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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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及各議員 

Dear Sir: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公共申訴辦事處

Tel: 3919 39-19 Fax: 2521 7518 
complaints@legco.gov.hk

     本人林哲民, HKID D188015(3).  

     早在 4 年前，由於律政司私自竄改官網法規以協助屋宇署當本人在永興工廈有業權的天台

屋為“非法僭建”非拆不可，從 www.ycec.com/Jzm/151015.pdf 可見的，本人便於 2015.10.15
日去信貴前任曾鈺成主席，但曾鈺成竟還可回信當竄改法規與司法程式有關不便處理，本人再去

信指責也無濟於事，只得入冊 www.ycec.com/Jzm/murder-3-hk.htm 主頁為史； 

其後，本人只好轉向，當全球近半大學教授盡知人人非用本人四大發明且千年不變後，連

加拿大在前年都要向華人致敬並解除對華人歧視條例等後，高院及律政司才不敢再胡闹！   

    如上正是香港回歸後最悲哀之耻，敬請詳閱附件，即昨天本去信律師會信主題有三如下： 

    其一， 本人於 2019.12.31 日給特首信從 www.ycec.com/HK/191231.pdf 或轉 ycec.sg 另
ycec.net 均可流覽才可比傳真更清楚無疑，如《旺角暴動案》之起因附圖，特別是给林鄭信之
附件從無線 TV 於 2019.12.25 日的報導及剪图可見，當由旺角高處墮下昏迷急救中 16 歲男孩、

還可在警方速龍(小隊)面前被人插出在旁墙邊的白膠銅喉水管轉身继续痛打已是警或匪簡直難

分，望各立會議員馬上介入問責才有人性可言；  

另如剛見的，右圖為無綫TV於2020.1.15日港澳新聞主

題為《警方旺角劏房檢爆炸裝置拘三人 疑針對警員或警

方設施》之剪圖可見有一陳舊的電梯鋼板內凹半裂，其

園弧半裂口整齊顯然被大園鐵通所力撞且已鏽日久！ 

但新界北總區陳天柱警司却在TV上大勢宣揚：「雖然

在受控制環境下處理，但仍發生輕微爆炸。現場所見，

一部電梯的鋼板亦被水喉通一些物件炸穿一個洞。如果

作為一個手榴彈用途，將它點著擲入一輛車內，殺傷能

力以我理解，拋入一輛私家車內，車內人必然全部死亡。」

         警方竟還可有此小智商造假企圖架禍學生，其後借此為由被捕的學生已超十人！   

而李家超局長又馬上在立會現身大言涉及土制炸彈風險已提高引入電槍也就“言之有理”

也從無線 TV 可見，不久前也有重磅人員大叫公務員要無條件效忠政府否則被抄，即已將效忠法規

也放進臭水溝，如立會議員再不馬上介入問責，一个變種變態的獨裁政權也將來臨！  

其二，另見 www.ycec.com/HK/191004.pdf本人於 2019.10.04 日向盧偉聰處長的正式報案
無一漏洞，如再不為公眾打開“洗肺”及“冷凍”兩大救生醫療法該 6 大謀害、公開屠殺市民

為快的衞生部門兇手就該逮捕歸案, 以及本人更於 2020.1.10 日再去信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也

在 www.ycec.com/HK/200110b.pdf 可見, 各立會議員更該馬上介入問責，否則，被屠殺的市民
將激增各議員也無法向死者家屬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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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又如前天本去信律師會信主題有關“武漢肺炎”的造假新聞繼續目的又何在？ 

本人也剛從 14 日的新聞突見, 全港多家媒體前往武漢實地探訪時所有記者全被帶往派出所

刪除所有拍攝影片再趕走，如 2008 年造假的四川汶川地震全港被騙的 230 多億捐款曝光後，也

有不少港媒及年青前往察看在路中被堵被抓,此後的立會拒絕政府再捐款不也由此而來！  

而食衛副局長徐德義在昨天下午見傳媒仍在胡扯武漢 41 宗病例只有兩人為夫妻因此不排

除人傳人，而如上本無一漏洞的報案務必逮捕歸案、衞生部門的 6大兇手却真會导演比“武漢

肺炎原發地”之可疑病例還要多近倍，而這批所謂的“醫學專家”或“教授”其智商實際連猩、

猴公猴母都不如、也只會教市民戴口罩啊洗洗手蠢蛋到連狗屎都不如： 

梁君彥主席閣下是否也該帶領眾議員前往猩或猴群集居地觀看、即問清楚為何猩猩或小猴

子都懂不時要用手拍拍左右肺部再咳嗽幾聲？是否不就可趕跑入肺细菌、又何来肺炎？再叫這

批狗頭醫生或專家拜猩猴為師，不可再浪費公款哄騙市民打流感疫苗吧？  

而難從肺部趕跑细小如 SARS 细菌之病毒感染引發之肺炎，如在 39℃前一經洗肺不也就可

出院！而非细菌毒感如肺癌等其他病變导致的肺炎，一經“冷凍”醫療法不也同樣不損健康！ 

也如在 www.ycec.com/HK/160519.pdf 给生署長陳漢儀信中之小實驗本人早就已令以“病

毒感染”為基礎、毫無科學根據且有害的“疫苗”無處藏身!  但之後不少蠢蛋議員還可讓高永

文叫上 TV 打流感疫苗哄騙市民上當受害也在 www.ycec.com/HK/patent.htm 主頁中面孔全無也！ 
     而今如上今天的在港乱局就因如 www.ycec.com/HK/181113.pdf 的去信鄭若驊中所述的杜特
爾特總統的患癌笑話，袁國勇的醜態也在此，又如《海國圖志》因由就来自清王朝認為: 如民間掌

控槍炮科技，我清王朝還有威風可言？！  再立為禁書並鎖國也如今非打疫苗不可只为蠢蛋化國民

否則三个代表何来的心態是否比清王朝還要阴险惡毒百倍也由此而來！  

     而想當年，港督彭定康都可為幾個青年在菲被扣往菲來回奔跑，而在2019年前也有幾個港

青在菲行李被故意倒進毒品被扣從無線TV均可見！就因菲總統的患癌笑話在、如學彭定康前往，

就因林鄭怕杜特爾特問她為何不公開“冷凍”醫療法才可拯救更多生命？ 林鄭就馬上就站台說

要尊重他國法治不管，其後的杜特爾特在2019.2.16日還故意来港現身銅鑼灣，竟也無一官員或

議員前往請救務必要公正處理，而今港亂局成為難民基地不也人性“基因排序”人人不同而來！ 

     更多非為公眾打開“洗肺”及“冷凍”兩大救生醫療法不可港府已無空間再借“武漢肺

炎”的無用假新聞撒嘴皮耍赖，如在 www.ycec.com/HK/CarrieLam-hk.htm  林鄭主頁中, 本人與

中港辦主任的書信更值得各議員詳閱及公眾討論，否則，歷史罪人的轉拆點均已到此為止！  

如有不明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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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5.pdf or轉 ycec.sg 及 ycec.net 均可下載！ 

謹此！  
 

2020年1月 15日                                                D188015(3)  

副件各議員                                                    林哲民  
全顯示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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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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律師會彭韻僖會長 

及朱潔冰秘書長 

Dear Madam: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71號
永安集團大廈 3字樓

Tel: 852-2846-0500 
Fax: 852-2845-0387 
sg@hklawsoc.org.hk

     本人林哲民, HKID D188015(3).  

從不久前的新聞可見，你們與大律師公會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對法官的罵性塗

鴉，似乎均有委屈,也就因港法官大多由貴兩會胎生！ 

但也在上月，就因犯法證據不足或警方侵權在先，當法規理念及品德尚存的法官就馬上將被

捕學生當庭釋放或輕微處罰特别是裁定《反蒙面法》違憲又拒絕政府暫緩執行申請的裁決後

馬上由無線 TV 可見就有暗控港府的人馬與李國能對罵，及再强烈反對终院聘用英美加等國籍法

官非常任法官務必要以港人法官替任後， 就因不容易被行贿的外籍法官才可确保基本的普通法

判決原則正中李國能心頭之虑也就收口，此後的彭寶琴法官就亂判 2016 年所謂的《旺角暴動案》

及近期多宗反修例引發衝突的保釋申請被年青人在高院被噴漆而罵的因由也在此！  

  另請先見 www.ycec.com/HK/200110b.pdf, 本人只好在 4 天前給大律師公會毛樂禮副主席

信，信中介召了本人於2019.12.31日給林鄭的信從www.ycec.com/HK/191231.pdf 或转 ycec.sg
或 ycec.net 均可流覽，也在主題其六之附图即可为《旺角暴動案》之起因就在 2016 年春节凌晨
時的警方還可違規首先開槍恐嚇只有少數街口居民離開，但從新闻可見、在面對彭寶琴法官就亂

判時的辯護律師即只以“協助挖磚者”都已當庭認錯要求減刑是否協助惡判、如為曾蔭權在上訴

庭的辯護律師故意“漏嘴”配合律政司的反對申請報導暫不得而知！ 

但由此警方違規開槍恐嚇市民在先的附图就已鐵證如山，更可要求法庭不得再以《旺角暴動

案》定罪有違普通法原則令一國兩治無存，並該释放所有所謂的《旺角暴徒》以免香港再為難民

基地已為貴律師會公開討論是否還有為民公義可言也將再此入冊為史！  

特别是主題其二至其五 才是過去半年所謂的港青“暴徒”始於修例風波的四大內情真

相, 特别如其二所述之附件剪圖可見, 2019.12.25 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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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動及插出在旁墙邊的白膠銅喉水管

轉身继续痛打該昏迷急救中的 16 歲男孩！』已令人可怕至極也、是警或匪簡直難分、動亂根源

在此已無須多言！是否？敬請書面回答及全體律師會成員討論！  

    但從 2019.12.28 日的無線 TV 可見，彭韻僖會長你被利用大罵所謂的港青“暴徒”『政見

不同不等於合理地犯法』顯然一面之詞也，即如上 16 歲男孩由你胎生是否該贊合理？ 

同樣如上給毛樂禮副主席信中所言，即：今天香港的亂局全在中央政權有一黑手手握

“中央密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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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遠離法治如貴律師會再不努力全為狗仔港人治港也將為期不遠了！  

特別如上給林鄭信之主題其一更特別重要一再告知：本人在 2003 年解救 SARS 港難國難發

明之“洗肺”及“冷凍”兩大醫療法還不向市民公開也就等如繼續在屠殺市民！ 而食衛局長

陳肇始還繼續上 TV 哄騙市民打流感疫苗續繼為蠢蛋化市民並浪費大量公款進口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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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以“細菌感染”為“洗肺”及“冷凍”兩大醫療法基礎的發明早令毫無科學根據以

“病毒傳播可在身内繁殖”為虚假基礎的“疫苗”手段破產！但“疫苗”卻被為中共政權視為

愚民工具之國寶非隐瞒不可，尽管隐瞒的後果在港被屠殺的病人早超 30 萬及國內民眾更在 4仟

萬人以上令德性盡失，從 www.ycec.com/HK/CarrieLam-hk.htm 主頁中當本人於 2018.7.16 日
给林鄭信提出後，而林鄭特首明知也只會來信告知已將本信轉衛生署長、即就怕得罪中共扮貓

不敢盡責,全港的最大災難也在此無疑，貴律師會也該共同討論為死者家屬恕喉了吧！  

也因以,見 www.ycec.com/HK/191004.pdf 本人只好於 2019.10.04 日向盧偉聰處長正式

報案，如再不為公眾打開“洗肺”及“冷凍”兩大救生醫療法 6 大謀害、公開屠殺市民為快的

衞生部門兇手就該逮捕歸案, 更多詳情也盡在如上的林鄭主頁中可見 , 但盧偉聰 馬上被特首
辦撤职由鄧炳強為處長並馬上被安排上京見中國公安部長被密語施壓後也音信全無！ 

特别更從 www.ycec.com/HK/191212.pdf 可見本人2019.12.12日去信林鄭在上京述職有天責將
如上給中聯辦王志民主仼兩信即www.ycec.com/HK/191031.pdf & www.ycec.com/HK/191119.pdf 列印
面交總理李克強及主席習近平各一份立即处理，否則，歷史罪人的轉拆點均已到此為止！ 

但同樣為此隱瞞“洗肺”及“冷凍”兩醫療法不满的王志民也被撤职换上駱恵寧為主仼！ 

也就如上見死都不救人惡毒的統治權術下，“武漢肺炎類似沙士”的造假新聞也於 2019. 12. 
31日出台後的陳肇始又再借口哄騙市民狂打流感疫苗非蠢蛋化港民不可的歷史見證！    

本人更於 2020.1.10 日再去信梁卓然刑事檢控專員也在 www.ycec.com/HK/200110b.pdf or
轉 www.ycec.sg 均可下載, 也談及“武漢肺炎”的造假新聞, 更務必要刑事檢控專員為公眾利益

立即起訴及逮捕草菅人命的六大衛生部門官員，貴律師會也該去電力促為民申張正義！ 

而今“武漢肺炎”的造假新聞繼續，林鄭她還在今天的無線 TV 上強調已取得武漢肺炎的基

因排序，食衞局明早召開防疫專家會議, 為何是造假新聞，其目的又何在？ 

首先要指出的是，就任何肺炎病毒均来自大氣中數千不同族類其一的細菌進入肺部繁殖才有

病毒入血而其基因排序均如人体基因人人不同也眾所該知！ 因此，以為拿“基因排序”這專業

名詞來就可繼續哄騙公眾當“洗肺”醫療法不存在也已太過低檔、笑話連篇也！  

     其次，就算“武漢肺炎”細菌如 SARS 族類細菌太小一進肺腔就不願走、且會大量繁殖經病

人呼吸道往外飛奔感染他人，只要将感染者隔离並馬上“洗肺”滅掉細菌就可出院，以及有担心

被感染者務必要 N95 口罩才可過濾早在 2003 年不均已眾人該知！ 

也就如上拿“武漢肺炎”基因排序的繼續造假新聞，就志在繼續隐瞒“洗肺”及“冷凍”兩

醫療法不公開為市民救生繼續屠殺生市民不停手的目的也在此原形毕露！  

也敬請秘書長有義務將此信轉介給各會員律師公開討論, 也將副件給各立法會議員律師事務

所詳閱, 就因令本港回歸法治基礎已義不容辭！  

   如有不明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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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4.pdf or轉 ycec.sg 及 ycec.net 均可下載！ 

謹此！ 

2020年1月 14日                                                D188015(3)  

副件各律師行公開討論                                         林哲民  
主頁:  www.ycec.com/HK/CarrieLam-h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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