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dom - 最終皇帝，上一次為1946 King Speeches。 - 07:55 2019年7月2日 香港係Kingdom
啦。.
.
香港適宜行封建制度。 - 法律 - 13:40 2019年7月1日 香港人(.)以"民主"F.R.E.e.D.O.M - 中譯: (犯
罪聲明:AA彈鍾意做乜野就做乜野)為由舉辦乞丐遊行。
.

.終審庭出面隻像.雅閣.蒙羅麗莎.
.我要將一切變做Hollywood都唔比你亂黎。 - 法律.當局.香港皇家雅閣 - 12:41 2019年6月
23日 - 影城大亨 2000年
佢 represent 最優良冇技術 - 13:21 2019年6月23日
https://youtu.be/aZdNzSVZqQg
..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黃佩琪
.
黃權輝 - 2:27 2019年6月21日

小圈子選舉 – 1995年.To be (1997年) choosen
by Prince Jacobe against the surroundings of
US threatened Prince Jacobe 1982年8月6日
life 出言恐嚇. .
只可以委內人選到。
.
小圈子選舉是香港泛民主派（泛民）對香港選
舉制度的一種貶稱，意指由不能代表700萬市
民的小部分人（偏向建制派及商人）選出香港
行政長官、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和委任區議
員。
- 01:37 2019年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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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Hong Kong in self interest of China, is only
few people +266字. – link
https://fanixme.files.wordpress.com/2019/01/p
age-4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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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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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的前途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沒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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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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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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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anix.me

Kingdom - 最終皇帝，上一次為1946 King
Speeches。 - 07:55 2019年7月2日 香港係
Kingdom啦。.

售後服務 - 1926ad 馬百良 - 08:08 2019年7月
2日.

另一人為Sir Marwin，莊子.銀河便車指南作
者。 - 上帝.聖經作者。 - 08:15 2019年7月2
日.
https://youtu.be/TG4S7L2NQNs?t=6m02s

https://youtu.be/AEXaXcc2Ozg?t=10m01s
.
オアイーブ「皇帝陛下，其實還有一個很嚴重
的問題。
[傳承法]也是有極限的，大概您
就是最後一位繼承者了。」
最終皇帝「妳是說沒有人可以繼承我的力量
了？
那麼，我可得好好珍惜我這條命
了。」
Court of Ada 最終法庭 - 16:19 2019年6月21
日
天水圍 雅閣。 - 16:47 2019年6月21日
.
CAP.67 行業規例
從事政府工作不可與其他行業相比。
1997 D istrict C ourt . 灣仔地方法院 . 區域法

庭 . - 16:23 2019年6月21日
. x50 - 16:26 2019年6月21日
https://fanix.me/

.
........

沙田神山 .Hong Kong Belong to Price Jacob
1972 - 18:11 2019年6月19日.
.
沙田神山 .Hong Kong Belong to Price Jacob
1972 - 18:11 2019年6月19日.
.車公廟.
CAP.132 遊樂場地規例
任何人不得攻擊Keeper。
祈禱紙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
395806204568219&id=100024165294109
.
時候永恒。 - 10:14 2019年6月12日
.
九龍皇帝.黃大仙.James - 13:32 2019年6月12
日
James, 4:3 - Ye ask, and receive not,
because ye ask amiss, that ye may consume
it upon your lusts.

風見車人
封建 車公係人。 - 08:40 2019年7月2日
.
香港適宜行封建制度。 - 法律 - 13:40 2019年7
月1日 香港人(.)以"民主"F.R.E.e.D.O.M - 中譯:
(犯罪聲明:AA彈鍾意做乜野就做乜野)為由舉辦
乞丐遊行。乜原來SCAM可/不可永久運作架? 18:14 201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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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將一切變做Hollywood都唔比你亂
黎。 - 法律.當局.香港皇家雅閣 - 12:41
2019年6月23日 - 影城大亨 2000年
佢 represent 最優良冇技術 - 13:21 2019
年6月23日
https://youtu.be/aZdNzSVZqQg
制服無雙。
三國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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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撐. - 07:51 2019年7月2日
.警集會 - 07:52 2019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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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香港警察AmericanAirforce，私人
Prosecutor 檢控人 - 756, LexisNexis，冒認律
政司，冒認保安局，冒充當局(The Authority)
，冒充工務，冒充香港皇家雅閣，冒充公文，
冒充Writ手令，冒充LAW of Britain，冒充法庭
，冇資格香港司法，要有手令才可查閱市民的
手機、電腦，偽造手令(誓宣)勒索立法會議員
，偷竊地契(Lot)，偷竊稅款，襲擊香港國旗，
謀殺國君，冒充999緊急救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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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廣總督.國君.國歌.當局.工務.香港皇家雅閣.
獅子山.垃圾龍.黃琪英.黃天琪.黃佩琪.星曆.梁
逸駿.上帝.鵰.雅閣.蒙羅麗莎.羅密歐.元素.漢高.
法律.帥媽.真理之口.命運.地契.地球.天主.神.阿
當.黑奴.愛麗斯.唐吉訶德.富士.殿.泰姬陵.阿根
庭.獅子象.終審庭出面隻像.地平線.維他奶.神
喻.前後對稱.創世.送達.十誡.周瑜.大三巴.撒者.
將先.千禧.收皮.貔貅.港珠澳大橋.零一.店小二.
馬百良.團長.樂湖居中央公園.前.前海 - 20:19
2019年6月29日

梁逸駿太平紳士(黃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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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獲委任的資深大法官如下:黃佩琪.
.Judge .Judge
黃琪英 – Shima has the right of British Royal,
She cannot be HIGHEST LORD OF EMPIRE
馬百良代 descend, British Royal of all Britain.
馬百良代
黃天琪 – Shima has the right to wear
Kingdom of Hong Kong The Lord Your God
do not interfere Shima de The Lord Your God.
趙常越代

黃佩琪 – Shima have right to be Royal of
England, LE has LAW of Britain status, King
Jacobe of Israel. 梁逸駿代
Copyright fanix(FAINX)，根據LexisNexis,
535, 法官/正義 Justice，我代表1., 2., 3. 法官
，太平紳士，上帝。 – 16:10 2019年6月6日 –
11:23 2019年6月8日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
最終法庭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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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最終法庭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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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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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