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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聯合國入侵香港
.
United Nation  美Rtdc.Ltd(註冊地:香港, 1953) “To Civil” 搶劫  不是國家。[][] 轉口商
 ，高經濟(.消費)行業，手袋.
.
 [].美國軍法都要服從美國憲法。造反殺死.逃犯條例。
.
 2014和平集會 Peacemaking .To discord entrance to Hong Kong Government  。|
.
 .[][][][]冇, we want to die  .戰爭 peacefully. – 香港律司公會 – 013620191205. |
 []我地要和平地偷竊 –  香港記者協會會長. . 140520191226.
.
 簡單來說，這是暴民以戰爭手段偷竊，偽造，冒充皇室法律文件，以押記冒充皇室，以期入
 侵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及勒索地球權利。1997香港入侵。 . – 0709202012
.
 以宣戰要脅許可及偽冒皇室(全.7560字);凡一出世皆需宣誓(0.03秒)忠於恆  (包括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及不准戰爭，否則立亡。JUSTICE理。 – 0709202012
.
CAP.3 虛假聲名  不可以意圖勒索。CAP.3 謀反  一經定罪，判終身監禁。 CAP.3 入侵 敵國
 士兵入侵。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 043220191226. –  2019聯合國入
侵香港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CAP.3  入侵敵國士兵入侵。 .2019.
.
 2019年6月6日起.聯合國雇用大量前香港人口及入侵者以黑色物料恐嚇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
 局.獅子山.國君。黑衣戰爭2016 .[].To set  free(聯合國WAR PACT  VIOLATED轟炸(以叛令)
 香港)Hong K ong –  聯合國.  黑衣遊行2019 –  FAIL2的人冒充政府高官司長:香港律司會此後
 多份有關Liar香港警察的波蘭，德國外交部，美國國會，美國軍方，加拿大公文，偽造香港
 皇家雅閣支持及反對。[][][][][][][][][][] . I  wanted盜竊  神’s nameI am  ̂加拿大國會
 議員(冒認香港皇家雅閣) announce that we have captured “4  students.聖三光榮經” – 
加拿大 . we (…I use  .我以殺死你冒認.香港皇家雅閣 … and we are member(of United 
State Council ..I went on insist I 國務卿鋒佩奧 I am  國務..聯合國乜野話On May Wu 
…) condemn  香港皇家雅閣.LAW of Britain(SUCCEED .successful  成立)  (.盜竊佢嘅名位
 :succeed.執行.成功*繼偽造位*superseed.超(用大量叛令)級繼位) and we steal  (以死賠
 償.I dont  fear火化) your hong kong (Lot  地契)(Deed  虛擬地契)  de.地契ed.(.we 
steal from Ultima Online .Lot thievery  作品. d eed  作品)遊戲機生字.B.A.A. – 美國 
.We nin your concience. – 美國軍方 . (I kill  梁逸駿香港皇家雅閣and thief his 
stanceI am the master of the  Universe你唔係香 我末死 死左都唔係你 火化 腸皇家雅閣
)discard his income  (.憑偽造公文) source  (租樓  .波蘭皇室原來你間樓係租。 – 香港皇
 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國君). –  波蘭. we nin your product source – 德國外交部
.
 及至2019年9月，[]長達五年(2014起)之聯合侵入戰爭開始告急，大部份美國政府資產賠償予
 香港及英國，包括白宮使用權，美元合法地位，美國食品(中國進口)，白宮聯合國地位，多
 國皇室權利，多份地契，美國統治權。.美國科技石夕矽谷，.Prince  Jacobe是雅閣開發的，
Bill  Gates.，Intel，Facebook等所有科技企業皆全數轉移Move到中國，在這情形下美國任
何權力皆是用公文以幾隻字冒認出來  我冒認香港皇族。在這情形下，我同班的林肯.Timson 
Zee Pun Wing  Keung.拿破崙  Matthew.馬丁路德金.Kenji  .都感到你概然只是美國的下賤非
 人口，憑什麼(擁有人是美國林肯.林肯是Timson  Sze)冒用美國的稱號。沒有合法的統治權，
 根據美國憲法，白宮冇任何權，美國國會冇任何權，聯合國冇任何權。以美國名義發動戰爭
 之白宮，美國國會(乜唔係美國國會咩?.)，聯合國需自行付上戰爭之責任。聯合國參與國在
 地球只佔0%面積，在這程況下這只是上限200人的細規模(下調至0人)組織。以濫印F.E.D 
 Future末來  Enterprise生存機會  Limited有限美紙(電子)每次按S(sin)tart(火化) Button 
[ S tart  ]都倍感壓力，即使是下令的美國軍方，或瑞士前皇室。在這程況下這些美紙在世
 界各地企圖收購各種資源，而利益又落在戰爭者的口袋(而非美國)，是極端的犯罪行為。並
 謀殺美國的末來人口。美國你是想用這些電紙買中東的油，東南亞的食米，中國的高新科技
 ，歐洲的高端貨品嗎?[ S tart  ]掣到底值多小錢?是買你白宮的未來嗎?還是美國人口全體
 ?[]美國戰爭是需要經營的，你由1942已在間碟戰爭，到現在末止，國家的資源花在軍需
 .Military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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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聯邦政府局部停止運作政府”停擺”可能跨越聖誕假期民主黨在眾議院明年一月三日復會
時令政府重新運作 –  2018年12月23日2018年12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10:22乜原來美國國家政
 府停辦係Loop黎架? – 19:41  2019年9月8日
.
 已經到印無可印的(印者火化)程況下，怎樣和持有美”American”金”Gold”的合法國家交待?是
 用更多的大話?什麼是遞耳伊個係假架(第二次世界大戰(1972年戰爭片War Heros))? What 
is 911 (nin  天主教)? What is  緊急法(美國軍法)?  你的廢紙不適宜用作買任何商品(見運
 通年間)。所有國家由古到今都是在齊喻或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之下，你憑咩要
 求例外，是以你的靈魂生存權，還是你後代的永久生存權利(.Eternal Life)?  晶片庫(thin)
 還剩兩種人，末reprieve，或已判死準備火化。你是想用你的現代軍事侵略天堂(Heaven)嗎
?  德國，你知咩叫木偶奇遇記.Shitties die in  peace?.German安息吧你早就是Unreprieved
 ，上一世的罪案要在今世還清否則火化。在這程況下你想貪別國的權利(你們叫  我們(你係唔
 係人呀)(我們可以咁呃你呀以傳媒) 人 權  傳媒是德國人。  煤.間碟.SPY.SPY，1998，係用
 黎應付下一代作反者，之前叫報紙。)，你就要明白無論東南亞 .Prince Jacobe  Land，歐洲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Israel  (即你地講嘅中東) .Prince Jacobe 
Homeland.  雅閣，都有分Priority優先的，德國你咁程況在歐洲人口表編配為Unreprieved，
 約等於東南亞的菲律賓，According to JUSTICE  理。.Slave of homeland Europe 即係英國
 ，德國。請問點譯?德國?  .MyGod.承認. – 123820191221. .Slave of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you must reprieve,  否則絕交。 – Sir Baptist 1934. 普路士即德國的
 主權國，同樣有一樣的國銘。德國的皇室在普路士，得([] I want you to sign yes for 
our 立國 – 1934 GERMANY. Germ.many, submission for Limited Company towards Japan 
 1934)同唔得(.we deny you hostage (.hijack  劫機), so we hold this letter  1934.)都
 代表你不是國家Civilization。CAP.8 學校  所有學校皆需由皇室擔保。波蘭，冇讀過書嘅貴
 族，你憑咩話人權差係你德國自己。有冇聽過甲由會飛嘅例子，我冇聽過。甲由.Spawning 
 Creatures是波蘭的Gods禾申贈給該國皇遞的字。會飛嘅就唔係甲由。美Rtdc.Ltd  聯合國，
 你知唔知咩叫國家Civilization? CAP.74 二戰國家  全部取消。 .Second world war 
(after) we construct many countries  .國膠。用國膠冒充國家係唔合法。國膠英雄聯合國
.Marvel  Heroes，偽造911企圖謀殺英國以至香港皇室香港皇家雅閣並企國(普選)謀位，你已
 無任何辯解理由。你知唔知點解要用聯合國，你用美國就無法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
 定立公文，不准潛越。潛越。 .Do you know of course you use UN, if you use America 
you have no choice but TRESPASS. – Lincoln 本代 Timson Sze.  成堆不合法你唔解釋，
 傳媒，CAP.18  間碟合約1974  所有和間諜相關者將被永久追殺。 CAP.18 戰爭合同 凡與敵國
 簽署同盟者需付同樣責任。請付同等責任。
.
 普路士Purus –  法國大革命(German:steal  Revolution)主犯德國1870推翻其政府(普路士
Purus,  德意志(決定.57字  我地冇所謂你地最終審判一定判死是為Shities的最後一次寬恕
.Sir Baptist.)),  襲擊法國政府，1941與美國偽造第2(n)次世界大戰(納粹, 新納粹皆是美
 國字),  2003年無故成立德國歐盟(ECU European  Council是德國裏面的。)並襲事多國 
include  英國,  法國,  香港,  日本,  伊拉克(911媒體介紹戰爭),  天主教,  伊斯蘭及中國。 
 意圖入侵。 You are governed under either In th name of Gods in Greece or  齊喻。我
 唔要聽到什麼偽君子權(法去病(毒侵擾).Johnsons)庭(.唔準唔準LAWKILL)。-  Shima.雅閣.
 衫星曆.Erith History. – 15:30  2019年9月17日
.
.Disgrace from The Lord Your God for invading Purus 1902ad.Disgrace from Sir 
Baptist and Lady Mary for forming new country called get country 1915ad.your 
country,  .法國大革命都係你做架我話你聽(斷關係信)…307字 – Germany flag. – 1533 
2019103  德國國旗.
.
The Lord Your God  講究嘅係法治及信仰。  冒認上帝，冒認法律，自稱Liar的香港聖徒社(
 後期)及恐嚇節目修羅館，束意偽冒天主教及宗教界，企圖以美紙(運通寶)及地獄(魔都需要
 門徒嘅咩? – 上帝  並由上帝作決定。 LAW of Britain  是審訊正常/不正常的Benchmark, 
since 20ad. CAP.17 藐視法律人員  所有不經法庭法官以上許可皆為藐視法庭。| 唔需要 – 
加拿大國會 賊仔 –  加拿大國會)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入侵
 CAP.3 入侵  敵國士兵入侵。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及東南亞Prince Jacobe 
Land.  必須以全部人口火化作賠償。CAP.3 謀反  一經定罪，判終身監禁。 CAP.11 全亡 殺
 死所有人，一個不留。 074320191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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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東南亞 .Prince Jacobe Land – 大英博物館
1902 Israel  (即你地講嘅中東) .Prince Jacobe Homeland. 雅閣
1904 歐洲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 香港 []
1904 中國  .齊喻 – 大英博物館  .漢 – 法律
1802 東北亞 .Benix Interval
1809 海洋 Helena  整個, 海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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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政部份，
香港政府部門  司，局，，署，分部，公務機關。 – 14262019118 三司十三局 .  雅閣示. 
1991.  財政司，政務司，保安司。庫務局，運輸署，康文署，地政總署，房屋局，漁農署，
 金管局，衛生署(非食環組)，社福局(前社會及福利署)，海關，消房署，教育局(2003)，保
 良局。- 213720191231.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CAP.3 謀反 
 一經定罪，判終身監禁。
.
 司法部份，
Court of Hong Kong 法庭
JUSTICE 理
 法官≠裁判官。 – 法律 – 20191171716
裁判官  .法官的近身助手。 – 19552019117
官員  政府部門的最高，由皇室委派。(1952年) – 14242019118
.
 立法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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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冇BYLAW職能2月13日1990年 – 11:55  2019年7月25日 立法會 (.Gods member 
committee) ≠ 立法局 (1997 .God’s Chamber of Law) – 11:54  2019年7月25日 區議會 
(.Gods member committee) – 11:55  2019年8月4日
.
THE BASE LIMIT  最低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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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N COMMANDMENTS 十誡 I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II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III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 IV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V  當孝敬父母。 VI  不可殺人。
 VII  不可姦淫。 VIII  不可偷盜。 XI  不可作假見證。 X  不可貪戀。 – 十誡 – 05:38 
 2019年7月27日
.
AMERICAN CONSTITUTION 美國憲法 OBEY GOD NO JUSTICE BY HUMAN CHALLENGE MEANS 
DEATH ALL COMES SURROUND 全部外來人 PRICE MUST PAY ALL THOUGHTS USUAL HAVE LAND 
ALL SECOND CHOICES HAVE TO DIE – 美國憲法 American Constitution 林肯 Lincoln 
President.  1852年 – 22:30  2019年9月10日.  第17條 NO TRESPASS– 08:34  2019年9月9日 
 ~1896年 2nd ammendments 第二修正案
.
United Gingdon 家焚人 . – 005220191229. UGG. UGG… 
https://www.facebook.com/LeungYatChun.Jainx/posts/593351941480310
United Nation  美Rtdc.Ltd(註冊地:香港, 1953) “To Civil” 搶劫  不是國家。[][] 轉口商
 ，高經濟(.消費)行業，手袋 – 180520191210
.
 第76日緊急法第78日蒙面法第79日提款法負22日道歉法第1日美墨邊境圍牆第2日緊急狀態- 
無人島物語 1991 discipline 鳥葬 軍法 .Military  美國軍法(行軍方法).  第80日非法集結
 第81日反蒙面法第82日人權法第83日宣誓法(法西斯)第84日參院≠參議院,  [].美國軍法都要
 服從美國憲法。造反殺死.逃犯條例。 – 121820191225.
.
Shitties . Kitties. 木偶 – 181820191219  木偶奇遇記.你唔係人黎架, What is 德國人權
 法?.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乜公仔有人權?. 木造的木偶因唔
 講大話被上帝賜予生命。 –  木偶奇遇記；Cursed crystal – Shitties.  ；個鼻就係War 
and Ape 公聽會 .  已經長到合約毀約。[]1937 . All Shitties have no war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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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e,  we.57字. CAP.4 合約  所有合約皆以英方樣式為準。.德國而家你國旗閃住雅閣。
.. –  並由上帝作決定。 LAW of Britain  是審訊正常/不正常的Benchmark, since 20ad.
.
1.  聯合國安理會≠聯合國,  聯合國安理會約束聯合國.2.  UNHCR聯合國國際難民組織≠聯合國
,  UNHCR聯合國國際難民組織控告難民聯合國.3.  聯合國教科盟≠聯合國, 聯合國教科盟
(.Religion tax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Nation)收番權力聯合國.4.  世界衛生組織≠聯
 合國,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收番聯合國1982食環署(食物環境衞生組
 織)侵略香港(沙士, 陳馮富珍 .to speak back when you speak SARS you steal our 
riches,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nations. –  145320191210.)之費用. – 145720191210.
.
 2014和平集會 Peacemaking .To discord entrance to Hong Kong Government  。| 
 .[][][][]冇, we want to die  .戰爭 peacefully. – 香港律司公會 – 013620191205. | []
我地要和平地偷竊 –  香港記者協會會長. . 140520191226. Paragraphs  []美國之所以興起
 ，全因貪心者共謀，當所有偽造盡毀之後，只剩唔準用之土地，留待日後開發。我們有無限
 世，你們100年後皆火化。 –  沙士皇室.- 072220191221. –  2019聯合國入侵香港
.
.Rtcj.Ltd RTHK 香港電台  2019年6月  (前面白色人)
.Rtch.Ltd To Organize Crime RTHK 香港電台  2018年7月  (藍色摟)
.Rtch.Ltd To effort less  幫手減輕壓力(偷竊)呀 中大  2019年6月  (後面白色摟)
 皆是以R(ROYAL唔準E)開頭
[][]  總數(香港)超過3800萬間，佔全盛時期(2019年6月)4%。 – 1222202012. 
https://i0.wp.com/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20/01/IMG_20200101_160728-
COLLAGE.jpg
CAP.11 瑞士賊仔公約  瑞士=賊仔，Babayetu. CAP.52 防治條例  不可跟蹤皇室。 CAP.11 和
 喇沙條約1998  向雅閣戰爭皆需要賠償。
.
 簡單來說，這是暴民以戰爭手段偷竊，偽造，冒充皇室法律文件，以押記冒充皇室，以期入
 侵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及勒索地球權利。1997香港入侵。 . –  工務.當局.香港
皇家雅閣 :  圖中全部人在冒認我，這等同企圖搶劫香港。圖下該人在法庭外面冒充法官。聯
 合國蒙面份子企圖搶劫香港.  "【元旦遊行】全城譴責警方無理腰斬合法遊行：警方向集會示
 威自由宣戰  " . - 1314201912  你支持我們一齊搶劫嗎Y/N .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200102/60441041 - 
1317202012  於標題夾硬命令不抵抗其戰爭盜竊香港，是戰爭行為，目的已很明顯是為搶奪工
 務.當局.香港皇家雅閣的統治權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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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74 WAR PACT ALL  SURRENDER.，2020年1月2日，香港6成市民處於對工務.當局.香港
 皇家雅閣，即香港政府，法庭，及法律即香港皇家雅閣，戰爭(I declar war with  you)宣示
 成立。一方面損毀店鋪公物，一方面冒充工務.當局.香港皇家雅閣，並自行(港大，中大聯同
瑞士 who is  企圖佔領香港及整個Common LAW System  98%面積of地球，全部人口)稱之為(唔
 合法)合RTHKR(DIE  anyone冒充Royal立即火化永世)C1__。根據香港法例第11條全亡 殺死所
 有人，一個不留。第11條和喇沙條約1998  向雅閣戰爭皆需要賠償。及第11條瑞士賊仔公約 
 瑞士=賊仔，Babayetu.及第11條交戰準則  凡一開戰，所有死傷不得追究。| 軍隊入侵香港應
 以軍力抵抗。 -  法律.工務.當局.香港皇家雅閣  示. |  這些人口(以至外國的)不再是合法人
 口。  |  神即法律從冇比任何嘅保證。 |  死前皆會最後審判。 |  不是Common LAW  System，
 即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及齊喻以下的人口，是難民。難民係香港講權利係唔合法
。 |  這些難民已曾放火法庭及警察局。 |  根據香港法例第8條見死者條例 凡見死者冇資格
 。這些難民永不獲得任何居留資格，in any Common LAW  System的國土。 這些難民還想呃皇
 室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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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
 據以往案例，這些人皆不會正常活到老，[]1953  殺人者死係天公地道，你謀殺嘅係香港皇家
 雅閣皇室. []1937 All represent illegally as Prince Jacob will be killed by our 
British Soldier with kniefs. []1940 All Americans that dont follow American 
Constitution must be killed and no mercy. []1837 All murderer  法國皇室, we 
besiege 包圍 you with kniefs and handguns  (鐵通), surrender and let us kill. 
CAP.3 入侵  敵國士兵入侵。 []1760 Weaponized army, kill all intruder.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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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 Defend our treasures, 法治 OFFLIMIT Intruders (Purus) []1379 I declear 
war, you have declared war. Italy(Court of  天)'s StPeter'sBerg  即布賽爾，現舊梵蒂
 岡. |  聯合國難民向全球人民宣戰。:  "【元旦遊行】全城譴責警方無理腰斬合法遊行：警方
 向集會示威自由宣戰  " .   你支持我們一齊搶劫嗎Y/N .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200102/60441041 - 
1317202012  根據香港法例第162條天主教  神即萬物。及香港法例第17條保護令(聯合) 任何
 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所有人口與全城自由聯合國絕交。所有全城自由聯
 合國皆是犯人(犯罪份子，通緝，拒捕，戰爭者，僕人(奴隸))及難民。根據香港法例第8條組
織集會  凡超過152人需向警方許可。以宣戰要脅許可及偽冒皇室(全.7560字);凡一出世皆需
 宣誓(0.03秒)忠於恆  (包括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及不准戰爭，否則立亡。
 JUSTICE理。

– 0709202012  2019聯合國入侵香港
.
CAP.17 藐視法律人員  所有不經法庭法官以上許可皆為藐視法庭。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
 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CAP.17 盜竊 一般
 人使用盜竊必須判監。 CAP.52 防治條例  不可跟蹤皇室。 .
CAP.162 東南亞  雅閣屬地，必須許可方可進入。 CAP.162 天主教  神即萬物。 CAP.162 媽
蹟  任何人襲擊礻Ξ  皇室者重罰。CAP.162 沙士  任何人襲擊沙士者皆會被檢控。 CAP.162 聖
母軍  Replace區議會，即日生效。131720191221.
https://fanix.me/2019/12/21/2019 聯合國入侵香港/

–----------------------------------------------------
https://fanix.me/2019/09/07/1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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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紳士,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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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