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閣葬例 
 

 
BRITISH (HONG KONG) COLONY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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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48 2019年8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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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50 2019年8月4日 
. 
1954 東方之珠 香港 清楚顯示美軍準備進攻(香港) *其中一方好明顯就係間諜香港警察* ，即代表

整次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皆為偽造。 – 10:44 2019年7月27日 往後的所謂聯合國.是犯罪偽造

戰爭組織 – 法律 . – 10:47 2019年7月27日 link [] – 日文 當時原子彈是在美國東部爆炸，1941年只

有一次爆炸，其後美國以此勒索歷史。.4720字 – 10:48 2019年7月27日 [][] 德文 納粹德國現(美國

生字)為美國白宮，好明顯美國策劃這次戰爭 (希特|唔準拉|唔準勒) .6729字 – 10:51 2019年7月27
日天主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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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9:56 2019年7月13日 
1964 東方^報業集團 ≠ 東方之珠 – 05:54 2019年7月14日 
.. 
1972 Pearl Harbour (戲名) 
.. 
東方之珠-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Wikipedia 
. 
Pearl Harbor attack –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ttack_on_Pearl_Harbor 
翻譯這個網頁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was a surprise military strike by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ir …. 
The U.S. finally ceased oil exports to Japan in July 1941, following the seizure of French 
Indochina after the Fall of France, in part because of new …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 
香港1972年國旗，旗的主體為舞獅，向馬百良致敬。 - 1972年，香港資料館。 - 13:09 2019年6月
25日 
. 
(1980) 沙田.中環，冇法治。 - 14:26 2019年8月2日 
青草地，舞女宮，神應諾過的地方，地獄。 – 聖經舊約。羣星守護愛 Forever love with me. 
(John) Christianity Failed 天主教已到極限 When you try to assassian God with a new flag (1980) 
沙田.中環. and a new flag (1998) 羣星守護神. and a new flag (2004) 飛龍在天. – 香港皇家雅閣.工
務.當局. – 12:52 2019年6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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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香港區旗(.Hong Kong, British Col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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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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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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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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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 (.Gods member committee) ≠ 立法局 (1997 .God’s Chamber of Law) – 11:54 2019年7月
25日 BY LAW 代議政制 – 199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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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冇BYLAW職能2月13日1990年 – 11:55 2019年7月25日 區議

會 (.Gods member committee) - 11:55 2019年8月4日  
 
任何管理公司皆冇權稱其擁有任何管理之物業業權。vice versa. – 法律 CAP.17 間諜處罰 凡間諜

於外國者不受條例保護。 CAP.18 間碟合約1974 所有和間諜相關者將被永久追殺。- 16:16 2019
年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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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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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N LAW SYSTEM 一致法例系統 
地球之法律 LAW，Common LAW system 一致法例系統。法例禁止冒充。 
根據地契，擁有人Shima (now.)現要求賠償有人冒認地球之擁有人，根據香港法例第2條破產規則

，在不明文的情況下下能命令別人破產。任何人冒認擁有地球任何一 部份，必須立即永久破產。

11:42 2019年1月5日 
任何管理公司皆冇權稱其擁有任何管理之物業業權。vice versa. – 法律 CAP.17 間諜處罰 凡間諜

於外國者不受條例保護。 CAP.18 間碟合約1974 所有和間諜相關者將被永久追殺。- 16:16 2019
年7月12日 
. 
條條大路通羅馬(嗎?) 
.Do you think you can call LAW anything you like? (1832ad)  
.Every death is possible for aligning LAW to identifier [] - 20ad. (1832ad).  
.Every path lead to Rom.e..≠ ROME - 01:31 2019年8月3日 
. 



❌ American Constitution 美國憲法 第一條列明OBEY GOD, 第二條 NO JUSTICE BY HUMAN 第
三條 CHALLENGE MEANS DEATH 1852年 – []. 19:21 2019年5月10日 – 不包括. 
❌ International law 國際法 – 504, LexisNexis is common law system. 
❌ Cammon WAR 普通法 – ILLEGAL 
☑一致法例系統(Common LAW System) 
☑British Law. 
☑香港法例(British (Hong Kong) LAW) 
法官黃佩琪是LAW of Britain (LE)，即終審庭出面隻像.法律。. 
☑中國憲法。 
☑十誡 TEN COMMANDMENTS 
☑塔木蘭 TALMUD 
☑基本法(Basic LAW) 
– 13:43 2019年5月13日 
 
 
香港皇家雅閣(1549 開埠) 
1967 Primary Industary .漁農署(地主) .Lot Keeper .香港皇家雅閣 
1967 Secondary Industary .稅務局(黨政) .IRD .I Right Determined. 
1967 Tertary Industary .地政總署(擁地) .Lord .擁地嘅係Lord. 
1992年之前小學一定會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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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君.梁逸駿太平紳士.聖經舊約.維他奶.蘋果日報 - 11:49 
2019年6月14日. 富士.殿.上帝.鵰.雅閣.門常開 - 21:59 2019年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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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粵廣總督.國君.國歌.當局.工務.香港皇家雅閣.終審庭出面隻像.最終法庭.最終皇帝.黃佩琪.梁
逸駿太平紳士.法律.天马座.匿獅Lion – 15:36 2019年7月2日  
. 
李乙廣 – 粵廣總督 (Hong Kong Governor 第1任) – 17:12 2019年6月19日 MBS 
CAP.17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 
梁君彥，GBS，MBE，JP，香港現任香港立法會主席 
. 
國君.國歌.當局.工務.香港皇家雅閣.終審庭出面隻像.最終法庭.最終皇帝.黃佩琪.梁逸駿太平紳士.法
律.天马座.匿獅Lion不是恐怖份子。 – Court of London .[] NOTE – 12:00 2019年7月15日 
. 
香港.粵廣總督.國君.國歌.當局.工務.香港皇家雅閣.終審庭出面隻像.最終法庭.最終皇帝.黃佩琪.梁
逸駿太平紳士.法律.天马座.匿獅LION 
. 
香港.粵廣總督.最終皇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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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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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座.星矢.匿獅Lion 
. 
匿獅Lion 



.History itself speak to Leung Yat Chun Joseph JP MBS JUDGE – 17:29 2019年7月12日 
https://www.facebook.com/lazylionhk/ 
. 
MADE IN HONG KONG – 1992年 .香港皇家雅閣負擔生產。- 02:26 2019年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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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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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2 怯律.畏罪嘅意思 – 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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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3 2019年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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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沙士 : 神 The Lord Your God 同學。 | 林肯, 拿破崙, 蔣經國, 張鴨記, SIR白食, 天主 / 富士 / 雅閣, 
漢光 | CAP.162 沙士 任何人襲擊沙士者皆會被檢控。 
 
 
最終法庭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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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Emperor . Emperor 登基 for Last Judgement as foretold in Holy Bible. – 20ad – 17:35 2019
年7月2日 最終皇帝。 – 17:35 2019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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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lazylionhk/


. 
政府部門 – 香港皇家雅閣，國旗 
黃佩琪 
. 
黃權輝 – 2:27 2019年6月21日 
黃佩琪:有人盜竊稅款。 –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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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BANK 起源 
神 GOD . A Universal standard to reduce conflict through the highest bear all risk without consent 
of it’s civilization. 
皇室 R001 . A owner of a civilization. Consent received from System1 under JUSTICE and 衫皇

室 or GODS 禾申. – 17:50 2019年6月29日 
. 
長腿叔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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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腿伯伯 大笨像銀行 Company Registry. 
ABC Limited.即(提供的)係無.限公司。.. – 12:47 2019年7月19日 .MONOPOLY .政府呼籲見到.
6742字 – 12:49 2019年7月19日 .政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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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GREE 程度 皇室對你信任程度。 – 10:23 2019年7月20日 CAP.6 大學 皇室之信任才可授權資

格。. – 10:24 2019年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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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ED COMPANY 公司 
公司 Limited Company .限制人數(130人) – 10:16 2019年7月20日 
公文用嘅係公司 Limited Company，私人用咪就咁叫私人(李縱姓堂) – 1957 
香港以前係唔比用。本應中學會教(8成國家)。 
Unit. 度量衡 – The ultimate answer is 42. 
. 
公司 – Limited Company !!! 19:35 2019年3月14日。…能擁有公司的人均需是創世EST4506人仕

或其副本。… [] /. 
NOTE:Christianity Failed 神愛世人。 09:33 2019年3月13日. 
海 意靈 Holy Ghost 公司 
信 信仰 Catholic society 應召 ! 



前 判官 Court System 責任 ! 
! ended as of no new member allowed. 2月17日2019年. NOTE. 
凡公司(公務機關)冇可能是Civilization文明。 – 17:17 2019年6月1日 
 
 
代議政制 (1952) 
HONG KONG GOVERNMENT (1549AD) 1560 東南亞 東南亞 .Prince Jacobe Land CAP.1 公文

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當局 The Authority 港督 – 從末容許任何選舉。 – 香港

皇家雅閣. 立法會 (.Gods member committee) ≠ 立法局 (1997 .God’s Chamber of Law) – 11:54 
2019年7月25日 BY LAW 代議政制 – 199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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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冇BYLAW職能2月13日1990年 – 11:55 2019年7月
25日 .CAP.18 間碟合約1974 所有和間諜相關者將被永久追殺。- 12:00 2019年7月25日.  
. 
MONOPOLY 香港政府 – 1976年 .MONOPOLY .政府呼籲見到.6742字 – 12:49 2019年7月19日 .
政府的工作。 – 12:59 2019年7月19日. 大笨像銀行，香港 . MONOPOLY. 命運和機會(Destiny 
and Opportunity) – 12:42 2019年7月19日 命運 (The Lord Your God), ABC Bank大水(ABC Bank), 
JUSTICE 理, Court of London – 13:03 2019月7月19日 .  
. 
重陽節 – 1972年 .May the God bless us to restore Hong Kong 治安 1972. – 04:13 2019年7月22
日  
. 
立法會 (.Gods member committee) ≠ 立法局 (1997 .God’s Chamber of Law) – 11:54 2019年7月
25日 BY LAW 代議政制 – 199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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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冇BYLAW職能2月13日1990年 – 11:55 2019年7月25日 區議

會 (.Gods member committee) - 11:55 2019年8月4日 
. 
BY LAW 代議政制 – 199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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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落條款 – 1997年 .To reset all 外交公文 with United States of all it’s 契約部份…免生養死葬…並

見異者，-1 [] 632字 Head off statement. – 12:35 2019年7月9日 
要一國兩制的話就要參照日落條款。 – 1997 [] If you insist on (United States) One country (Hong 
Kong), Two system (Illegal, Illegal), you must be charged with The Sunset. – Chris Pattern 1997 
.hket. [] – 12:39 2019年7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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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英聯合聲明 : 中英聯合聲明 (1984)，三權分立， 行政，立法與司法, 中國 : 行政主導 香港特別行

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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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3年，.Hong Kong in self interest of China, is only few 
people +266字.  
. 
香港前途談判 –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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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DE IN HONG KONG – 1992年 .香港皇家雅閣負擔生產。- 02:26 2019年6月29日 
. 
高官問責制 (高官得董特首一個炸)– 2002年, .因為美國入侵，(腳痛)，我地一齊保護香港伊個方法

，就係有承擔，你(美國)要我退落黎，(高官得董特首一個炸)，他日證明到你(美國)犯錯，唔好拒捕

，比我地問責.2473字 – 09:59 2019年7月22日 – link 
. 
逆權侵佔 – 2004年 .逆.Treason 權.To Authority. 侵佔.Steal and Thievery of Land of Government 
1998-2002 終審庭 – 17:42 2019年6月29日 邊個(逆)? .Hong Kong Police 涉嫌教唆他人誘導陪審

團.6410字 – 12月2004年 19:21 2019年6月29日 逆權侵佔（英文：adverse possession）係普通

法概念  
. 
所有職業由HKMA 來定。 – 2007  
. 
警察沙田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今早已從法庭取得搜查令，剛前往香港眾志成員廖偉濂住所，進行入屋

搜查。 .Leung Yat Chun and Chinese Government received Warrent to arrest all Hong Kong 
illegal police force, . – 19:30 2019年7月16日 
https://www.facebook.com/demosisto/videos/872543716435230/  
. 
香港:新世紀代(1984年-2004年香港出世)於2014年摔遮傘暴動當中摧毀香港最有價值資本行業千禧

軟件行業。- 法律 ; 第6次in Genesis EST 4506年之Revolution Breakthrough，電腦軟件行業，

1960年-1982年出世之香港千禧代軟件Patent佔全部8成，Able to generate revenue for this 
generation and forward，全部比班豆零搞壞哂 . – 12:51 2019年7月13日 美國戰爭1943CAP.1 公
文規定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 – 13項 3. TRADITION 廢止 – 13:03 2019年7月13日. 
. 
越南船民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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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647189689 越南船民問題。 –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 20:31 2019年6月10日 ..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 
.阿媽你的羊，阿估你咁拼架，鴨古你敢拼架，為贏。 - 伊斯蘭.梅艷芳 (Slayers 中間嗰個，左面嗰

個係萬食飯，右面雅典娜跟住JOHN) 14:35 2019年8月2日 
 
 
MONOPOLY 香港政府 
大笨像銀行，香港 . MONOPOLY. 
命運和機會(Destiny and Opportunity) – 12:42 2019年7月19日 
命運 (The Lord Your God), ABC Bank大水(ABC Bank), JUSTICE 理, Court of London – 13:03 
2019月7月19日 . 
. 
.MONOPOLY .政府呼籲見到.6742字 – 12:49 2019年7月19日 .政府的工作。 – 12:59 2019年7月
19日. 
. 
任何管理公司皆冇權稱其擁有任何管理之物業業權。vice versa. – 法律 CAP.17 間諜處罰 凡間諜

於外國者不受條例保護。 CAP.18 間碟合約1974 所有和間諜相關者將被永久追殺。- 16:16 2019
年7月12日 
. 
CAP.21 競爭條例 
凡以華圓成立之組織皆不可從事政府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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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市民(British Citizen) 香港人 (Hong Kong People) 中國戶籍 (China, 
Personnel) 菲律賓工人(Phillipane Servants) - 11:27 2019年8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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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飯 (1975) 
1969 (1967 67暴動+2年) (一級冒充香港皇家雅閣:RO偽造AL H偽造ONG KONG P唔準 “香港偽造

皇家警察”) 
1975 皇家飯 .to be designated as criminals 香港警察. 公告. 
. 
. - 10:20 2019年7月28日 .香港竟(將來啦)然察覺唔(I wish to nin)到我地係賊呀 - 香港警察 (1967) - 
10:23 2019年7月28日. 澳洲警方，新加坡警察，美國CSI，FBI，加拿大警方..... - 10:26 2019年7
月28日 .警務 .竟然(大膽是的)察覺唔到我地係賊呀我係做伊行吹著個有泡嘅死人(大風吹怪獸版

1990)(夠末呀)馬黎馬黎控制情緒(末緒)你而家要做一件事就係比D野準新郎搶銹花球真惡毒口妮，

比雅迪 比惡的唔夠我(馬鞍三)惡(.1870ad -).20字 你有卻親早走呀 條友有度(高度 .Priority)架 你食

到先好講 (食到) (Probay requirement 23字) - 10:40 2019年7月28日 
. 



親美方新義安香港警察在謀反並實行暴動。 - 香港皇家雅閣 - 06:17 2019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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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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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審庭出面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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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義女神朱斯提提亞(Justitia)是一蒙眼女性，白袍，金冠。左手提一秤，置

膝上，右手持一劍，一束棒。束棒纏一條蛇，腳下坐一隻狗，案頭放權杖一支、書籍若干及骷髏一

個。Shima harmed, and withJUSTICE and LEGAL, He/She upheld LAW. -1654AD, France.正義

女神象徵法院公正 - 16:05 2019年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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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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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是皇室的管治 – 法律 (s15) 
法治的角度在乎日與夜 – 程度 (s15) 
正義女神象徵法院公正 (1654AD, France)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 聖經, 私呎, Shima (-136ad) 
所有的真和假都有其真正含意 – 公呎, 天主教, 耶和華 (-120ad) 
法治之下人人平等 – Shima (-136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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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們後面那無數本案件Case是合法得來的嗎? 



All Court documents belong to Court – 1932, France 
不合法的文件和法律冇關 – 法律 19:21 2019年4月18日 
這張相代表(I wish to give my presense .我給你看我所有的一切)這個人的資歷和法律冇關。 
是不是他們想做此2萬多件案件的答辯人(Respondent)? 15:54 2019年4月19日 案例 經典案例 
. 
 
 
WRIT 手令 
高等法院早前裁定，警方要有手令才可查閱市民的手機、電腦。 – 
https://www.facebook.com/icablenews/posts/1142304512628282 
手機 .Home Property 
電腦 .Personal Belongings 
. 
警方有法定責任(American Constitution 美國憲法不適用於香港。)維持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 
. 
uspolice請問你的手令在什麼地方? – 最高法庭 .示. – 5:59 2019年7月9日 
. 
American Constitution 美國憲法不適用於香港。 – 香港.粵廣總督.國君.國歌.當局.工務.香港皇家雅

閣.終審庭出面隻像.最終法庭.最終皇帝.黃佩琪.梁逸駿太平紳士.法律.天马座 05:38 2019年7月9日. 
.警方你連咩法”法定責任”都答唔到。這証明你係束意犯法。 – 法律 – 5:55 2019年7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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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rit .手令 | 充警 …(3 minutes) – 21:20 2019年6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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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 .(一級冒充皇室) – 21:22 2019年6月26日. 
 
 
公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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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警(1936, 香港警察AmericanAirforce, 1991 新義安.) 
部獸香港警察AmericanAirforce從冇資格香港司法，前稱講警(1936)之白宮勒索軍隊，一開始就冒

充公文規定之18區(漢奸, *看更)地區管理隊(1936)香港(冒充公文規定)警察(日軍1942年2月20日.三
年零八個月) 1967暴動後冒充香港皇家雅閣之香港(冒充政府機關，以美軍冒充香港皇家雅閣)皇家

警察 (1968)。[] – 00:27 2019年6月27日 01:23 2019年6月27日 
香港警察AmericanAirforce是間碟(informant) – 法律 – 1:45 2019年6月27日 
. 

https://www.facebook.com/icablenews/posts/1142304512628282


漢奸, *看更, 日軍1942年2月20日.三年零八個月, 蘿蔔頭 - 11:38 2019年8月2日 有人冒充公文規

定。 .東方日報者記 . - 11:41 2019年8月2日.... 
. 
NOTE:香港警察AmericanAirforce，賣淫Prostitution，自稱新義安(黑社會，非法組織)，私人 
Prosecutor 檢控人 – 756, LexisNexis，冒認律政司，冒認保安局，冒充地政總署，冒充當局(The 
Authority)，冒充工務，冒充神職人員，佔領立法會，冒充天主教官員，冒充香港皇家雅閣，冒認

粵廣總督，一級偽冒香港法定名詞，冒充公文，偽造許可証，冒充Writ手令，冒充LAW of Britain
，冒充法庭，偽造法庭案件，冒充法官，冒充外國法院，白花油，冒充外交人員，冇資格香港司法

，已被AWARD通緝[]，要有手令才可查閱市民的手機、電腦(.Property,.Home Property)，偽造手

令(誓宣)勒索立法會議員，活捉香港市民作勒索用途，偷竊地契(Lot)，偷竊全體地主，冒充999緊
急救護服務。打擊身份，及以虛假聲名限制香港皇家雅閣，根據香港法例第17條保護令(聯合) 任
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第18條間碟合約1974 所有和間諜相關者將被永久

追殺。及第8條見死者條例 凡見死者冇資格。 – 12:30 2019年7月12日  
. 
CAP.3 戰鬥準備所有人員皆有保護國家義務。 
由於香港稅務局向香港政府平民謀殺，這已構成戰爭罪行行為。[] 另根據公文，香港宣佈進入由於

稅務局謀反其已是戰爭機構，其收稅權力皆為勒索平民行為。 – 香港政府 – 10:38 2019年7月23日 
CAP.1 公文規定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2220968058593/permalink/408894623057892/  
..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087127854653866  
https://www.facebook.com/icablenews/posts/1142304512628282 
https://www.facebook.com/pighead.sun/posts/10157040390016391 
https://www.facebook.com/LeungYatChun.Fainx/posts/10219317831200536  
https://www.facebook.com/govnews.hk/posts/2343507479205295?__tn__=-R  
https://www.facebook.com/RTHKcityforum/posts/1070641376461235 
https://www.facebook.com/RTHKcityforum/posts/1079900045535368 
https://www.facebook.com/RTHKcityforum/posts/1089121281279911 
https://www.facebook.com/RTHKcityforum/posts/1094173327441373 
 
有人冒充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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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淫文件:警察通例 
賣淫文件:警察通例…人身、處所 .Human Body, .gold pearl (一級冒充東方之珠 香港 (1954)) – 香
港警察偽造許可証(CAP.56 資格檢查 凡無許可証者皆不可執行法例。)予另一人冒稱可以(WRIT 手
令 高等法院早前裁定，警方要有手令才可查閱市民的手機、電腦。 – link 手機.Property 電腦.
House Property – 14:39 2019年7月15日)檢控(without 律政司司長批準)，以圖冒充(三權分立， 行
政，立法與司法)司法([]香港之法庭從來沒有委托香港警察作任何事 – 2019年3月)為賣淫

Prostitution。 
. 
Illegal Thievery 的東西皆冇法獲得Patent。 1995 P(illegal thievery from prince jacobe)atent 
O(Illegal thievery from 雅閣)ffi(Illegal Thievery from Prince Jacobe)ce(case study ) 冇可能有任何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2220968058593/permalink/408894623057892/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087127854653866
https://www.facebook.com/icablenews/posts/1142304512628282
https://www.facebook.com/pighead.sun/posts/10157040390016391
https://www.facebook.com/LeungYatChun.Fainx/posts/10219317831200536
https://www.facebook.com/govnews.hk/posts/2343507479205295?__tn__=-R
https://www.facebook.com/RTHKcityforum/posts/1070641376461235
https://www.facebook.com/RTHKcityforum/posts/1079900045535368
https://www.facebook.com/RTHKcityforum/posts/1089121281279911
https://www.facebook.com/RTHKcityforum/posts/1094173327441373


法律(COMMON LAW SYSTEM 一致法例系統)或憲法(American Constitution 美國憲法)地位。 – 
法律 – 10:47 2019年7月31日 
. 
.火鳳凰警棍2014 - 17:07 2019年8月2日... 器具 ..sexy toys .hypocrit - 15:33 2019年8月2日 碟務

Nerv事件. - 17:08 2019年8月2日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The True Origins of <blink>, the Most Hated HTML Tag in History 
Phantom of the Opera - On 
snowden face mask - Off 
. 
Mitty - .Miserable in ^ have treasoned family (white house) .I Remember Treason Treaty is 
signed by you (Jacob) - 15:42 2019年8月2日 Miserable in AA3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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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警風紀委員會 . Nerv (Neon Genesis Evangelion, 白宮卡通片) 
.^(一級冒充漁農署:漁唔準.Displine風三級紀Nerv委員會處) - 16:42 2019年8月2日 CAP.73 字印大

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CAP.21 競爭條例 凡以華圓成立之組織皆不可從事政府工作。

CAP.17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 一級冒充香港皇家雅閣 - 
16:45 2019年8月2日 
 
 
公安條例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45!zh-Hant-HK?xpid=ID_1438402885482_002 
本條例旨在對與維持公共秩序，管制組織、集會、遊行、地方、船隻、航空器、非法集結及暴動等

事宜有關的法律，以及對與此有關的附帶或相關事宜的法律，作出綜合及修訂。 - 第245章 《公安

條例》 
- 04:41 2019年8月4日 
組織 .Hong Kong Police 是指香港警方。. - 4:43 2019年8月4日  
以公安條例冒充公安(內地叫治安委)危害公眾安全，必然是嚴重罪犯。 - 法律 - 12:24 2019年8月4
日 
. 
受刑方為香港警察，不代表其可使用偽冒之委任證((.由(親美方新義安間碟)香港警方冒充香港^.嘅
代表每一區嘅唔準.取得(一級偽冒三權分立， 行政，立法與司法:食屎怪.人法立.)同意並使用(怯輪

功 .90infinf字)...去取得所需要嘅唔準) 任 唔準 委 (生死，死左唔好嘈嗰D) - 11:28 2019年8月2日.)
去冒充許可証，以犯人之身份(充警，死囚冒充皇家警察)執行法例。 - 12:02 2019年8月4日 
 
CAP.56 資格檢查 
凡無許可証者皆不可執行法例。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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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45!zh-Hant-HK?xpid=ID_1438402885482_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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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E6%9C%80%E7%B5%82%E6%B3%95%E5%BA%AD_2.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3/27/P20180327003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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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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