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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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52)  3618-7808  9175-1482  6572-0195  (86) 755 2535-3546  FAX : (852) 3111-4197  3007-8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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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ectable 
香港大律師公會副主席 

毛樂禮 資深大律師 

Dear Sir: 

香港金鐘道 38 號

高等法院低層二樓
Tel：2869 0210

 Fax: 2869 0189 
info@hkba.org

     本人林哲民, HKID D188015(3) 

     從新聞可見，你們與律師會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對法官的罵性塗鴉，公會似乎

也受到了很多委屈！ 

     其實，今天香港的亂局全在中央政權有一黑手早在 2000 年陳方安生被迫提前辭

職後 就直插特首辦及各部門令港人治港遠離法治如貴大律師公會再不努力全為狗仔

港人治港也為期不遠了！ 

     現將本人剛給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信副件給貴協會全體人員參閱，如由貴公會

胎生的律政司資深大律師在人命關天面前還不立即起訴及逮捕草菅人命的六大衛生部

門官員, 貴公會定必然也會尊榮受損, 因此敬請介入討論才可拯救更多市民生命！   

特別是本人於 2019.12.31 日給林鄭的信中附件可見, 是警或匪簡直難分： 

如在 www.ycec.com/HK/191231.pdf or www.ycec.sg/HK/191231.pdf 隨時可下載,從無線 TV 
2019.12.25 日的報導 在後本人 1-6 的剪圖可見： 當一 16 歲男學生 於旺角高處墮下昏迷

急救中時，也在警方速龍(小隊)面前『就有一軍裝色人馬伸手用力轉動及插出在旁牆邊的

白膠銅喉水管轉身繼續痛打該昏迷急救中的 16 歲男孩！』已令人可怕警匪難分、簡直狼

胎至極也！ 

     更多相關資料在 www.ycec.com/HK/CarrieLam-hk.htm 的林鄭主頁, 以及警務處
主頁之 www.ycec.com/HK/Police.htm中可見！ 

     如有更多不明問題，可來電 Tel : 9175-1482  6572-0195  or 由 ycec_lzm@yahoo.com.hk 電
郵本人均可！ 

本信稍後就可從 www.ycec.com/HK/200110b.pdf or轉 www.ycec.sg均可下載！ 

謹此！ 
 
 

2020年1月 10日                                            

D188015(3)  

 
                                                               林哲民 
 

 

 

Administrator
Text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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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才敢出台, 且在拜登插手後的Network Solution違規不指向可用也投訴中，如下的 .pdf or .htm 暫不可連接可轉yecc.sg, ycec.net or ycec.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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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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52)  3618-7808  9175-1482  6572-0195  (86) 755 2535-3546  FAX : (852) 3111-4197  3007-8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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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ectable 
律政司刑事檢控專員 

梁卓然 資深大律師 

Dear Sir: 

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 18號

律政中心中座地下

Tel：2867-2300 3902-8048
 Fax: 3902 8347

prosrdu3@doj.gov.hk
本人林哲民, HKID D188015(3) 或貴司 LP/5009/7/2057 & 新檔 CR 249/2018. 

早前本於 2019.10.12 日的去信從 www.ycec.com/HK/191012.pdf 隨時可見附件之本向警務盧
偉聰處長於 2019.10.04 日的報案資料要求貴司務必要為公眾利益立即起訴及逮捕草菅人命的六

大衛生部門官員⋯，並也收到貴黃凱怡專員於 2019.10.17 日只代行認收回覆！ 

但其後音信全無已失責在先, 本人再於 2019.11.22 日去信從www.ycec.com/HK/191122.pdf 
也隨時可閱更將給林鄭特首及王志民主仼兩信也副件給貴刑事檢控辦公室參閱，並奉勸由於人命

關天貴司不可再拖延， 同樣的，貴黃凱怡專員於 2019.12.06 日也只代行回覆認收，其後也同樣

音信全無！所有相關來往書信從 www.ycec.com/HK/CarrieLam-hk.htm 林鄭主頁中均可一覽無疑！ 

由於如上草菅人命的事態嚴重也為今的再三去信主題其一，也就因貴刑事檢控辦公室沒有

馬上對六大衛生部門官員採取行動已再令全港市民在恐怖中生活，如下： 

首先,也才有如上的王志民主仼收信後特別對其續仼的澳聯辦鄭曉松主仼在 2018 年港珠澳

大橋剪綵時非見習近平問清楚不可，即為何要隱瞞“冼肺”及“冷凍”兩大醫療法令國內單癌症

病人就被屠早超 4千萬人且家屬大多均要傾家蕩產、負債累累？ 但鄭曉松被勸無效推下樓滅口

死亡之事馬上令王志民在中央內部憤恕發聲, 這就是王志民被免換上駱恵寧為主仼之因由!   

其次，以“武漢肺炎類似沙士”的造假新聞馬上於 2019.12.31 日出臺，袁國勇也馬上在無

線 TV 現身要求政府有應對措施, 衛生署也馬上在機埸截查來自武漢的發燒者, 陳肇始更恥到出

聲不排除派人到武漢瞭解! 袁國勇這傢夥又見撒謊：“相信病毒源頭來自蝙蝠”回到 SARS 當年

本“PFCO 冼肺”醫療法發明前他的無知現場、怎不敢顯耀他偷雞的“鹽水冼肺”發明？ 

連被陳馮富珍派往首爾扮演“洗肺教授”才可令 2015 年韓國中東呼吸症爆發成為過去的

許樹昌也在無線 TV 現身也只會教市民要帶口罩及勤冼手低檔如小屁孩，然後又再導演 20 個 N95

口罩索價$400 令哄騙市民高溫上升，之後的陳肇始向立法會提交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檔案時有醫生議員郭家麒斥她為何不問武漢是哪一病毒作怪也多餘！就因世間只有“細菌”並

無“病毒可傳播感染”如本報案之附件 6a.或 www.ycec.com/HK/160518b.pdf 中也應無疑才可！ 

也即大氣中就有數仠近萬不同族類細菌，其繁殖留下之病毒基因千變萬化，也根本不會在

人體內繁殖，如 03 年 SARS 細菌作怪一進肺不想飛走令病毒急增超越人體肝臟解毒功能發燒不退

只要在 39 度前一經“PFCO 洗肺”就馬上可出院，竟還可再胡扯哪一病毒作怪已無知到極點! 

如上的虛假面孔與去年 3月透過在機埸員工的麻疹感染急增的造謠宣傳沒差別，衛局的陳

肇始及徐徳義馬上 2019.3.31 日上無線 TV 哄騙市民：麻疹疫苗需求大將優先為高危人士接種! 

同時也見袁國勇這傢夥也出 TV 造謠哄騙麻疹疫苗，但恰有女記者說：“人哋都寫得很清

楚⋯”,袁國勇這傢夥才馬上轉口：“⋯全港已 99%已有麻疹抗體不用再接種疫苗了⋯”,“人

哋”即本人早於2016.10.07日給衛生署長陳漢儀信, 從早於2016.10.07日給衛生署長陳漢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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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www.ycec.com/HK/161007.pdf or 英文 www.ycec.com/HK/161007e.pdf 可見的對麻疹疫苗的毫無科
學根據及價值早就被本一錘定音!  

 特別包括可令人百病不生 平均年齡可達 120 歲的“飽和鹽水”家用保健法也已全球盡

知，此後的無線 TV 也即以 120 歲為節目標題 但就不敢將此介召給全港市民,  也特別是陳

漢儀的秘書與本人通話時對鹽水的消毒能力質疑不如現有消毒藥水，但本人馬上告知：“就因鹽

水對皮膚的 滲透性消毒能力與眾不同 無藥可取代! ”後也無疑, 但也不見介召造福給全港市民 

令今天的仁義道徳如此盡失的衛生部門官員務必要全面向全港市民交代的時刻也已到了!  

如上正是今天香港社會的最大不幸, 特別是今天的醫界當權者還在妄想繼續隱瞞本“冼

肺”醫療法特別對本“冷凍”醫療法也同樣只肯“為自已友偷用”, 也就因 不公開為市民救生

而用才可保留毫無科學根據的“病毒及癌症疫苗”、並不惜浪費大量公款為愚民工具已令公開屠

殺、謀害市民的鐵證不可否認， 其嚴重性也從 www.ycec.com/HK/191212.pdf 本人於 2019.12.12
日給林鄭特首信中可見，敬請下載詳閱無須附件！ 

也因此，在人命關天面前，如貴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再不立即起訴及逮捕草菅人命的六大

衛生部門官員也將同樣雙手血淋為民族罪人及全港公敵也表證成立，現請教是否？  

另今本去信主題其二, 如下： 

敬請馬上從 www.ycec.com/HK/191231.pdf or www.ycec.sg/HK/191231.pdf 均可下載之本人於 2019. 
12.31 日給林鄭特首信中所言，如上衛生署潘昭邦也早 2006 年前被本人傳上法庭承認的就有一

“中央密令”仍再左右飄搖、但如沒有特首辦的在後支持也難繼續屠殺市民不停手！  

特別從附件圖1-6可見的是, 即2019.12.25日的無線TV報導所見，當一16歲男孩於旺角高處

墮下昏迷急救中時，也在警方速龍(小隊)面前：『就有一軍裝色人馬伸手用力轉動及插出在旁牆

邊的白膠銅喉水管轉身繼續痛打該昏迷急救中的16歲男孩！』已令人可怕至極也！ 

另如信中其三至五段所述於 2019.8.31日太子站內進行拘捕行動, 在2019.9.19日15歲游

泳健將女生陳彥霖失蹤後被姦殺再拋屍海面, 以及科大學生於2019.11.04日被催淚彈逼上停車

場只由2樓墜下1樓 斷不會盆骨和頭部重創而死亡，學生因此一度圍住校長要求索取監控錄影也

辦不到！這就是控錄影不公開才會造成學生及市民憤恕為“暴民”之起因！  

特別如信中其六的圖片顯示， 2016年所謂的旺角暴動案也來自警方卻要無端開槍下令居民

回家，如此的違規也必然令年青人憤怒扔磚, 但均在貴刑事檢控專員也有無原則的提控案件下配

合也尊嚴盡失的個別法官違反普通法規則胡判，也才會導致本港成為難民出口地出醜全球！ 

也因此，敬請馬上將本信及本於2019. 12.31日給林鄭信轉介讓貴所有檢控專員及律師公會

成員共同討論，看本港的司法公正是否還可回歸正軌？！  

本信稍後就可從www.ycec.com/HK/200110.pdf or www.ycec.sg/HK/200110.pdf 可供下載！ 

謹此！ 
 

2020年1月 10日                                               D188015(3)  

副件給律政司                                                    林哲民  

鄭若驊司長 
Tel：3918 4215 Fax: 39184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