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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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例禁止冒充 
香港法例 BRITISH (HONG KONG) LAW ，所有香港(人口 / 非人口)應當遵守，地球之法律 
LAW，Common LAW system 一致法例系統。法例禁止冒充。生養死葬如廢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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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55 2019年6月8日 1900 私家車;智慧果;千秋墟;球錦記;米田共;中立國;敗北超;雅閣愛;天水

圍;信望愛;光淨裁;和合石;丙乙希;新世紀;天麗名;唔同乙;二十後;古洞北 2014。歷史的中央，栢

名恆，中國，香港，每代都有 – 繽紛嘅顏色。 歷史。 – 13:06 2019年6月8日。DEGREE 程
度 皇室對你信任程度。資源的分配由國旗(香港)來定 (1932)。CAP.6 大學 皇室之信任才可授

權資格。 – 13:07 2019年6月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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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香
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13:09 2019年6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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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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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前途談判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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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不變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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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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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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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British (Hong Kong) Colony 
特 GRANTED. - 1997年6月14日 
別行政 NO TRESPASS 
區 Area 
https://fanix.me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香港皇家雅閣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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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 .Legisla CAP.73 字印大小 .16字 - 13:50 2019年6月10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簡稱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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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n Army 不是香港立法機關。 - [] - 13:53 2019年6月10日 
 
 



#范國威 #劉健儀 #何俊仁 #馬恩國 
#逃犯條例 #移交 #引渡 #公開審訊 #司法獨立 #門檻 #中央機構 #人權 #直上大會 #聲明 #遊行 
#聯署 #學界 #法律界 #外國領事 #公義 #台灣殺人案 #法律漏洞 #立法會 #保安局 #律政司 
 
咩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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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British (Hong Kong) Colony 
特 GRANTED. - 1997年6月14日 
別行政 NO TRESPASS 
區 Area 
- 15:41 2019年6月10日 火星人要求香港 (British (Hong Kong) Colony) 香港皇家雅閣事件 - 
15:43 2019年6月10日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