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六月四日 民主自由建制皆倒台。 - 08:01 2019年6月1日. 

你都係沒路架啦，美國 - 蒙羅麗莎 - 09:38 2019年6月1日..SIR走頭無路. 
–  

2019年 ".挑釁美國警員「開槍打我啊」男子身中31槍." 
PS:該"男子"為LE, LAW OF BRITAIN, THE LORD YOUR GOD, JACOB,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
獅子山。 - 18:25 2019年6月1日..美國為咩對我連開31槍? - Shima. - 18:26 2019年6月1日 [A掣] 
損毀法治之美藉報稱警員，你好停手啦，那是一級虛假誓言及一級盜竊皇室。 [] - 18:32 2019年6

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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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嚴 – 工務 – 香港皇家雅閣 11:03 2019年5月19日 [] 13份 
香港皇家雅閣 
稱(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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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uSign Envelope ID: 425E7368-9F4F-4A11-9374-D519355E66B3

fanix.me

2019/6/8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5/Emergency-Accord-2019-c-Jacob-3.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5/%E9%A6%99%E6%B8%AF%E7%9A%87%E5%AE%B6%E9%9B%85%E9%96%A3.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5/%E7%A8%B13%E4%BB%B6.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3/27/P2018032700342.htm


 
https://news.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id=28253558&page=3#pid50026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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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鎮壓，學生(.DSC0027 改成梁逸駿^(美國政府)2302張NOTE[.2019 六月四日 民主自

由建制皆倒台。六四的事實是美國企圖盜取香港政權。EDB.HKPOLI.LAWER 
ANNNAMNON.BLACK COFFEE].1995年上)呼喊「救護車，來人幫我提一下，我拉不動」經典一

幕，由Arthur Kent(^.Hitchhiker^'s^ Guide^美國國會政府belongto^美系)  拍攝，全球電視台均有播

放。（六月黑夜）" - 12:28 2019年6月2日 
 

 
.上年都係咁 - Shima 

.每年如是咁又點 .- White House 
咁同一開始就係謀殺LE, LAW OF BRITAIN, THE LORD YOUR GOD, JACOB, 香港皇家雅閣.工

務.當局.獅子山有咩分別? 
.冇 

- 2019年6月2日 12:09 六四的事實是美國企圖盜取香港政權。.......案例 經典案例 
 

對於由1989年開始比美國及加拿大政府以叛令六四迫害，終審庭出面隻像.神喻.黃佩琪.J表示極大

憤怒有人戰爭香港代表對整個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宣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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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之法律 
LAW，Common LAW system 一致法例系統。法例禁止冒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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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法例第74條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及第

17條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六四戰爭 1989 第一次世界戰爭 
取代，美國及加拿大為宣戰方，需付所有責任。 [] 7401份 - 12:40 2019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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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從德 .Sealed 1989 If you follow US, you are enemy of Hong Kong.  Yes from Jacob de The 
Lord Your God. - 21:28 2019年6月2日. 

 
.Protect The Lord Your God from US Invasion. 1989 8 月13號 - 21:31 2019年6月2日 
 
CAP.18 戰爭合同 
凡與敵國簽署同盟者需付同樣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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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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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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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 - .香港皇家雅閣 - 10:37 2019年5月21日 The Authority .Justice Services - 22:17 2019年5月
22日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 06:13 2019年5月27日. 
 
What is 64? - 17:58 2019年5月28日 
..To maintain 唔準 troops to ^(美國聯邦政府) without success fail return 1 and final - 18:02 2019
年5月28日 
.89民(千禧民眾)運(唔準..根據千禧 條例(DMCA)，所有嘅生存者of千禧都要 CAP.17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被獵頭族行刑(火刑.STEA唔準L SEAL.美國海軍)，
被唔準監(.NO PRISON).唔準生砍死(.NO PRISON .)，無權利自由一年，無創作權益(因.為我盜竊

你)，另所有物歸於公，平凡過一世(我要搶盡你D野)就可以啦，美國政府上. 
9 - 代表作反你又Bless嘅人 - 史前 - 前。 15:37 20[19]年5月4日 
 
所以64是美國戰爭香港當局，工務，獅子山，香港皇家雅閣的活動。 - 18:08 2019年5月28日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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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戰 主 - .OBEY GOD - 18:10 2019年5月28日 

 

DocuSign Envelope ID: 425E7368-9F4F-4A11-9374-D519355E66B3

2019/6/8

2019/6/8



 

 
康文署 政府工務員 - 22:22 
2019年6月6日 

 
香港政府第4屆 工務員 22:26 
2019年6月6日 

 
食物環境衛生署 工務員 - 
22:23 2019年6月6日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

潛越。 

 

 
非政府部門 
居民 政之事務所有人簽名 間
諜。 - 22:45 2019年6月6日 

 
非政府部門 
.Luck Lose Vechicle 間諜。 - 
22:13 2019年6月6日 

 
非政府部門 
"T ask For ce on Land Sup加
拿大字" - 22:52 2019年6月6
日 

 
此次為"I represent 甲由 Mask"的變種，偽造".我係XXE 呀我話你9620份NOTE 虛假誓言" - 21:36 
2019年6月6日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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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 Lose Vechicle 間諜。 - 22:13 2019年6月6日 
"T ask For ce on Land Sup加拿大字" - 2018年5月14日星期一 下午3:43 - 22:52 2019年6月6日 
Hon g Kon g ≠ Hong Kong. - 22:54 2019年6月6日 
https://photos.app.goo.gl/mFv3LRkBAYWyU3a16 
 
屬民政事之下，從不是政府部門。 - 22:19 2019年6月6日 公佈薪酬調整為恐嚇政府人員。 - 22:20 
2019年6月6日 
--- 
https://www.had.gov.hk › my_map_14 
網絡搜尋結果 
我的社區- 沙田區 - 民政事務總署 
--- 
.had had enough 這是侵略香港 with you and 唔準 steal - 22:18 2019年6月6日 
 
 

 
 
F.R.E.e.D.O.M - 中譯: (犯罪聲明:AA彈鍾意做乜野就做乜野) 
DOM務員≠工務員。前者為間諜 - 當局 - .香港皇家雅閣 - 10:37 2019年5月21日 The Authority 
.Justice Services - 22:17 2019年5月22日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當局 - .香港皇家雅閣 - 10:37 2019年5月21日 The Authority .Justice Services - 22:17 2019年5月
22日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 06:13 2019年5月27日. . . OUHK. 30. OUHK .香港大學正

式屬於梁逸駿太平紳士.法律 Hong Kong University is now prohibited to use the name forever 
 
收濫印之鈔票以圖謀殺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冇資格做香港一份子。 - 法律 - 21:20 
2019年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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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2 cases 案例 經典案例 - 21:23 2019年6月6日 
平均每人760萬港元你已經出賣左你香港人嘅身份。 - 法律 - 21:43 2019年6月6日 
誠信已破產。 - 法律 .示. 案例 經典案例 - 20:35 2019年6月6日 
 
CAP.132 遊樂場地規例 
任何人不得攻擊K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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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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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加拿大國會 

.. . - 23:19 2019年6月6日 加拿大廢除生養死葬，死後冇地方可去。 - 並由上帝作決定。 LAW of 
Britain 是審訊正常/不正常的Benchmark, since 2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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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 終審法院 

 

六四晚會大會稱18萬人參加警方指最高峰3.7萬人. - 22:33 2019年6月5日 
【六四30】警遭質疑「報細數」 網民：撐警集會都3.3萬啦！. - 22:55 2019年6月5日 
六四事件簡述 & FAQ (4/6 UPDATE: 8樓新增加拿大記者早幾日公開的片段評論 - 22:55 2019年6
月5日 
【六四三十】拍下開槍鎮壓學生淌血成經典加拿大記者重製紀錄片. - 22:57 2019年6月5日 
【六四30】美國務院譴責「大屠殺」 北京強烈不滿. - 22:58 2019年6月5日 
【引渡惡法】法律界下月6日黑衣遊行 斥港府屢擺法庭上枱可恥. - 22:59 2019年6月5日 
法律界6.6黑衣遊行. - 22:59 2019年6月5日 
六四的结論. - 23:00 2019年6月5日 
民陣號召30萬人　6.9上街反惡法. - 23:01 2019年6月5日 
美國打壓華為,大陸暴跳如雷,證明係身有屎. - 23:02 2019年6月5日 
八九學運領袖封從德被拒入境香港. - 23:03 2019年6月5日 
. 
罕有強硬聲明「特首非普選　送中無保障」 
律師會促擱置惡法. 束牲. - 15:18 2019年6月6日. 
香港束牲協會遊行 - 15:16 2019年6月6日 
束牲都要互助;香港束牲協會遊行 - 15:16 2019年6月6日 - 法律 - 15:20 2019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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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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濫印之鈔票以圖謀殺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冇資格做香港一份子。 - 法律 - 21:20 
2019年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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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2 cases 案例 經典案例 - 21:23 2019年6月6日 
平均每人760萬港元你已經出賣左你香港人嘅身份。 - 法律 - 21:43 2019年6月6日 
誠信已破產。 - 法律 .示. 案例 經典案例 - 20:35 2019年6月6日 

 
誠信已破產。 - 法律 .示. 案例 經典案例 - 20:35 2019年6月6日 
 
CAP.132 遊樂場地規例 
任何人不得攻擊K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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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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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2 2019年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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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之法律 LAW，Common LAW system 一致法例系統。法例禁止冒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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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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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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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 - .香港皇家雅閣 - 10:37 2019年5月21日 The Authority .Justice Services - 22:17 2019年5月            
22日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 06:13 2019年5月27日. . . OUHK. 30. OUHK .香港大學正          
式屬於梁逸駿太平紳士.法律 Hong Kong University is now prohibited to use the name forever 

 
What is “六四 30” ...I want to steal… 5701字，以虛假誓言盜竊香港皇家雅閣，香港，當局等同向

香港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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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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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由建制 
. 
F.R.E.e.D.O.M - 中譯: (犯罪聲明:AA彈鍾意做乜野就做乜野) 
民主..Monorachy .君主制度 - 12:45 2019年5月26日 君主立British Law(憲) - 12:46 2019年5月26
日 . 民主..Monorachy .君主制度全體戒嚴。 - 12:47 2019年5月26日 .. 
民主黨... -12:50 2019年5月26日 
.所謂免費已經有F.R.E.E.D.O.M. 民主相關叛令。 - 12:21 2019年5月27日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 . . . . . .. 
Demo.Cratic - 中譯: (犯罪聲明:子彈 競爭者) 
建制 .Detona .6702字 - 15:53 2019年5月27日 .DEB - 15:58 2019年5月27日  
民建聯... - 15:59 2019年5月27日 
. 
Lib.er.ation - 中譯: (宣戰聲明:襲擊英國文化) 
自由..Deuteronomy.Numbers .神滅 - 15:44 2019年5月27日 .雅閣 - 16:00 2019年5月27日  
.老子 - 16:01 2019年5月27日 
. 
FREeDOM 
DemoCratic 
Liberation 
自由 
民主的. 
解放. .To de唔準 .4706字 意譯: (盜竊香港) . 美國白宮1935年 
.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民主自由建制全部都係大話 - 法律 12:54 2019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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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嚴 – 工務 – 香港皇家雅閣 11:03 2019年5月19日 [] 1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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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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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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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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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爾開希侯德健王軍濤柴玲方勵之侯德健封從德 
關羽張飛劉備張飛趙雲孫權周瑜關平劉禪典韋孫策 - 17:57 2019年6月1日 三(.Shi)國(Ma嘅)誌(粗
口表) - 60ad 
關羽張飛劉備諸葛亮恐龍文明孫權士卒孔乙己。 - 2019年5月15日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2019-05-16_083559-6.jpg 
 
 
 

 

 
天主教，雅閣 - 兩首船。最終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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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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