明人只得出處貼街招，曾蔭權政府人馬更進一步竅聽手機

電話一發覺有租客上門便橫手施放流言蜚語恐嚇，因此，發明人新威園舊居在 2011-12 年度

空置 9個月後只得賤價出租⋯,地產代理也應詳閱本祭文且要到此為止！  

因支持“中央密令”下香港政府如此暴政的後果與上述反人婁文明的“戰犯”是沒什麼

差別的且害人已先害已！  

比如，全港地產代理從業員共有數萬之眾必有數萬父老長輩，更不用說從業更多的警界、

司法界以及政界公務員，也必然天天有快將臨終入院待終的親朋老者，問一下時下的醫院有

沒有“洗肺”醫療法可為你們血脈相連的最後可能會被死因庭介定為“急性肺炎”死亡的父

老長輩延壽 10 年 8 年？  

如果你是孝子賢孫，請查閱 10 年前至今、你有沒被死因庭介定為“急性肺炎”死亡的父

老或親朋戚友？ 這就是隱瞞本醫學發明的惡果，死者家屬有權向政府提出索賠！  

深知隱瞞罪責難逃 

曾蔭權欲走佬 

如果你還有遲疑，請見如下曾蔭權欲走佬的事實： 

 
曾蔭權 

   當《流感季節再臨生命可貴，市民再不出聲就要求神保佑免感染遠疫苗自求

多福了！》公開信於 2012.1.13 日發表後，曾蔭權深知罪大惡極便安排後路欲走

佬卸仼後租住深圳福田區豪宅並在 22/2/2012 當天的 TV 上面向市民公開表明

坦言：“...作為“香港仔”老了都要返香港嘅！”發出了走佬資訊！ 

因此，于 2012.2.23 日本發明人發表了《曾蔭權欲走佬“流感疫苗”理論已破產，港媒

體董事、主編為何不怕被死者家屬拆骨！》公開信向盲目支持穩瞞的傳媒發出嚴厲敬告！ 

但曾蔭權不思悔過、只想走佬及進一步動用公權力指示法庭違法判決“照起” 教唆租霸

等如買凶於 2012.4.10 暴打了本發明人一頓，見 2012.5.09 的『“走佬”途窮，曾蔭權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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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判決為誘買凶襲擊林哲民』公開信！見主頁：www.ycec.com/UN/war-felon.htm  

由於知悉隱瞞本醫學發明的港人不少，約在臨去職的 10 天前，見 TV 報導，就見有一中

年男子怒指要拿刀砍死曾蔭權全家被警方拘捕，儘管該中年男子是否被“流感疫苗”害死的

孕婦、小童及病弱老者家屬不得而知，但為隱瞞殺生無數的嚴重性已顯而易見！ 

“中央密令”劍指學術界 

收買諾貝爾評選團被揭 

楊振寧落格不仁 

從“議而不立，立而不行”到“中央密令”的爆光，卻無一事實可見天日、且曆三年半

有餘不改！ 而此同時，敝司發明人借 PCT/SG03/00145  專利申請擴展到了世界各國，諾貝

爾評選團於 2006 年的 3月來到了香港並知會中國政府本發明可獲諾貝爾醫學獎，這也將是中

國本土的首面諾貝爾獎，中國政府仍在“中央密令”的操控下不知感恩且一如即往上下地運

作封殺發明人，見 www.ycec.com/Jzm-hk.htm 發明人如何起訴江澤民！ 

此時，楊振寧被委派來了香港鎮壓學術界的不同聲音，於 2006.3.16 香港文匯報引述楊

振寧『中國暫不需要諾獎』的報導及 TV 新聞所見壓制了不同聲音！  在 06 年的諾貝爾獎公

佈後，敝司以《諾貝爾醫學獎欠林哲民及全體華人一個公道！》為公開信標題廣泛傳播！ 

為安慰楊振寧， 中央核心便令其御用的鳳凰衛視新增節目於 2007.3.19 頒發“2006 影

響世界華人盛典”終身成就獎，中國暫不需要諾獎沒問題，但這遷連著中國政府隱瞞本醫學

發明的罪惡行為，難道中國政府懂得偷用就可？  

若本發明人在 06 年得到諾獎，則中國政府不得不也要公開承認還有個狗屁小

臺階可下，不幸死亡的人數也不會遠超二戰！ 因此，楊振寧的雙手已沾滿無數生

命的鮮血進一步讓共產黨的面目在歷史中永世無光！ 現請鳳凰衛視轉本祭文給楊

振寧，請他向公眾或來信解釋，否則莫怪將在 3 個月後登列二級戰犯不再通知。  楊振寧

由於 2006.10.17 的公開信指諾貝爾也欠全體華人一個公道十分刺眼，但“中央密令”小

人心態發作，以為買個諾貝爾文學獎給共產黨員的莫言就可還全體華人公道，但事與願違，

更由於莫言文學作品幾無文學價值，只會“我爺爺怎樣、我奶奶怎樣”如中小學作文且會教

壞年青人受到太多評擊後令獲獎得來可疑，且其思維幼稚的程度與下令隱瞞本發明心緒同一

層次如出一軸，又中國政府早有行賄諾貝爾評選團經驗早被瑞典檢察官證實！ 

不僅如此，儘管諾貝爾在 11 號的頒獎時的授獎詞立即轉舵稱：“莫言給我們展示的世界

沒有真相、沒有常識⋯和荒謬⋯, 並不是共產主義宣傳下的快樂歷史”簡直是反共家一樣讓

中共當局很難堪，但只因這是“中央密令”行賄戰果，御用的鳳凰衛視沒有討論餘地，務必

要立即授以莫言“2012 影響世界華人盛典”成就獎難道還不真像大白嗎？！ 

儘管授獎詞仍沒點破得獎作品“紅高梁”其重要的情節將會教壞男青年滋長強

姦意識 瞄向病重或老夫的少妻如楊振寧的年青妻室肯定會性譏渴、強姦肯定得手無

疑不良意！也會讓稍有得不到性滿足的女性心花意亂不介意被強姦！ 

難道“毒害我中華民族”需要的時候到了？這回，楊振寧可真要看緊的嬌妻

了！ 

但願莫言能以民族大義為先立即收回小說不賣，莫誤人子弟也！ 

莫言

港府被迫銷毀甲流疫苗 

假稱 2010 年 10 月到期 

見敝司 www.ycec.com/UN/war-felon.htm 公開信主頁，早在 2010.02.08, 2010.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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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0 及 2010.06.02 一連四封針對有害無益的流感“疫苗”公開信發表後，以及江澤

民為安撫他的手下及支持者傳話說：『我保習近平上臺，就是要他保我到底。』保什麼呢，

不就是“中央密令”已禍國殃民！因此，引起了習近平公開還擊沒保上臺這回事！ 見

www.ycec.com/advice/100706.pdf, 曾蔭權也已腳震，只得通過衛生署林秉恩 羞答答地宣佈

因九成多末用剩餘的價值 2 億多港幣的甲流疫苗四個月後到期須要銷毀並經立法局批

准！  並於 2011 年，TV 可見，財爺無須立法局批准 3天內便宣佈每 18 歲以上港人派錢 6000

元企圖堵住了反對派嘴巴！ 見  2011.3.05『屠殺甲流市民，港府嚴如偷漢被抓小媳婦、

派錢又豈可平民憤！』的公開信！ 

由於“病毒”感染理論及其有害無益的流感“疫苗”與本醫學“細菌” 感染理論的發

現及發明格格不入，為刻意隱瞞，在 WHO 及國際級衛生研究部門，如沒了流感“疫苗”的支

援，“病毒”感染理論便即一命嗚呼、非得承認“細菌”感染理論的發現不可！  

因此，在把持 WHO 的陳馮富珍與中國政府的壓力下，曾蔭權又放棄原則跪下重起宣傳

流感“疫苗”欺騙市民以支持隱瞞在國際上醫學理論硏究中必然相互關連的嚴緊性！ 

因上述，曾蔭權拿著“中央密令”統領上述各司法及各行政部門為穩妥隱瞞醫學發明針

對發明人發動了上述卑鄙且齷齪無比的黑社會行動今香港政府的司法及行政文明一派塗地！

例如，在龔如心巨額遺產一案，陳振聰手中遺囑的有見證人也在 TV 上向全港市民亮象，雖稱

沒在小甜甜面前有詳閱全文，但一到警方手中即變了樣，但 假極已有限！ 但法官竟也可指

稱偽造？！明顯的，警方有意作廢 遺囑證物 為法官指稱“偽造”開綠燈，律政司更樂得起

訴！ 

明顯的，“中央密令”衝擊警方、法庭的後果已令香港原有的行政文明及司法公正一去

不返擺在今天的新特首梁振英面前！ 

另見 www.ycec.com/HK/Gov-war-felon.htm，本發明人于 2013.4.11 向香港衛

生局長高永文及衛生署長陳漢儀的信件也同時傳給了梁振英特首辦，期限已到，

港府是否續繼再利用公帑誘騙市民打流感疫苗及否決或支持衛生署制定醫療指引

為公私醫院開設“洗肺室”培訓“洗肺師”惠及全體市民？在這場前所未有的文

明與邪惡決鬥的史冊中，新特首梁振英將如何自處將引人注目！ 

敝司不希望梁振英步曾蔭權後塵成為歷史罪人，敝司在此謹寄厚望！ 

梁振英

五. “中央密令”為何如此仇視本發明人？ 

    或難道林哲民做錯了什麼？ 
 

“中央密令”為何會如此不擇手段地仇視本發明人？發明人到底幹了什麼壞事成了中國

政府中央核心非除不可的眼中針？ 又為什麼曾蔭權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並藐視天下間無數

生命的失救也要隱瞞發明人為中港 SARS 國難危機且萬年不變的醫學發明？ 這必須從發

明人在深圳投資設廠蒙難及曾蔭權如何取代陳方安生為政務司長說起。 

發明人於 1991 年在深圳沒立外商獨資企，即本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由於深圳的腐敗舉世聞名，見 www.ycec.com/hcec.htm 選 2., 敝司為了抵抗深圳市勞動

局官員勒索 9,600.-人民幣，本發明人來不及行賄成為禍根！  董建華也於 98 年為此的投訴

到訪深圳見過張高麗後局面一時好轉，中院審判長也可被發明人的好朋友請了出來吃飯表示

公平審判！  但當時仼深圳市長的高幹子弟李子彬歐遊而回勞動局起哄後插手深圳中院，但

敝司上訴廣東高院無須開庭得以粵高院 民群 第 2172 號駁回 深市中院重審，至今全無音信。  

因深圳市下屬沙頭角廠房東主的東順公司只在 2 年間就亂收敝司數拾萬水電費且證據確

鑿，因擔心得直會斷深圳地頭蛇及勞動局財源觸發廣泛訴訟，張高麗正式介入，除召見東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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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同鄉的房東後令開工無期，見 www.ycec.com/sz-4/Investor-cry-despairg.htm 東莞的

公檢法全面漰潰!  又部份搬回深圳橫崗租用的當地又屬港人的廠房也同樣開工不了，更扇動

工人偷賣 10 萬漆包線後跑回江西老家，江西派出所同意押送，但橫崗派出所始終拒不理會，

當時也向江澤民投訴了，沒用！ 敝司就向黑社會餐桌上一塊肥肉又能如何是好？！ 

因此產生了香港高院 HCA-9589/1999 及 HCA-9827/2000 兩案在先 (詳情另見本十年祭

文六.)。  做為深市書記的張高麗見此兩案立案之後就令東莞樟目頭法庭及深圳橫崗法庭立

案橫豎拍賣敝司兩地的所有數百萬機器設備先下手為強！  這不僅違反了涉外立案在先國內

不得立案的法律規定！  其間，在發明人求救之下，朱容基總理出馬相助，樟目頭法庭一度

下令發還所有設備，但敝司深圳律師代表出賣了此資訊導至發而不還，因江核心的勢力強大，

朱容基總理出師首戰獲勝後即劍折沙場不知去向，更導至深莞兩地中院不予外資企業立案上

訴的驚世醜聞！ 或敝司是當年江朱不合的犧牲品也無從得知！ 

就在如此背景下的 2000 年元旦後，突見香港政壇一陣喧嘩突變而觸目驚心！如下： 

曾蔭權引“清兵”入港 

陳方安生提前辭職 

因前段所述的香港高院兩案在先，而兩案被告人作案背後教唆者主角非張高麗或江核心

或同一班人馬不出其右比誰的緊張，因此，要香港高院兩案不獲公正審理成為了江核心及張

高麗頭等大事！  

當董建華於 1999 年 12 月底訪問廣州回程順訪深圳時，信是張高麗惡臉相向令董建華難

堪異常一急之下立即邀請張高麗於 2000.1.06 訪問香港解決問題，TV 所見，港府熱情召待唯

恐不周，除直升機鳥瞰全港外又召集所有官員列隊兩側歡迎等候示教，董建華似乎當面告訴

威曬張高麗講：“我哋的官員全在此，有咩唔妥立即處理！” 

 
張高麗 

結果，張高麗提出了要香港法院凡本發明人林哲民的案件均要一

律封殺之要求！ 諒是李國能提出了起碼要有一份的“政府協議”指

明發明人林哲民為政府敵對人物才可，否則難以下令！  

但陳方安生對本發明人並不陌生，因敝司早在 97 後向董建華的眾

多投訴信中要求港府保護在國內的投資並設立如新加坡在蘇州的工業

園歷歷在目、心中有數。因此，港府駐北京辦事處得以成立但工業園 

陳方安生

則免問，其後新加坡政府也被趕出蘇州工業園此雖後事仍值一提。也因此，明白事理的陳方

安生只得拒絕立議並立即於 2000.1.12 面對傳媒提前辭職！而此時的曾蔭權趁機承諾立議 

才得以上位政務司長！   

時光回流，97 年首任特首董建華在上任曾在 TV 上向市民承諾，做為特首的首要任務就

是阻止中央各部干涉香港事務保護一國兩制，但對中央核心的勢力就無可奈！ 

然而，發明人林哲民一生正直，從不做違心之事、違法之事，曾蔭權如何“立

議”讓李國能下令封殺本發明人所有高院案件總該要有個說法才可說服當年仍司

法獨立形象尚存下的一眾法官？！  

因此，熟知內情的朱容基總理在外訪中東之時面向媒體故意笑指港府“議而

不立，立而不行”也一時成為當年中港媒體熱議之話題！ 
朱容基

但無論本發明人在深圳的投資有何過失都好，也不可出賣國防利益與美國小布殊交換不

承認本發明人的另一協助小布殊托起 911 股市解除恐怖危機的“航空安全三措施”發明，可

訪問 www.ycec.com 點擊小布殊頭像，該發明就可清楚無疑！ 

另， 雖港府“議而不立，立而不行”， 但如何面對小布殊通過駐港領事館於 2001.09.26 

pm 4:00 透過駐港總領事館的一個名叫 Mr. Tomy Liu 的 高級職員打電話代表布殊政府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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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作出承諾：“Mr.LinZhen Man, 我代表布殊總統向你表示感謝，保證你在美國的專利申

請!”如危坐針板之上！  因整個 20 年美國專利的價值高達 100 億美金以上，可涉及每位空

中旅客各付$0.2 美金專利費足已！ 後來的中港自動檢測過關裝置也源至於此，又中國申請

專利同樣價值連城⋯ 這對於剛要集公權力惡對本發明人的江中央核心來講似乎簡直是個噩

耗！  

若又將時光倒流，太約在 2001 年的 10 月底， 當世界傳媒的焦點專注者江澤民主席在上

海以主人的身份招待亞太區領袖並發表“反恐宣言”熱鼓朝天之時， 而另一邊廂，朱總隻身

南下廣卅，孤身獨影前往觀賞一劇 “凊朝宰相 ”辛酸史劇，號稱鐵面宰相的總理朱容基暗

然淚下，陪同的明報記者對此在報上就有“大家心照”的不平之鳴！ 

為何小布殊過後又違反“美台關係法”也可售台先進武器包括進攻擊力強盛的 8艘潛

艇？又為何只讓中國發言人花花嘴皮笑駡一下而過！ 對此，不滿的外交部新聞司長朱邦造被

逼上網借回應線民說出了不滿：“對此明目張膽地違反‘美台關係法’售武台灣的作法，依

程式外交部還將在美國兩院有很多事可做、是難以得逞的⋯”，由於中央核心這邊要默評售

武台灣交換不給林哲民專利，又豈容你朱邦造不聽話，因此，朱邦造便立即調仼中東兩戰地

仼大使走人、不死算他命大！而暗中正在出賣國防利益交換小布殊拒予專利！ 

同樣的在香港，引“清兵”入港曾蔭權必然得緊密配合。  必然是由當時的創新科技署

長田長霖出馬指示生産力促進局廖德榮寫了份落格的報告將上述這一份美國專利的申請批駁

得一錢不值，連美國專利審查早有檢索報告，審查員也駁不了只得詐稱沒收到答辯書做小人，

但創新科技署確可厚顏無恥地否決了 10 萬元資助的公民權外、又倒呃了發明人 3000 檢索費，

詳情見www.ycec.com/PG-02502.htm 將中港官場多奸詐小人在此凸顯得淋漓盡致！  但總算

是為“議而不立，立而不行”的曾蔭權“爭光”不少，因此社田長霖臨死前也要贈與“大紫

荊金章”為報及可誘惑其他官員加入壯大非法敵對林哲民行例！  

 
朱容基 

於 2002 年 12 月，當董建華上京述職，深知林哲民決無任何過錯的董

建華十分勇敢地向江澤民請求解除對封殺林哲民的“中央密令”長談了

1-2 小時，令朱容基在外等後，從 TV 所見，太陽出來了，朱容基激動地

緊握董建華雙手如釋重擔地說：“現在好人少了！”。 董建華

其後，果然如此，於 2002.12.26 日，當林哲民與晉江安海年幼的好同學陳明團電話中閒

聊中，陳明團說：“⋯原來你也是效忠江澤民的！”，看來，只要江澤民轉轉口氣，封殺林

哲民的“中央密令”就可解除！ 

但不能不提的是，見後 7.“中央密令”決鬥日本為操控日元企圖暗中掃清林哲民外匯日

元倉，當資金調動失當時，本發明人在深圳人民幣一時手緊，便去電陳明團同學將本人存他

那裏應付同學間或有的禮尚往來尚餘的 4000 元存回深圳銀行帳戶，因電話竅聽早已常態化，

“中央密令”晉江分舵的人馬立即下令陳明團不得支付不得再來往否則退黨！  

但不出幾天，又見江核心深圳分舵的人馬又蠢蠢欲動！香港的“中央密令”也再神出鬼

沒如地重整旗鼓！ 

其後的 2004 年 10 月，“中央密令”在深圳分舵的人馬將敝司自 99 年停業後唯一留下協

助的一女會計員在威脅利誘下辭職回長沙市開了家便利店，隨之而來的是，該分舵人馬立即

安排了過往長期為敝司年報做帳的一名叫劉文彬深圳會計師的一前女友前來結識發明人，只

因結婚對象不是她已分手自薦為友云云如是，雖一時沒人幫手，但也不合乎發明人原則，劉

文彬終歸為老友一場而需婉拒，此時，該深知敝司不幸遭遇的老友前紅顏知已最後透露了來

意牌底，她說：“⋯不如承認你的發明，那你就不要追究恒昌(敝司)工廠的過去吧！”⋯ 

然而，誰有如此大的決策力呢？江核心的中央勢力莫屬！又若非江核心早就插手敝司在深

圳被拆骨無存的橫遭遇戰，難道前朱容基總理、還有特首董建華也親自出馬也會敗陣無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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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嗎？！ 

即是說，江核心在深圳分舵的人馬將敝司在深圳工廠拆骨無存的遭遇戰中的“戰功輝

煌”， 江澤民捨不得責駡愛將，免得承認了你發明人的醫學發明名利地位高漲後又來翻案，

那豈不是面目全無？  

又幹嗎一定通過如古代王朝般的“女細作”取得發明人認同並在“女細作”監控下才算

數？  難道林心如主演的西漢年間盛行的《美人心計》也成了今天共產黨“中央核心”的必

修課？ 只會“以皇權為重”而不是落實“以民為本”基本的價值觀不知天下間仍有“救人

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道理？孰輕孰重已無須重述，善哉、善哉！ 

另有見過報導，當鄧小平去逝年半後的 99 年，中央核心無人拍板，江澤民才

得以實權在握！ 但，是否張高麗沒腦且極善狐假虎威 籍江核心的“中央密令”

過份仗勢欺人積案如山、才讓江核心難以回頭呢？並在今天隱瞞本發明人永世不

可取代的醫學發明歷史舞臺上難以下臺？這只有江澤民本身才知道！ 江澤民

因此，是否懲罰張高麗也成為江澤民在這段極度惡劣的反人類文明歷史中唯一稍可撿回

點臉子的救命稻草！  但今天的張高麗又剛晉身七大常委更令人疑惑不解！ 

現江澤民仍鍵在，是否仍核心權聖者不得而知？ 或今天共產黨的“中央核心”已進展到

暗中另有一班人私下結盟合夥操控的地步？ 或如早期清皇朝後繼無人或權鬥的結果要勞駕

皇室宗親長老推薦接位還要不時幹政強媬？ 

 但不論如何，江澤民應該立即責令張高麗認錯並在 3 個月內主持賠償敝司在深圳的投

資，並希望以此為承認敝司醫學發明掃除障礙，以拯救天下眾生為已任、才能鞏固共產黨執

政基礎已不可再遲疑不決了！否則，敝司當會將張高麗登例二級戰犯無可厚非也！ 

歷史將在此落筆，發明人並無任何不當行為值得江澤民指揮“中央密令”侵港督戰！孰

輕孰重已無須重述，善哉、善哉！ 

六. “中央密令”在中國大陸 

見 www.ycec.com/hcec.htm， 除前述的前總理朱容基都阻止不了淩駕在上的江核心人馬

插手在深莞敝司兩地工廠經教唆工人強劫及由法庭非法拍賣一空、見證了外資在中國投資的

心酸史！ 

江核心在深圳人馬早就於 1999 年就針上了本發明人林哲民，電話竅聽及網路監控就已同

時展開，于同一時，因敝司登記董事林哲民在美國屬 500 大一公司仼職已有教授職稱的妹妹，

名叫林曼華負責主管將公司研究專案分派給中國各大學研究 99 年也來到了深圳，結果，江核

心在美的人馬買通了該美國公司副總裁將林曼華無理告上法庭並開除，告什麼呢？ 即不理會

專利雖在職發明專利的公司有份，但也無權阻止發明人妹林曼華教授有權在專業研討會發言

談及，該美國公司為保在華投資只得持財勢雄傷害林曼華利益為起訴而起訴！搞得發明人林

哲民妹在 2001 年差點沒錢交水電費，自此借案件的拖延控制了林曼華不得在美國為林哲民說

話辦事！ 

本發明人林哲民另一在福建老家的妹名叫林丹藝則也被江核心收買辦事，專攻在鄉親中

為江核心的所做所為塗脂抹粉反誣他的親哥林哲民的兩項發明為假，說什麼林哲民“脾氣不

好，好得罪人工廠才會被拍賣！”還有什麼林哲民的發明是假的“他又沒學過醫，又沒醫生

證明！”等等如此俗不可耐的一面之詞只會哄騙一般的鄉親！   

這個不知如何被控或自願當王八蛋的本發明人二妹， 還長期挑撥親哥在新加坡老婆孩子

配合江核心在新加坡人馬策反要背叛林哲民！  如大女兒不敢答應背著父親公開結婚表示與

發明人的父親劃清界線？ 由她母親去年的一句話就天機盡泄，她自言自語對林哲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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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這樣⋯，如果曉君(女兒)要結婚不告訴你，那你一旦獲得了諾貝爾獎又將如何是好？不

如旅行結婚(才好交代)算了！”，但女兒對象家又是商家獨生子豈可同意！更有於 2009 年，

當發明人回新加坡後、房中電腦母板被發現是在半夜被換恥事不一而足，由此可見，竟連發

明人後方新加坡家人的地盤也成了共產黨江核心人馬必攻之地！可惡的程度已令人怒不可

遏！ 

話說回 2003 年底，當江核心發覺本發明人仍有收入來源後，江核心人馬在福建泉州的晉

江、南安兩市老家分舵的人馬誘騙發明人母親多次來電話傍敲側擊生活來源，發明人煩極之

餘告知炒日元外匯每年也有幾拾萬收入！因此，當指定的竅聽上報後，江核心就下令操控日

元，之後的詳情見後八.之“中央密令”決鬥於日本。 

“中央密令”的絕技不斷，當敝司資產被非法拍賣一空後停產，敝司只得採購國內產品

應付尚余客戶訂單，但很快地，某些在深莞兩地的港資及外商如石英鐘機芯訂單開始被截，

有的更被故意拒付要勞煩香港法庭立案處理，只余如香港立法局成員的工廠小量訂單才不獲

干涉外，敝司的運作幾乎停止！  

但江核心人馬對上述心仍心有不足，為達“中央密令”肆虐香港法庭誇大的訟費命令越

過中港邊界到深圳拍賣發明人林哲民名下在沙頭角房產的目的，就務必要突破中國法律中獨

一房產不得拍買的規定。 

在江核心人馬的精心策劃下，地處本發明人遠在福建泉州的晉江南安兩市老家分舵的人

馬立即誘騙發明人老母親主動要將老家房產證轉名到發明人名下以破獨一房產不得拍買的法

律規定。 只因深圳政府各部均已對非法迫害本外商投資發明人早已熟知均躲閃不及，以及本

發明人為自衛早就熟透中港法律便立即阻止才不得逞。 

為圍剿林哲民，遠在福建泉州的晉江南安兩市老家分舵府的江辦人員分頭行動恐嚇，不

論本發明人小時的老師或同學均不敢有來往否則遭殃！   

例如，在 2004-8 年間，當“中央密令”插手國際外匯市場逼升日元，香港金管理局任志

鋼也多次奉命狂沽日元公帑損失嚴重也沒人敢追究，他們一邊“睇實”林哲民外匯炒賣計算

者哪個價位林哲民戶口本金可一鋪掃清！ 為防止本發明人可及時平倉保本，在關鍵時期，為

切斷林哲民的網路，他們不惜將與沙頭角恩上路 20 社區與工業區相連的供電及電話⋯    

為上述此事，發明人林哲民亦去電小學時老家泉州晉江原安海中心黨員校長曾國敏，因

同一教師宿舍排屋，全家頗為熟落、且自小時予林哲民敬重為“很原則性的黨員”，他兒子

已為水電局幹部，有一次，小時好鄰居的長輩校長太太竟會惡言而掛電，真不知“中央密令”

下了什麼毒！  因此，林哲民去電曾校長，當聊起中國政府也要外國政府共同隱瞞本發明豈

不是也會害死很多人，曾校長流口即說：“我們也沒叫他們不可偷用！”，真糟透了，這是

發明人兒時敬重的黨員校長啊！  怪不得上述在 09 年，發明人要將母親長留新加坡防止“中

央密令”密謀策反破壞家庭須一份安海鎮的母子公證書 求到黃祖九黨員老師代辦也被拒

絕！ 

到底“中央密令”下了什麼毒？真想知道，如果發明人立下毒咒禁止所有共產黨員不得

偷用（除非退黨）並廣宣傳，不知兩位黨員老師有何感思？應立即示教是盼！ 

在中國，對“偷用”可以大行其道不覺為恥，怪不得，當敝司于 2007.10.12 起訴曾慶紅

及江澤民於深圳中院會拒之門外不予立案！這是抹掉的歷史，共產黨政府面目又何處可

存？！ 

在此後，海外新聞可見曾慶紅反對、並確認外資廠有此權力！有關文件已下放到部級，

但被江核心發現後又緊急收回，很快的，幾年間曾慶紅消失得無蹤無影直到近期換界⋯ 

另外，雖溫家寶非隱瞞本醫學發明主謀但做為中國總理卻仍要屈居在“中央密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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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9.2.02 日，當溫家寶于劍橋大學演講時遭劍橋大學一熟知本發明名叫楊克的醫學碩士

生擲鞋，溫家寶母親就因此氣極癱瘓！  溫家寶很是後悔 2003 年訪香港的陶大花園刻意避開

本發明人吧，但當溫家寶很想在去年再次重臨時，又不獲“中央密令”許可告終！有一天，

歷史學家及後代將如何平論胡溫政府不得而知，因隱瞞就在他們任上！ 

   “中央密令”在國內對發明人的肆虐還有更多，上述本節只是點滴而已，現時間有限，敝

司將稍後將增刊陳列在 www.ycec.com/hcec.htm 為此三戰史冊見證！ 
 

七. 為隱瞞 “中央密令”與發明人 

決鬥於國際社會 

     上述本發明人於 2003.6.12 以新加坡人身份向 PCT 申請了 PCT/SG03/00145 國際

專利，自此“中央密令”與發明人國際社會展開了決鬥！ 

     由於江核心早在 911 後的 10 月以默許小布殊售武臺灣交換小布殊反口本已向本

發明人可在美國可獲專利的承諾有了同盟關係成為隱瞞本發明基礎。 

     儘管本醫學發明特別重要，於 2004 年本發明人通過美國駐港領事館去信小布殊

總統要求承認，諒必小布殊有意承認 10/029,951 及 10/469,063 醫學專利無疑！但就

在 2004 年 11 月 27 日， 隸屬中國政府的文匯報、中新網以“可能會影響布殊大選”

顯著標題，並以江澤民兒子江錦恒為名代表江核心揭露江錦恒曾以 200 萬美金聘請布

殊弟，及晚晚將免費女人送上布殊弟 (NeilBush)的酒店房間等猛料以威脅小布殊不得

承認就此又挾持了布殊總統！ 

從此，從 www.ycec.net 可見，“中央密令”在西方眾多大國的專利局的行賄隨

心所欲！ 

2006 年初以色列出現了肺炎瘟疫，半年不到就死了 500 多人！本發明人卒

於 2006.5.12 去信以色列總理及衛生部長，見 www.ycec.com/UN/060512.mht, 信

件告知本發明的用途及專利的申請亦在以色列。結果，“中央密令”與小布殊商

量後，立即派國務卿賴斯飛往以色列談妥了賠償後繼續協助隱瞞！但如何賠償

呢？  

以色列 

總理 

商議的結果是讓香港衛生局長週一嶽召開新聞發佈會公佈每年香港肺結核人數乘

5000 美金為基礎按以色列總人口合計，週一嶽公佈的結果是每年 6000 多約佔人口 1%, 再

由美國作中間人，通過中國商務部於 07 年起默許了美國通過對國企銅板紙雙重抽稅賠償

以色列不採用本發明的醫療法，當然，不採用本發明是假乘機勒索為真，中國政府也只能

如此作罷，因中央核心銳意隱瞞，“中央密令”只得如此偷龍轉鳳！ 

上述對以色列並非密不透風，墨西哥發覺後也依香港公佈的肺結核 1%的病發率計算提

出每年也要有 5 億美金的賠償，由新聞所見，中國與墨西哥成立了友好協會，諒由協會暗

中解決吧！也怪不得當時的德國嫌華訂單太少，也怪不得當時的中國商業部長在窮于應付

去余要提醒歐盟官員，若是在中國週末的話他一定會請客！  

由上述可見，在國際上，政客地太多了！為了隱瞞，“中央密令”出買國家利益是再所

不惜的，在 2004-07 年，溫家寶兩次訪美也由經濟部長帶領國企向美國國會兩院議員私有企

業採購仟多億美金行賄，最後一次由副總理吳儀代領就出事了，吳儀發見國企的採購儘是垃

圾不合乎需要還人情債一樣，TV 所見，吳儀怒不可遏，只見美國財長差點要將吳儀抱起來哄！

諒必是吳儀回國後追究，結果，管經濟的政治局常委黃菊要於 2007.6.02 不供弔祭由 TV 新聞

鏡頭一閃而過顯然詐死、頂罪後不了了之！  

由於黃菊詐死也被敝司揭穿報導後，國企的行賄採購令人矚目減少了或暗中進行不得而

知，但國際政客太多，“中央密令”為隱瞞行賄資金必然傷盡腦袋，此時發生了 08 年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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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山大地震，通過捐款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結果，御用的鳳凰衛視帶頭誇大吹噓災情，僅有

的四張鳥瞰圖已可證實汶川災情是有限的！但借汶山大地震募集得到的款項就遠超 500 億！

起碼，以“中央密令”人脈的實力囊括 300 億用於行賄國際政客並非難事，果然，並無統一

的政府網址公佈捐款數字？ 更無死者、孤兒及“受捐災民”名單公佈，來去只有那幾張可憐

圖片哄你捐款！這就是國恥，你認同嗎？  

 見www.ycec.com/CN/temblor.htm 近期的今天的雅安地震官方公佈鳥瞰圖全無且偽造

圖片能力低劣！ 但“中央密令”之前已食知有味，也同樣如是誇大吹噓災情！ 但人民的眼

晴雪亮，但面對香港立法會在 2013.4.24 否決了 1億捐款，在通過如 aTV 的鐵嘴評論員借“愛

心”之詞專題評擊壓詐後，立法會還只會一句“國外都無人捐”！此時的“中央密令”神通

廣大不可幹休，叫出國際紅十字會也帶頭捐了(當然其後叫中國政府回捐國際紅十字會也不

遲)，就如此逼出香港立法會於 2013.5.3 批准該 1億捐款！ 一個強大政黨的權力核心竟墮落

到今天的如此地步，你的“愛心捐款”反用於行賄為隱瞞殺生了，真是可恥可悲！ 

    為隱瞞，“中央密令”的罪行遠不止此，待敝司稍後公佈！ 
 

“中央密令” 

進入台灣 

     台灣陳水扁本是前述協助江澤民出讓國防利益交換小布殊反口不給本發明人幫他托起

911 後的經濟危機專利發明的得益人，為求陳水扁繼續協助隱瞞本醫學發明，江澤民給了陳

水扁寫了一紙條表示誠意！ 之後，陳水扁在偷用了本醫學發明後渡過了 SARS 危機後、更有

臺灣衛生院同年也有以“塔啊糖”充 PFCO 醫 SARS 呃臺灣人的創舉為協助隱瞞極盡全力！ 

但在 06 年臨近換界之時似乎被江澤民發現有意承認本醫學發明在台專利、或陳水扁已

發覺江澤民已與國民黨打成一片不支持他連任，加上陳水扁換界前外訪時，中國施展了外交

攻勢令陳水扁的專機無地可加油十分難堪，陳水扁在 2006.5.10 回台後立即于 2006.5.15 本

發明日大肆紀念臺灣 SARS 危機三周年並將特輯送鳳凰衛視轉播，諒是江澤民看後心驚肉跳立

即組織了台灣紅彬軍倒扁，結果，馬英九登位，紅彬軍倒扁在台沸騰不息，結果陳水扁在高

雄的集會中拿出了江澤民字條向江澤民示威公開，也就在隔天，馬英九便指令台北地檢署馬

上逮捕不予保釋，之後，在無證人指控下、便由法官將政治捐款說成是利用職權的貪污重判

入獄至今！   

 
陳水扁 
2011.5.02 

左圖為 2011.5.02 的陳水扁精神 爽利顯見，而右邊 2012.9.22 的陳

水扁正如失憶 的傻子一個了！ 臺灣《今日新聞》2012.9.22 報導，有

醫師資格的陳其邁說，民進黨“立委”特見陳水扁後，大家都認為他已

不是從前那個令人熟悉的陳水扁了！  

明顯的，陳水扁的失憶是長期在牢只須暗中在飲、食品中喂藥即可！ 

陳水扁 
2012.9.22

此藥是一種名叫 Ativan 的專供癲狂病人鎮靜的安眠藥！ 

但只要食用 40 顆以上便有不同程度的失憶，且此藥無色無味，是現今精神科及神經內科

的 任何精密檢查都難以測出、把陳水扁關在牢中讓他自已吃有何難呢？   因此，與“江

澤民字條”的主人有否恩怨？及是否幕後兇手也就只有目下的傻扁才自知！ 

為何會如此清楚？因本發明人在2011年初也成了“中央密令”下要餵食謀害的對象且也

差點在吃到！此醜惡的歷史見證在： 

www.ycec.com/lzm/ativan.htm 

為了隱瞞，國共兩党簡直像好哥倆！見 www.ycec.com/UN/120617/witness-history.htm

再點擊 Taiwan，本發明人兩封公開信分別給各國政要也同時傳真給了馬英九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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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信簡易且明朗、不可辯駁地告知了馬英九，若臺灣再協助中共隱瞞本醫學

發明，台灣醫院再無公開可用的“洗肺”室可用、將導致無數臺灣同胞的失救而死

亡！ 

但馬英九不但不為所動，更立即下令台灣專利局連夜作廢了已擱置多年的審查

向“中央密令”效忠，見 www.ycec.net/tw.htm！本發明人只得于 2013.9.25 向臺

灣經濟部提交訴願書。  之後，諒必是前經濟部長有意批准專利或發回專利局重新

審查，馬英九立即於 2013.1.31 漏夜宣佈撤換“行政院長”只為將經濟部長施顏祥

並於 2013.2.17 趕下臺，而新任部長張家祝上任立即於 2013.4.02 駁回了訴願書！ 

台灣媒體無一知馬英九隻為效忠中共趕施顏祥下臺的原由就在此！ 

之後，是否馬英九自知為協助中共隱瞞且惡殺獨一無二的醫學發明於殺生而不

顧，被害家屬遲早找上門而心有餘悸，除不願參加女兒婚禮外又向外透露大女兒婚 

馬英九

施顏祥

張家祝

後將長居香港，是否已談妥？是否欲接受中共保護? 

因此，馬英九是否已不怕家人被受害家屬尋仇的心態則真是耐人尋味！  

“中央密令”亦 

進入泰國抗衡泰王 

泰國的紅衫軍與臺灣紅衫軍沒兩樣，同樣是中國政府以強大的實力壓迫泰王不得承認 

lzm 在泰國與臺灣“洗肺”醫療法一樣的專利！  

 

泰王 

泰王本是佛教國家之王，救死扶傷為最高教義，中國政府通過收買他

信總理欲作廢 lzm 在泰國專利有勃佛國教義，他信因此被泰王趕出國，

中國政府就暗中出錢出力為他信組織泰國的紅衫軍與泰王格鬥，結果局

勢大亂...   

直至本發明人於 14.11.2009 去信奧巴馬後，在奧巴馬的干涉下，才

由他信的妹妹任總理才暫時平息了動亂⋯   

他信妹

英拉 

 

“中央密令” 

決鬥日本 

為達操控日元掃清本發明人外匯買賣倉，在 2004 年 2 月，就見浙江 9人登上了釣魚臺及

有報導日本在華 900 幾間公司無事也要整頓折騰驚動了小泉純一郎，恰到此時，中國政府

提出了要在短時做一下日元莊家但又說不出理由，但日相小泉也只得同意！ 

如此這些盡在本發明人眼中並及時於 2004 年 4 月 3 日去信後，小泉純一郎才恍然大

悟卒於 2004.04.07 決定拋出萬伍億日元拉高日元至 107 以上令本發明人的外匯孖展帳

逃過了滅頂之災，但也已虧損累累，另見 www.ycec.com/UN/080508.mht,小泉純一郎的

大手筆自然令任志剛在 2004 年 2-3 間動用公帑狂沽日元損手 200 多億。  

之後，只見日相小泉純一郎的一男同學又非當事人但突然入狀起訴日相小泉在年青

時曾強姦過一女同學且買通一小報通了出來，日相小泉當然深知是“中央密令”暗中發

惡的結果，因此觸發中日突然交惡⋯ 

寫至此已 13/5，突見何亮亮在鳳凰衛視他的亮亮點節目介召一本國際法的書，他對“春

曉油田”明明在我一方但又老是處於不利地任由人宰割？ 現何亮亮應該明白了，由於江核心

有求日本協助隱瞞並作廢本發明的專利申請醜事在日方手，賠償日本事在必行， 所以在“中

央密令”下於 08 年由鳳凰衛視吳小莉要哭喪著臉公布日本可無條件佔有 50%注資權益，即出

買了 50%的國家主權，見 www.ycec.com/UN/080625.mht，但當本發明人立即於 2008.6.25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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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公開信指中國政府出賣東海油田將令台獨理由充足並要追究外長楊潔篪買國責任後只好徹

回協議，儘管不在中日爭議區域之內的春曉油田也要停產至今損失 2000 億以上也要避免刺激

日本亮出底牌！ 該公開信必然傳到鳳凰衛視，但何亮亮為何會詐晤知？  

何亮亮應轉告其他評論員，為隱瞞本醫學發明出賣國土的鐵證如山在此！ 

當鄭浩與陳曉楠為《非典十年祭》一唱一合地奉命歪曲事實，當任韌扮客方問：“近

期有H7N9禽流感病人為何可痊癒出院，是否有什麼特效藥？”當又見鄭浩撒謊：“那

是從痊癒禽流感病人血中抽取抗體再注入瘓者產生抗體所致！” 

抗體會殺菌驅病毒嗎？鄭浩應即自我賞嘴！  

鄭浩這老糊塗中 還不趁敝司還沒 立下毒咒禁止 共產黨員不得偷用本發明前

去找許戈輝洗個肺，如有下回立即登列 3級戰犯並交受害者家屬公審，不再通知！ 

也見其他評論員先後同一論調為隱瞞盡力，何亮亮理當轉告所有評論員，就是

有這麼多牙尖嘴利甘願一再放棄原則為隱瞞本發明充當豉吹手，這不也與上述賣國

者一脈相承？！ 

何亮亮

 

鄭浩 

上述可見，在國際上，只因沒原則的政客太多及狗奴才也太多，“中央密令”才可一時

得心應手！ 

617 公開信恰到好處 

揭露引發全球共鳴 

見敝司 www.ycec.com/UN/war-felon.htm 于 2012.06.17 中英公開信向 WHO, G-20、各人

權組織及各國首腦、衛生部官員質疑為什麼陳馮富珍能夠連任 WHO 總幹事？ 並質疑難道中國

政府已買下整個世界？ 更進一步向全球公開指出： 

『任何一家醫院或普通的化驗室均可從任一確診的流感病人的身體抽出血液樣品檢測

觀察“流感病毒”的濃度會否隨時間的延長提高？以檢驗現有的醫學教科書中，“病

毒感染”理論中的核心即“病毒感染”在血液中以“自動複製”的方式繁殖？！』 

上述的簡易試驗無須病毒專家告知真相，包括諾貝爾得獎的所謂“病毒專家”他們的

成功神話也將無處藏身並將離開權威的醫學機構告老回鄉！ 

在香港，首先讓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曾浩輝一覺醒悟無事可做也將辭職不幹，而若非承諾

無須再上 TV 再欺騙民眾將無一續仼者！ 

在國際上，見 www.ycec.com/UN/120617/witness-history.htm, 2012.06.17 公開信恰到

好處地終於引發了全球政界共鳴！ 

奧巴馬也派遣希拉莉緊急到京並預定會見習近平協商索賠，但習近平以游水受傷為藉口

臨時拒絕，之後，從 TV 新聞所見，中國的官員稱與希拉莉的問題已解決！ 

因此，當希拉莉回到美國後馬上推出 QE3 印鈔準備貶值美元，相反的，本已刻意人為推

動通賬正準備一夜間將人民幣大幅貶值的中國政府只好人為地將人民幣暫時升值哄著奧巴

馬、希拉莉再說！但事實表明，以默認貶值美金吃掉中國 3 萬多億外蓄為隱瞞的索賠代價與

賣國者無異！ 

習近平拒見的領導人還包括新加坡、俄羅斯及丹麥總理等！如何解決

索賠則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為阻止各國元首蜂擁而來的索賠潮，香港文匯報

1202.8.30 就拿前總統小布殊的弟弟尼爾．布希(Neil Bush)對中國政府感恩載

德地說要考慮加入中國共產黨報導，這明顯的誘惑志在向急見習近平的國家領

導人之暗示可以通過親屬輸送利益解決問題以免尷尬！ 

小布殊弟弟 

尼爾 

考慮入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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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一提的是，當敝司www.ycec.com/UN/130215.pdf 電郵傳遍美國各界之時，奧巴馬也危

在旦夕，因隱瞞了本發明已曆近10年，全球為此害死總人數已遠超二戰，就算奧巴馬想站出

來首先承認本發明在美國的專利也為時過晚！  

例如，奧巴馬的危機不下中國政府： 

其一，為什麼你美國專利局會詐稱申請人沒依時答辯？難道連美國的掛號郵件派送記錄

也有假？你奧巴馬將如何解釋？ 

其二，如果要將接受中國行賄事實和盤托出又有多少證據？  因此，在奧巴馬看來，亦

只有讓中國政府承認在先向人類社會鞠躬認錯就較為可行！但中國政府肯嗎？ 

其三， 就算中國政府可以鞠躬認錯，在美國人看來，難道你奧巴馬連最基本的價值觀也

沒怎可以不顧美國人生死於不顧？ 

因此，中美雙方的權力核心為此在暗地裏展開了拳打足踢。  

而此時中國在苦思無計之下十分輕率教唆北朝鮮金正日不自量力地對美國發動核戰恐

嚇；美國也不示弱叫出了印度在中印邊界製造了帳篷對陣，並于2013.5.4教唆越南出動戰機

正式佔領南海與菲律賓面對面佔據的一小島只200多公里遠正式向中國宣戰！ 

而在同一日的中國只得同意印度後退了 1 公里，但中國後退不只此數令中國與印度的帳

篷對陣暫時結束穩定背脊之危，但對越南的宣戰連中國中央核心御用的鳳凰衛視的評論員也

不敢出聲！  又不生五天，菲律賓向台灣漁船開火又不認錯，雖見鳳凰衛視的評論員順勢將

對抗責任推給了馬英九，為了隱瞞，中國政府的威信少地才是今天四面楚歌根源！ 

如果一旦開戰，民無選票、新聞不透明且習慣歪曲事實及權力沒制衡等，共產黨又能如

何號召人民為國而戰！ 

怪不得之前在全國為海監局招聘 20 名海監人員為增加釣魚島沒人應聘！ 

八. 歷史將對隱瞞的罪惡定論 

上述可見，為解救中港台 SARS 非典的國難危機徹底改變人類肺部疾病醫學歷史且將萬年

不變，任何的隱瞞手段將永遠串改不了這段已不可改變的歷史，在過去隱瞞的十年間害死的

可貴生命已遠超二戰總人數並不因中港臺早已會“偷用”及不阻止世界各國也“偷用”所改

變！  

如中國政府不立即承認本醫學發明，無辜生命的死亡亦將增加，也不會因一個政權以為

只要控制了所有媒體人就可以歪著嘴巴就可以在歷史上抹掉這罪孽事實！ 

敝司及本發明人在此本醫學發明被隱瞞十年整的今天發覺“中央密令”已難已回頭，因

此在此呼籲共產黨內正直、有原則的共產黨員放棄偷用本醫學發明下的“洗肺”醫療法，請

勇敢地拿出你們寶貴的生命拯救共產黨廢除“中央密令”回到理性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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