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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m Patent (liaison) Office 
10 Ava Road, Ava Tower #19-07 Singapore 329949 

Blk C-4, 13/F., Wing Hing Ind. Bldg., Hing Yip St.,Kwun Tong, Kln, H.K. 
Tel: 3618-7808  9175-1482  Tel:86-755-25353546 Tel: 65-6353-3647  Fax: 852-3111-4197  3007-8352 

Websites: www.ycec.com  & www.ycec.net  Email: ycec_lzm@yahoo.com.hk 
 

Respectable 
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先生 
Dear Sir: 

香港添馬添美道 2號
政府總部東翼 10 樓

Tel: 2810 2327 Fax: 2868 5074
sbenq@sb.gov.hk

  本人林哲民, D188018(3), 有關貴檔號為:有關貴局 SF(553) in SEC 2/8/6 檔案。 
  上述為本人在 2015 年底向貴前任黎棟國局長的投訴檔號！ 
   也諒必因有貴局公正介入，儘管投訴之三大報案仍未依法獲處理，但當警務處新任

的盧偉聰處長於 2016 年 5 月 30 日就回信後，由警方為後盾對本人的謀殺佈局就暫時煙消

雲散！  

   但目前，請見附件剛給警務處盧偉聰處長信，謀殺本人的佈局又在重起，本人是否还

該在司法恐怖中生活？ 本人也正在等候盧偉聰處長的回覆！ 

特别現已與當年不同，本发明人千年不變、人人必用的四大發明已全球盡知！  

現也該敬請局長阁下前往 www.ycec.com/HK/CarrieLam-hk.htm 的林鄭專頁查閱，為何本
發明人还要如此盡力催促林鄭特首要下令衛生部門务必要向全港市民公開“洗肺”及“冷

凍”醫療法才可拯救更多市民生命？    

但十分遺憾是，至今各級部門的長官大爺或大媽還要在左推右擺以繼續屠殺市民為

樂！  並還繼續獨控 TV 及各媒體並繼續浪費公款“疫苗”長“疫苗”短地哄騙市

民非蠢蛋化全港市民不可！ 

醫管局以“醫生短缺”為由力推 放寬海外醫生來港註冊門檻 其目的正是要以此對本

“洗肺”及“冷凍”這兩大醫療法還只會為自已友偷用清楚無疑的本港醫生發出恐嚇手

段而立，即是說：“你這打工仔醫生聽者，當年生署的曾浩輝立意銷毀疫苗也可讓他失業，

批準銷毀疫苗的曾蔭權不也要他坐牢了！再不聽話也隨時可將你開除如曾浩輝！＂！  

也如给盧偉聰處長信所述，即：  

『 難道，本人千年不變人人必用的四大發明有錯？所有警隊人員偷用就可？本人相

信阁下不會是此幕後之导演者，但本人的生命安全就在您手中, 現貴請高抬貴手

相助才可令本人擺脫恐懼！ 』 

    也從 TV 新聞所見，李家超局長您的形貌也充滿正氣，本發明人也當在此要求閣下可高抬
貴手相助才可令本人擺脫不該有的司法恐懼！就因真正受害者早已是全港市民！  

    本信包括附件共 10 頁, 稍後可在 www.ycec.net/HK/190527.pdf 或 .com下載詳閱！ 

謹此,  

2019年 5月 27日                                                

  D188015(3)                   

                                                                林哲民  

 

Administrator
Text Box
  由於www.ycec.com 突被CE林鄭於2021.3.03日強行關閉後的疫苗護照才敢出台, 如下的 .pdf or .htm 暫不可連接可轉 yecc.sg or yce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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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m Patent (liaison) Office 
10 Ava Road, Ava Tower #19-07 Singapore 329949 

Blk C-4, 13/F., Wing Hing Ind. Bldg., Hing Yip St.,Kwun Tong, Kln, H.K. 
Tel: 3618-7808  9175-1482  Tel:86-755-25353546 Tel: 65-6353-3647  Fax: 852-3111-4197  3007-8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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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警務處處長 

盧偉聰先生 
Dear Sir: 

香港警務處總部

灣仔軍器廠街1號

Tel: 2860-2001 Fax: 2865-6546
cp@police.gov.hk

   本人林哲民, D188018(3), 有關貴檔號為: CAPO HKI RN16000117. 
   有關投訴源自本人於2014年7月14日 及2015年10月10日 給貴前任曾偉雄處長之投
訴，貴處有檔可查或從 www.ycec.com/Jzm/140714.pdf 及  www.ycec.com/Jzm/151010b.pdf 也
可下載重閱！ 

    而在盧處長您於2015年5月4日取代曾偉雄為處長一年後的2016年5月30日就回信本

人致謝本人的有關投訴, 儘管本向曾偉雄處長投訴之三大報案仍未依法獲處理，由警方為

後盾對本人的謀殺佈局就暫時煙消雲散！  

   但3年後的今天，如上對本人的謀殺佈局又再陰魂密佈而來！ 
   見附件1.或也可從www.ycec.net/HK/190522.pdf 詳閱，即本人剛給本永興工廈的
宜高物業管理信中所提及也正如上 2014.7.14日 給曾偉雄處長之《報案三》的謀殺佈局

又再企圖找藉口欲強行入屋讓他們買下的水電工殺手如《 報案一》影帶的 

www.ycec.com/Jzm/130802.avi 在屈地街金陵大廈6樓18室單位的裝修工莫先生突然發狂下的
恐怖襲擊！  

    又為何已立案的 KT-14022198 報案的官塘警處報案室DO/KT 警員不收此謀殺影帶為證

物？ 且在其後公開轉口大罵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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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也該在此向處長直言, 只要一進本 www.ycec.com 主頁再點擊江澤民之頭像就可進
見本司於2007.10.12日的起訴狀，從請求事項1-5可見主要有3點: 

    1. 因隱瞞本人為解救SARS港難、國難的醫學發明才會導致每年的死亡人數在千百萬人以

上, 由此務必首先向自2003年5月15日起因隱瞞導致的死亡人家屬認錯、向全體中國

人民道歉； 

    2. 務必要下令處理本司在東莞及深圳兩市的資產被法院非法拍賣、搶劫案件的申訴; 

    3. 務必要下令知識產權局要秉公審批《醫治非典》及《航空安全三措施》發明專利申請；

    且如上訴求隨後之『法律根據的應用』及『事實和理由』更清楚無疑不可辯駁！ 

    其根源也就 來至本發明人到港才年半的1975年註冊《日源磁性材料公司》後的成就無人

可比就被廣稱為電子業之 “神童林”！  更在1978年以“三強電子有限公司”股東代表回泉

州市為首個外資企業風動福建，中國引進外資的開放全面開始也由此而來!  但其後不願將本

在三強電子的投資股份轉記在他人名下有變便立即註冊《日昌電業公司》, 自此的電子零件設

備生產線連韓國、日本以及上海、武漢的國營電子零件公司也要輪候購買！  

本人也自1983年便買下在永興工廈本單位，更全球獨有比日本設備更高效5-10倍的全自動

空心線圈機也立即在此面世但自用不賣且獨霸本港的電子市埸！ 

    就因江澤民也剛於1984年任職工業部長馬上眼紅要其下屬公司上門購買也為本人所拒，江

核心對本人的全面圍剿之起點也始於此！  

本人於1987年以各種先進自製獨有的電子零件設備生產線也在泉州南安立足為外資 “來

料加工廠”, 另由於江澤民的工業部全力投資的石英鐘機心多年仍不可用，而本人便在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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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也質優可比日本更於1991年底在深圳設立了《恒昌電子有限公司》, 但江澤民馬上派出他老

鄉人馬全力跟蹤圍剿⋯, 最後在1999年前找個小藉口便將本人有近600萬有驗資證的設備一搶

而空，其後便關閉了東莞及深圳中院從 www.ycec.com/hcec.htm 就可清楚無疑！ 
    其後，本發明人的《航空安全三措施》發明也及時讓布殊總統可於2001.09.27日在芝加哥

機場公佈便托起了特別是美國的全球股災，此發明也在中國有專利申請如上的起訴狀所述！ 

    但江泽民長子江錦恒就於 2004.11.27 由隸屬中國政府的文匯報、中新網以“可能會影響

布殊大選”之顯著標題全文揭露他如何行賄小布殊弟(NeilBush)美女與金錢也由江錦恒自認

傳遞就此威脅劫持小布殊不敢冒然承認上述本人的兩大專利發明!   

也不僅如此，更始於 2005 年後, 由其主導在中港雙方的出入境設立兩道門的 e通道，這就

是本《航空安全三措施》發明之其一專利措施的公開搶劫侵權！ 且又於 2012 年教唆知產權副

署長梁家麗扮莽違規批個侵權假專利給 e通道製造商也從www.ycec.com/911/eGate-HK.htm 可
見，其後，中國政府就以本發明在先的 e通道為一帶一路的開路先鋒也由此而來！  

    也正如上訴狀請求可見，就因隱瞞本人的醫學發明就令當年的死亡人數在國內已在千百萬

人以上，特別是“洗肺”醫學發明還包括一也為癌症病人打開活命大窗的“冷凍或溫差”

醫療法的成功應用也從 www.ycec.com/Cure-cancer-hk.htm 經濟日報於2003.9.03日報
導可見，由於這是絕對唯一有效且無後遺症的物理療法當千年不變！但自2006年起，

毫無用處的癌症疫苗為何便在港遍地開花將全港18歲以下的女孩幾乎全騙去打？ 

   更同樣的，本“洗肺”醫學發明就基於只有“細菌”進入肺部的感染，而病毒只為死物

與感染無關， 從 www.ycec.com/HK/160519.pdf 本人於2016.5.19日去信陳漢儀衛生署長中就
可清楚無疑，更從 www.ycec.com/HK/161007.pdf 的去信也怒指不得再利用毫無科學根據的
“麻疹疫苗” 下毒蠢蛋市民，本人也在此信中将 “飽和鹽水” 就可令“麻疹”感染者失踪且
全港平均壽命超越 120 歲也非問題就此公諸於眾！   

陳漢儀反駁不了，內心有愧的袁國勇也只好多次在 TV 上撒謊 全港已99.5%有“麻疹”抗

體無須再打疫苗，但就不敢將“飽和鹽水”還可為家庭必用保鍵品向全港市民介召！  

但為何又不敢說“九成九港人有流感抗體”晤使再打流感疫苗了？ 

也因此，從 www.ycec.com/HK/CarrieLam-hk.htm 的林鄭專頁可見，本發明人早已盡力催
促要向全港市民公開“洗肺”及“冷凍”醫療法才可拯救更多市民生命！ 但沒用，也就

因在衛生部門的背後盡在以疫苗發大財的集團及國內政權在港勢力跨下！為何？ 

也如清朝年代將力介西方國家科學技術的《海國圖志》在1832年面世後就被立為禁書，而

這一禁書則令日本富強，為何？就因清王朝就認為: 如民間掌控槍炮科技，我清王朝還有威風

可言？！  

 而儘管疫苗“發明”於1898年的英國其原由何在尚未明，但其論理基礎早被本發明一錘而

音破！ 但而今的中央政權为何宁要殺仟萬人也非要隱瞞本兩大醫學發明不可？ 早有見報，單

在國內每年死於癌症就有近300萬，死者家屬更均要破產且負債累累真是慘不忍睹！  

也就因中国早是全球少見人人並無選票可參政問政的国家，是否就因如沒了疫苗手段

可蠢蛋我中華民族還會有三個代表嗎？ 其心態是否就比清王朝還要陰險毒辣高超已值得討

論？ 但無論如何： 

貴警務處的警員及职工見報也近有四萬，不同樣全也是如上的受害者！ 

本發明人在深圳 告江澤民 的最主要基因也如上，是否神經病如已立案的KT-14022198 報

案的官塘警處報案室DO/KT 警員在前如上所言？ 現已清楚無疑， 此信將有助閣下向各部下

属公开加强基层管理以免令依法治港的基础彻底變種！   

儘管閣下推動不了衛生署務必要向全港市民公開“洗肺”及“冷凍”醫療法也該告知

全體警員及職工家屬不再被騙去接種疫苗以免禍害子孫後代，且讓“飽和鹽水”廣為家用保

健療法就可終身無病痛且可長命120歲，這不可推卸的天責就在處長閣下您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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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要告知的是，現已與當年不同，本人千年不變人人必用的四大發明已全球盡知！ 

如從www.ycec.net/SG/181018-Cam.pdf 或 com 可見，自去年10月底傳遍英國大學後，報導

也指，今年的元宵節，就有70萬英人為華人慶祝舞龍弄獅令倫敦突變為中國城，其他歐州國更

有人乾脆在元宵節說“我是中國人”等均有報導，如加拿大為何要在去年4月取消對華人的

歧視政策並向華人道謙，也就因要感恩本人的發明才可長生無病120歲！ 

也就如此的“疫苗”為主題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已將接近尾聲，WHO也正在急找下台階，但隱

瞞本兩大醫學發明的兩大幕後黑手顯然心不甘又再教唆本永興工廈管理處出手佈局謀殺本人

如附件1.所述！  

另見附件2.,為何本人不去官塘警署報案？  

也即在本天台貨櫃在對面的那貪得無厭的C-10業主公開將本人的數仟價值 鐵片 趁本人不

在港之時搶劫去安裝在他那沒有鐵片的天台屋！ 

也就因本人於2019.5.22當日又見C-10天台業主還沒拆，再次催促他務必要馬上拆還U鐵片, 

就因天氣熱了本C-4屋要補用了，否則也只好報案處理!  但他就不如過往老是推說身體不舒服

馬上轉口：“如果你報案，我也將報案說你曾拉扯過我！”,且還說: “如你不敢去報案,那就

狗養的！”, 為何這公開搶劫犯竟敢膽如此狂妄自大？  

十分明显的，就因在他的身後必有黑手在幕後教唆，如貴處長可查的 CAPO HKI RN 09001628 

一案，或從 www.ycec.com/HK-Police/09026607.htm 主頁也可清楚無疑! 
即法庭要本人面交他出庭的通知書便推開本人外逃，當英皇道太古坊康和大廈管理員 於

2009.10.16 日親眼目睹 LDPD 867/2009 被告人黎翰勲拒收而跑，當本人當街大聲告知: 如再

跑只好用手機拍照告知法庭了!   其後的黎翰勲便反身搶手機被太古坊康和大廈管理員當場

目睹並馬上報案！  而當警隊到場後聽取本人也報案，但聽取上級電話後就馬上告知黎翰勲，

其后便告知黎翰勲也報案說本人推他，警隊也就此將本人押上警車一同到了北角警署！  

荒唐的是，本人反而也於當晚 8:40 正式被 10056 警員通知正式拘捕，也不錄口供便被強

行鎖進拘留室受辱長達3 小時！ 而當街搶手機的黎翰勲也無須錄口供便私放回家！ 

也即如上，由太古坊康和大廈管理員目睹當街搶手機的黎翰勲報案也無須錄口供便私放回

家！ 即只要當街搶手機的犯罪者可随便口歪歪一声:“他推了我也要報案！”，难道也即當本

人被搶手機時必有反應務必要推開自衛也屬犯罪？  

也即今天，如本人一到官塘警署報案C-10業主這搶劫犯時，即這搶劫犯也將報案本人曾“拉

扯過他”，那麼，官塘警署也當重演如2009年的北角警署公開違規就可拘捕本人！是否？  

也即C-10業主這公開搶劫犯為何還敢信心十足、欲激怒本人報案？ 如非貴警務處有人如上

在上下教唆，準備讓官塘警署重演10年前北角警署的違規作歹拘捕本人那可怕的一幕？  

難道，本人千年不變人人必用的四大發明有錯？所有警隊人員偷用就可？本人相信阁

下不會是此幕后之导演者，但本人的生命安全就在你手中, 現貴請高抬貴手相助才可令

本人擺脫恐懼！  

也由上可見，本人也只得遠離官塘警署，但也如附件 2.遭受搶劫之被激怒本欲报案之資料

交给盧偉聰处長閣下你处理！ 

本信包括附件共 9 頁, 稍後可在 www.ycec.net/HK/190526.pdf 或 .com下載詳閱！   

謹此,  

2019年 5月 26日                                               D188015(3)                      

                                                              林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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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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高物業管理                                   Tel: 3525-0668 

梁冠明生：                                     Fax: 2782-6086 

見附件，本人於2019-5-20日回到永興工廈天台貨櫃屋後，就見有你下屬之管理主任

盧小姐在門口貼了張通知書，不到10分鐘，馬上就有個男管理人員上門告知，由於有節

經通過本貨櫃屋之消防喉漏了水準備入屋更換，本人馬上告知根本無須入屋，如真有漏

水務必更換也無須入屋，如有原裝的入墻固定叉勾在、我也可幫拆絲母，只4-5米長之水

喉一拖就出又何須入屋？  

該男管理人員明白後馬上回管理處，但你的盧主任帶他又馬上到天台本貨櫃屋十分

兇狠地 強調非讓維修工人入屋不可！ 

本人也就當場怒指，你們管理處早在2014年初就藉口要換這條喉管非入屋不可，不

就企圖收買下的維修工人可借機謀殺本人、再藉口吵架誤殺以到逃脫罪行！  

只是當時你还有個明白事理的兒子為本廈管理主任將無端換裝消防管計劃放棄及春

節後不回永興工廈插手管理！ 本人也於 2014年6月17日就此企图謀殺本人内情傳真封

信件給你，也可從www.ycec.net/HK/140617.pdf 或轉 com 也可下載 無須重述！ 

现，你的盧小姐又再重演非入屋不可佈局謀殺本人，難道該水喉真的非換不可嗎？  

非也，請問你上門那男管理人員，20日那水喉根

本不見有漏水，只是在本C-4與C-5天台間有個下水

道，就因有水汽上升才會令該喉管下即生銹及一摸有

水而己！  你的盧主任也強調就因有樓下單位投訴她

才去關閉水開關！  

但在21日，就見C-5天台業主之一男夥計上天台，

諒必是有人叫他敲爛了那喉管下端生銹的部位，再開

小喉管水开关並裝上导水铁片讓小水流出如右圖，以

為就可瞞天過海非換喉管不可與謀殺本人佈局無關！ 

本人因此於21日早馬上去電 3525-0668 貴司及你的 9016-8803 手機，但你就不回電，本

人也想告知：  

該水喉根本無須更换，只要将該喉管轉 180度 讓那被敲爛的生銹小口向上後就可電焊密

封，管理處根本無權亂用公款，切記！  

其次，也可将那生銹小口切断，再就地如上图的 C4-5 間該角落為該喉管加牙加套就可！

也就因本人也查過，該喉管通過本C-4天台只 5米左右的位置 只有一早已無用之入牆勾

套，只要在如上圖 C4-5 間將該喉管切斷，根本無須入屋就可輕易地拉出換新，是否？！ 

再者，如在2016年初，本人正在為天台裝修，必有物件要暫時移出要放在非走火通

道的公眾地方，諒必是盧小姐的前任不聽話，你就讓盧小姐上任，她就馬上撒謊借口是

走火通道，也包括在本C4天台有業權範圍但在門外好魚缸等也趁本人不在之時就將如此

有數萬價值的物件一搶而走！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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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連本司還有一油壓叉車鎖在13樓鐵鉀門邊，也同樣無阻走火道早為消防

部門認可，但你的盧小姐也同樣在2016年4月趁本人不在搶劫拉走也均有圖為證！ 

現，該賠償是盧小姐或是貴司？也請你也當書面回覆告知！  

如在2014年6月17日的去信所揭，也諒必是在貴司的背後必有人在幕後指揮！  

更特別要告知的是，已與當年不同，本人千年不變人人必用的四大發明已全球盡知！ 

如從www.ycec.net/SG/181018-Cam.pdf 或 com 可見，自去年10月底傳遍英國大學後，報

導也指，今年的元宵節，就有70萬英人為華人慶祝舞龍弄獅令倫敦突變為中國城，其他歐州國

更有人乾脆在元宵節說是中國人等均有報導，如加拿大為何要在去年4月取消對華人的歧視

政策並向華人道謙，也就因要感恩本華人的發明才可長生無病120歲！ 

也在貴司的背後指揮者為何十分痛恨本人的發明？ 

就因本人在 2003.5.15 日解救 SARS 港難國難的“洗肺”及也為癌症病人打開活命

大窗的“冷凍”兩大醫療法專利發明被隐瞒早以屠殺 數拾萬本港市民為代價 並繼續廣泛

宣傳毫無科學根據 只為蠢蛋化市民為工具的“疫苗”手段便將立即被曝光、從而將令本

港的疫苗財團及以疫苗為愚民工具的中共政權核心利益破產不存！ 

也即如此兩大勢力莫視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一基本人性道德、更只會暗中教唆

他人如貴司（不敢正面）與本人糾纏惡鬥、也在 www.ycec.com 四處可見⋯，或去年在林鄭專

頁的 www.ycec.com/HK/CarrieLam-hk.htm與本人來往信件中的事實，也如報導中今年本港首
兩月單死於流感人就遠超 2百人，這就是不為市民公開“洗肺”醫療法的惡果！ 

也這因這兩大邪恶勢力強大，治港的港人儘是一批無知奴僕，如上傳遍英國大學的电邮

可見，如被控制下的無線TV 新聞可見還天天在“疫苗”長“疫苗”短哄騙市民去受毒继续

蠢蛋、只剩私心奴才化！ 

如上均為事實遲早也要寫入史冊，而國際社會如 WHO 也正在急找下台機會等等有空

可當面再談，現請切莫再為幕後指揮者點指專為謀殺本人而佈局，否則後患無窮，最好

的方法是馬上調走你的盧小姐調回你那明理的兒子！  

請儘快回復，本信包括附件共 3頁可從 www.ycec.net/HK/190522.pdf 或 com下載！    

謹此！ 

                                   永興工廈 13/F.,C-4 業主 

2019-5-22 pm 9:50                                       授權人：林哲民  

 

副件傳 

永興管理處  

 Tel: 2341-5660 Fax: 2341-5695 

轉交 

各業主委員及主席收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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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m Patent (liaison) Office 
10 Ava Road, Ava Tower #19-07 Singapore 329949 

Blk C-4, 13/F., Wing Hing Ind. Bldg., Hing Yip St.,Kwun Tong, Kln, H.K. 
Tel: 3618-7808  9175-1482  Tel:86-755-25353546 Tel: 65-6353-3647  Fax: 852-3111-4197  3007-8352 

Websites: www.ycec.com  & www.ycec.net  Email: ycec_lzm@yahoo.com.hk 
此致 

警務處處長 

盧偉聰先生 

報  案  資 料  
1.   本人林哲民，身份證 D-188015（3） Tel: 852-3618-7808  9175-1482  Fax: 3111-4197  3007-8352 

官塘興業街 14號永興工業大廈 13/F., C-4 業主 
 

2.   被報案者為 李滿堯  身份證 A556024(4)                          Tel:  9016-0095 
官塘興業街 14號永興工業大廈 13/F., C-10業主 

 

3. 這是一樁搶劫罪，竟發生在永興工業大廈有業權之天台之貨櫃屋, 由下圖 1.顯示，即本
c-4天台之貨櫃屋還在裝修之時已將原有不用的u鐵片放進與C-5共用之小巷內並在出口

裝置了一防盜鐵門； 圖 1.也顯示 C-10 的外磚牆沒鐵皮只掛帆布而已！  

4. 但由於 C-5 的天台屋在 2018 年春节前已拆，本 C-4 放在有鐵門内的 U鐵片便爆光！ 

5. 也 C-5 在春節前為地板重鋪水泥還沒幹之時，C-5 的裝修工就將本 C-4 原放的 U鐵片之
部份搬到 C-11 之空地；也在 2018.2.19 日初四那天，本人馬上發現已少了 4塊 U鐵片被

夾在 C-10 的外牆(10 來片一迭)即圖 1.可見的那邊角！當時，C-10 李滿堯的一男租客在

當埸，本人就直接告訴他: “C-5 重鋪水泥臨時將這堆 U鐵片搬過來，是我的不是他們的，

你哋將其中4塊U鐵片夾在你們撿來壞U鐵片又堆綁在牆上，我下次返來時將拆回呵！”,

心知肚明的李滿堯的那男租客也沒出聲，本人並搬個長木梯壓在 C-5 臨時搬過來的那堆 U

鐵片上，再次告知那男租客轉告李滿堯，這是我的不是 C-5 的！  

图 1.  拍於 2017年 5月 19日 图 2.  拍於 2018年 3月 

6. 本人於初 7回深圳沙頭角，也於 2018.3.01 日回 C-4 天台後就馬上發現如上圖 2.可見將
本 C-4 之所有良好近 HK$5000.-的 U 鐵片全都釘在 C-10 的外磚牆上！ 

7. 因此，當本人見 李滿堯 有回其天台屋之時就多次要他拆下告知、就因 C-5 天台屋已拆，
廈天已到陽光每天直射 6個小時有多今屋內氣溫太高浪費了大量的冷氣機電費，因此務

必要用 U鐵片搞個隔熱層！   

8. 但李滿堯初時老是推說是那租客之年青人裝上的，企圖將搶劫罪找借口推給 2018.2.19
日初四那天本人告知的那租客之年青人！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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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實非也，因在磚墻釘上那 U鐵片之時就務必要買回不少入牆的拉拔鑼母套，且要有人
在旁按住 U鐵片才可轻易安装，而这些拉拔鑼母全是李滿堯自已買下的，全在他的安排

下要两租客之年青人协助下才可輕易裝上！ 

10. 特別是如上 5.所言，C-5 的裝修工分段重鋪水泥也只將部份本 C-4 原放的 U鐵片之搬到
C-11 之空地，也還有大都份仍在如上圖 2.豎貼在本 C-4 的天台屋邊！ 也必然是李滿堯

出声，他那租客之年青人才敢劫搬而過！ 

11. 難道李滿堯真的不知豎貼在本 C-4 的天台屋邊 U鐵片不属於本人？ 

12. 非也，如上圖 1.那在本 C-4 與 C-5 間那之防盜鐵門也在 2015 年 4 月初安裝，就因本室已
拆下不少還良好可用的 U鐵片沒地方放，但有見李滿堯在無門之空巷中擺放了不少本板

塊及沙包等物品，本人只好面叫李滿堯務必要搬出，暫可不理當時李滿堯為何還可回怒

火本人不該叫他搬出, 但李滿堯對本人在已裝防盜鐵門之小巷內由當時起就豎放大量的U

鐵片，且該防盜鐵門上方有空窗人人可見！ 

13. 事實也正是如此，在李滿堯劫物不還已近年餘，特别在今年春节初五時, 本人已为上图
2.的屋邊加建防晒隔熱墻的骨架已完工後, 本人只好要 C-9 的租客年青人转告已相熟的

李滿堯租客年青人不要被利且要说服李滿堯拆下归还, 否則只好报案行劫罪处理，该 C-9

的租客年青人告知, 当他目睹李滿堯偷取本屋边的 U鐵片钉上他的砖墻时也走过去告知

李滿堯: “嗰啲鐵片係林生嘎！”,  但這李滿堯噈唔理繼續抢而劫之！ 

14. 同樣的，2018 年春節前拆屋的 C-5 業主及夥計均更十分清楚豎貼在本 C-4 的天台屋邊 U
鐵片屬於本人所有， 也就因開始拆屋之時的裝修工一時唔知就將大半本 C-4 的 U 鐵

片搬走，後來就將還沒拆好如上圖 2.右邊不同顏色的 U鐵片還給本人，儘管不夠也可； 

15. 為何李滿堯會如此貪得無厭？其品德之差也正如此： 

a. 本 C-4 天台屋的裝修始於 2013 年 10 月底因門大開，在對面的李滿堯就見本人存放有
不少辦公桌椅及 96 年移民後之原有傢俱，他就強借了本人原用的一對辦公桌及沙發椅

說要用時就馬上歸還，因有排裝修且為鄰居，本人只好同意！ 

b. 但在不足半年的 2014 年 4 月，當送家俱者不願將一實木大門送上天台時，本人就自行
將該大木門托上頭頂但過不了有 1米高梯級之天台小門只好下放，但見李滿堯正在圖

2.高企在木梯上為其磚牆猛力在敲打，本人馬上叫他過來幫手一托噈得，但企知他火

滾滾地大叫：“我的雙腳有傷痛啊！”， 但我已開口他也走了過來，高企在木梯上的

他真有腳傷痛？非也，此人其德性果真與眾不同也！  

c. 但也就在 2016 年 4 月，當本人目睹李滿堯正在聽令屋宇署違規亂法地的拆屋令可憐地
正在拆除其天台貨櫃屋，但見其竟有如此德性，本就想撒手不管，但就因是鄰居又那

么可怜最后还是决定帮帮他，於 2016.4.25 日後便用了數天時間幫他寫了多封信給上

訴審裁小組秘書及屋宇署重提上訴後卒於 2016.6.10 日批於上訴不用再拆屋，本人也

於 2017 年為他處理大量文件並出席兩次聆訊從不說謝，也不想想，若非本人幫忙還可

在一年半間已多收了10多萬租餘？反而在上訴審裁小組還沒裁決前也看上U鐵片趁本

人不在就偷而盜之，這世間上竟還有如此的可鄙、缺德小人在！  

d. 不仅如此，也在缺德抢劫本近 5仟价值 7天後，这可鄙小人又拿着上訴審裁小組的違
規判決來求我！   其後也與本人向原讼庭合拼聆訊也均由本人如代表律师，尽管

周家明這奇葩法官還可胡判乱判令無知的他中断授權，但法官律政司代表最终也知耻

答辯不了退出令本人一案的上訴已结案，屋宇署也不敢再亂拆他的天台屋， 但他這一

案就無從獲得勝訴訟費以支付本人的努力等如李滿堯毀約也當個人支付最少 10 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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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否則被起訴这缺德小人也無可厚非⋯， 

e. 也同樣的，當此案在春节前糾結不清之時，如上 a.所述，本人的辦公桌及沙發椅如不
图已不夠用要他馬上退還！  

f. 但這可鄙小人馬上轉口: “是你送給我的！”, 本人馬
上反問：“我又不是沒地方放，為何要送你？”後才住

口，但也拖拉了月餘時間最後還要本人過去拉才給張寫

字台，本人也告知，當年如右图的大厦管理員還告知，

他有見李滿堯本那張優良的沙發椅扛出大廈必然帶回家

也要扛回退還，但仍不認帳简直不可想像！  

g. ⋯；  

16. 由上可見，這世上竟還有如此可鄙、缺德小人為邻居真是天下之大不幸，也正如目前的
內地大爺大媽為何會早已“全球出名”，而今香港大爺的德性也在此顯露無疑, 不論是

如上本人寬宏大量一再不與計較，也更免費教他很多養生之道，如現已全球盡知的 “飽

和鹽水”家用保健療法等耐心等候以為還可喚回他的良知，但顯然沒用，他竟還可在近

日反而恐嚇本人：“如你報案，我也會報案說你曾拉扯過我⋯”簡直可笑，就因從不悔

過退回搶劫之近 5仠價值之如上 U鐵片，又難道本人也不得可會有一時怒大拉扯過他衣

服欲去報案也會有錯？ 難道他與官塘警務處的關係與眾不同？ 或今天警方的價值觀已

變且上下有令，讓任何搶劫犯、謀殺兇犯“人權”務必也要首先受到保護！ 即你想自衛

偶而碰一下他不行？  

17. 但無論如何，李滿堯的搶劫罪已在上無可否認，如還不認帳，本人還可捉供更多證據！ 

18. 也就本人背景與眾不同，現只好要求 盧偉聰處長阁下您回信告知本人該如何處理？ 

19. 本文共 3 頁，稍後也可在 www.ycec.net/HK/190526b.pdf 或 .com下載詳閱！ 

 
                                                           林哲民 D188015（3） 

 
2019-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