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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
Mr. Chuen Hong 首席执行官
刘全康先生
Dear Sir: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
10 Pasir Panjang Road #03-01
丰树商业城 新加坡 117438
Tel: 65-6377-3800
Fax: 65info@imda.gov.sg, qsm@imda.gov.sg,

本人林哲民, SGID 2665604D.也是 www.ycec.sg 域名的注册人.
有关 exabytes.sg 注册商及Queh Ser Pheng SGNIC总经理 公开违规配合企图盗窃本域名所有
权, 本人於2021.7.26日的再次投诉信也同时附件给两方，又过去8天也不见有否认回复已属认罪,
如 2天后再不见贵执行官有所回复，那就已非可一句遗憾那么简单了！
也由於本人也在2021.7.26日投诉信最后倒数4段指：
『 但 SGNIC总经理为何还可继续教唆Exabytes 配合密谋删除 ycec.sg 不让所有新加坡人受
益本5大发明? 显然要以继续屠杀新加坡人生命为代价才可换取中港政权重大行賄已在此无
疑！』

也就因 SGNIC 及 exabytes.sg 均早知本 ycec.sg 之 5 大发明全球人人必用，也即所有新加坡
人的集体荣誉, 但也因来自香港政府造假的 COVID-19 医学骗局手段祸害全球连新加坡卫生部也被
骗得团团转也严重地损坏了公众私益!
本人因此也要去信王乙康卫生部长从附件可见, 或从 www.ycec.pk/SG/210803.pdf 转 ycec.net
or ycec.sg 均可下载详阅, 也即在 COVID-19 医学骗局香港此全球祸根原地本人正处理中, 也因此
切莫中计中港政权的行賄圈套要本人回头新加坡处理如此信(第 2 页方框中)如前工业部陈振声部
长所言：“假如我国官员也学香港官员戴口罩，我们的医疗体系今天就会崩溃。”！
本人也在此信(第 3 页最后方框中) 告知王乙康部长：“而阁下也该善用(肺气功)並告知全
新加坡市民才是真正的人间道义, 如怕得罪中港或美国政权, 但只要安撫媒体不出声就可！”, 也
即将来如有关联的国际间问题出现，本人自会轻昜处理、无须忧虑！
也因此，执行官阁下您理当立即催促 SGNIC 不得认同 Exabytes 有违规变态如前的窜改, 或
也可叫 Exabytes 注册商自行去更正不得再违规纠缠本注册人, 才可避免本人又要直接报案及全新
加坡人公论此是非，那就连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也会面目全非难下台，何苦？！
本信及附件共 4 页从 www.ycec.pk/SG/210804.pdf 转 ycec.net or ycec.sg 均可下载！
谨此, 因时间不多, 敬请尽快回复！
2021年8月04日
SGID 2665604D
林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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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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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ster for Health
Mr. Ong ye Kung
王乙康先生
Dear Sir:

Ministry of Health
16 College Road
College of Medicine Building
Singapore 169854
Tel: 65-6325-9220 Fax: 65moh_hpp_helpdesk@moh.gov.sg

本人林哲民, SGID 2665604D. 也是 PCT/SG03/00145 发明人.
贵为卫生部长的阁下必也清楚如非在上 PCT 专利申请的“洗肺”医疔法的及时公佈, 03 年
的 SARS 危机才可一去不返，新加坡也不用 10 天就可让 WHO 從 SARS 疫區除名！
特别在PCT/SG03/00145 中更有针对癌症病人唯一特效的“冷凍”医疗法发明也早由香港玛丽
医院的成功应用报导也在 www.ycec.pk/Cure-cancer-cn.htm 可见, 但为何会全球隐瞒？ 且还可让
彻底颠倒医学伦理以“口液或鼻屎中勾出的细菌或病毒”仍为天然的体外之物用于“确诊”为武汉
瘟疫的“体内病态”？即还可让来自香港政府医学骗局手段造假的 COVID-19 祸害全球？
特别是为始于 2021.7.19 日由贵卫生部的“确诊”突超 100 宗多倍 14 亿人口的中国令新加坡
人人恐而不安且经济全面受损加巨？ 本人不得也因此要致信阁下告知真相：
前因一, 就因江泽民势力于 1999 年抢劫了苏州工业园令由李光耀总理主导的独资成为小股
东被赶出办公室后也马上抢劫了本在深圳外资工厂全球一流设备更从 www.ycec.pk/hcec-cn.htm
本在中国投资的辛酸史中可见江泽民马上关闭了法庭大门也就此面目全非难下台！
前因二, 更从www.ycec.sg/911/Patent_Application_in_US.htm 可见, 也当本人的『航空安全三措
施』发明协助小布殊总统渡过了 911 危机后, 江泽民马上令其子江锦恒行贿布殊总统弟(NeilBush)
美女与金钱同行並也在 www.ycec.net/lzm/080508-hk.htm 清楚，其后又把奥巴马的弟弟养在中国深
圳收钱同样恐吓不得批予包括PCT/SG03/00145 本专利从 www.ycec.net/UN/war-felon-hk.htm 无疑！
且就此已陷入行賄陷阱的美国政权也要下跪听话引领全球各国拒批予本PCT/SG03/00145专利
无疑, 更如 www.ycec.net/lzm/080509-sg.pdf 可见本已告知各国领导真相, 但江泽民另一特技马上
出台, 即哄骗各国可诈称以“生理盐水洗肺”骗民洗肺如在中国那就不必批予专利了！
但如当年知情的以色列公众就怒而要其总理下台, 结果要由已陷行賄陷阱的美国政权要赖
斯国务卿出面与中国讨价还价如何赔偿，结果要由香港卫生局長于 2007.03.24 登报承认每年有
6000 人即約人口 1%的肺結核病人为赔偿比率, 如墨西哥马上于 2007.05.01 日以 1.06 亿人口以 1%
的肺結核病人每人 6 仟美金的医疗费开价申诉中国要 5 亿多美金的赔偿也就由此而来…
前因三, 也就因本“ 洗肺”医疗法发明已令世上只有“细菌感染”並非“病毒感染”这西
方医学谬论及造假的“病毒疫苗”可提高“抗体”的医学骗局就此破产, 以及包括“冷凍” 医疗法
更令势力强大的西方药品产业面临倒闭也就此缺德支持下跪的美国全球隐瞒也由此而来…
更多的前因更可从www.ycec.sg/UN/war-felon.htm 本全球公開信目錄中一目了然！
但香港林郑政府如上造假 “确诊”为 COVID-19 武汉瘟疫的医学骗局手段又缘起何处？
首先由 www.ycec.sg/HK/191004.pdf 可见,为何本人务必要向卢伟聪警务处长报案？就因隐瞞
如上本两大医疗法只偷用为知情官员的自已人, 而不公开屠殺的香港市民就已早超 30 万人！
但其后的卢伟聪警务处長正要立案处理要本人前往警署认签后就见马上被 EO林郑撤职! 本
人只好又于2019.12.12日趁 EO林郑要上京述职前去信，就因隐瞞单“冷冻” 医疗法被屠杀的中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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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更在4仟万人以上， 也直言因此林郑有天责將本人給中联办王志民主仼兩信列印面交总理李
克強及主席習近平各一份立即处理，否则，历史罪人的转拆点均已到此为止！
也就因 EO 林郑上京述职后于 2020.1.02 日回港后，由 www.ycec.sg/HK/YellowPeril.htm 可见, 由
袁国勇、许树昌及梁卓伟医学怪兽、陈肇始及陈汉仪,也即本报案务必逮捕归案的这班怪兽竟可故
意将普通感冒发烧病例或口液、鼻孔中一时必有病菌如此体外之物也均列为“新冠状病毒”可疑
感染者要隔离! 並于 2020.1.26 日指向本每周回港一次的官塘永興工厦首度在此謀殺布局, 也令
香港进入黃禍乱局也因要有下跪的美国配合才会祸乱全球，从而驾空国际人权法、侵犯基本人权!
此后，由港大医学院造假以不可分类 DNA 只可显示有否动态病菌的“核酸检测盒”发放到全
球无数国家,谅贵卫生部必也有收到! 且由报导可见,新加坡的首宗“确诊”于 2020.1.23 日,必
由中港密令一武汉游客自我受涼发烧后口含密带一小瓶有动态病菌水, 再让贵确诊部门检测, 其
后的 16 宗也均来自武汉游客, 且不少国家也傻瓜瓜“确诊”令人数狂升也始于此中港阴道…
难怪知情的李显龙总理卒于2020.2.08日发表电视讲话怒指『刻意宣扬COVID-19瘟疫的“恐惧
比病毒对我们伤害更大”, 就因其危害程度可能类似于流感，而不是SARS。』也有见报！
而由于香港进入黃禍乱局, 从 www.ycec.pk/HK/200128.pdf 可见本人不得也要立即去信港大校
长告知武汉瘟疫造假的前后因由，更理当将“肺部氣流防疫法”全面推广才可令全港及中华民族
灾难解除, 且此信内情也从 www.ycec.sg/HK/CarrieLam-hk.htm 的林郑专页可见均也副件传真给立
法会 70 议员、136 大律行包括 930 律師行均有记录可见证史册！
也即如再全球隐瞞“洗肺”及“冷冻” 两医疗法已无用了，只要“肺部氣流防疫法”人人懂用
一生就可不再感冒发烧求医，戴口罩啊、勤洗手如此低 Q 防疫手段及疫苗等均可見鬼去！
也如 www.ycec.sg/HK/200209.pdf 可见本人也立即去信驻港领事馆符秀丽总领事告知武汉瘟疫
造假的前后因由及也该将“肺部气流防疫法”传递给各政府部门就可让入医院病人大幅减少！
果然由新闻可见，总理李显龙于 2020.2.18 探望新冠肺炎患者期间就不戴口罩, 贵前卫生部
颜金勇部长也声明健康的人仍无需戴口罩！前工业部陈振声部长早几天也在与中华总商会内部会
议讲：『抢购日用品和防疫物资的民众是“蠢货”及“假如我国官员也学香港官员戴口罩，我们的
医疗体系今天就会崩溃。”』, 可见本给符秀丽总领事的传真沒有白费！
但也如 www.ycec.sg/HK/200313-MSHK.pdf 也电邮传遍全港大中学校，EO林郑明知其导演的“确
诊”COVID-19瘟疫骗局已在其专页的书信来往中已进一步破产及“肺部氣流防疫法”一用就可让
任何流感, 戴口罩低IQ手段及WHO均可马上滚蛋！ 但此时由反共法轮功自由网胡意吹嘘彭丽媛已
远离习闹矛盾分居报导的诱惑下,『国安法』才可立即在港实施令不少国家恕责也由此而来…
且由 www.ycec.pk/HK/200330.pdf 本去信港張建宗司長告知口罩害人不浅, 更直言“肺部气流
防疫法”『只要60岁以上老者以防发烧病变外，每天早中晚由双鼻猛吸出气各 3 次以上应成为健
身惯性活动就有利扩张肺腔不昜萎缩令肺活量升高不缺氧可再长命10-20岁,想早哋死都冇咁易』
也可简称为『肺气功』, 更由于中港两地被迫戴口罩死人不少, 更从 www.ycec.pk/HK/200616.pdf 可
见本非去信港杨润雄教育局长也直言不得强迫学生戴口罩, 就因『戴口罩就等如一谋杀陷阱』不
得强迫学生非戴口罩不可否则将会多患自卑症被蠢蛋化, 但在 EO林郑指定聂德权为新公务事局长
后就以强化管治为借口要求公务员非宣誓效忠特首不可否则将被开除的恐吓下, 杨润雄也就缺德
下令所有校园包括学生非戴口罩不可!
本人也因此要由 2021.5.25到2021.6.16日止, 如 www.ycec.sg/HK/210615a.pdf (or 转 a-z & za-zz)
转日期均可见, 本人也就已将非傻瓜者也一听即明如上造假 “确诊”为COVID-19 瘟疫的医学骗局手
段均一一传真吿知 全港近1200间中、小学, 更從 www.ycec.sg/HK/patent.htm 可见疫苗毫無科學根
據也全港早知的事实提醒各校不可自认为傻瓜蛋可任人左哄右骗被谷针! 更不得再受教育局骗
非把学生赶入口罩谋杀陷阱及吿知“肺部气流防疫法”的重要性, 且也提醒：
２

天主教及贵教职有 天责 去电貭问 袁国勇、许树昌，如此简单的防疫法 亦冇本事发明 为何还
可不将“肺部气流防疫法”介召市民拯救生命？是人或畜生更值公论！难怪月娥在前有史最黑！
也因此, 从 www.ycec.net/HK/210616.pdf 可见的洁心林炳炎中学回复告知他们为政府资助中学
务必遵守教育局规定, 本人的回复也从 www.ycec.net/HK/210619.pdf 可见告知『遵行教育局的“口
罩令”非绝对, 首先不得危害国际人权公约, 更无权助止贵该校教职可立即向学生广介受益“肺
部气流防疫法”及“盐水保健法”就可仼何感冒发烧都不用吃退烧药从此就可百岁免医』
！
且也告知只要吞晒口水及清晒鼻屎在先, 就可避免被卫生局造假的核酸确诊胡闹纠缠如本去
信警务处长信中所言…, 也该善用“盐水保健法”就可避免让冇晒面的卫生局转口拿“呼吸道红
肿感染”作弄各校, 也更该将“肺部气流防疫法”及“盐水保健法”纳入通识教育, 及应转告天
主教,佛教及基督教等等全体出动将昜如反掌的“肺气功”教会全港每一家庭就可5-7代堂堂英威
全球…, 也就可避免被已反动透顶的卫生局左哄右骗载口罩及谷针成为受害者！
也因此信涉及年前本给張建宗政务司长信, 通识教师联会顾问的刘瑶红校长必有去电讨论,
張建宗只得马上在其网誌表态准备放宽社交距离, 但马上被EO林郑开除如前警务处长, 而愤恕的
張建宗也马上于2021.6.25日上TV表示还有半年任期且健康从未有过病假! 以及全港中、小学均
知“确诊”骗局及口罩令的谋杀陷阱必多有求香港教協与教育局论理, 因否认不了难下台就由EO
林郑通过新华社于2021.7.31凭空乱指教协有「毒瘤」须铲除后的教育局立即宣佈拒绝与教协來往
以免作答, 其后才由文汇报勉强透露教協的「毒瘤」就因多次阻止教师定期检测新冠病毒及在通
识科改革中抹黑教育局, 不也令EO林郑此独裁怪招突显面目全非？！
更因始于年前, 大多港人均知只要吞晒口水及清晒鼻屎在先, 就可免被造假的核酸确诊胡闹
纠缠要隔离，因此在香港均零“确诊”也因上天下无敌的“肺气功”已早传进中国就有报指已有5
亿年青人不再买医保,如在 www.ycec.sg/HK/ChGL-Prediction-hk.htm 中或底部175個国家也早知“肺
气功”已面世如再造假确诊隐慲 “ 洗肺及冷冻” 两大医疗法已毫无疑义, 也如被痛打一巴掌的马
克龙总统才肯取消法国口罩及宵禁令, 而无利再可图的印度及台湾也不再夸大造假确诊数字, 及
英国也在2021.7.20宣佈全面解封不必戴口罩不也由此而来!
另就因由EO林郑导演造假的COVID-19布局就志在本由深回港被隔离才可方便被谋杀, 但就本
人老是不上当，而从www.ycec.pk/HK/210126.pdf 底页可见就马上派人赶走本在港英皇道新威园租客
且威迫所有地产代理及亲戚均不准代理出租, 但当本人不上当后, 林郑的中港间谍于3个月前从微
信上得知本会叫在新儿女回港处理出租事务, 因此新港的旅遊气泡老是起动不了，如近期必有人
逼贵卫生部的“确诊”突超百宗多倍14亿人的中国才又让香港可拒绝新港旅遊气泡兔隔离也就由
此而来，现本已告知真相, 敬请阁下不应再造假“确诊”损坏公众利益並协助林郑谋杀本人！
因此, 敬请转告李显龙总理,只要他每天“肺气功”最少3次就可令脸皮皱纹逐步不见年青化
及“盐水保健法”共用再仼20年总理也可! 而阁下也该善用並告知全新办坡市民才是真正的人
间道义, 如怕得罪中港或美国政权, 但只要安撫媒体不出声就可！
也请前往 www.ycec.pk/SG/210228.htm 查阅, 也因中港特工已全面介入行贿资信媒发展局属下
的SGNIC 还可公开违规企图删除本www.ycec.sg 域名使用权, 也就因全球均知人人非用本4大医学
发明不可, 贵卫生局长有天责阻止, 这正是所有新加坡人的集体荣誉不可让政府面目全非！
本信共 3 页可从 www.ycec.pk/SG/210803.pdf 转 ycec.net or ycec.sg 也可下载！
谨此, 由于贵官网不见传真号码少见,现只好电邮转送阁下, 如有疑问欢迎回复！
2021年8月03日

SGID 2665604D
林哲民

Email to moh_hpp_helpdesk@moh.gov.sg, ncs-mohsupport-tiaras@ncs.com.sg, hbr_enquiries@moh.gov.sg,
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