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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沙頭角恩上路 20 社區 1 棟 C-207  

Tel: 852-36187808 Fax: 852-31114197  Tel:86-755-2535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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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港特首 

梁振英先生：  

   有關貴檔案: L/M(2)to(1258)in CE/GEN/1997 

茲因本人在2014年7月17日向閣下的投訴信，就因官塘警署報案室DO/KT 警員坦露真相：

“⋯你告咩嘢江澤民啊，你都神經病的送你入精神病院啦，唔查啦！” 的這一句話打開了天

窗，也逼於 Ebola 在非西的猖狂殺人刺心的無奈，本人只好於 2015年1月17日 發表的公開信

向全球揭露了為何要全球隱瞞本人拯救中港SARS國難危機的醫學發明的根本原因，即因99年

前搶劫本人世界一流設計的專用工廠設備回江澤民老家威後關閉中院大門無臉下台！ 如何

搶劫詳情, 可进 www.ycec.com 點擊張高麗頭像進就可一清二楚!  

因此，如托起911股災的【航空安全三措施】發明，特別是當本人拯救中港SARS國難危

機的醫學發明後，就因洗肺醫療法發明永世不可替代，又極度害怕本人借此名揚天下難於交

代搶回老家威的設備! 因此，搞得即要國際隱瞞又要偷用尷尬異常，如出入境簡易的兩道門

身份自動驗證就為航空安全三措施之一(打開www.ycec.com即可點進),09年起的專利申請仍

掛在北京中院,只要不涉及生命暫不提也罷，但即要隱瞞洗肺醫療法發明又要在吹噓流感疫

苗欺騙市民防疫吃退燒藥一旦體溫一過39度再入院偷摸洗肺也太遲了也會令死亡率大增！ 

如單就2014年香港肺炎的死亡人數高達7431人由衛生署公佈！又2015.4.23止香港的流

感死亡人數達495人報導後高永文公開聲稱不再報導, 市民知情權沒了也事小，但為何如

此多生命如此多死者家屬疾心哭泣之聲也換不醒江澤民？因此，本人不得不要在

2007.10.12 在深圳中院起訴江澤民，所以，胡錦滔在離職前半年下令再次讓本人的 www.ycec.com 

進入中國令深圳官員更少有不敬而遠之 但大多暗中保護不宜多談!  也因此，本人反而現居深

圳更安全，反而是如香港警隊，也只會哄騙如DO/KT 警員不告知起訴原由及外資企業的權力！ 

就如當2014年7月17日向閣下的投訴信轉到投訴員警科後，投訴科立即將投訴北角警署到監

警會CAPOH09001628一案結案，即投警科袒護北角警方的“絕技”就是將非法整個案件分類： 

也即本人獲法庭令須當面對租客派發命令，但當租客拒收衝撞本人奪門而出時，本人只

得橫曲左手本能一檔，當租客逃入康和大廈前該租客反身搶本人手機欲消毀不收法庭命令逃跑

的錄影證據被大廈管理目睹999報案，但當大批警員警車趕到之時發現是本人立即逼大廈管理

拆消報案其後只得由本人親自報案後!  北角警方反而教唆租客報案将“橫曲左手本能一檔”

後便立即濫權以“毆打罪”拘捕本人而放了租客走 從www.ycec.com/HK-Police/09026607.htm
可見，投訴科袒護“絕技”  将本人報案与租客報案分類将“橫曲左手本能一檔”以“毆打

罪”拘捕本人獨立處理, 而不處理本人報案以及為何要逼康和大廈管理目睹的報案?! 

由此可見,雖監警會長及警務處長已換人, 但北角警方的法西斯行為已為監警會及投訴

警察科袒護已成為今天北角警方的法西斯行為的復發基因:   

暫不論有何黑鬼在後做搞手,即北角警方十分清楚於2015.10.5本人依租約拴水喉的合法性民

事糾份無疑、更清楚警方無權打爛拴水喉之鎖與鏈為還欠交管理費的租客供水當眾撕毀租約！  

更豈有此理的是，以租客報案本人拴水喉為名也沒為其錄口供便列為刑事案交與CID第2隊要

本人由深圳回北角警署錄口供被本人質問後還繼續恐嚇本人如不在本週五回港便立即發出通輯

令！有關詳情見 附件1.共10頁的本人於2015.10.13給警察投訴科之投訴信!   

如果特首辦再仼由北角警方的法西斯行為基因復發，讓本人再入虎口那就非死不可或

也將如前臺灣總統陳水扁失憶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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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陳水扁於2006年12月在高雄的公開演講場合出示了要他協助隱瞞本人醫治非

典醫學發明駁回在台申請專利的“江澤民字條”後的第二天馬英九便令台北檢控方

便迅速收監！其後於2011年後在獄中偷喂一種名叫Ativan藥從而失憶！ 

現已到非打開天窗說亮時刻望特首莫怪： 

請進本人的 www.ycec.com 點擊張德江頭像, 在本人於2014年7月12-17日後向警監

會、警務處長、保安局長、及閣下投訴後江澤民已深知只靠他在官塘不少為退休警探人馬

暗中組織借裝修工對本人行兇已有困難, 就叫張德江於2014年7月19日急飛深圳坐陣當日

召見閣下及中聯辦張曉明, 張德江當然不會公開告知閣下: 林哲民非殺不可!   

但其手下人馬會得到通知續繼謀殺的鼓勵!  因此, 深圳警方(肯定不知為何)就首先

出手以本人的在深圳登記16年的粵B-19806是：“被盜搶！”，“懷疑你這架車是偷來

的！”， 企圖扣車後讓本人再去取車, 而江澤民的殺手人馬就會在車上放置遙控炸彈!  

而且在深圳沙頭角黑社會也得到通知打死本人 “都唔使坐獄!”全有錄影帶可作證! 

在國際上, 進 www.ycec.com 點擊 14. MH370 欄, 就可知因本人於 2015.1.17 日發表的

公開信後習近平於 2015.2.17 日無須點名天下人盡知本人的非凡業績表示崇高的敬意後令西

方清楚無疑, 基辛格因此於 2015.3.17 趕到北京密約 9 月訪美與奧巴馬共同承認本人的醫學

發明, ⋯最後由超小型的熱核彈產生的 4000 度高溫造成 2015.8.12 天津大爆炸無從破案的恐

嚇令習近平不得不也要改變與基辛格約定初衷! 港府不捐款不也如此知情不露!  因此導致

諾貝爾的後悔及前總統卡特指責美國民主已死只剩少數人操控的政治!  

由於習近平不得不改變初衷後, 在香港, 駐港辦張曉明首先於2015.9.12提出讓 "特首地位

超然三權之上"引起全港議論嘩華！ 最後，陳佐洱於2015.9.20 以"香港無“依法去殖民化”致內

耗 壓垮全港議論嘩華, 港府派人找來找去殖民化也只有可列為古跡在英皇道上才有近60個英皇室

標誌郵筒⋯因此令來自中央的表面壓迫背後目地 必有陰謀 已浮出了水面: 

其一. 從www.ycec.com 點擊張德江頭像可見, 土地註冊處長周淑貞堅持歪歪嘴巴否認本人

長年早為法院認可的授權書違紀亂法還得到發展局長陳茂波認可！企圖打開困憂並搶劫本人在

港物業資產另一途徑,周淑貞只會考慮擔憂因隱瞞之死者家屬協會會否成立替我報仇良知盡失! 

其二. 點擊張德江頭像更也可見, 為支持陳茂波屬下屋宇署建築事務監督出馬發出天台貨櫃

屋之拆除令, 為誤導上訴審裁小組判決, 還會指示律政司在其官網上竄改《建築物條例》第14AA

條, 這已是破天荒的破壞香港法治的歷史見證!   見8頁的附件2. 本人已向律政司長提出投訴信

可一覽無疑, 也因此要特首辦跟進, 因特首閣下已為駐港辦確認"特首地位超然”大權在握! 

其三. 點擊張德江頭像更可見, 為支持北角警方的法西斯行為的基因復發，無疑還安排保

安局長帶大批警隊骨幹於2015.10.10集飛北京接受這"右宰相"張德江接待風光、哄一下!  

因此,如果讓北角警署重新出馬 找藉口『濫用職權』非法羈留本人得手，本人要逃出虎口就

沒那麼簡單了！也因此, 本人向地位超然的特首在此疾呼: 本人林哲民條命就在閣下手中！ 

本人的傳真機號已改為 852-3111-4197 or 3565-5893 時常也可！ 

謹此！  

2015 年 10 月 14 日 pm 5:50                                     D188015(3)                       

此致特首辦公室：                                             林哲民  

Tel: 2878 3300  Fax: 2509 0577 

(包括附件共20頁，如不清可進 www.ycec.com/Jzm/murder-3.htm下載) 

即時修改, 以本版為準 pm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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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警務處                                                    Tel: 3661 1742 

投訴科：                                                      Fax: 2200 4463 

見背後本人於 2015 年 10 月 10 日致盧偉聰處長函，當查詢 Tel: 2703 2251 後被拒絕答

復是否將收到信件轉處長！ 

而該信亦同時傳真到北角警署報案室轉 CID 第 2 隊，一個明顯的是，附件的租約亦清楚

向 CID 第 2 隊顯示，是租客違約欠交 11 個月管理費及本月租金，業主有權拴水喉，這是民事，

若租客報案，北角警署有必要要求租客出示租約顯示身份及瞭解業主有沒權力拴水喉並錄口

供，在確認為刑事案件後才可將案件交由 CID 第 2 隊跟進，但北角警署根本如此依基本程式

為租客錄口供並無權於 2015 年 10 月 5 日強迫新威園大廈管理開門，再由北角警署人員為租

客拆除拴水喉鐵鏈及鎖帶回警署由大廈管理人員在笫 2 天告知當晚詳情！ 

最起碼的是北角警署已清楚收閱向處長投訴信後亦應明白到，北角警署人員是無權干涉

租約規定在未獲業主同意就打爛拴水喉之鐵連及鎖，更不為租客錄口供情況之下非刑事案件

要 CID 第 2 隊查案並於上午由 28114282 自稱 CID 來電催促本人回港前往錄口供！ 

由此可見，如此北角警署霸道及非法濫權又知錯不改， 現情況更加嚴重！ 

因此，本人翻閱在 2014 年 7 月 17 日，特首私人秘書梁淑婷小姐回信告知已將投訴

官塘警署剝奪本人的報案權信轉到貴投訴科！ 

結果，貴投訴科於 2014 年 8 月 25 日以抬頭貴投訴科檔案之 CAPO HKI RN 09001628 一

案回復本人特首信已於 2014 年 7 月 17 日收到，但貴科至今年余並沒告知如何處理官塘警署

剝奪本人的報案權一事，因此，搶錢的裝修工及有錄影帶做證的西環行兇犯至今仍逍遙法外！ 

並且，貴投訴科 2014 年 8 月 25 日信件只談及 2009 年有關本人將 NP/RN；09026607

投訴到監警會的個案編號：一案已結案，但本人 2013 年 11 月 19 日再次去信監警會至今不

敢回復，就因為監警會將該案“分類”袒護北角警方的法西斯行為只為替北角警署署長免

去追究法律責任鋪路已明顯不夠！ 

也因此，北角警方又再次違規作案不依法辦事，就因之前袒護北角警方惡果，此至

今天的香港法冶根基一無所存也！ 

現將本人於 2015 年 10 月 10 日向警務處盧偉聰處長的投訴信轉傳貴投訴科，請立即

阻止北角警方不再非法運作找藉口誘本人入虎口，否則又將非法扣留人本人以方便江澤民

派人謀殺？  因 99 年前搶劫本人世界最一流工廠設備回江澤民老家威後因要隱瞞本人

拯救 SARS 國難的醫學發明又要偷用下不了台，從 2006 年起暗中派人企圖謀殺本人！ 可

進 www.ycec.com 點擊 13 項可進見，這就是本人會在深圳中院起訴江澤民原由！起因可

進本人的www.ycec.com 再點擊張高麗頭像可進，本次謀殺已高度危險點擊張徳江頭像！ 

因此，請香港警方立即回歸依法辦事以免在這醫療史上進一步留下可恥足跡！ 

謹此！ 本人的傳真機已改為 852-3111-4197 or 3565-5893 時常也可！ 

2015 年 10 月 13 日 pm 5:50                                     D188015(3)                       

此致警務處投訴科   Fax: 2200 4463                           林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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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警務處處長                                              Tel: 2703 2251 

盧偉聰先生：                                                 Fax: 2703 9319 

處長去年回復了本人2014年7月14日去函, 儘管只以對有關 NP/RN；09026607及

投訴到監警會的個案編號：CAPOH09001628對2009年北角警署投訴一案決定似乎要做交换，

但明显的，因在眾目睽睽之下官塘警署也得收斂了，遺憾的是本人報案人權沒了！ 

虽如此，也好，激起了本人不得不要在2015.1.17向國際社會發表的公開信中將江澤民為

何要如此封殺本人永远不可取代的醫學發明拯救生命如Ebola病人等，特別是為何要不惜代價要全

球隱瞞本人 2003年承救中港 SARS國難的醫學發明告知公眾存檔史冊，從本人網站

www.ycec.com/UN/war-felon.htm 主頁點擊2015.1.17欄的連結後上網手機也清楚可見，詳情可進 

www.ycec.com點擊 張高麗頭像進更可見 正是他主導協助江澤民派專人由91年底本人的恒昌電子

剛落腳深圳起佈陣偷學不成就於99年前不理相關案由已在香港高院國內法院不得插手法規借

東莞深圳兩地初審庭違法判決一下就將近600萬機器設備借“拍賣”幾萬之名搶劫回楊州老家威

後便從此關閉兩地中院大門，这就是起诉江澤民原由,  请转告官塘报案室Do/KT警員真相! 

其後就拿著“中央密令”由陳方安生提前宣佈辭職那天起便在港做怪，並害怕本人

藉托911股災的[航空安全三措施] 發明以及更重要的本人2003年承救中港SARS國難的醫學

發明也不惜代價不惜會害死多少人也要全球隱瞞，因他害怕一旦讓本人在國際上出名，那

搶劫回他老家威這事如何交代！    

而像本人一樣的香港頂級專業公司被騙進投資國內“宰”的公司必然不少 也必然

只可躲在一邊哭天抹淚去了，搞得今天香港工業基礎早已一無所有了, 我們為香港過往輝

煌築建基礎這一輩倒無所謂， 但香港年青一輩那麼多該怎麼辦？是否要他們爬下永遠

當小狗？⋯有機會再述!   其餘的見附件 給監警會主席信中所述不再多言，也儘管張

德江昨天在北京會見由保安局長率領的香港紀律部隊交流為北角警署壓陣，但今天重點

的是， 從前處長的回信不再重提投訴交換的北角警署又再死灰復燃， 若今天再仼由

北角警署“籍籍口”騙本人入虎口一定 必死無疑！  

又因隱瞞本人永遠不可取代的醫學發明如2014年公佈的本港這小地方不該死的肺

炎病就有7341人，單今年4月前的流感病人達495人後 高永文就不再公佈並依舊吹噓疫苖

以對抗本人的醫學發明繼續殺人⋯, 相信如此龐大的警隊必有被害家屬在其中！就算北角

警署CID第2隊不知內情，隨著前諾貝尓主席怒責發錯了給奧巴馬和平奘後，美國前總統卡特

亦站出來指責美國民主已死只剩少數人操控的政治，知情的普京總統又立即真正空襲IS組織令恐

嚇國際媒體少了一大威脅，本發明人已非仍在孤軍作戰，⋯現不說也罷，現處長已清楚無

疑:“拴水喉” 是本人根據租客認同的租約第3及14條規定合法行事，現北角警署還有義務

叫租客立即向大廈管理處交納所欠$7200.- 管理費，否則非法濫權逼管理處開水喉並恐嚇

也將罪名成立！ 

閣下貴為警队問責處長，現請立即阻止北角警署切莫違法亂紀發出通緝令，以免

本人被謀殺將令警隊 10 萬以上家屬後代今後數人無臉享用本人的醫學發明！ 

謹此！ 本人的傳真機已改為 852-3111-4197 or 3565-5893 時常也可！ 

2015 年 10 月 10 日 pm 4:50                                     D188015(3)                       

此致警務處處長 Fax: 2703 9319                            林哲民  

北角報案室轉 CID 第 2 隊 Fax: 2562 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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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沙头角恩上路 20 小区 1 栋 C-207  

Tel: 852-3618-7808 Fax: 852-3111-4197  Tel/Fax:86-755-25353546  
Websites:  www.ycec.com  www.ycec.net  Email:  ycec_lzm@yahoo.com.hk  

 

监警会主席                                                       Tel: 2524-3841 

郭琳廣先生阁下：                                        Fax: 2525-8042  2524-1801 

有關之前NP/RN；09026607及投訴監警會個案編號：CAPOH09001628一案，從本人

網站 www.ycec.com/HK-Police/09026607.htm 不停地投訴，監警會自2009年起不停地

為北角警署的違法行為辯護可見，監警會是否完全獨立於香港警務處的法定機構已值得

懷疑，这或是前仼主席之错，望新仼主席重新审核！ 

如2014年7月12日本人亦因於2013年8月2日在港島西區受到恐怖襲擊，裝修合約及

恐怖襲擊的錄影帶均證據確信無疑; 以及2013年10月發生在官塘興業街永興工廈永興

工廈13/F.,c-4天臺被裝修人黃壽忠以不足2000元偽造誇大的材料單騙取了本人5000元

定金後走人向官塘警署報案室報案被拒， 由Do/KT辨案的警員告知因本人曾于深圳

起訴江澤民為理由!  因此，本人於2014年7月12日又致信於您，但不見回復，警方已

成江澤民私人警隊由此可見！ 

現又見北角警署更離譜的違規作亂，本人已有必要在此事先告知為何本人會在深圳

起訴江澤民？本人于2015.1.17向國際社會發表的公開信從www.ycec.com/UN/war-felon.htm 

主頁點擊2015.1.17欄的連結上網手機也清楚可見，江澤民為何要如此封殺本人，特別

是為何要不惜代價要全球隱瞞本人2003年承救中港SARS國難的醫學發明？ 

那是因為江澤民82-85年為電子工業部長之時派人於1984年欲購買本人設計全

球無人可及的全自動空心線圈機器以及江澤民85年簽署2000萬投資在楊州老家生產石

英鐘機芯失敗後， 則本人於91年底在深圳成立了如信頭之恒昌電子以專門生產石英鐘

機芯為主，因此在如此兩樣買不到高技術產品面前，當江澤民91年底就派出老鄉跟蹤偷

學無成就於99年前教唆廠房東主起事通過初審法庭亂判後以“拍買”為名將本人幾佰

萬機器搶回老家威，然後關閉東莞及深圳中院大門，細節從本人的www.ycec.com 點擊

張高麗照片進就更一清二楚！ 

也因此，江澤民害怕本人特別是永遠不可取代的承救中港SARS國難的醫學發明

出名國際之後下不了台就此以“中央密令” 在港圍剿本人並全球隱瞞，阻止本人在06

年獲諾貝爾獎事小，但全球隱瞞令死亡人數早超二戰，如2014年公佈的本港這小地方不

該死的肺炎病就有7341人，單今年4月前的流感病人達495人後 高永文就不再公佈並依

舊吹噓疫苖以對抗本人的醫學發明⋯，而當2015.1.17公開信發表習近平就在年初2月17

日春節晚會上向世上無人可比本人的業績致敬後 基辛格立即於3月17日趕到北京密約

9月訪美公佈承認本人發明拯救生命，但其後一時無法對抗港府也早知不捐款的天津實

為超小型的熱核爆炸而要暫緩與基辛格的約定⋯, 隱瞞本人的醫學發明早成為21世最

邪惡的第3次世界大戰⋯，諾貝爾前主席也站出來奧罵不該09年頒發和平獎給奧巴馬，

正邪已分明，今天警方墮落背後也就有此陰影！ 

北角警署及CID第2隊也應明白莫再被利用，因近日非法要本人前往錄口供的後果

本人不死也將如有江澤民字條在手的台灣陳水扁失憶傻晒！ 

北角警署及CID第2隊違規作亂如下： 

附件 1. 為本人去信 CID 第 2 隊陳蛇信。其一，本人尚不知那一人報案？其二，

如是本人租客，有沒向貴署提供租約？其三，北角警署有沒替他們或另有人錄口供？其

Administrator
Text Box
致警務處處長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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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又何事要 CID 出面錄口供，請簡易告知內情？才導致本人也要前往錄口供？  

但陳蛇不做傳真回復，就因北角警署報案室及 CID 第 2 隊根本沒為報案的租客錄口

供，否則，當租客向報案室出示租約之時，報案室即知業主有權依租約停水停電而拒絕報

案，更不會立案轉專為刑事調查的 CID 第 2 隊跟進！  北角警署已違規明顯在先！ 

見附件 2. 為本人於 2015.10.05 根據附件 3.租約 第 3 及 14 條未交本月租金及

未交 11 個月管理費在 e601 租地大門張貼的告示！  附件 3.租約更顯示業主於

2015.9.20 傳真給租客證據，於 2015.10.05 當日本人還根據租約最後一頁顯示的名片

地址到中環花園道中國工商銀行大廈 30 樓找到了租客李仲賢面促立即交清所欠租金及

管理費，但被李仲賢趕走及通知工銀大廈管理處記錄身份證號存檔今後不許本人再到上

址！  因此，租約已在當日結束，不管如何，這只是極之普通的租約民事糾紛，北角

警署無權介入，更不得於 2015.10.05 當日晚 7 點後當租客只拿著只支付本月租金的櫃

員機收據就不經本人同意就強迫大廈管理處打開水錶房門讓警署敲爛本人鎖住水錶鐵

鏈及鎖向仍欠交$7200.- 管理費方便租客供水霸屋住，整個北角警署形象因如此的濫

權及霸道即刻炭塗臭晒！ 

但北角警署仍不知悔改，CID 第 2 隊陳蛇於 2015.10.08 日 14:32 用 3724-9411 來

電，本人告知在深圳務必要書面回復附件 1. 讓正身體不適的本人知道所犯何罪才有必

要及有凖備回港錄口供？ 

其後，3724-9411 轉自稱為李蛇繼續講，李蛇說附件 1. 為中文晤悉複，要求本

人用英文，本人質問繁體中文為法定語言，若晤悉中文可講他人代寫！李蛇繼續講: 

“你拴水喉唔啱，我哋要依法辦事，如果你唔喺一星期之內返港，我哋將發通緝令！”！ 

到底“拴水喉”係咩嘢罪？這簡直係恐嚇！再請北角警署 CID 第 2 隊复信！ 

明顯的，這與 2009 年 NP/RN；09026607 及投訴監警會個案編號：CAPOH09001628 一

案，當法庭頒令要求本人面交當年不交租的租客黎翰勲拒收欲沖出新威園 E 座大堂鐵門

時，本人本能用手背一擋不住後，租客黎翰勲便走落街，太古坊康和大廈管理員目睹黎翰

勲當街搶我手機 999 報案，當北角警署人馬趕到發覺係本人林哲民後便立即疏通太古坊

康和大廈管理除消報案，之後由本人 999 報案，但北角警署不落案起訴黎翰勲當街搶手

機外反而叫黎翰勲也報案指本人曾手背一擋防他走落街“伤”了他，北角警署因此將本人

扣壓超過 6 小時而即放租客走唔駛落案早在www.ycec.com/HK-Police/09026607.htm 上鐵

證如山，好在當年尚有親戚官員為我從上奔跑幸可走出虎口！  

現請監警會主席,及 CID 第 2 隊包括北角警署各警員請留意幕後黑手，並上網 

www.ycec.com 點擊張德江，因多次謀殺本人不逐後江澤民馬上命這委員長出馬深圳座

陣，但今年就完全不同如，若今天本人再仼由北角警署“籍籍口”騙入虎口必然必死無

疑！  

因此，請監警會主席出面切勿讓北角警署重蹈覆轍為謀殺本人“籍籍口”！ 如

回復或有仼何通知請轉真到Fax : (852) 3111-4197 或  3565-5893 時常亦可！  

謹此，  

2015 年 10 月 9 日 

Fax: 2525-8042  2524-1801 

CID 第 2 隊 

Fax: 2856-0620 
 

報案室 

Tel：3661-1608 

Fax：2562 5546 

D188015(3) 

林 哲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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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附件 1. 
深圳沙頭角恩上路 84號 20區 1棟 C-207  

Tel : (852) 3618-7808  Tel: 86755-2535-3546  Fax : (852) 3111-4197  
Websites:  www.ycec.com & www.ycec.net  Email: ycec_lzm@yahoo.com.hk; 

 
 

北角警署                             Tel: 2880-4270 2811-4304 

CID 第2隊：                                   Fax: 2856-0620 

陳蛇： 

昨天下午 5 點左右閣下來電，告知有人報案，要求本人於週五 10 點

到警署錄口供，但電話語音不太清楚，早上多次致電上述兩電話又不見有人

聽，因此傳真此信，請傳真回答如下問題以便準備資料： 

1. 本人尚不知那一人報案？ 

2. 如是本人租客，有沒向貴署提供租約？ 

3. 貴署有沒替他們或另有人錄口供？ 

4. 又何事要 CID 出面錄口供，請簡易告知內情？才導致本人也要前

往錄口供？ 

因上述疑問，本人總該要知道報案內容才可捷帶相關檔，因此，請儘

快聯繫本人，傳真及電話見上，最好是傳真回答，為因本人不在港, 身體

本就有點不適，以免週五的約定又要延遲！  

謹此！ 

 

D188015(3) 

林哲民 

 
2015-10-07 
Am 11:10 

又因您告知的 Fax: 2856-0626 根本沒這個號， 

現傳真到 Fax: 2505 1347代轉!   仍未回音！ 

 

另請報案室代傳回復/pm6:35  Tel：3661-1608  Fax：2562 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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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租客-李仲賢      
邱美蘋小姐： 
   你們已欠交大廈管理費自 2014年 11

月起合共共 HKD$7200.- 

     以及本月租金 HKD$ 13,300.- 亦已

過期超過 10天期限尚未繳付，若再不立

即交清，於 2014 年 10月 20日簽署之租

約將終止，本業主還將依法追究執行你

們的毀約責仼。 

 

業主通知 
201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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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賢生                         Fax:2512-8120李太邱小姐：      因大廈會計告知，你們應交的管理費至今未交，請立即繳交，再不交纳將触及違約条款！     現謹此聲明，莫怪！                                林哲民                                 2015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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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Box
新威園             Fax:2562-7998大廈管理處：       本業主已書面傳真給E601租客，請再前往催交管理費！                   E601業主            林哲民            201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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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邱小姐96603792

Administrator
Text Box
李仲賢生                         Fax:2512-8120李太邱小姐：      因大廈會計告知，你們應交的管理費至今未交，請立即繳交，再不交纳將触及違約條款！     現謹此聲明，莫怪！                                林哲民                                 2015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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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沙頭角恩上路20社區1棟C-207   

 Tel: 852-3618-7808  Fax: 852-3111-4197  Tel: 86-755-25353546 
Websites:  www.ycec.com & www.ycec.net  Email: ycec_lzm@yahoo.com.hk 

 
                                                     dojinfo@doj.gov.hk 

致香港律政司                                       Tel: 2867-2198 

袁國強司長：                                        Fax: 3918-4249 
                                                                 

      本人林哲民，附件a為上訴建築監督對 372-2014一案的受權書。  

      隨後之附件b共有5頁即今天給上訴審裁小組信的副本。   

       給上訴審裁小組的信中顯示出在律政司官網中為什麼要在近日將《建築物條例》

第14AA條 原條規中引用的《建築物條例》第18條內容列為“小型工程不需批准及同意＂ 事項

基礎 竄改為“笫14（1）條並不就根據簡化規定的小型工程而適用。＂？  

而上述的竄改也立即等如將“小型工程不需批准及同意＂ 法規一刀砍斷一系不存且

不適用笫14（1）條規定如此兒戲？ 

      正如給上訴審裁小組的信中所述，律政司上述的法律竄改只為企圖誘導上訴審裁

小組批准建築監督一紙濫權的拆除令欲強拆本工業大廈單位附屬天臺上已合法存在33年的貨櫃

屋？  也即是說 從 www.ycec.com/UN/150117-hk.pdf 本人公開信告知全球中可知， 也即是說

江澤民搶劫本人不賣比日本韓國更一流的設備回老家楊州 威 後關閉法院大門由1991-99

年也整整要花费8年時間才完成， 而在貴司官網一經竄改就可能志在誘導上訴審裁小組批

凖建築監督濫權的拆除令？   

律政司真是比江澤民利害百倍了？！   

江澤民的行為只因搶劫本人在血汗工廠害怕本人因拯救SARS災難的醫學發明獲得諾

貝爾醫學獎成名於世下後不了台，因此，因他有中央密令在手，不惜因隱瞞害死多少人都

無所謂，不說國際上的如Ebola, 你查得到的，單就2014年香港肺炎的死亡人數高達7431人, 又
今年4月香港的流感死亡超497人之時就被高永文下令不作報導至今早超過千還在吹噓疫苗⋯， 總

之，在這場21世紀邪惡決鬥中, 是否中央密令逼你或將您架空後竄改法律拖本人後腿拯救生

命暫不得而知，但竄改法律一個相當嚴重摧毀香港法治基礎行為，為什麼您偏偏正

是律政司司長？   

因此，請傳真到Fax: 852-3111-4197 告訴本人為什麼？ 並有責仼告知何時將原

《建築物條例》第14AA條 原條規恢復原狀！ 

     謹此！ 

     

2015 年 10 月 3 日 

Fax: 3918 4249  pm10:05 

 

 永興工廈 13/F.,C-4 業主 

授權人： 

林 哲 民  

  ReFax: 2015 年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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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沙頭角恩上路20社區1棟C-207   

 Tel: 852-3618-7808  Fax: 852-3111-4197  Tel: 86-755-25353546 
Websites:  www.ycec.com & www.ycec.net  Email: ycec_lzm@yahoo.com.hk 

 

致上訴審裁小組                                               Tel：: 3509-8877 

秘書陳穎珊：                                                  Fax:  2189-7334 

茲有到建築監督於 2015 年 9 月 09 日通知上訴審裁小組信副本，信中認同了將根據上

訴規例笫 6條規定於 2015 年 9 月 18 日前對本人的補充陳述書回應，從附件 1 可見建築監

督對 372-2014 一案的補充申述書於 2015 年 9 月 29 日才寄出，建築監督造假如前且

惡性不改！  

該建築監督補充申述書笫 1. 第 2段指《建築物條例》中沒有第 14AA條(2)(a) 以此回

應本人 2015 年 8 月 19 日補充申述書第 7-11 段的引用，現見附件 2. 本人從補充申述書

當日在律政司網上 copy第 14AA條(2)(a) 也即將《建築物條例》第 18條同為(2)(a)條之 “授

權在某些情況下豎設撐柱＂納入清楚無疑地納入在“小型工程不需批准及同意＂中，因此特地再

上律政司網，由附件 3 可見，建築監督與律政司竄通公開竄改法律條規，竄改為：  

“笫 14（1）條並不就根據簡化規定的小型工程而適用。＂！ 

即“不需批准及同意的小型工程＂ 立法項目完全不見了，取而代之竟是為建築監督濫權

笫 14（1）條開路！ 這是一個嚴重踐踏香港法律行為並由律政司主導，因此，建築監督延至

律政司竄改法律規定後才敢於 2015 年 9 月 29 日才寄出！ 

但附件 4.屋宇署 www.bd.gov.hk官網對律政司竄改法規還來不及跟進竄改, 對笫 14AA毋

須[事先獲得批准及同意] 仍在宣傳中! 而且，《建築物條例》第 18條同為(2)(a)條之 “⋯如該

土地由撐柱所承托的建築物的擁有人所擁有，或由其建築工程或擬進行的建築工程導致需要豎設

撐柱的人所擁有，則屬例外；＂仍在，即是說，本天臺貨櫃屋仍無須築監督授權 !  

更何況，《建築物條例》第 39c（1）（a）『某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於 2010 年 12月

31日前完成或進行』不在第 24（1）條所賦予的權力規定仍在，在律政司還來不及竄改之前，

建築監督 372-2014 一案的濫權拆除令也應被上訴審裁小組作廢!   

也更何況由於建築監督超越時限的答辨令已上訴終結,從 www.ycec.com/UN/150117-hk.pdf
本人公開信告知全球後, 換來了習近平 27.2.2015春晚向全球業績無雙的本人致敬後，基辛格

就於 27.3.2015趕到北京與習近平商議在 9月訪美承認本人拯救 SARS 災難的醫學發明, 但後

因還沒辦法對付港府不敢捐錢的天津超小型熱核炸彈恐嚇要擱置與基辛格約定，奧巴馬也被諾

貝尓後悔開罵了⋯, 其因何在？可點擊 www.ycec.com 張高麗圖像，就因江澤民搶劫本人不

賣比日本韓國更一流的設備回老家楊州威後關閉法院大門整整花了 8 年多才要全球隱瞞本

人拯救 SARS 災難的醫學發明害怕一旦出名無臉下台就如此害死了數仠萬人! 單就 2014年

香港肺炎的死亡人數高達 7431人, 又今年 4月香港的流感早超 500人早被高永文下令不作報導至

今早超過千還在吹噓疫苗⋯，總之，在這場 21世紀邪惡決鬥之前, 現單憑屋宇署一紙濫權的拆除

令在律政司的配合下就可如此搶了本人天台貨櫃屋為阻止本人拯救生命的努力？要製造更多死者

家屬？人道與歷史的責仼有望全體屋宇署及上訴審裁小組三思，該說及不該涉及本案也說了，本

人也在此要求涉入本案的梁家傑議員有所回應！  

如果再有任何通知，本人傳真號碼已改, Fax: 3111-4197請留意！謹此！ 

2015 年 10 月 3 日 

Fax: 2189-7334  pm6:35 

附件傳建築事物監督  

Fax：2877-6416 

梁家傑議員 Fax: 2509 3101 

附件傳永興大廈管理處 

供各天台業主參閱 

 Fax：2341-5695 

 

永興工廈 13/F.,C-4 業主 

授權人： 

林 哲 民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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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的郵印日期為 29. 9. 15 

 
附件 2.  律政司官網 原有的 14AA 條規  

 
章

： 

123  標題： 《建築物條例》 憲報編

號： 

E. R. 1 of 
2012 

條

： 

14AA 條文標

題： 

小型工程不需批准及同意 

章： 123 
 

標題： 《建築物條例》 憲報編號：E. R. 1 of 
2012 

條： 18 條文標

題： 

授權在某些情況下

豎設撑柱 

版本日期： 09/02/2012 

 
(1) 在不損害本條例任何其他條文的原則下，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凡

─                                                           
(a) 為使建築事務監督信納已採取第 16(5)條所提述的預防措

施；或                                                

(b) 為遵從建築事務監督根據第 17 條訂明的條件，          

而需要為任何建築物豎設撑柱，現授權其建築工程或擬進行的

建築工程導致需要豎設撑柱的人，豎設或安排豎設所需的撑 

柱，而該等撑柱可─                                    

(i) 固定在其承托的建築物之內、外或四周，或按情況所需固

定在該建築物其他位置；或                              

(ii) 在獲得屋宇署署長或一名獲屋宇署署長就此而以指名或  

指定職位授權的屋宇署人員根據第(3)款所給予的准許後，按照

該准許，固定在任何街道之內或上方或之上，不論該街道是否

位於根據租契從政府取得而持有的土地上， (由 1986年第 94

號法律公告修訂；由 1993年第 291 號法律公告修訂；由 1998

年第 29 號第 105 條修訂)                                

並可維持一段視需要而定的時間，然後移去。 (由 1968年第 46

號第 2條修訂；由 1982年第 76 號法律公告修訂)            
(2) 第(1)款並不授權─                                         

(a) 將撑柱固定在任何並非街道的土地之內或上方或之上，但

版本日

期： 

09/02/20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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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該土地由撑柱所承托的建築物的擁有人所擁有，或由其

建築工程或擬進行的建築工程導致需要豎設撑柱的人所

擁有，則屬例外；或                                   

(b) 將撑柱固定在其承托的建築物以外的任何建築物之內、外

或四周，或固定在該建築物其他位置。                    
(3) 凡為第(1)款所指明的任何一個目的而需要在街道之內或上方或之

上豎設撑柱，不論該街道是否位於根據租契從政府取得而持有的土地

上，屋宇署署長或一名獲屋宇署署長就此而指名或指定職位授權的屋宇

署人員如認為適合，可准許豎設該等撑柱，但須符合他認為需要的條件。 

(由 1982年第 76 號法律公告修訂；由 1986年第 94 號法律公告修訂；由

1993年第 291 號法律公告修訂；由 1998年第 29 號第 105 條修訂)     

(4) 如因豎設、保養或拆除撑柱而導致或造成依據第(1)款豎設該等撑柱

以承托的建築物損毀，則其建築工程或擬進行的建築工程導致需要豎

設、保養或拆除該等撑柱的人，須在切實可行範圍內盡快將損毀修復。 

(由 1968年第 46 號第 2條修訂)                                   

(5) (a) 依據第(1)款豎設撑柱以承托的建築物的任何佔用人及任何其他

人，如因該等撑柱的豎設、保養或拆除而蒙受任何損失或損害，則有權

向其建築工程或擬進行的建築工程導致需要豎設、保養或拆除該等撑柱

的人追討補償。 (由 1968年第 46 號第 2條修訂)                    
(b) 凡就以下事項引起任何爭議─                         

(i) 根據本款是否須付補償，                       

(ii) 任何該等補償的款額，或                       

(iii) 須獲付補償的人，該爭議須按第 18A 條的條文予以

裁定。 (由 1968年第 46 號第 2條修訂)              

(6) (a) 任何獲建築事務監督以書面授權的人，可為下述目的進入授權書

所指明的任何建築物：確定需要何種撑柱承托該建築物，以達致第(1)

款所指明的任何一項目的，或確定將該建築物的撑柱固定的方式，或依

據第(1)款為該建築物豎設撑柱，或妥善保養或檢查撑柱。 (由 1993年

第 68 號第 9條修訂)                                            
(b) 根據(a)段發給任何人的授權書，須當作亦授權該人的任何

受僱人或代理人，以及該代理人的受僱人，為同一目的進入該

建築物。                                              

(c) 裁判官如根據經宣誓而作的證供，信納任何藉(a)或(b)段或

根據(a)或(b)段獲授權進入任何建築物的人在進入該建築物時

受阻，則可應根據(a)段獲授權進入該建築物的人或其代表的申

請，以附表 3所載表格發出手令，授權─                  
(i) 每名在手令發出前已藉(a)或(b)段或根據(a)或(b)段

獲授權進入該建築物的人；及                    

(ii) 任何督察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及在他指示下行

事的任何其他警務人員，                        

在為達致根據(a)段授權的目的所需的情況及時間，進

入該建築物，而在執行該手令時，上述任何警務人員

可使用必需的武力。 (由 1965年第 40 號第 3條增補) 
(d) 任何根據(c)段發出的手令，須有中英文本張貼在手令所關

乎的建築物的顯眼位置。 (由 1965年第 40 號第 3條增補)    

(由 1964年第 27 號第 4條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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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窜改为 
“笫 14（1）條並不就根據簡化規定的小型工程而適用。＂！ 

 
 

附件 4.  
屋宇署 www.bd.gov.hk 官網對律政司竄改法規還來不及跟進竄改 

對笫 14AA 毋須[事先獲得批准及同意] 仍在宣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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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記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