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以前剩得消防，國界。 – 1940 John – 12:43 2019年6月14日 
. 
大家對警察呢種職業既看法 - 2019 .We ^(充警) .55字. - 13:45 2019年6月19日 
. 
地區管(私人.18間其中全部)理隊1937應立即解散並交回武器予香港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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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殿.上帝.鵰.雅閣.門常開 - 14:47 
2019年6月19日  
. 
中國人民解放軍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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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警察真係可恥，樓主你要記住、係要記住，當你同家人有事搵過警察幫手，你下世必做曱甴  
.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087127854653866 

【999緊急救護服務新系統 救護到達前提供30種急救指引】. 
即日起，市民致電999求助，要求緊急救護服務，隨時可能要幫手急救。 
消防處引入新系統，會為召喚緊急救護服務的市民，提供30種傷病的急救指引，希望在救護車到

達時協助救援。 - 17:46 2019年6月19日 
. 
放Trap的人真討厭。無恥，賤格(低能仔)，變態，甲由油。 - 星曆 - 16:41 2019年6月19日 
甲由是因，警察是果的話，所有野歸於無原諒。 - 星曆 - 16:47 2019年6月19日 
煮飯仔都見到甲由的話我知生於地球都是無可奈何了。- 星曆 - 16:49 2019年6月19日 
伊個世界係無甲由可以稱王，你是甲由嗎? 我就唔係啦。 - 星曆 - 16:50 2019年6月19日 
(-2000AD) 
走獸有罪，必須火化，否則對人類有害。 - 星曆 17:19 2019年6月19日 (-132ad) 
你死你事，做咩怪落蟑螂道? - 星曆 - 16:50 2019年6月19日 (70ad) 
甲由秘笈，觀自若.7005字 - 星曆 - 17:00 2019年6月19日 (85ad) 
白宮間諜1936.講警1936.地區管理隊1937.充警1942.香港警察.日軍1942年2月20日.三年零八个月.
欽差餉1968.充皇1968.踎監1991.踎廁1992.亨昌1986.亨槍1986.雷鳴燈1992.鏗鏘1998.布袋彈(一
級謀殺終審庭出面隻像)2019.戴爾(謀殺事件of英國公主殿下)2004. 21:43 2019年6月20日 鏗鏘集.
金馬桶.咖鎖2014 
如果以可恥定奪，你講嘅仲算成立嘅，如果用法律定奪，你憑咩講頭先講過嘅野，講過 ..73字 - 星
曆 - 17:14 2019年6月19日 (1800ad) 
伊個係你嘅錯，你要承擔損失(變甲由) - 星曆 - 16:52 2019年6月19日 (中世紀 1850ad) 
我話你聽，四字真言，會變甲由。 - 星曆 - 17:02 2019年6月19日 (1950ad) 
甲由。天蠶變，地甲變。 - 星曆 - 17:04 2019年6月19日 (1979ad) 
警A察早有祖A先天蠶變，地甲變，會變甲由，四字真言，是為甲由秘笈，觀自若.7005字，你是甲

由嗎，做咩怪落蟑螂道?甲由油，如果以可恥定奪，伊個係你嘅錯，否則對人類有害。 - 星曆 - 
17:23 2019年6月19日 
- 甲由油 - 16:54 2019年6月19日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087127854653866


https://www.facebook.com/oldhkstory/videos/1490267187775980/ 
七十年代 警 察 禮貌(.WAR)宣傳 片 - 18:28 2019年6月19日 
. 
CAP.8 見死者條例 凡見死者冇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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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有人冒充聖德肋撒堂，是七十年代嗎? - 雅閣 18:29 2019年6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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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十誡法例 凡違反十誡者可被定罪。 
 
有人冒充十誡。 - 18:31 2019年6月19日 
DEGREE 程度，皇室對你信任程度。 
"舊時香港"，誠信已破產。 - 法律 .示. 案例 經典案例 - 20:35 2019年6月6日 
 
CAP.2 破產規則 在不明文的情況下不能命令別人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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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物業條例 沒有政府人員准許不可要求售賣物業。 
CAP.67 行業規例 從事政府工作不可與其他行業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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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不成文規定 Balance由System1定，任何賠償皆用Balance決定（公務）。 
 

  

https://www.facebook.com/oldhkstory/videos/1490267187775980/


 
CAP.132 遊樂場地規例 任何人不得攻擊Keeper。.. 
 
"they will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 they, 香港開埠而來94%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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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6 2019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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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2018年11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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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人民解放軍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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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087127854653866 
【999緊急救護服務新系統 救護到達前提供30種急救指引】. 
即日起，市民致電999求助，要求緊急救護服務，隨時可能要幫手急救。 
消防處引入新系統，會為召喚緊急救護服務的市民，提供30種傷病的急救指引，希望在救護車到

達時協助救援。 - 17:46 2019年6月19日 
.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087127854653866


白宮間諜1936.講警1936.地區管(私人.18間其中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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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一級冒充公文)隊1937.充警1942.日軍1942年2月20日.三年零八个月(.Hong Kong Police .Want 
to steal tax right . .eight 行嘅話(唔肯). .The 充警 Department will become war to hong CAP.74 戰
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充警 treason so what).香港警察.欽(一級冒充政府人員)差餉

1968.充皇1968.踎監1991.踎廁1992.金馬桶.咖鎖2014 - 12:26 2019年6月14日 
 
白宮間諜1936.講警1936.地區管理隊1937.充警1942.香港警察.日軍1942年2月20日.三年零八个月.
欽差餉1968.充皇1968.踎監1991.踎廁1992.亨昌1986.亨槍1986.雷鳴燈1992.鏗鏘1998.布袋彈(一
級謀殺終審庭出面隻像)2019.戴爾(謀殺事件of英國公主殿下)2004. 21:43 2019年6月20日 鏗鏘集.
金馬桶.咖鎖2014 
 
鏗鏘.亨昌.雷鳴燈.布袋彈(一級謀殺終審庭出面隻像).戴爾(謀殺事件of英國公主殿下). 21:43 2019年
6月20日 鏗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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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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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鞍山 .We swear we will kill you | - 21:59 
2019年6月19日^法律 . 

 
2012年9月23日星期日 下午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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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2018年11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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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