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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 - .老子都唔要個魯字。 
........What is Police Master? Hong Kong Police Ltd.? 
魯邦三世香港愧族皇 家 香 港 警 察...。 
- 23:01 2019年5月18日.. 
. 
"在1967年香港發生暴動後，英女皇為表揚警隊為防暴作出的貢獻，在1969年賜予「皇家(根唔準

財產奪六七暴動權 .775字)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

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二字成為皇家香港警察隊。香港主權移交予中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的警察 .." - I dont believe this - System1. 23:18 2019年5月18日 
. 
"在1967年香港發生暴動後，英女皇為表揚警隊為防暴作出的貢獻，在1969年賜予「皇家」二字成

為皇家香港警察隊。香港主權移交予中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警察 .." - I dont believe this - 
System1. 23:18 2019年5月18日 
.^^^. 警訊.魯迅.. .英譯:Politely speak english 丫嘛DISGRACE英皇頭像(散紙) 獅子頭五十蚊紙 我
唔準 6 字 .根x庫存規唔準你唔準唔準已經唔準Under arrest .745字 
.and charge 7456人. 中譯:(逃犯持槍冒充皇室香港皇家雅閣) - 逃犯條例 2019. 
憑.老子都唔要個魯字? 
所以. 
"香港皇家警察”的称呼是错误的，实际上应该是“皇家香港警察”才对，“皇家”是头衔封号，放在最

前面。这点从警徽上的英文字“Royal Hong Kong Police”就可以看出。". 
? 
警務處，你好出黎解釋及賠償啦喎 - 工務 - 香港皇家雅閣 23:20 2019年5月18日 . [] .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CAP.18 戰爭合同 
凡與敵國簽署同盟者需付同樣責任。 
CAP.3 戰鬥準備 
所有人員皆有保護國家義務。 
CAP.4 合約 
所有合約皆以英方樣式為準。 
CAP.5 和平條件 
不得接受和平條件。 
CAP.2 破產規則 
在不明文的情況下不能命令別人破產。 
CAP.1 禁止律司 
任何法律事務皆禁止律司。 
CAP.1 亂部處置 
凡正常想法者處死加拿大任何人皆無罪. [] 2014. 
CAP.6 大學 
皇室之信任才可授權資格。 
CAP.64 物業條例 
沒有政府人員准許不可要求售賣物業。 
CAP.49 田土廳條約 
所有物業資料皆以田土廳登記資料為準。 
CAP.17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 
CAP.17 舊約地契 
立即生效，全部取消。 
CAP.17 地契 
所有地球地契皆由FAINX(now.)授權英國進行分配。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CAP.17 簡易治罪 
任何對公文之冒犯皆需判罪。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原審法官 黃琪英.黃佩琪 香港.－袖珍戰爭字典(1989)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5/Legal-Justice-of-Hong-Kong-6.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3/27/P2018032700342.htm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今日（三月二十七日）宣布委任四位香港特別行政區資深大律師。新獲委

任的資深大律師如下： 
黃佩琪 
Copyright fanix(FAINX)，根據LexisNexis, 535, 法官/正義 Justice，我代表1.,2.,3. 法官, 上帝。 
 
CAP.17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 
 
香港法例 
British (Hong Kong) Law 
https://fanix.me/2018/08/26/by/ 

 

https://fanix.me/2018/08/26/by/


 
唔好再冒啦東方集團。 - 23:23 2019年5月18日 
天主教，雅閣 - 兩首船。 
 
Writ 是手令，翻譯成 .誓  章 是Hong Kong Polic 的假冒。一級假冒法官，偽造手令[][]  . - 2:52 
2019年5月19日 
 
1997 - .^ want to s 50字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https://www.facebook.com/XingYeTV/videos/1840330709598787/ 
 

https://www.facebook.com/XingYeTV/videos/1840330709598787/?hc_location=ufi


 

 



 
CAP.18 戰爭合同 
凡與敵國簽署同盟者需付同樣責任。 
CAP.4 合約 
所有合約皆以英方樣式為準。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CAP.3 戰鬥準備 
所有人員皆有保護國家義務。 
CAP.1 亂部處置 
凡正常想法者處死加拿大任何人皆無罪. [] 
CAP.2 破產規則 
在不明文的情況下不能命令別人破產。 
CAP.64 物業條例 
沒有政府人員准許不可要求售賣物業。 
CAP.49 田土廳條約 
所有物業資料皆以田土廳登記資料為準。 
CAP.162 官員條例 
凡以條例操縱官員者可被判監。 
CAP.132 遊樂場地規例 
任何人不得攻擊Keeper。 
CAP.103 不成文規定 
Balance由System1定，任何賠償皆用Balance決定（公務）。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CAP.71 阻礙公務 
但凡阻礙公務者皆需付全部責任。 
CAP.23 公文資格 
任何對公文持有者之侵略行為皆會被處罰。 
CAP.17 簡易治罪 
任何對公文之冒犯皆需判罪。 
CAP.17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 
CAP.52 防治條例 
不可跟蹤皇室。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CAP.91 火藥條例 
所有來歷不明之爆炸品禁止運往內地。 
CAP.162 官員條例 
凡以條例操縱官員者可被判監。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CAP.1 禁止律司 
任何法律事務皆禁止律司。 
CAP.5 和平條件 
不得接受和平條件。 



CAP.6 大學 
皇室之信任才可授權資格。 
CAP.23 公文資格 
任何對公文持有者之侵略行為皆會被處罰。 
CAP.49 田土廳條約 
所有物業資料皆以田土廳登記資料為準。 
CAP.2 破產規則 
在不明文的情況下不能命令別人破產。 
CAP.64 物業條例 
沒有政府人員准許不可要求售賣物業。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 12:55 2019年5月20日 
  



 
.(破產管理處擁有請撒離這是命令2019年5月17日最高法庭示[][][]) 2019年5月19日星期日 下午

12:09 - 12:51 2019年5月20日 
 
  



 
上帝 (JASON JACOB, SHIMA) 並由上帝作決定。 CAP.17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

皆會向236國家宣戰。 
https://fanix.me/2018/09/16/jason-jacob/ 
 
Shima harmed, and with JUSTICE and LEGAL, He/She upheld LAW. -1654AD, France.正義女神

象徵法院公正 
 
NOTE:The Great Divide 歧 -> 拒 -> 唔準 19:06 2019年4月8日. 
 
 

 
[.] - 09:44 2019年5月19日.. 
 
  



 
.AccETCaba10262 set G to F 02510024 - 
2019年5月19日星期日 上午10:54 
13:11 2019年5月20日 
一級奪權，向香港最高香港皇家雅閣 - 工務 [.][][][][] - 13:13 2019年5月20日 
 

 
唔準  - Ii want to stealth 65字 - 11:03 2019年5月19日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2019觀眾席革命 ^... 
 
戒嚴 - 工務 - 香港皇家雅閣 11:03 2019年5月19日 [] 13份 
三國無人信 - 三國無雙。 - 周瑜 22:53 2019年5月18日..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工務 - 香港皇家雅閣。 - 12:41 2019年5月13日 
https://photos.app.goo.gl/T9VqG9UVH4ADJXQ1A 
 
戒嚴 - 工務 - 香港皇家雅閣 11:03 2019年5月19日 [] 13份 
 
由於香港警察全體謀反冒認香港皇家雅閣之香 港 皇 家^   警察，雅閣.黃佩琪.終審庭出面隻像宣佈

香港永久(99年)戒嚴。[] 請向最高法庭查詢。 - 11:13 2019年5月19日 NOTE 
 
 
  



原審法官 黃琪英.黃佩琪 香港.－袖珍戰爭字典(1989)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5/Criminal-Festival-9.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5/Legal-Justice-of-Hong-Kong-10.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5/Emergency-Accord-2019-c-Jacob-1.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3/27/P2018032700342.htm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今日（三月二十七日）宣布委任四位香港特別行政區資深大律師。新獲委

任的資深大律師如下： 
黃佩琪 
Copyright fanix(FAINX)，根據LexisNexis, 535, 法官/正義 Justice，我代表1.,2.,3. 法官, 上帝。 
 
CAP.17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 
 
香港法例 
British (Hong Kong) Law 
https://fanix.me/2018/08/26/by/ 

 
 
 

 
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典故由來. 
出師表     諸葛亮  
  原文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 
疲弊 
 
周瑜 .Benjifixkin . 
軍事家 - 17:03 2019年5月11日 
.. 
http://ftp.nssh.ntpc.edu.tw/china/chinese/14/出師表.htm 
... 
三分 
.Shi's - 76ad.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5/Criminal-Festival-9.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5/Legal-Justice-of-Hong-Kong-10.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5/Emergency-Accord-2019-c-Jacob-1.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3/27/P2018032700342.htm
https://fanix.me/2018/08/26/by/


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意譯:This is an order, do not disturb the text, do not control my work. - 76ad . 
20:43 2019年5月18日 
 
三國無人信 - 三國無雙。 - 周瑜 22:53 2019年5月18日..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工務 - 香港皇家雅閣。 - 12:41 2019年5月13日 
 
https://photos.app.goo.gl/T9VqG9UVH4ADJXQ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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