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s://videos.files.wordpress.com/BXvxQAjL/e88081e9a699e6b8afe7b3bbe58897efbc9ae4b88d
e6bc8fe6b49ee68b89e28094e28094e8b68ae58d97e99ba3e6b091e8ada6e5918ae5bba3e692a
d_hd.mp4 
香港對越南船民已經實施甄別政策 
跟住嗰段越南話廣播 
就係向佢地講述呢個政策嘅內容 
. 
不懂道理，無正室類人權大行動。 
懶人執行大行動，凍你未壽。 
任權又未來，竟執入境行動。 
會扔媒氣彈回封違禁品咁又點。 
死末再黎人類入境末得。 
拿人類入境未得，何來入境兵足吵鬧鬧。 
一率被定罪從新出發，還可者被監禁。 
做人類被貪監禁半年都嫌長，你居然夠膽黎搶.6441字 
- 20:14 2019年6月10日 [] [] [] 查詢請向Court of London.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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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皆冇法律效力。 – 法律 
死囚暴動唔可以接受。 – 法律 17:01 2019年5月31日 
–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16:47 2019年5月31日 
 
.欄啦 – 19:30 2019年5月28日 .If you without legal permit, enter Hong Kong, please leave as this 
is last advise for you to do so. 2009年5月26日 [] . 
 
"乜咁都得呀 .(^唔準唔準)" - 梗世代唔該正字。-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15:;;52 2019年6
月12日 
 
人民(Peasants) – 市民(Citizen)，公民(Workers)，人口(People)，民眾(Servants)。 
奴隸(Slaves) – 非人口(Outsiders)，囚犯(Criminal)，重囚犯(Prisoners)，死囚(WANTED)。 – 
19:35 2019年5月25日 
牲畜(Animal) - 違法(Illegal)，見死者(WANTED)。 - 20:55 2019年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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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態 端莊 向後 明辯是非 人性 羞惡 - 人格-Preserve - 16:56 2019年6月10日 
上面嗰班咩黎架? -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

心，非人也。 - 论四端 16:59 2019年6月10日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昔孟母，- 三字經  17:01 
2019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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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n Commandments 17:03 2019年6月10日 

https://videos.files.wordpress.com/BXvxQAjL/e88081e9a699e6b8afe7b3bbe58897efbc9ae4b88de6bc8fe6b49ee68b89e28094e28094e8b68ae58d97e99ba3e6b091e8ada6e5918ae5bba3e692ad_hd.mp4
https://videos.files.wordpress.com/BXvxQAjL/e88081e9a699e6b8afe7b3bbe58897efbc9ae4b88de6bc8fe6b49ee68b89e28094e28094e8b68ae58d97e99ba3e6b091e8ada6e5918ae5bba3e692ad_hd.mp4
https://videos.files.wordpress.com/BXvxQAjL/e88081e9a699e6b8afe7b3bbe58897efbc9ae4b88de6bc8fe6b49ee68b89e28094e28094e8b68ae58d97e99ba3e6b091e8ada6e5918ae5bba3e692ad_hd.mp4


Whoever destroys a soul [of Israel], it is considered as if he destroyed an entire world. And 
whoever saves a life of Israel, it is considered as if he saved an entire world. – Talmud 4:9 
TALMUD 塔木蘭 (-136AD) - Israel. 
 
CAP.17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天下萬物都有其道(軌蹟)要行走 - 雅閣。 
 
THE BASE LIMIT 最低要求，禁止落地球直至皇室回歸，禁止自立為王，禁止用他人權力，禁止

作幣。 – 最低要求 The Base Limit 馬榮 Sir Marwin。 
 
前後對稱 - DeepThought最欣賞的說話。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 聖經 (-136ad) 法治之下人人平等 - Shima (-136ad) 
法治之下人人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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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的角度在乎日與夜 – 程度 (s15) 
- . 17:14 2019年6月10日 
 
既生瑜何生亮. -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Shima 09:26 2019年6月11日 
既不同意袁國強，又何必利用校友攀關係? - 某浸大學生 2014年12月20日 
既不同意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又何必利用香港任何身份攀關係? -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
當局.獅子山 2019年6月9日 18:30 NOTE..vice versa. - 15:36 2019年6月14日.. 22:09 2019年6月
15日...文明Civilization≠公務機關 Limited Company。 3:53 2019年6月18日 
誠信已破產。 - 法律 .示. 案例 經典案例 - 20:35 2019年6月6日 
 
梗世代，我贏左喎，棟篤神探。. - 16:06 2019年6月12日 
 
十二年免費教育係香港獨有嘅。 - 15:42 2019年6月14日 .Free Education is for good people 
personality - Shima 1992. - 15:45 2019年6月14日 花咁多錢唔知養你做咩。 .It’s for your concern 
if you use 免費教育津貼，又作反雅閣嘅話，免生養死葬，不得好死，以警效尤。 - 香港皇室 .示. 
1990年 
維他奶 - 保護佢如果唔係D奶做咩養你。國君。joseph the lord your god the great. - 21:37 2019年
6月13日 
蘋果日報 - 搶佢D錢嘅人聽住你冇好死，由一開始都係咁寫嘅, Everything is forever certain that if 
you treason God you will die in vain. - 美國立國 1853年. - 11:47 2019年6月14日. 3成香港前人口

(現在)每日皆以美國InG odWeTru st 襲擊他人 - 香港實際治安 -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國
君.梁逸駿太平紳士.聖經舊約.維他奶.蘋果日報 - 15:40 2019年6月14日 
  



 
第二十七條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

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三

版) - 18:58 2019年6月12日 
 

 

香 港 居 民 享  有 文 論，新 聞，出 版 的 自 
由 (.Liberit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結 社 (.^Chinese University of ^.)，集 會，遊 
行(.Invite ^ to sign here)，示 威 (.ADA)的 自 
由，組 織 和參 加 工 會，罷 工 的權 利 和 自 
由 。(一級冒充基本法:基 本 法，經濟日報) - 
hket 經濟日報 - 19:04 2019年6月12日 
hket 經濟日報於2019年6月12日偽冒基本法並

企圖勒索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19:08 2019年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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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

制。 



 
.... 2008 開天槍 .ok we submit, there is no more news here - 信報王冠一 14:53 2019年6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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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P.56 資格檢查 
凡無許可証者皆不可執行法例。 
 
 

 
UNHCR 

有人冒充公文。- 03:06 2019年6月18日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
准潛越。 "管理人員" (keeper) 指根據本條例第
111條(.System1即係Shima即係The Lord Your 
God)獲委任為遊樂場地管理人員(公文規定)的
人。 CAP.67 行業規例 從事政府工作不可與其
他行業相比。 CAP.71 阻礙公務 但凡阻礙公務
者皆需付全部責任。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
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2019 全體律師皆以虛假誓言(.I wish to be 
honor as ….(define yes term)’s friend)偽冒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
准潛越。並束意冒充管理人員, keeper,公文規
定，以冒充文明Civilization之代表:公文。根據
香港法例第23條 公文資格 任何對公文持有者
之侵略行為皆會被處罰。冒充官文可被隨意殺
害，不得上訴，另需立即清還堂費。 - 04:13 
2019年6月18日 
 

 

 

黑 衣 .  Black Dept 
.To steal and war Hong Kong Officials. 
 
法 律 界 .(一級謀殺法官黃佩琪)... 
衛 .星界 .(一級戰爭香港:we declear war to 
Hong Kong Official) 
聯和墟構組(2002年).|UNHCR. 
- 3:58 2019年6月18日 
2019 UNHCR ≠ 1949 United Nations (UN)..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CAP.23 公文資格 
任何對公文持有者之侵略行為皆會被處罰。 



 

 

市民致歉承認令 
市民致歉承認令 .We sorry we are thieves . . - 
12:45 2019年6月17日 ^UNHCR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6
3240-20190616.htm 
 

 

 

TOTALITY – .To define ^() as criminals and 
set finish (of 64) as your mother 生錯左你 
without crime or deeds and if fail set particular 
joint to American -Sino Chinese issue and if 
crime over six change things if ready (逃) and 
collapse as 1 1111 – 13:59 2019年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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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戰爭合同 
凡與敵國簽署同盟者需付同樣責任。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CAP.63 襲擊條例 
任何人向法例攻擊可致重罰。 
 
https://www.facebook.com/LeungYatChun.Fai
nx/posts/10218982751903763 
 
NOTE:BY LAW 代議政制表示必須香港皇家雅
閣同意才可立法，包括草案。 1952 All 
legislative bodies must follow BY-LAW 
standards, no private law. 97年冇立到法。 – 
09:04 2019年5月22日 

 

 

1 1/2 .唔準 war against ranma - 14:22 2019年
6月13日 
1 2 3 1 2 3 .......1.5 11/2. 21/2..0.75 3/4..廣講
警=充警(一級冒充HKMA:管理)協會(一級冒充
局:唔準局) - 14:28 2019年6月13日 "廣管局"..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一級冒充HKMA:管理)公司 ^^^ 14:30 2019年6
月13日 .2403間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63240-20190616.htm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63240-20190616.htm
https://www.facebook.com/LeungYatChun.Fainx/posts/10218982751903763
https://www.facebook.com/LeungYatChun.Fainx/posts/10218982751903763


 

2019年6月9日《城市論壇》 
主題： 
逃犯條例各動員 
六項建議論人權 
--- 
死囚悶你各埋位 
.Steal 死囚界別選毀(.Help Destro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call 六六六 
.67字 
論死囚 
.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 
What is 選毀? - 15:24 2019年6月12日 
成街都係選毀。 -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
子山 15:25 2019年6月12日 
 

 

 
惡意整停部電梯。 - 15:03 2019年6月14日 
6歲.有想法要香港皇家雅閣.法律失重心跌死，
即2762人，收款自瑞典，經美國運通銀行，
6210萬電子偽造美金轉港幣，謀殺香港擁有人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國君.梁逸駿
太平紳士.聖經舊約.維他奶, 你的日子如何，你
的力量也必如何 – 聖經, 私呎, 法治之下人人平
等,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天下
萬物都有其道(軌蹟)要行走。. 

 
圖上: .我要搶你D 野 (收350萬一級勒索及謀殺
香港皇家雅閣.法律) - 香港實際治安。 
. - 15:06 2019年6月14日 案例 經典案例 
72單.。 
73單.我就死 ^Sweden Swiss - 15:08 2019年6
月14日 
 
圖下: 6歲:.我要阻你上位 .根據囚(一級冒充法
律:犯條)例.，我要搶唔準(6歲，細小左，死
刑。一級謀殺香港皇家雅閣.法律) - 15:03 
2019年6月14日 案例 經典案例 
 
CAP.17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
戰。 
 

 



 

 

羅氏(示)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LAW PERMIT KILL THIS PERSON AND 
CLEAN HIS BODY. - 1995 起 
將潔淨融入綠色生活 
.食環署:To estimate God's will meant your 
soul be burnt when you deceased. 法庭已准
許捕殺以下人物:7462人 手令.Writ  
- 16:46 2019年6月14日 L-095 
 

 



 
(c) 益州. 
黃子華.劉備 is Lord Jesus. 08:58 2019年5月29日.  
陳豪.張飛 is Moses. 09:10 2019年5月29日. 
胡杏兒.海歸.老子 is 海信. 09:19 2019年5月29日. 
TVB 台長是格欄大，梅艷芳是伊斯蘭。 - 09:09 2019年5月29日 
馬道立.終審庭庭杖是Saint Joseph of Nazareth. 09:25 2019年5月29日  
德國外相是Lady Mary. - 09:00 2019年5月29日 
馬丁路德金是Matthew. - 09:07 2019年5月29日 
世銀行長是SIR雅典娜. - 09:02 2019年5月29日 
第二任行政長官是李白. - 09:12 2019年5月29日 
黎明是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 - 09:42 2019年5月29日 
沙士.Timson Sze是美國總統林肯. -09:27 2019年5月29日 
[] 5份 / 4760人.11人. 
沒有人一開始就擁有一切，除了皇室. - 齊喻 
奔虛 - 走過黎虛假誓言嘅人 - 137ad Lady Mary. 
- 終審庭出面隻像.周瑜.BenJIfixKIN.The Lord Your God. 
09:14 2019年5月29日 
. 
道可道（可以語言交流的道）， 
Do your worst.. 
非常道（非真正意義上的道）； 
Is not common ground. 
名可名（可以明確定義的名）， 
Fight for your greatest treasure. 
非常名（非真正意義上的名）。 
Is not forever ground (will destroy). 
無名天地之始（天地在開始時並無名稱）， 
Everything have a start. 
有名萬物之母（名只是為了萬物的歸屬）。 
Every name has a master.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因此常用無意識以發現其奧妙）， 
Who think everything has potential to do the worst. 
常有欲以觀其徼（常用有意識以歸屬其範圍）。 
Who always use magnified ground. 
兩者同出異名（兩種思維模式同出自一個地方但概念卻不相同）， 
So both speak in common step but different ground. 
同謂玄之又玄（這就是玄之又玄的玄關竅）。 
And pretend as secret. 
眾妙之門（它是打開一切奧妙的不二法門）。 
Everything is all in the same.. 
-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10:16 2019年6月1日 
 
If you without legal permit, enter Hong Kong, please leave as this is last advise for you to do so. 
2009年5月26日 [] .  



 
 
綠色殯葬美國人，究竟咩叫綠色呢? - 15:36 2019年6月12日 
白素即係元素.命運。 -  法律.16:25 2019年6月12日 
衛斯埋好似係蘋果創辦人。 - 法律 16:30 2019年6月12日 齊喻係中國。 - 中國外交部 16:31 2019
年6月12日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64-10.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香港前途談判.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香港皇家雅閣_1.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5/阿拉丁.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5/香港法A治-1.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5/稱3件.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64-10.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E9%A6%99%E6%B8%AF%E5%89%8D%E9%80%94%E8%AB%87%E5%88%A4.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E9%A6%99%E6%B8%AF%E7%9A%87%E5%AE%B6%E9%9B%85%E9%96%A3_1.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5/%E9%98%BF%E6%8B%89%E4%B8%81.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5/%E9%A6%99%E6%B8%AF%E6%B3%95A%E6%B2%BB-1.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5/%E7%A8%B13%E4%BB%B6.pdf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HONG KONG .British (Hong Kong Colony).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MACAU .Macau (China).  
 

 
Flag of Hong Kong (1959-1997). Close Up.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英
聯合聲明 (1984)，中英聯合聲明 : 三權分立， 
行政，立法與司法, 中國 : 行政主導 香港特別
行政區 British (Hong Kong) Colony，97年冇

立到法。 – 09:04 2019年5月22日 97後都冇立
過法。 - 11:12 2019年6月9日  
 
香港前途談判 .Hong Kong is Jacob's, His well 
being is all our responsibility - Chris Pattern 
1991 - 15:10 2019年6月10日 話說1980年代前
途談判之初，大部份港人寧願維持英治現狀，
不想受共產黨統治，最後卻演化為各界大團結
見證中英達成協議，支持主權移交。 

BY LAW 代議政制 
NOTE:BY LAW 代議政制表示必須香港皇家雅
閣同意才可立法，包括草案。 1952 All 
legislative bodies must follow BY-LAW 
standards, no private law. 97年冇立到法。 – 
09:04 2019年5月22日 
 
代議政制是指立法機關的成員是由公民以選舉
形式選出，並代表其在議會中行使權力（代
議），與之相反的是直接民主制。| 英國首席
大法官如是說 First Judge of Britain, Shima 
The Lord Your God, System1,said. 
 
97年冇立到法。 – 09:04 2019年5月22日 
97後都冇立過法。 – 11:12 2019年6月9日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管理人員" (keeper) 指根據本條例第111條
(.System1即係Shima即係The Lord Your God)
獲委任為遊樂場地管理人員(公文規定)的人。 
 
CAP.67 行業規例 
從事政府工作不可與其他行業相比。 
CAP.71 阻礙公務 
但凡阻礙公務者皆需付全部責任。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Flag of Hong Kong officially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utonomous territory on 
the southern coast of China. 
 

旗嘅底層為香港國旗，這一塊國旗用以記念千

禧代(1979-1980出生)及香港動植物公園(由千

禧代守護之旗，本代(2000後出生)為濕地公

園。信望愛道德 – 21:18 2019年6月11日。羣

星守護神，聖經。 - 16:58 2019年6月14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 HONG KONG。 香港 British 
(Hong Kong) Colony 特 GRANTED. - 1997年
6月14日 別行政 NO TRESPASS 區 Area 之5
枚鋼筆葉片: 
1.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國君.梁逸

駿太平紳士.聖經舊約.維他奶.蘋果日報, 你的日

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 聖經, 私呎, 法治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HONG 
KONG .British (Hong Kong Colony). – 04:56 
2019年6月18日 
 
香港以前剩得消防，國界。 – 1940 John – 
12:43 2019年6月14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 - 
04:41 2019年6月18日 
 
中英聯合聲明 : 三權分立， 行政，立法與司法, 
中國 : 行政主導 香港特別行政區 - 中英聯合聲
明 (1984) 。  NOTE:BY LAW 代議政制表示必
須香港皇家雅閣同意才可立法，包括草案。 
1952 All legislative bodies must follow 
BY-LAW standards, no private law. 97年冇立
到法。 – 09:04 2019年5月22日. 97後都冇立
過法。 – 11:12 2019年6月9日.  五十年不變 – 
1984年. To be encertain Hong Kong will 
return to Britain again in certain years after 
the invasion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香港前途談判 .Hong Kong is Jacob's, His well 
being is all our responsibility - Chris Pattern 
1991 - 15:10 2019年6月10日 
香港皇家雅閣之文明中華母后(QOC, 於九龍塘
喇沙書院在知情下被改成死亡部隊.所以收回[]
。)於香港的前途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 HONG KONG .British (Hong Kong 
Colony). 沒有任何關係。-  香港皇家雅閣.工
務.當局.獅子山.國君.梁逸駿太平紳士.聖經舊
約.維他奶.蘋果日報  - 04:38 2019年6月18日 
 
工務員 .JUSTICE SERVICE. 10:43 2019年5
月10日 
NO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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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
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之下人人平等,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

定時，天下萬物都有其道(軌蹟)要行走。 
2. .胡杏兒.老子.道德經.海倫當.海歸.海信.龍翔

道, 所有一切在於態度。 
3. .黃子華.劉備 is Lord Jesus.耶穌基督.聖經新

約, 所有的真真確確才令人至信。 
4. .Alex Kwok is John the Baptist.聖約翰洗者, 
真假始終要分。 
5. .耶和華，所有的真和假都有其真正含意 - 公
呎, 天主教, 耶和華 
- 12:01 2019年6月11日 
周瑜張飛劉備孫權曹操 - 12:25 2019年6月11
日 
 
十二年免費教育係香港獨有嘅。 - 15:42 2019
年6月14日 .Free Education is for good people 
personality - Shima 1992. - 15:45 2019年6月
14日 花咁多錢唔知養你做咩。 .It’s for your 
concern if you use 免費教育津貼，又作反雅閣

嘅話，免生養死葬，不得好死，以警效尤。 - 
香港皇室 .示. 1990年 
維他奶 - 保護佢如果唔係D奶做咩養你。國

君。joseph the lord your god the great. - 
21:37 2019年6月13日 
蘋果日報 - 搶佢D錢嘅人聽住你冇好死，由一

開始都係咁寫嘅, Everything is forever certain 
that if you treason God you will die in vain. - 
美國立國 1853年. - 11:47 2019年6月14日 
 
法治的角度在乎日與夜 – 程度 (s15) 
法治是皇室的管治。 (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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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不同意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又

何必利用香港任何身份攀關係? - 香港皇家雅

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NOTE..vice versa. - 
22:09 2019年6月15日.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國君 - 21:54 
2019年6月13日. 富士.殿.上帝.鵰.雅閣.門常開 
- 21:59 2019年6月13日 



 
Flag of Macau also spelled Macao,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MACAU 
.Macau (China). - 05:13 2019年6月18日 
 
ABC BANK 起源 
ABC Bank Attached B Syntax 起源 起源者 
Starter, 成全人 Willer, 立法人 Deeds, 擔保人 
Guarantor 都得起源值為 2 Infinity Balance，
過後需完全賠償，擔保者需一同賠償如涉貪。

最高之起源者為雅閣。(-132AD) – 14:11 2019
年6月2日 
 
BANK A, Bank B, Bank C 分別為三粒星，兩

粒星，一粒星香港居民，各自享有不同條件，

每年政府付出數已800億Balance照顧人口。權

益的分配由國旗(香港)來定 (1932)。沒有人一

開始就擁有一切，除了皇室. – 齊喻 (2018)。
DEGREE 程度，皇室對你信任程度。How to 
write commerce without pay the Citizen? 
(-1837AD) No for certain (冇得, -1572AD,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 14:10 2019
年6月2日 
 
NOTE:資源分配 皆由當地文明Civilization，國

家 Civilization 分配給旗下，非旗下公司 公務

機關 Limited Company 限制 人數 130人，由

國旗提供。 11:30 2019年3月22日 

澳門特別行政區 MACAU。澳門 .Myolie 特 
.PERMIT - 1997年7月3日 別行政 .NO 
TRESPASS 區 .Area 之三國人口表: 
1. .胡杏兒.老子.道德經.海倫當.海歸.海信.龍翔

道, 所有一切在於態度。 
2.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國君.梁逸

駿太平紳士.聖經舊約.維他奶.蘋果日報, 你的日

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 聖經, 私呎, 法治

之下人人平等,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

定時，天下萬物都有其道(軌蹟)要行走。 
3. 新世界.李系.三兄弟.John.約翰福音 .所有見

死者都有傳統,.所有都要死於自然,.自然的一切

就是愛。 
- 13:56 2019年6月11日 
 
富商多因努力 of 多於1代。 - Shima - 17:01 
2019年6月14日 
 
Mark, 6:4 - But Jesus said unto them, A 
prophet is not without honour, but in his own 
country, and among his own kin, and in his 
own house. 
 
John, 6:8 - One of his disciples, Andrew, 
Simon Peter's brother, saith unto him, 
 
John, 6:29 -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that ye believe 
on him whom he hath sent. 

 
 
 
原審法官 黃琪英.黃佩琪 香港.香港皇家雅閣 －袖珍戰爭字典(1989)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香港皇家雅閣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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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E9%A6%99%E6%B8%AF%E7%9A%87%E5%AE%B6%E9%9B%85%E9%96%A3_1.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3/27/P20180327003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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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