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香港法治。 18:16 2019年5月7日 .東方日報以惡魔像冒認律政司司長之"律 政 司".。. 2019年
4月11日 18:32 2019年5月7日. 
 
2019刑事檢控-律政司不是一般商業機構-專員，香港警察冒充律政司司長，並偽造刑事案件起訴權

力，並以此偽造叛令勒索皇室政權名人富商63621人。 16:14 2019年5月3日 
 
2017梁卓然香港警察以(梁.卓.然)冒認(法律.馬卓安.拿破崙)並偽冒律政司司長之刊憲，偽造刑事案

件起訴權力之"律政司刑事檢控科" 英譯:La唔準wyersCrisit唔準ianStudySuin唔準gP唔準

oliceSTEAL。 16:47 2019年5月3日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2/29/P2017122900238.htm 
 
2018年10月點心香港香港警隊發動遊行要求香港獨立違反工務員條例。 16:38 2019年5月3日 
 
2018香港警隊175周年.香港警察及美國駐港以911恐怖襲擊之Flight 175偽造(冒充香港法例第17條 
簡易治罪)之警隊在過去175 .532字年內服務香港及175，與多國合謀企圖推翻中國，英國，香港，

俄羅斯及54國(違反國際法)及進行間諜行為。 16:38 2019年5月3日 
 
2014摔遮傘香港警察以689份NOTE挷票6381人(富豪，名人，神，高官，政府人員，公務員)並封

鎖路面72日以上勒索謀殺香港皇室雅閣(終審庭出面隻像)。 16:05 2019年5月3日 
 
2014 考試要隔行 Alternate Lines，買超級市場要打孖 Cross the road 巡羅，香港Po囚栛會真係深

入民眾喎。 17:20 2019年4月28日 
 
NOTE:2016年起香港警察為勒索政府無數次大量顧用死囚人仕以我要偷你D野嘅心態描述終審庭

出面隻像為("AA16104"...nin對方係犯人, 共9008種違法抹黑毀謗謀殺叛令指令)以企圖盜竊地契。

12:20 2019年5月4日 
. 
NOTE:What is Hong Kong 法治 Level? H K LII? 09:22 2019年3月13日. 
. 
NOTE:美國FBI(美國聯邦公司 (Federal Business Services)).一級盜竊終審庭出面隻像之Shima 
(-136ad)稱及冒充法官。 以交流電. 直流電 (..Investigate ..S 唔準ea 唔準l)偽造稱。 15:14 2019年
5月7日 
 
2019 NOTE:食盤被搶 - 香港皇室雅閣.終審庭出面隻像.國歌.法律 08:40 2019年4月28日 
天水圍麥當勞. 法治of 香港。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2019 馬 鞍 山 ..^(香港警察) want to kill ^(..法律)法治of 香港。 15:23 2019年5月7日 馬鞍山運動

場. 
 
Prosecutor 檢控人 任何提出告發或申訴或提起刑事法律程序的人…《《刑事案件訟費條例》》

（第492 章）第2條。檢控另一人的人可負上檢控人的法律責 任。…檢控人亦可以是私人，即並不

代表或並不被視 為代表律政司司長的一名申訴人或告發人：第 16（2）條。 – 756, LexisNexis | 
informant 間碟 complainant 戰爭者  



1994 "警司警誡. 當一名不足18歲的少年干犯罪行後，這名少年可能會在法庭上被起訴，或者由警
司警誡。 警司警誡是由一名警司或以上職級的警務人員，行使酌情權，警誡". - clic.org 14:16 
2019年4月28日 
……...冒充十誡，宗教死囚，所有警 司。 - 23:43 2019年5月7日 [] VATICAN [] 法國 [] 香港通緝令 
5160人在逃。 
.All Trespass to Ten Commandments shall Jail in vain. 14:17 2019年4月28日 - VATICAN, THY. 
Hong Kong, City of Blasemphy - John. 14:18 2019年4月28日 NOTE. 
 
TEN COMMANDMENTS 十誡 
Exodus 20:1 
 
I am the Lord thy God, which have brought thee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bondage. Thou shalt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Thou shalt not make unto thee any graven image, or any likeness of any thing that is in heaven 
above, or that is in the earth beneath, or that is in the water under the earth: 
thou shalt not bow down thyself to them, nor serve them: for I the Lord thy God am a jealous 
God, visiting the iniquity of the fathers upon the children unto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 of 
them that hate me; and showing mercy unto thousands of them that love me, and keep my 
commandments. 
Thou shalt not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thy God in vain: for the Lord will not hold him guiltless 
that taketh his name in vain. 
Remember the sabbath day, to keep it holy. 
Six days shalt thou labor, and do all thy work: but the seventh day is the sabbath of the Lord thy 
God: in it thou shalt not do any work, thou, nor thy son, nor thy daughter, thy manservant, nor thy 
maidservant, nor thy cattle, nor thy stranger that is within thy gates: for in six days the Lord made 
heaven and earth, the sea, and all that in them is, and rested the seventh day: wherefore the 
Lord blessed the sabbath day, and hallowed it. 
Honor thy father and thy mother: that thy days may be long upon the land which the Lord thy God 
giveth thee. 
Thou shalt not kill. 
Thou shalt not commit adultery. 
Thou shalt not steal. 
Thou shalt not bear false witness against thy neighbor. 
Thou shalt not covet thy neighbor’s house, thou shalt not covet thy neighbor’s wife, nor his 
manservant, nor his maidservant, nor his ox, nor his ass, nor any thing that is thy neighbor’s 
 
 
What is 法庭上被起訴，或者由(.OR)警司警誡(.Criminal STEAL TEN COMMANDMENTS)? 你係

咪對佢講Thou shalt not kill.? 你做咩譯十誡做"警 誡"? 而家係咪灣仔，法庭出面D封鎖綫都有十誡? 
咁同冒充法庭有咩分別? 這是一級盜竊皇室，這團體冇可能司法.。什麼是.囚犯(驚賊)司唔準獨唔

準(我地有十 誡係道呀). 
你地冇十誡係聖經呀 
- 
原審法官 黃琪英.黃佩琪－袖珍戰爭字典(1989) 
Copyright fanix(FAINX)，根據LexisNexis, 535, 法官/正義 Justice，我代表1.,2.,3. 法官, 上帝。 
  



 
2019 香港法治。 18:16 2019年5月7日 .東方日報以惡魔像冒認律政司司長之"律 政 司".。. 2019年
4月11日 18:32 2019年5月7日. 
 
  



尾國. 
Deuteronomy 滅國 
神滅斬 SIR步難斯 SIR揮阿門 
(c) 20:46 2019年5月7日 
https://youtu.be/OpUJqAWgtCw 
https://youtu.be/us8y_ZRe43k?t=3m28s 
大啲水(咁都得)之明鏡止水 vs 東方不敗 (c) 12:21 2019年4月23日 又嚇 釣你老母拿你冇道理 石破

天高權 惡魔 石破天掌 割倒 飛甩架 企係道 完唔到 煞車痕 
. ..NoWater(ABC Bank) 
東方不敗 西方失敗。 1995年. 
街霸 2 東方不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街頭霸王II_－世界勇士－ 
"《街霸彩虹版》、《降龙》、《屠龙》、《东方不败版》、《葵花宝典》" 
东方不败版 - To be insulted 東方居 .57字. 
 
鏗鏘.亨昌.雷鳴燈.戴爾(謀殺事件of英國公主殿下). 19:54 2019年5月6日 鏗鏘集.. 
https://youtu.be/V54JebMrRZA?t=3m54s 
願你向前望，托展新路向 
伴你往前望拓展新路向發出新的光芒新朝氣同創輝煌與鏗鏘伴你往前望. 
亨昌.雷鳴燈.戴爾(謀殺事件of英國公主殿下). 19:54 2019年5月6日 
Any罪行收買者 (Care Taker). -> 阿(I)爾(Have)蓋(Close)達(You do it yourself) - 08:02 2019年5月6
日 
亨昌.雷鳴燈 19:54 2019年5月6日 
NOTE:What is Hong Kong 法治 Level? H K LII? 09:22 2019年3月13日. 
 
https://youtu.be/WsQkHkO4D7w?t=4m3s 
監獄是地獄嗎?面對監禁是指去桃花園嗎?Don't PANIC 1979 .唔好逃避。馬丁路德金那代代表白人

同黑人，即.Clean 和 .unclean (crime)，馬丁路德金是白人，開問者你不是黑人嗎? 
個天使打中馬丁路德金架巴士。 - 09:31 2019年5月6日 
貿然易戰爭統帥-貿易戰 
 
Customer 才是老大 - 美國 1941 
美國還有Custom.er(.行騙人)(≠Consumer.消費者)嗎? 08:25 2019年4月23日  

https://youtu.be/OpUJqAWgtCw
https://youtu.be/us8y_ZRe43k?t=3m28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https://youtu.be/V54JebMrRZA?t=3m54s
https://youtu.be/WsQkHkO4D7w?t=4m3s


 
Load362 必唔準須... Load360能唔準夠...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 
成報 聲明 :"Load370^(中大)唔準過時..或刑" 07:21 2019年4月5日 
Load2605 
 
----------------- 
.香港法例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2019刑事檢控-律政司不是一般商業機構-專員，香港警察冒充律政司司長，並偽造刑事案件起訴權

力，並以此偽造叛令勒索皇室政權名人富商63621人。 16:14 2019年5月3日  



 
2018年10月點心香港香港警隊發動遊行要求香港獨立違反工務員條例。 16:38 2019年5月3日  



 



 
2018香港警隊175周年.香港警察及美國駐港以911恐怖襲擊之Flight 175偽造(冒充香港法例第17條 
簡易治罪)之警隊在過去175 .532字年內服務香港及175，與多國合謀企圖推翻中國，英國，香港，

俄羅斯及54國(違反國際法)及進行間諜行為。 16:38 2019年5月3日  



 



 
NOTE:我從末授權任何法律學位。 – 法律 18:42 2019年3月18日 
法例禁止CONSULTANT. CAP.1 禁止律司 任何法律事務皆禁止律司。. 
 
NOTE:What is Hong Kong 法 治 Level? H K LII? 09:22 2019年3月13日. 
 
.香港大學..偽造法 治一字並冒充香港法例，營運冒充香港法例網站http://www.hklii.hk/chi/ 
及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27!en-zh-Hant-HK，(What is 上網就可以(立乜話?.
RULES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elegislation.gov.? - 香港皇室雅閣.國歌.
法律.上帝 18:15 2019年4月23日 CAP.1 亂部處置 凡正常想法者處死加拿大任何人皆無罪. [] 2014.
根據香港法例第73條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這是戰爭行為，另根據香港法例第

74條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香港大學及所有律師皆是死囚，不得上訴。查詢請向最

高法庭。 
 
律 .To steal and thievery 
師 -> LAW, 法律, 原審法官 黃琪英.黃佩琪 香港 
. 
NOTE:律獅(Lawyer, 律司，律師) = 裁判官 = 囚犯 - 法律，全體法官 20:45 2019年4月25日 
. 
他們後面那無數本案件Case是合法得來的嗎? 
All Court documents belong to Court - 1932, France 
是不是他們想做此2萬多件案件的答辯人(Respondent)? 15:54 2019年4月19日 案例 經典案例  

http://www.hklii.hk/chi/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27!en-zh-Hant-HK


 



 
暫委 ...^(.) want to steal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18:03 2019年4月23日 
第227章 《NOTE: 裁判官=囚犯。 - 法律 17:32 2019年4月23日 
What is "警告法律"? 17:35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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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根據法官/正義 Justice - 535, LexisNexis，Magistrate 裁 判官 (WAR JUDGE) 不是法官。 
Prosecutor 檢控人 任何提出告發或申訴或提起刑事法 律程序的人...《《刑事案件訟費條例》》

（第492 章）第2條。檢控另一人的人可負上檢控人的法律責任。...檢控人亦可以是私人，即並不

代表或並不被視 為代表律政司司長的一名申訴人或告發人：第 16（2）條。 - 756, LexisNexis, 裁 
判官, 是 informant 間碟 及complainant 戰爭者。所有裁判法院之宣告皆無效。 - 法律 22:42 2019
年4月24日 
NOTE 請向最高法庭查詢。 
 
.香港大學..偽造法 治一字並冒充香港法例，營運冒充香港法例網站http://www.hklii.hk/chi/ 
及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27!en-zh-Hant-HK，(What is 上網就可以(立乜話?.
RULES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elegislation.gov.? - 香港皇室雅閣.國歌.
法律.上帝 18:15 2019年4月23日 CAP.1 亂部處置 凡正常想法者處死加拿大任何人皆無罪. [] 2014.
根據香港法例第73條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這是戰爭行為，另根據香港法例第

74條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香港大學及所有律師皆是死囚，不得上訴。查詢請向最

高法庭。elegislation.gov.hk要付上一切責任of偽冒法官，Magistrate 裁 判官 (WAR JUDGE) 不是

法官。全部人員皆是死囚。[] 23:57 2019年5月7日。 NOTE. 
  

http://www.hklii.hk/chi/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27!en-zh-Hant-HK


 
根據法官/正義 Justice - 535, LexisNexis，Magistrate 裁 判官 (WAR JUDGE) 不是法官。 
Prosecutor 檢控人 任何提出告發或申訴或提起刑事法 律程序的人...《《刑事案件訟費條例》》

（第492 章）第2條。檢控另一人的人可負上檢控人的法律責 任。...檢控人亦可以是私人，即並不

代表或並不被視 為代表律政司司長的一名申訴人或告發人：第 16（2）條。 - 756, LexisNexis, 裁 
判官, 是 informant 間碟 及complainant 戰爭者。所有裁判法院之宣告皆無效。 - 法律 22:42 2019
年4月24日 NOTE 請向最高法庭查詢。 



 
Prosecutor 檢控人 任何提出告發或申訴或提起刑事法 律程序的人...《《刑事案件訟費條例》》

（第492 章）第2條。檢控另一人的人可負上檢控人的法律責 任。...檢控人亦可以是私人，即並不

代表或並不被視 為代表律政司司長的一名申訴人或告發人：第 16（2）條。 - 756, LexisNexis | 
informant 間碟 complainant 戰爭者 
 
  



 
2014摔遮傘香港警察以689份NOTE挷票6381人(富豪，名人，神，高官，政府人員，公務員)並封

鎖路面72日以上勒索謀殺香港皇室雅閣(終審庭出面隻像)。 16:05 2019年5月3日 
 
  



1975 皇家飯 .to be designated as criminals 香港警察. 公告. 
1992 "我係小忌"廉 
2014 佔中 2014 佔中.689B89暴亂 WE^(香港警察，香港在囚者協會[]x16) HAVE KIDNAPPED 
(2014 689B89暴亂) | Ordinary Citizen 6381人(富豪，名人，神，高官，政府人員，公務員) 2019 
刑事檢控 律政司不是一般商業機構 專員(6381人) | 勒索文by警察全體 | 弱勢政府 =/= 公務員政府 | 
689份NOTE(香港警察) | DEMAND 美字Political R eform (取締香港政府唔準) | 香港警察謀殺.法官

黃佩琪罪名成立。| FI6份NOTE(周生生，周大福，LCW，香港警察，IRD，EDB)LE and (一級偽

造案底) | Enforce labour arrest and murder | 香港警一級謀殺皇室 x 1000次. 2014 綁架 良好 市民 
勒索 軟弱 政府 要求 政改 贖金 強佔 馬路 撕票)2:42 2019年4月23日 [.|] 已經成功左 
 
 
  



 



 
NOTE:美國FBI(美國聯邦公司 (Federal Business Services)).一級盜竊終審庭出面隻像之Shima 
(-136ad)稱及冒充法官。 以交流電. 直流電 (..Investigate ..S 唔準ea 唔準l)偽造稱。 15:14 2019年
5月7日 
  



 
NOTE:聯合國公約 = 緊急狀態令 11:43 2019年5月6日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NOTE:聯合國公約 = 緊急狀態令 = 財寶條約 11:45 2019年5月6日 
"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 
. Deuteronomy 滅國 
. 天主教 
NOTE:財寶條約 .P eace Accord (1932). 聯合國公約 .Peace Accord 19:08 2019年5月6日. 
FBI 美國聯邦公司 (Federal Business Services) 憑乜野間碟成香 港 警察? (...we^(.Hong Kong 
Police) denied and we ste唔準l - 19:00 2019年5月6日) - 雅閣 19:03 2019年5月6日 .752字 ...間碟

計劃嘅重點...向全國(全球88(你肯就得)國)宣怖戰爭及緊急狀態令(P eace唔準 A cc唔準ord .聯合國

公約.)...美國啟。 19:06 2019年5月6日 世界戰爭美國聯合國. 
 
  



 
2019 馬 鞍 山 ..^(香港警察) want to kill ^(..法律)法治of 香港。 15:23 2019年5月7日 馬鞍山運動

場.

 
NOTE : 法例禁止CONSULTANT. 
If we consult you, we select 3-5people to kill 唔準 you. To be 236份NOTE by Hong Kong Police 
clear, we hearby notify you.  



 

 
一國兩制.獅子戰爭. 
 
香港 工務 - 香港皇家雅閣 
美國 OBEY GOD 雅閣 
 
X American Constitution 第一條列明OBEY GOD, 第二條 NO JUSTICE BY HUMAN 第三條 
CHALLENGE MEANS DEATH 1852年 - []. 19:21 2019年5月10日 - 不包括. 
 
X International law 國際法 – 504, LexisNexis is common law system. 
 
☑一致法例系統(Common LAW System)及基本法(Basic LAW) 
☑British Law. 
☑香港法例(British (Hong Kong) LAW) 
法官黃佩琪是LAW of Britain (LE)，即終審庭出面隻像.法律。. 
☑中國憲法。 
☑十誡 TEN COMMANDMENTS 
☑塔木蘭 TALMUD 
- 13:43 2019年5月13日 
 
 
  



 
https://www.facebook.com/RTHKcityforum/posts/1037368646455175 
 
一國兩制意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英语：One country, two systems，葡萄牙語：Um país, 
dois sistemas），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在1980年代為了實現中國統一之目標所

提出的憲法原則。 
一国两制-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s://zh.wikipedia.org/zh-hk/一国两制 
 

 
 
為什麼.雙胞委員會包括美國? - 雅閣.LE.LAW of Britain 12:39 2019年5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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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OTE:一國兩制.只可以包括中國及英國。- 工務 - 香港皇家雅閣 12:42 2019年5月13日 
CAP.286 工務員條例 凡合約於政府者皆不可從事非法工作。 
. 
雙胞是指.一國兩制嗎? - 工務 - 香港皇家雅閣 12:44 2019年5月13日 中國Only。- 工務 - 香港皇家

雅閣 12:45 2019年5月13日 
- 15:21 2019年5月13日 
 
  

https://www.facebook.com/RTHKcityforum/posts/1037368646455175
https://zh.wikipedia.org/zh-hk/%E4%B8%80%E5%9B%BD%E4%B8%A4%E5%88%B6


 
.我地比受歡迎嘅車經過. - 15:37 2019年5月12日 英譯:We arrive our new King Donald Trump inc 
(Ltd). - 13:05 2019年5月13日 
 

 
 
中 共 .American Chinese 唔準 Gov唔準 - 12:38 2019年5月13日  



 
(40 - 英譯:We (OUHK) decended (發砲) NO ORDER and you have to (MIT, Dead in Vain) 全體師

生:Give up my (3565個) DEGREE. 
 
40 - .American C唔準hinese 唔準gover唔準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1.78. 
 
https://www.facebook.com/LeungYatChun.Jainx/posts/391776534971186 
2019年2月 公大 .vain 
 
.275萬囚犯以此"40"叛令以公開香港大學係作反嘅公文冒認一致法例系統(Common LAW System)
之擁有人LAW of Britain，法律，我從末授權任何法律學位。(CAP.6 大學 皇室之信任才可授權資

格。) – 法律 (CAP.1 禁止律司 任何法律事務皆禁止律司。)。 - 12:18 2019年5月13日 
 
40分是錯誤。- 法律 .示. 00:40 2019年3月20日. CAP.6 大學 皇室之信任才可授權資格。 
 
香港公開進修學院 – 英譯:Hong Kong University defined by Leung Yat Chun Joseph to apprefix 
公開 because Hong Kong University has decended for illegal drug [] cases. 1994年. 英譯:Hong 
Kong Open University is sponsored fully funded by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Leung Yat Chun 
de Jacob. 英譯:如有唔明請向最高法庭查詢。 英譯:中譯:香港大學。belonged to Leung Yat Chun 
[.] 23:33 2019年3月19日. 香港大學 .University of Magic. 香港大學 .Hong Kong is British Colony 
1979. – University. 香港大學 .British (Hong Kong Colony) University. 
 
香港公開進修學院 - OUSHK. 
 
刪左個份合法過未刪個份。According to JUSTICE. 
 
  



 
 
2014 CY嗎?即終審庭出面隻像 正義女神象徵法院公正，而不是代表《三權分立， 行政，立法與

司法, 中國 : 行政主導 香港特別行政區》之行政，別行政，的一個之首(即總理in其它國家)行政長

官第3屆，不准潛越。法治之下人人平等 - Shima (-136ad)，人人是指普通人口，而非官員或皇室

，法治是皇室的管治。 - 法律 16:29 2019年4月19日 
 
"張達明形容佔中案法官忘記自己在法律上角色 - RTHK".. 
1999地球年前公元20年你做咩唔駁我?. - 法律 
 
一致法例系統(Common LAW System)及基本法(Basic LAW) 
香港法例(British (Hong Kong) LAW) 
法官黃佩琪是LAW of Britain (LE)，即終審庭出面隻像.法律。 
 
法治的角度在乎日與夜 - 程度 (s15) 
正義女神象徵法院公正 (1654AD, France) 
法治之下人人平等 - Shima (-136ad)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 聖經 (-136ad) 
14:35 2019年4月18日 
法治之下人人平等 - Shima (-136ad)，人人是指普通人口，而非官員或皇室，法治是皇室的管治。 
- 法律 16:29 2019年4月19日 
並由上帝作決定。 LAW of Britain 是審訊正常/不正常的Benchmark, since 20ad. (1999地球年前公

元20年你做咩唔駁我?) CAP.17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 
NOTE:我從末授權任何法律學位。 – 法律 18:42 2019年3月18日 
香港法治之都 - 1997 
是咁的，法官閣下 I authorize Leung Yat Chun Joseph to 陳詞. This is the truth. - 2018年 
.11:41 2019年4月20日 
《三權分立， 行政，立法與司法, 中國 : 行政主導 香港特別行政區》之行政，別行政，的一個之首

(即總理in其它國家)行政長官第3屆，不准潛越。 - 法律 20:04 2019年4月22日 
如果係一開始就換香港皇室雅閣(1979)的身份證，係冇毒嘅. 20:33 2019年4月19日 
NOTE:我從末授權任何法律學位。 – 法律 18:42 2019年3月18日 



法例禁止CONSULTANT. CAP.1 禁止律司 任何法律事務皆禁止律司。 
 
NOTE:馬百良從未批准用其名字製造"良民證"..一詞。 01:05 2019年5月11日 . 
案底屬法官黃佩琪所有，冒認者皆留有案底。 01:07 2019年5月11日. 
 
NOTE:What is Hong Kong 法 治 Level? H K LII? 09:22 2019年3月13日. 
 
.香港大學..偽造法 治一字並冒充香港法例，營運冒充香港法例網站http://www.hklii.hk/chi/ 
及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27!en-zh-Hant-HK，(What is 上網就可以(立乜話?.
RULES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elegislation.gov.? - 香港皇室雅閣.國歌.
法律.上帝 18:15 2019年4月23日 CAP.1 亂部處置 凡正常想法者處死加拿大任何人皆無罪. [] 2014.
根據香港法例第73條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這是戰爭行為，另根據香港法例第

74條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香港大學及所有律師皆是死囚，不得上訴。查詢請向最

高法庭。 
 
律 .To steal and thievery 
師 -> LAW, 法律, 原審法官 黃琪英.黃佩琪 香港 
. 
NOTE:律獅(Lawyer, 律司，律師) = 裁判官 = 囚犯 - 法律，全體法官 20:45 2019年4月25日 
. 
他們後面那無數本案件Case是合法得來的嗎? 
All Court documents belong to Court - 1932, France 
是不是他們想做此2萬多件案件的答辯人(Respondent)? 15:54 2019年4月19日 案例 經典案例 
 
一致法例系統(Common LAW System)及基本法(Basic LAW) 
香港法例(British (Hong Kong) LAW) 
法官黃佩琪是LAW of Britain (LE)，即終審庭出面隻像.法律。. 
... 
而家咩叫"讀法律".呀? .Study event 徵唔準詢(冒認律政司司長之"律 政 司")唔準意見[.] CAP.17 簡
易治罪 任何對公文之冒犯皆需判罪。 .Become evident 變成罪犯。 .TCreat 詐唔準騙 .TR Y 唔準

自行唔準審判(以偽造)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2019 香港法治。 18:16 2019年5月7日 .東方日報以惡魔像冒認律政司司長之"律 政 司".。. 2019年
4月11日 18:32 2019年5月7日. 
2019刑事檢控-律政司不是一般商業機構-專員，香港警察冒充律政司司長，並偽造刑事案件起訴權

力，並以此偽造叛令勒索皇室政權名人富商63621人。 16:14 2019年5月3日 
 
法國規律是所有犯人該死。1730ad - France. - 20:06 2019年5月9日.. 
NOTE:神學會 - 20ad .God Learnt - 11:02 2019年5月8日 
NOTE:唔好以身試法。 - 法律 10:08 2019年5月8日 
沒收自香港死囚公會律師公會。 [][][][] 10:10 2019年5月8日 
 
根據法官/正義 Justice - 535, LexisNexis，Magistrate 裁 判官 (WAR JUDGE) 不是法官。 
Prosecutor 檢控人 任何提出告發或申訴或提起刑事法 律程序的人...《《刑事案件訟費條例》》

（第492 章）第2條。檢控另一人的人可負上檢控人的法律責 任。...檢控人亦可以是私人，即並不

代表或並不被視 為代表律政司司長的一名申訴人或告發人：第 16（2）條。 - 756, LexisNexis, 裁 
判官, 是 informant 間碟 及complainant 戰爭者。所有裁判法院之宣告皆無效。 - 法律 22:42 2019
年4月24日 

http://www.hklii.hk/chi/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27!en-zh-Hant-HK


NOTE 請向最高法庭查詢。 
 
質疑法律，即LAW of Britain (LE)，香港皇室雅閣，是潛越。- 終審庭出面隻像, 法律 12:13 2019
年4月25日 
 
https://www.facebook.com/RTHKcityforum/videos/448390089240650/ 
 
法例禁止冒充，普通法不是法律。 以普通法(Cammon WAR)為名冒充一致法例系統(Common 
LAW System)及基本法(Basic LAW)，根據香港法例(British (Hong Kong) LAW)第17條保護令(聯
合)，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及香港法例第74條戰爭條約，啟動戰爭者付

上最終責任，除有許可証或當地律政司容許，任何人，向他人要脅法律責任，即屬犯罪，所有法例 
/ 公文之權力立時取消，使用普通法者必然沒有許可証或當地律政司容許，必為犯罪者。 16:46 
2019年1月2日 
 
根據中國憲法，打架者承擔一切法律責任，戰爭者不准投降，及香港法例 第1條 公文規定，根據

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及第18條 戰爭合同 凡與敵國簽署同盟者需付同樣責任。及第74條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香港警察之任何成員皆為士兵(美國)，皆為香港之敵人，在香

港沒有任何權利，皆為通緝犯及持槍行劫者。NOTE 13:44 2019年33月20日. 
 
NOTE:Citizen 市民，香港係叫人口 (People)，兩個字底層都係平民 (Peasants)， 21:55 2019年4
月26日. NOTE:凡不被Shima認可者，皆不是Peasants 人民，在任何Common LAW System國家

皆是該國家冇任何權益之人口，不得上訴。- 法律 12:22 2019年5月5日 美國叫公民，加拿大都係

公民 (Workers)，菲律賓是民眾 (Servants). - 08:52 2019年5月10日 工務員(Royal Worker, 香港皇

室人員)≠公務員(.Public Servants) 08:53 2019年5月10日 CAP.286 工務員條例 
凡合約於政府者皆不可從事非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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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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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acebook.com/RTHKcityforum/videos/44839008924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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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