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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警務處处长                                                    Tel: 3661 1755 

盧偉聰先生及                                                   Fax: 2200 4463 

投訴課： 

有關 CAPO HKI RN 0900-1628 後之 16000117 檔案，多謝於天意弄人維修中的舊中

區警署已婚督察宿舍無端冧樓的第 2 天收到盧處長向北角警署有關警員作出訓示以「表達

不滿」的傳真告知信件！ 

其實，該北角警署 CID 第 2 隊只是被愚弄之中的替罪羔羊而已。  

就因與本人有租約在手的租客竟還會敢以“騷擾租戶”為名報案？  且在當日晩

7 奌北角警署亦派人到現場並用租客手機告知本人:  “該租客已有即時在櫃員機轉帳交租

單在手！”，其後又不經本人同意替租客打開水錶後開關鎖鏈！    

也即是說北角警署明知這是租約糾紛又何來“騷擾租戶”刑事糾紛並須交 CID 處理

跟進？“騷擾租戶”顯然必另有“密毒餡”所倚， 並由此也糾緾布劇到投訴科第四

隊 2062 徐警長上司出馬聲頂撞特首無權干涉 CID “查案”如此“把炮”！？   

“密毒馅或把炮”其一，從本文附件 1.或全稿由www.ycec.com/HK/160228.pdf 共
8 頁本人於 28.2.2016 給水務署信中可見，教唆本人租客報假案發出“通輯令”的背後黑

手神通廣大可勾搭上水務署 偷雞為本人租客反客為主自立用水费帳戶就可為“騷擾

租戶”之“通輯令”立下狡辯基礎？ 尽管这是跨部門的密谋作案，投訴課也该有責仼向

有關部門上報追究水務署違紀乱法之罪；  

“密毒餡或把炮”其二，由 www.ycec.com/Jzm/151107.pdf 本人於07.11.2015

給監警會主席信中第2頁第5段及附件1. 給男租客上司即亞州工銀董事長信第2頁第5段均

可見，神通廣大的背後黑手正在為男租客違造“本人曾在電話中對他老婆“性騷擾錄

音”證據!” ，儘管背後黑手 違造“性騷擾錄音”技術或評一流，但在2015年4月本

人向男租客追租後才由他老婆唯一的一次回電本人手機留下的通信時間記錄根本無從配

合違造加上“性騷擾錄音”證據！如此，北角警署CID第2隊又豈敢告知租客報假案內容？

否則本人將可破案於一瞬間！ 

“密毒餡或把炮”其三，由www.ycec.com/Jzm/151204a.pdf 本人於04.12.2015

給保安局長信中第10頁或附件c. 给監警會主席信之附件1. 也顯示已買起新威園大廈管

理處女主仼將會配合租客為造假報案進一步造假供證企圖以補上“把炮其二”之缺點！  

但儘管上述陰謀如此周密，但唯一缺陷是以“騷擾租戶”為名的假報案就只好大

破先為租客錄口供為先之慣例，更要大言無愧『無權干涉CID“查案”』阻止投訴科跟進！ 

就因投訴科有權知道“騷擾租戶”為名起碼要有的報案口供紙 但也不足可發出

“通輯令”！ 如要“查案” 难道就不該讓“本通輯犯”有機會知悉所犯何罪？ 這正

是警察國家與法治國家重要的分水嶺！ 也是特首為捍衛基本人權難容之處！ 也基

於基本人權，在2062徐警長上司口中的本“通輯犯”就有基本人權獲知： 

1. 北角警方有沒有為該租客錄下口供紙？ 

2. 足令北角警署署长信赖下令讓CID處理跟進“騷擾租戶”的事由何在？ 

因此，2062 徐警長上司成了上述陰謀並架空特首辦走向警察國家的關鍵人物，而

躲在一邊的監警會主席只見其後在 TV 上驚歎這是“深層次矛盾”及前仼所为自我解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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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也，如本人給張德江信中第 10-11 段的事實，即 www.ycec.com/HK/160318c.pdf
也於 18.05.2016 轉給投訴科 2062 徐警長也當已一清二楚，信中第 8 段也將拒收恐襲本

人錄影帶為物證的官塘警署直言:“⋯ 你告咩嘢江澤民啊⋯,送你入精神病院啦，唔查

啦！”，而信中第 10-11 段的事實正如本案，以及江核心為何要不惜代價謀殺本人也在

信中隨後公諸於眾⋯, 這決非是什麼“深層次矛盾”而是“皇上有令”之古太監幽靈上

身令人性變種的寫照！   

另者，本人為何要告江澤民？告咩嘢呢？只須進 www.ycec.com 再點擊江澤民頭

像就可一清二楚，就因隱瞞本人解除 SARS 國難洗肺醫療法的發明及廣泛應用續繼殺人無

數！此前因後果也在給張德江信中清楚無疑地擺在警方面前，被利用的張德江也卒於中

區警署無端冧樓的前第 3 天即 28.05.2016 通過范徐麗泰於鳳凰 TV 上公告保持一國兩

制，對特首的施壓也告一段落！ 

由上可見，手執中央密令的江核心正在虛掛共和旗積哄騙公眾實正全力引領中國

走向封建帝王建制，更因為本人的醫學發明大破特別是流感疫苗早為其蠢民手段，所以

更不惜殺千萬人都要隱瞞，因此自 2009 年起中囯霧霾特別在北京就揮之不去，今年全國

的暴雨、酷熱及紅色龍捲風天降巨大“雨柱”等等異象在全國鋪天蓋地而來⋯，這就是

上天震恕或有外太空人出手主持人間正道及是否包括無端冧樓雖暫不得而知⋯, 而人怨

在香港，被騙進投資中國被搶光翻不身的廠家不計其數早令本港經濟危機四伏，令不少

年青人自殺就是一種見證，只是有些警方及政府部門官員不明所以被利用，還想在本人

背後插一刀只求江帝王歡心只須進 ycec.com 再點擊張德江頭像進就有實例可見！ 

現話說回頭，從本文之附件 2. 可見，江核心在港的蓋世太保並還沒停手，前租

客走了又來的新租客又還是他們的人，老在企圖製造事端引我入甕！    

因此，為防止有一天如不慎被他們賊贓嫁禍，本人在 1978 年無端被警方列入有一

“偷電案底”將會被無端放大被利用，  此亊即在 89 年六四後本人申請移民新加坡

須向警方申請良民證無着之時才發現！  

在之後，本人立即向港府作出投訴要求徹消，當年的港府政治部一官員立即上門

專訪本人，本人告知前後因果： 

1. 事發地址為英皇道僑興大廈 14 號 9/F., 一單位，共有 3 房，包租公楊文龍先

生獨住一房, 本人分租一房，另一房分租給另一同鄉葉生一家 5 人，包租公

負責交電費，但因故意不交電費被斷線後本人即日買了個蓄電池日光燈晚上

暫用，第 2 天見有人報案，但本人在外回時才知;  

2. 2 天後，還不見包租公交電費，就由僑興大廈一管理員錄口供只說見本人房中

晩上有亮光懷疑偷電報案，本人因此要帶著蓄電池日光燈出庭，也不見法官

當庭有告知已存“偷電案底”，也就因何來偷電證據？ 但該法官似乎深知內

情還當庭告知要盡找地方搬；  

3. 為何法官似乎深知內情？就因包租公故意不交電費欲逼本人迀出，毫無偷

電證據 還見警方如此 強應介入 非檢控不可 只憑管理員一句只說見本人

房中晩上有亮光？！  

4. 內情就因本為電子業老前輩同鄉之包租公即國泰酒店老闆(菲律賓僑領老友)

與灣仔警署頭面人物常在國泰酒店早為飲食男女由他在前告知，當他見本人

75 年的日源磁性材公司的成功生產並銷售就以工業神童名揚電子業界，故見

當本人 77 年結業轉行時就邀請本人租住包租公一房，又見本人的電子繞線機

設計出色又可馬上叫國泰酒店老闆出資 100 萬成立“三強電子有限公司”在

福建泉州市設廠，他只可出資 6 萬，而本人已完工的 2 條生產線及 12 部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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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機的入股投資即作價 20 萬，即以市價 8 折入股 並回泉州市談判設廠完

成後，包租公楊文龍馬上改變主意 要將本人的 20 萬股金要寫在他的名下後

再由他立下字據給本人！ 豈可把本工業神童當 3 歲小孩？當然不可，本人就

立即將該 2 條生產線及 12 部數控半自動機 馬上以 24 萬港幣被一上市的零件

公司購買,見 Model:Y-888/www.ycec.com/Coil_Machine_nanufacture.htm 為

本人第二次創業的“日昌電業公司”於 1978 年注入了強心劑, 註冊地也用上

英皇道僑興大廈 14 號 9/F 位址; 之後, 日本、韓國工業強國的中周變壓器廠、

中國電子工業部直屬的上海、武漢中周線圈國企也風聞而至成為買家, 楊文

龍這老前輩也就如此難堪以不交電費變臉並出動當年灣仔或銅鑼灣警署他那

班飲食男女介入才強加個“偷電案底”給本人！ 

本人還要求該當年的港府政治部一官員去翻看法庭記載及審訊錄影帶並要求作廢

“偷電案底”。  因此，在 10 多天後，該官員又到訪本人在官塘工廠興奮地告知他已說

服了新加坡移民局不用再遞交良民證了，至於要作廢“偷電案底” 手續太多一時難搞，

很快的，新加坡移民局的批准下來了，本人也就又將此莫名其妙而來的一生最大的“恥

辱”暫擱一邊！ 

但今天，假如近 40 年前的“恥辱”還不能去除，面臨著江核心集團在暗中插手，

“中央密令”早成“帝王意旨”令警方拋棄一國兩制專找本人租客搞事如前述，假如本

人一不小心墮入陷阱， 如此早期警方 違規作亂的“偷電案底”勢將成為另一禍根！

由此可見，在本人在至今命尚不該死之期，本人就此正式要求警務處處長清查

如此“偷電案底”由何而来？  否則就該作廢，並請剛獲特首信仼延期就職兩年的監

警會郭琳廣主席作出指引勉回警方信譽！  

謹此！ 

2016 年 8 月 3 日 pm 11:33                                     D188015(3)              

                                                             林哲民  

此致警務處投訴科   Fax: 2200 4463 

副本抄送  

特首辦公室  L/M(2)to(1258)in CE/GEN/1997 

Tel: 2878 3300   Fax: 2509 0577 
保安局長     SF(553) in SEC 2/8/6 

Tel：2810 2327   Fax：28685074 
監警會主席   EN 0890/2015  Fax: 2525-8042  2524-1801 

本函另加兩附件共 6頁整                    稍後可於 www.ycec.com/Jzm/160803.pdf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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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水務署                                                        Tel: 2519-9557 

港島區辦事處                                                    Fax: 2519-3864 

冼先生:  （ Sin Ting Fai） 

有關 99989459229 用戶編號，即用戶地址為英皇道 989 號新威園 E 座 601 室

用水單位。 

於上週五下午 6 點與閣下通話中，閣下告知自 2009 年起上述編號為蔡鴻珠用

戶名已被終結，閣下因此傳真了一份寫於 2014.10.29 日貴署的通知書為證及另一

份“申請用戶轉名”表格，要求本人填寫方可供水; 

就因閣下告知的，貴署区於 2014.10.28 就已為李仲賢另立用戶帳戶後才於

2014.10. 29 日起草通知書通知蔡鴻珠寄給已有入住之租客李仲賢!   

但從通知書可見，貴署只稱“有新用戶向本署申請承接上述用水位址的用戶權，我們

特此發信通知，你的用戶權將會因此被終止。”如此霸道！  儘管之後還寫下: “如你對此有

仼何疑問或認為本署不應終止你的用戶權，請於此信發出日期的 7天內致電 2824 5000 興本署

客戶諮詢熱線聯絡。”，暫不論明知業主不住原址又寄原址，7天時間夠嗎？假仁假意可見，

即貴署為何會蓄意針對本人協助搞事租客？ 另: 

其一, 在貴署“常見問題- 用戶轉名及發還水費按金” 的網頁指引中可見，如有合

法授權書才可申請終結帳戶，且在 1 4 天後無人承接用戶資格，水務署便會截斷供水！  

其二, 儘管 102 章《水務設施條例》第 7 條的《用戶及代理人的認可》(1)(2)可見法例

授權貴署可為“佔用該處所的人”提供用戶帳戶，但貴署有驗明正身之必要; 

其三, 又從 102 章第 7條(3) 可見，只有在原用戶提出申請取消並繳付所有到期收費後

貴署才有權可該用戶終結！ 

上述可見，蔡鴻珠原用戶並冇提出申請取消，貴署無權終結蔡鴻珠用戶權,濫權一;  

租客李仲賢亦未向貴署出示加蓋印花之租約，更因租約 14 条顯示水電均屬業主名下

並冇授權租客可自行申請水電用戶權，如租客欠交租及管理費超 15 天，業主即有權終止

供水電，亦由此可見李仲賢偷雞向貴署申請用戶權只為蓄意不交租及管理費，但貴署卻故

意違規為濫權二！   可見貴署有人接受行賄已表面證據成立， 有望貴署追查以免重

犯！ 亦因租客李仲賢蓄意違約拖欠大量租金及管理費，貴署有責任給予李仲賢違約申請

的用戶權證明以便本人行使司法權追討; 

本人於 2016.2.16 日 12 點 37 分之後起分別與貴署熱線之陳宏橋，陳雪如，登記組之陳斯

蒙及陳文明生談及本人上述水錶用戶蔡鴻珠編號為何會無端被終結？  陳宏橋講得好

哋：“⋯如你在租約講清楚唔準轉名，我哋噈唔卑！⋯”, 但之後，陳雪如又乱講：“無須證

明身份就可申請轉名！”，但又講啱咗：“如出示業主身份噈可永久無卑轉名！”，本人質問：

“本人 09 年將水錶轉名為蔡鴻珠時亦出示業主授權書，怎解又會被人終結轉名？”，佢噈

推佢唔係轉名組！ 

其後，登記組 2824 5000-1-0311 陳斯蒙講: “水系民生問題，有人登記就無問題!”, 陳

文明又咁講: “水系必須品，有人申請就會卑!” , 簡直離曬大譜! 

    明顯的，如非貴署有上司故意在上述本人用戶編號落注“特殊處理”以方便本人的

租客可隨時登記水錶用戶名無須交租有水用可作亂，本人亦有錄音可供查證！ 

Administrator
Text Box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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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署故意濫權並非僅此一單，早於 2014.8.08 發信蔡鴻珠藉口水錶前水管銹蝕及滲

水務要本人聘請有牌水喉匠，貴署發信檔號為 9062602776 of 5559756591，見附件 1. 之

本人於 2014.10.14 日回復貴署杜耀明監督信中就清楚可見，如本人上當找有牌水喉匠，江澤

民核心的殺手馬上現身！江澤民為何要老要密謀暗殺本人？  

可從 www.ycec.com/Jzm/151016.pdf 看到本人于 2015.10.16 給林鄭月娥司長

信, 就因本人自空手來港年半的1975年起被電子零件業奉為工業神童後更有不少超國際一流

的電子機器面世有的不賣自用引起 82-85 為電子工業部長的江澤民窺視不放為禍，其後就

派老鄉王忠達跟蹤謀略由 91 年起，最後在深圳書張高麗的協助下於 99 年前搶劫回老家

威後關閉中院大門，因此，江澤民下令隱瞞本人於 2003 年解救 SARS 國難的醫學發明至今 11

年殺人不少，又偏偏這“洗肺”醫療法永遠不可取代，就 2014 年衛署公佈的肺炎一項而死就

有 7000 多，江澤民害怕本人會名揚天下後他強劫罪行無法交代下台，  因此，他的江核心

仍在全面運作全球隱瞞，進本人的 www.ycec.com 9.公開信或 11.項就可更一清二楚！特别是

寨卡病毒正在进攻美州，奥巴马及 WHO 的撒謊早已破產，本人的醫學發明已到了非用不可地

步，奥巴馬在前天還特此邀請習近平 4月再訪美商議如何承認本人的醫學發明下台！又就因本

人死不了就在信頭地址小區有圍牆找人偷襲本人有困難，江核心還不死心要中央有關部門於 1

周前下令全國小區拆圍牆，但結果遭全國怒駡！  

另給林鄭月娥司長信最後 2 也提到的“北角警署再次濫用職權非法向本人發出

拘捕令等候江澤民的殺手出現”就由貴署的故意濫權終止蔡鴻珠用戶權方便李仲賢暗中

自立用戶權為由，然後又暗中叫李仲賢不交租及管理費引本人必會依租約也於 2015.10.05

日前往鎖住水錶製不供水，此時再由李仲賢拿著貴署的水費單報案，再讓北角警署有“藉

口”向本人發出拘捕令等候江澤民的殺手出現，只是本人對應有方沒上當自 2015.10.07 日

不回港，及向特首投訴要警方投訴科追查表明發出拘捕令的理由才回港，直到上週五向貴

署查詢後本人才恍然大悟， 貴署故意濫權終止蔡鴻珠用戶權就是為此密謀而來！ 

有機會再聊，附件 2. 為“申請用戶轉名”表格共 5頁已前天傳真到表格之 2802 7333, 
貴署熱線王紙基先生於週六早 9:36告知本人，閣下已簽字暫緩上門拆水錶正確，多謝! 

有機會進本人www.ycec.com網站，點擊張德江頭像就可一清二楚，不少部門均可堅持原

則不再借藉口拉本人後腿阻止本人拯救更多生命，貴署也应如此！ 

謹此！ 

2016 年 2 月 28 日 

pm：12：45 

Fax: 2519-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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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娟女士 

有關英皇道 989 號新威園 E 座 601 室出租的正式租約由妳代理簽定，其中有

個附加條件為本人需在 5 月底前為廳上舊日本機更換一部新 2 匹冷氣機，本人在當

時也告知妳: “無所謂，反正本人在官塘工廈單位天臺屋還差一部 2 匹機⋯”,本

人於是於 2016.5.24 向聯發冷氣集團一部小天鵝 2 匹機並注明送貨與租客駱生連

絡，最後與該聯發上海街分店葉先生 Tel：6111-4518 談妥包安裝後另付$560.-, 但本

人要求安裝師順途將部舊機送到官塘開源道 72-80 號溢財中心 C-2A 分店待我自取再

多付$100.- , 但葉先生與安裝人員商議後拒絕，本人只好告知租客駱生安裝將部舊

機放在 E 座內堂，本人於隔天就可打架的士拉回官塘，駱生同意。 

其後，包安裝於 2016.6.01 下午 6 點後才完成，本人於第二天一早便去電

6227-1492 追問該舊日本機下落, 但 6227-1492 安裝師就不聽！ 於是再去電聯發葉先

生，其後，Tel：23420706 的鐘小姐來電告知該部冷氣機拿唔返！ 又再告知: “係你租

客講唔要嗰部機⋯”，該錄音在 www.ycec.com/HK/160602a.mp3, 之後本人又進一步
将该錄音放给租客駱生听，www.ycec.com/HK/160602b.mp3, 駱生認得鐘小姐把聲，並
承認在之前就與鐘小姐通過話， 否則鐘小姐不敢出單寫咩拖咩部機走！ 

顯然有意搞事啤我落陷井，你哋亦睇過之前水務局詐營要我請水電工換外牆水喉信，

江澤民的殺手就會出現，但外牆水喉非業主被我拒絕，你們都看過來往書信，駱生還在

2016.5.24明知又同我詐營e601外牆水喉塞要我換，請再轉吿，外牆水喉有事找大廈管理處!  

所有這些根源見www.ycec.com/HK/160518b.pdf 即上月17日給張德江委員長訪港時經中聯

辦轉的信，第二頁就將江澤民的蓋世太保教唆臥底女租客以本人『騷擾租戶』報案，就因

並有假『性騷擾』錄音備用及與水務局勾結將業主名下之水錶改成租客名才敢膽如此狂妄

自大！ 怪不得駱太在45天前天冷之時也打過電話來催裝新冷氣機，我必然全段錄音已假不

得，為免老江蓋世太保再如教唆上手女租客一樣，又将編輯好『性騷擾』錄音再誘騙駱生

駱太報假案有著數，請轉告駱太切莫再來電話本人，另從www.ycec.com/HK/160530.pdf 
可見 , 並由於給沖著本人而來的張德江信由內容真實已產生良作用， 警務處長已向北

角警署作出了訓示，另由給張德江信提到的前港澳辦主管曾慶紅也主動出擊了，見

www.ycec.com/HK/160531.pdf, 因此，如此無聊之事應停止！  

現回講駱生送嗰部舊日本機之事，該部舊日本機新機值$4,960.-, 就算舊了也

值$3,000.-以上，如駱生否認如鐘小姐所講就該去報案，否則只好駱生負責入帳，除

非長租再論，請轉吿！ 

謹此！ 

2016 年 6 月 4 日 

am：12：35 

Fax: 2510-0030 

 新威園 E601 業主 

林 哲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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