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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騷擾(腦控、洗腦) Mind contral
警分局保防組不肖人員長期以電磁波監控腦部(能知道你在想什麼、做什麼)並用電腦記錄，對受害人一清二楚，再出
現接近搭訕、騷擾、恐嚇、嚇唬受害人，詐騙、竊取受害人財物！用電磁波傳送聲音騷擾，傳送假耳鳴(吱吱叫、尖
銳刺耳聲，煩躁信號，到最後比大卡車引擎聲還大聲)、假幻聽(噪音、談話聲)裝神弄鬼騷擾、恐嚇、嚇唬受害人，擾
亂受害人精神、睡眠控制受害人生活，任意惡整、擺佈受害人，來陷害不知情、不了解此科技的人！
100年過年時(大年初一)，一星期至警政署門口旁拿塊看板陳情~不肖警務腦部監控竊盜(腦控、洗腦)集團惡行，一部
進入警署車輛看見停下來大聲詢問:是誰？ 門口有人員大聲回答:是保防組他們專門在惡整人！ 車內人:.....
門口人員回答:我知道，上面有交代下來！ 他們繼續對談.....
;從警政署門口聽到此資訊！不止警政署，全國警察全都知道是保防組！
他們長期以電磁波監視腦部、竊取他人隱私並以電腦記錄，再透過各種管道揭發受害人個人隱私(包含身旁親友隱私)
，四處造謠惡整、擺佈受害人，偷偷傳送假耳鳴(吱吱叫、尖銳刺耳聲)、假幻聽(噪音、談話聲，以變音器輪班輪流，
傳送6種固定的男女、老中少聲，一人一句和受害人對談喋喋不休，問答方式使用"字詞聯想術"(透過字詞的聯想勾起
受害人的記憶)！)裝神弄鬼騷擾、恐嚇、嚇唬受害人(利用微波聽覺效果刺激腦部，這聲音不發聲到附近的其他人)，
讓大家以為是精神疾病、神仙或是鬼怪糾纏，擾亂受害人的精神、睡眠，迷幻受害人，以睡眠控制受害人生活起居，
使受害人精神、生活混亂造成身體不適，無法正常生活、工作，並伺機盜取(詐騙)受害人財物，並強制對受害人洗腦(
傳送談話聲改變受害人想法，用心理暗示技巧)，受害人睡眠不足、精神混亂外出會遭到秘密警察「便衣」跟蹤盯梢
騷擾、恐嚇、嚇唬！
受害人睡眠前他們調整儀器，偷偷傳送電磁波(假耳鳴，吱吱叫、尖銳刺耳聲，煩躁信號)，使受害人精神亢奮難以入
睡或睡不著整夜失眠。
受害人沉睡時他們調整儀器，偷偷傳送電磁波，使受害人逞現淺睡期(受害人會因此而作夢，他們再觀賞夢境)，受害
人清醒前再調整儀器，使受害人無法發覺，醒來疲憊不堪，誤認為是自身毛病。會讓受害人整夜作夢、一直持續作夢
，不讓受害人腦部休息，剝奪受害人睡眠！
傳送假幻聽聲音大，感覺聲音的來源是在於耳外面(旁人、隔壁鄰居)所傳來的！
傳送假幻聽聲音小，感覺聲音的來源是在於腦子裡(潛意識、心裡感覺)！
受害人長期睡眠不足腦神經衰弱、記憶力衰退、反應遲鈍、內分泌失調免疫力會下降而容易生病、發燒感冒，常常出
現頭痛、頭暈乏力易疲勞和身體不適等症狀，內分泌失調頭部、臉皮、腳部毛囊會發炎，出現疼痛、泛紅、膿包、皮
膚乾裂、冒出大量痂皮(脫皮)，免疫力下降引發濕疹，若延誤治療，恐蔓延全身成毒血症，死亡率逾一成，容易罹患
痔瘡、心血管疾病、高血壓、糖尿病、中風而死亡，同時也會升高精神壓力，間接造成血脂肪代謝異常和肥胖。長期
失眠會引發損傷性炎症(神經末梢發炎)，使全身任何部位舊傷復發，許多不同部位的關節與肌肉疼痛，但是醫院檢查
找不到問題，卻還是時常出現同樣類似的情況！
請幫忙轉寄出去或告知他人！
部落格內有台灣30多名,中國大陸300多名被電子騷擾(腦控、洗腦)受害者受害實例資料、網址
http://blog.udn.com/jshh ， http://jshh.pixnet.net/blog
部落格搜尋: 電子精神控制
他們一天24小時輪班、輪流操作，以電磁波傳送變音器發出的聲音，長期傳送6種固定的男女、老中少聲，熟悉的聲
音使受害人躲避不了！他們會發出有位置的聲音(假音)影響受害人，誘導受害人感覺聲音來源，是從腦中或從附近傳
來，無法判斷是否是真實世界的聲音。會伺機適時瞬間出現，影響別人腦中思考事物，心裡想一句，就有人對出下一
句，讓人連集中精神的機會都沒有，走到那鬧到那，到處皆可聽見。他們利用儀器，談話內容和受害人有關，讓受害
人誤以為旁人。會瞬間在背後(身旁)叫、談論、咒罵、嘲笑受害人，受害人會以為是隔壁鄰居、周圍許多人在談論。
會當秘書提醒，伺機指指點點給意見說壞話。會利用道具「擴音器」伺機模仿宣傳車廣播聲廣播。有人、車在旁或經
過會瞬間重覆傳送呻吟聲、喘氣聲、談話或吆喝傳來咒罵聲。走到哪，會伺機告訴受害人已走到那裡。騎車行經路標
，會伺機告訴受害人路名。他們其中有多名低能兒、智障人士在找親人，還會認親戚常叫我「爺爺」。他們會「錄音
」重覆播放、傳送有位置的噪音(所有聽的到的)，會以為從樓上、隔壁鄰居或外面發出聲音。重覆傳送隔壁、樓上極
大撞擊牆壁聲音音量。樓上桌椅磨擦聲、高跟鞋腳步聲、隔壁鄰居小孩玩耍談話聲。水流聲、釘槍聲、工地施工達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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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聲音。外面公雞啼叫聲、重覆傳送超商電鈴聲、汽機車喇叭聲、救護車嗡聲、鳥叫聲。會伺機傳送有人從身邊走
過的腳步聲(有位置移動的聽覺效果)。他們會發出「做愛叫春」聲音，也會學「狗吠」聲音。傳送給受害人影響心理
，以為聽錯、幻覺、天使出現或鬼怪糾纏，來控制(改變、誘導)受害人行為、生活!
電視《陰謀論》報導電子騷擾 (腦控、洗腦) Mind contral
杰西。范杜拉 - 大腦入侵科技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LUwJeKjhk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5OTgwNDE2.html
遠程腦部監控，影子揭秘 - 今日俄羅斯電視
http://v.qq.com/page/t/v/p/t01234i2zvp.html
加拿大電視《陰謀論》報導電子騷擾 (中文字幕)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5cuNyTyCUk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MxNzExNjgw.html
別人能知道你在想什麼、做什麼(他心通)！
耳朵聽不到，人腦可以接收(聽)到(聲音)電磁波！
電磁波心理語言機(美國專利、商標局)解密
美國專利號碼：3951134 登錄日期：1976年4月20號
美國1973年發明成功，秘密使用25年後，美國專利和商標局於1999按照法律解密，目前在美國為警察使用，他們希
望保密，所以名稱未明顯顯示它的功能。
它的英文原名譯為：設備和方法用於遠程監視和傳送電波干擾腦部。
遠距離隔空使用電磁波、雷達波送信監控，經過(目標)他人的腦袋，收集他人的腦波，閱讀他人的思想，了解他人心
理。傳送微波影響人體大腦，所以聲音出現在大腦內部干擾腦部。傳送微波脈衝讓腦神經加熱，增加腦神經壓力情況
下出現音波，也就是所謂的幻聽。
資料:美國聯邦商標及專利登錄事務所
美國聯邦商標及專利登錄事務所官網 http://patft.uspto.gov/
請點入最左欄第三行「Number Search」
請鍵入專利號碼「3951134」
身體情報(腦部)監控警報器(日本專利廳)公開
日本國公開特許公報(A)國際特許分類第6版G01S 7/38
公開日：1995年11月21日(平成7年)
公開番號：特開平7－306259
監控人員先鎖定受害人的(腦波)，用雷達波送信監控、竊取受害人的談話、思考(腦波)、甚至身體狀況情報。可傳
送各種不同波形電波(如假聲音)，對受害人的身體做出攻擊。除非有電子遮蔽的建造物，否則無法阻止探測雷達波。
若無反(腦波)監控、竊聽器材及雷達波等逆探知裝置，是種難以採取對策的監控、竊聽方式。這種雷達所使用的頻率
和腦波頻率相同。
此專利利用監控對方發送出雷達波，受害人攜帶此裝置接收到時，會產生震動警報，受害人將發出警報訊息的所
在地，向政府有關電波管理機關單位報案，查出雷達波發射地，可保護被鎖定的受害人個人隱私及企業、團體或國家
機密，以防止(腦波)監控、竊取這種不法行為再發生。
在台灣報案沒有用.....
檢

舉

函

在台南縣市、台北縣市、高雄縣市各地，遭到警分局保防組不肖人員，連續13年用監獄獄卒虐囚方式，利用電磁
波長期監控、竊取個人隱私，整天整夜不斷用電磁波傳送聲音至腦內裝神弄鬼嚇唬人，騷擾、恐嚇剝奪睡眠，並被同
夥毆打成傷，唆使同夥多次盜取財物。曾多次報警，但警察包庇吃案，警方以無能為力、要到廟裡燒香拜拜、無儀器
檢查、無證據、要強制執行、查無此事、積極佈線偵辦中、非管轄地區等其它理由回覆，一直拖延時間，再傳送電磁
波(聲音)強制對受害人洗腦(用催眠、心理暗示技巧控制對方潛意識，改變他人想法)以長期監控，他們再四處造謠讓
人無法居住、無處謀生，再伺機盜取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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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93年4月在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151號4樓住處開始受害(或更早一些)，他們長期用傳送吱吱叫、尖銳刺耳聲
擾亂睡眠控制生活，讓人難以入睡，在睡覺時呈淺睡期，使人精神混亂、昏昏欲睡、失眠、嗜睡、長期失眠，影響工
作讓人無法謀生來孤立受害人，監視並連續盜取3部摩托車。
93年4月~94年4月在臺南市北區公園北路88巷36號住處被控制住一年。長期用電磁波傳送吱吱叫、尖銳刺耳聲擾亂
睡眠控制生活，擾亂精神睡眠，精神混亂、昏昏欲睡影響工作。
94年4月在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61號住處(新樓醫院旁套房)被控制住一年，長期用電磁波傳送吱吱叫、尖銳刺耳聲
擾亂睡眠控制生活，他們一人輪流一句，每天整天整夜集體輪流在耳內竊竊私語，大喊大叫裝神弄鬼嚇唬人，騷擾、
恐嚇並剝奪睡眠，重覆傳送極大敲擊聲音量(假聲音)在腦內撥放，不斷的刺激腦神經，後造成四肢神精抖動之後遺症
，他們傳送談論聲、噪音、尖銳刺耳聲裝神弄鬼嚇唬受害人，以不間斷方式進行，讓人連集中精神的機會都沒有，無
法正常起居，白天外出遭到限制，生活立即被控制住動彈不得。曾多次報警，同一管區員警和大樓管理員推說為隔壁
或樓上發出聲音，假裝毫不知情，後大樓管理員(一位自稱黃先生和另外一名?腳管理員)不慎說出我所到、所作之事
。
95年2月在台南市住處，使人精神混亂、昏昏欲睡時再傳送電磁波聲音裝神弄鬼嚇唬人，假裝流氓騷擾、恐嚇，報警
後竟然是秘密警察「便衣」人員到場。
95年4月在新北市五股區五股工業區五工二路70巷23號4樓住處(同樣騷擾一年)，長期用電磁波傳送吱吱叫、尖銳刺
耳聲擾亂睡眠控制生活，報警後新莊派出所管區員警到場，以無能為力回覆。
95年10月在台北市工作處「家樂福」台北桂林店.....等工作處造謠，趁人精神混亂、昏昏欲睡時任意惡整人，讓人無
法工作。
96年5月在高雄市大豐二路386號2樓住處(一年)，以同樣手法騷擾，長期用電磁波傳送吱吱叫、尖銳刺耳聲擾亂睡眠
控制生活，報警後管區員警到場，以要強制執行回覆。
96、97年在高雄市向「全國電子」外包商奇異果企業行.....等工作處造謠，趁人精神混亂、昏昏欲睡時任意惡整人，
讓人無法工作。
97年6月中，唆使同夥秘密警察「便衣」人員尾隨到高雄公園廁所內偷窺並被毆打成傷，報警後管區員警到場，並不
立即看監視器捉拿嫌犯，要親至高雄市三民一分局十全派出所，報案製作筆錄，值班值勤員警後轉交保安隊員製作完
筆錄。後高雄市警察局回覆派出所查無報案紀錄，回覆內容胡言亂語！
97年唆使同夥尾隨趁機多次盜取財物，在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333號住處騎樓，大到整箱電子零件、工具，小到皮包
、內褲、眼鏡都偷，走到哪偷到哪！
99年1月29日pm1:50，至高雄市鼎力派出所報竊盜案，派出所吃案，值班員警反要證據、要證人至派出所作證！
100年過年時(大年初一)，一星期至警政署門口旁拿塊看板陳情~不肖警務腦部監控竊盜(腦控、洗腦)集團惡行，一部
進入警署車輛看見停下來大聲詢問:是誰？ 門口有人員大聲回答:是保防組他們專門在惡整人！ 車內人:.....
門口人員回答:我知道，上面有交代下來！ 他們繼續對談.....
;從警政署門口聽到此資訊！不止警政署，全國警察全都知道是保防組！
100年2月25日AM:8點，至台北市中正第一分局側門出入口旁邊，檢舉不肖警務腦部監控洗腦集團，遭到忠孝西路派
出所員警阻擋包庇，被強行拖入派出所拘留扣押4小時！
102年2月10日(大年初一)用電磁波傳送來一男子聲大喊: 「張玉珠」妳過來看.....！
100年2月時在台北市開始至今，用電磁波傳送吱吱叫、尖銳刺耳聲擾亂睡眠控制生活，或用電磁波傳送聲音裝神弄
鬼嚇唬人，趁人精神混亂、昏昏欲睡時時出現秘密警察「便衣」接近搭訕、騷擾、恐嚇嚇唬人，受迫害現無法工作！
在臺北市向總統府、監察院、行政院、法務部、內政部、地檢署、警政署.....等相關單位四處陳情、
檢舉，大多石沉大海，姑息養奸他們包庇下來！全國所有報案的人都是這個樣子！
受害人：鄭旭晃，身份證號：D120719068，地址：台北市中山區華陰街3之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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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肖警務腦電波監控竊盜集團成員回覆：
2010/4/17(六) 上午7:28
寄件者: "girl water"
G8 人,不要把我的電話放在網路上.
不肖警務腦電波監控竊盜集團成員電話 0980486577
要放改放這一隻 0922008313
2009/11/3 ~ 2010/1/20
電信警察隊一再重覆回覆：所述內容涉及騷擾、恐嚇，竊取個人隱私，四處造謠誹謗，趁機多次盜取財物等均屬刑事
案件，請攜帶相關資料逕洽發生地或最近警察機關報案，或至本會配置之電信警察隊報案，再由該隊行文函轉管轄之
警察機關偵辦。
"電信警察隊"tpc603@ncc.gov.tw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敬啟
2009/11/16 "法務部部長信箱" hotline@mail.moj.gov.tw
回覆：本件移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卓處。
2009/12/11 "內政部警政署署長信箱" npa3@npa.gov.tw
回覆：請您提供欲指陳之人、事、時、地、物等具體事實，以利查處。
2010/3/18 , 3/26 "台北市政府市長信箱" mayor@mail.taipei.gov.tw
回覆：請向行政院院長電子信箱反映！
謹提供院長電子信箱網址 eyemail@eyemail.gio.gov.tw (MA201003260029)(MA201003180137)
(MA201003080118)(MA200911050139)(MA200909110140)(MA201003260028)
2009/11/12
警察局回覆：94年至95年間居住台南市所轄地區，本局並無您提及腦電波電子通訊器材等設備，更無傳送聲音電波
至人腦作長期監控及竊取個人隱私之情事，您所述之內容應屬於醫學工程之領域。陳博祥 06-2231101轉2178
98.09.7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隊 北市警刑大偵字第09831965900號
2009/11/11 鄭力超（02）23751261第09832446500號
99.04.06 邱宣博 02-23116571 第09930750800號
2010/3/10 , 5/4 , 5/6分隊長陳永堅
2311-6571警署刑偵字第0990077478,09930560800,09931049900,09931051800號
重覆回覆：由於來信內容未臻明確，建議檢具相關具體事證，請就近至任何一警察機關各外勤單位報案。
2009/9/17 , 2010/3/30
回覆：感謝您的來信，本大隊將依法查處。歡迎隨時提供資料予警方偵查。刑大資訊室 分隊長羅智偉 2311-6571 ,
ci746177@tcpd.gov.tw 北市警刑偵字第09832004000號
2010/5/20
回覆：已簽奉 鈞長同意，本件陳情案件內容未提供新具體事證，依據行政程序法：「人民陳情案件，有同一事由，
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後，而仍一再陳情者，得不予處理」，案件退回存參(不回復)。編號MA201005180050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大隊長黃 明 昭 敬啟
2009/11/16 台北縣警察局 "陳建廷"
2009/11/27 台北縣蘆洲分局 "巡官黃元慶" 02-22811428
2010/3/15 台北縣新莊分局 資訊室 02-29920279 案件編號：0990312318
回覆：信中並無明確訴求，請您再來信提供詳細之案發資料，或親自至警察機關製作筆錄，以利查處。
980717, 2009/11/10
高雄市警察局回覆：高雄市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覺民派出所員警積極佈線偵辦中。偵查佐:潘德明 3814121，
"吳邦錡" vv106@kmph.gov.tw
2009/9/23 回覆：由於台端未能將詳細之人、事、時、地、單位等敘明， 尚請 台端再次來信陳明俾利查處。
2009/10/30 回覆：已派員處理中，待查明後並再次答復您。
98.11.23 回覆：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前於96年7月派員調查並訪談，渠對所陳事項均無法提出具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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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依行政程序法，一再陳情者，不予處理但仍應予以登記，以利查考。報警後管區員警到場，要強制執行回覆！
2009/11/13 , 11/17 , 11/19
重覆回覆：依行政程序法，一再陳情者，不予處理但仍應予以登記，以利查考。法務部移文
(移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卓處)王志國 07-2911965 三民二分局偵查隊 07-3814121
2010/3/12 回覆：案經交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處理，請逕向本局三民第二分局報案。涂明宗
2009-07-31 ~ 2010-04-09
潘德明一再重覆回覆：回覆內容胡言亂語！
於97年6月中旬遭小混混尾隨至高雄公園廁所內偷窺並被傷害案件等情事，本分局已聯繫案發地三民一分局十全派出
所查無報案紀錄，且另經多次撥打0937624251門號連繫非無人接聽或接聽後語無倫次(如疾病大陸方面已多人受害等
語云)後掛電話。
依行政程序法，一再陳情者，不予處理但仍應予以登記，以利查考。潘德明 07-3814121案件編號B-183067,
185861,188279,188344,190517,191038 , B-195770,196202,19808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長 蔡俊章 敬上
回覆日期：2013/5/9
處理情形： 鄭旭晃先生您好：
您於102年5月8日於苗栗警察局局長信箱陳情（案件編號 ：
102205080053）反映，茲答復如下：
（一） 有關您陳指「台灣警分局保防組不肖人員以電磁波監控腦部，並用電腦記錄…」，經查本局辦理各類監聽
案件，均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相關規定辦理，每案亦須經地檢署檢察官向法院法官申准後，方可實施，絕無恣意
對任何個人進行電訊監控之不法情事。
（二） 感謝您的反映與指教，在此謹致謝忱。
祝您萬事如意 心想事成
本案聯絡人：股長湯志中
連絡電話：037-352523
於102年5月8日寄給彰化縣警察局局長信箱的電子郵件，陳指分局保防組人員以電磁波傳送幻聽、騷擾等情案，本局
經派員調查，本局所屬各單位並無購置可發送電磁波監視腦部、傳送幻聽之機具。
謝謝您的來信
承辦單位：彰化縣警察局
本案聯絡人員：股長楊國堯
聯絡電話：04-7619874
鄭先生您好：
您於102年1月19日寄給嘉義縣政府的電子郵件，提及臺灣警務人員電子精神（心理）控制（腦控、洗腦）等情，案
經交由本局查處，謹將調查情形，向您說明如下：
經查本單位並無用以監控或監視腦部之電子儀器設備。
謹祝健康快樂
嘉義縣警察局
台灣多名被電子騷擾(腦控、洗腦)受害人網址
不肖警務集團會冒充受害人！
http://classic-blog.udn.com/abn2739
http://blog.xuite.net/clyu2013/mindcontrol
http://blog.xuite.net/doris117/twblog
http://blog.xuite.net/sheng28.aa/03/
http://blog.xuite.net/yg9876a/twblog
http://abn2739.pixnet.net/blog
http://bibi2009pc.pixnet.net/blog
http://doris117.pixnet.net/blog
http://fbi345.pixnet.net/blog
http://p0933tt.pixnet.net/blog/post/34927933
http://ufoin9tai.pixnet.net/blog/post/93246
http://yuanfans77.pixnet.net/blog
http://blog.yam.com/a9113312002/article/12471801
http://blog.yam.com/matrix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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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yam.com/woody20000
http://blog.sina.com.tw/kurajoejoe
http://blog.sina.com.tw/su2695
http://mypaper.pchome.com.tw/abn2739
http://mypaper.pchome.com.tw/chang01110
http://blog.nownews.com/abn2739
http://blog.nownews.com/chang01110
http://blog.libertytimes.com.tw/abn2739/
http://blog.libertytimes.com.tw/changa111a/
http://catloveus.webnode.tw/
http://tw01.org/profiles/blogs/line-id-yuan601
http://www.aomiwang.com/node/1031
http://www.greencom.com.tw/node/175
http://www.zh.pledgebank.com/mindcontrol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soleilmavis
http://worldvictimsofstalkingsupportunion.webs.com/
https://www.facebook.com/jsh9061
ttps://www.facebook.com/151651401598488
http://www.facebook.com/pages/%E8%85%A6%E6%8E%A7%E5%8F%97%E5%AE%B3%E8%80%85%E8%A8%
8E%E8%AB%96%E5%8D%80The-brain-controls-a-victim-to-discuss-area/672813522772672?ref=profile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8139453346#!/pages/%E4%B8%80%E5%90%8C%E5%85%AC%
E4%BD%88%E9%9B%BB%E7%A3%81%E6%B3%A2%E8%85%A6%E6%8E%A7%E8%A2%ABroc%E7%A7%8
1%E6%B3%95%E6%95%B4%E5%AE%B3%E7%9A%84%E5%85%AC%E6%B0%91/470017533115624
http://www.facebook.com/moira.chan.3
http://www.facebook.com/meimei.kuo.14
蔡明樺 http://www.facebook.com/anntsai4526
Mei Feng Chang http://www.facebook.com/chang37192000
kuojennifer http://www.facebook.com/jennifer.kuo.168
http://www.facebook.com/ptsd.esp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832010914
培根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3957707916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120085171378463/
Shun-Chuan Chen http://www.facebook.com/shunchuan.chen.3?ref=profile
http://www.facebook.com/ya.yu.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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