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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ham Lincoln (Lincoln Memorial)
– 1853年 . - 2020361741

OURFather, Jacob and BlasemphyBabaYetu, Lincoln. - 2020361745

中文 英文 Wikipedia

天主經 我們的天⽗，願祢的名受顯揚，願
祢的國來臨，願祢的旨意，奉⾏在⼈間，

如同在天上，求祢今天賞給我們⽇⽤的食

糧，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

別⼈⼀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教我

們免於兇惡，亞孟。聖⺟經 萬福瑪利亞，
你充滿聖寵! 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
頌，你的親⼦耶穌同受讚頌。 天主聖⺟瑪
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

⼈祈求天主，亞孟。 - 17:26 2019年8⽉7
⽇

OURFather,
whoartinheaven,
hallowedbeThyname.
Thykingdomcome.
Thywillbedoneonearthasiti
sinheaven.
Giveusthisdayourdailybrea
dand,
forgiveusourtrespassesas
weforgivethosewhotrespa
ssagainst us.
Andleadusnotintotemptati
onbutdeliverusfromevil.
Amen.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Amen!
Our Father, Hallowed be thy
name.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Forgive us of our
trespasses, As we forgive
others Who trespass against
us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one forever.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Amen) . -
202036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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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Devil

還死 有餘 友誼 有你地
還有⼀切 友誼 有名的 America!
還死 有餘 有義 有你地
總有 還唔到 嘅 危城告急

⾒到末 你嘅 拆古⾺ 切除
所有重要命 ⼤義 你嘅死期到
咪以為 攞哂 野的 係⼀
加埋 納粹 你就 以為 SumItUp.
為你老左個時 你死到底末呀
搞掂架 ⾺照跑 林保堅妮
你攞嘅 不要猶疑
⾺都比我要 咪理你

你發現 玩嗰個 ⼜⾶得起 ⼜太狂妄 你攞黎架做咩
你已非⼈地遊戲 道理係 加入嗰陣時嘛 買頂嗰個America

Baba yetu, yetu uliye
Mbinguni yetu, yetu amina!
Baba yetu yetu uliye
M Jina lako e litukuzwe.

Utupe leo chakula chetu
Tunachohitaji, utusamehe
Makosa yetu, hey!
Kama nasi tunavyowasamehe
Waliotukosea usitutie
Katika majaribu, lakini
Utuokoe, na yule, muovu e milele!

Ufalme wako ufike utakalo
Lifanyike duniani kama mbinguni.
(Amina)

Silent Hill Origins | Ultra HD 4K | Silent Hill Origins | Ultra HD 4K | Game Movie Game Movie GaGa……

Christopher Tin - Baba Yetu (Official Music Video)Christopher Tin - Baba Yetu (Official Music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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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東⽅之珠, 世界⾦融中⼼, 深⽔港
維多利亞港, 最繁盛都市. 賣有緣的錢
包，Sailor Moon的徽章。 珍惜香港這
個家 .Remember your nationality .
(6/15)有⼀種⼈有兩個屋企企係道襲擊
香港嘅聽住，你冇香港居留權，根據居
英權談判，你有英籍就要放棄港籍，簡
單黎到講，居英權唔係禮物，⽽BNO係
你要付(盡忠英國)出架，另436個Case.
– 香港皇家雅閣 2019-2-31
00592019118

⼯務.當局.香港皇家雅閣

King Jacob of The Great Britain。巴別
塔≠巴比塔。.⼤笨鐘 .祝您勝利歸來。.
凱旋⾨ 英國國旗 .你真係有種。 .⾦字塔
(c)(c)(c)

THE GREAT BRITAIN 英國

雅閣個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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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閣
(Jacob)，海信(Helena)，耶穌(Lord
Jesus)，⾒洗者(John the Baptist)，耶
和華(Jevoh) – 19:06 2019年8⽉13⽇

HONG KONG 香港特別⾏政區

英國申請更換香港國旗1975年 咁係犯法
架不顧 We nil your chance for成立
Kingdom. – 1976年 最終裁決。 但英國
要以⾃⼰國家滅亡嘅權利黎交換。 英國
皇室.正呀.浦台島.建功立業.獅⼦開⼤⼝
1952代表法律已忍夠苛索.取締時候已經
到.列強入侵(⾜球)都作得出.救⽣圈1.唔
比⽤.Not enchanted him(伊塊國旗).你
⽤黎訂雅閣權⼒.⽔浸2.香港有⼼⽔嘅港
⼝.倫敦.地契3.所有地盡歸雅閣所擁有，
再比番弗⼠囉.咁就為之香港啦。話明和
⾈共濟丫嘛.伊個皇位⼀個⼈擁有.英國
梁.雅閣.咁我收左啦.耶和華親⽿做證.雅
閣法律都唔驚就Court of 天.這地⽅取名.
同上次⼀樣.雅閣.交左比稅務局.庫房⽔
浸. – 1990.
https://goo.gl/maps/ma8eWvkMss8ZeC
cB8 -civ -R001 1990 沙⽥.中環.冇法治
-20201160957.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
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已改名
弗⼠。John de 12 Apostles. 雅閣.

國旗 (香港) – 英旗

https://archive.org/details/20
190725_20190725_0542 (香
港法例)
https://archive.org/details/20
190905_20190905_1557 (香
港法例)
https://archive.org/details/20
191209_20191209_2241 (香
港法例)

香港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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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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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旗 (香港) – 英旗
The 3Com 3c5x9 family of network
controllers . – Ethernet. –
213720191231.
w3c – 網上都係三司⼗三局管。 – 最⾼
法庭⽰. 1991年.
– 232520191231.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
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Authority 監管部⾨

三司⼗三局

Foretold 係聖經⼀早預料會有
Revelation病毒⼤入侵事件發⽣，於是
天主教關⼤⾨唔再救⼈，伊個附合⼤部
份⼈對天主教的期望。冇錯，神嘅教世
(≠救世，作嗰個⾃⼰救飽佢)係唔應該受
苦，美國聯合國倫敦加拿⼤這等⼩⼈⽤
救世嘅名義搶奪神權，名同地約，以病
毒的名義製作叛令攻擊埃及，於神之下
嘅國家希臘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意式列，英國The Great
Britain，東南亞Prince Jacobe Land，
及鄰國中國，影响神管理的法治
(Common LAW System)及宗教
(Religion)，是罪該萬死的罪⾏。Reveal
to 聯合國已過半年，在明知雅閣是The
Lord Your God並要於本代(第14代)登位
的情況下謀殺及謀奪雅閣，英國國王雅
閣，⼯務.當局.香港皇家雅閣，並由上帝
作決定的資產，史稱末代⾰命，導致⼤
幅度結算所有罪⾏，以及火化⼤量正本
與副本，無可否認Foretold預⾔所說的
時代已差不多完結，聖經已得到證實。
天主教不再接受新來者。 –
20203219522

有⼀樣野要⼤家明⽩，神做左很多事令
戰禍唔會來，以叛令攻擊的⼈本應⽤利
器，神之前的兩個世紀是萬有Mah的年
代，萬有的年代是⽤奴隸制，你⼀出世
已要接受改過課程Reprieve program，
係奴隸制好⼈⽣活比沒有奴隸制良好，
⽤奴隸制的⽬的是要改造壞⼈，這是⼀
⽣的訓練。萬有Mah，神God，基督
God的關係是從屬的。冇左天主教就只
能⾏奴隸制，皇室係天主教下⾯，或者
⿑喻下⾯，所謂中國即係漢嘅國⼟。創
世紀，⼀代⼜⼀代出世的例⼦⼩，神⼗
四代的例⼦可以稱為復活，由於要出世
的⼈很多，我們沒法編配位置，請往
thin暫住(70ad, 冒認神的⾼鋒期)。要出
世的⼈無法Reprieve就要被取代，想在
咁嘅環境壓榨其他要Reprieve的⼈的珍
貴資源(70ad 1 : 0.003 2020ad)，這要
其它末Reprieve⼈仕配合。犯罪是否⼀
定需要改過-SirMiriam，上⼀代浪費的
資源本⾝唔應該由下⼀代承擔(1:0.003
你班⼈還笑得出)，所以結算係需要，創
世紀和新世紀是需要做過分隔。為期
4502年的創世紀亦已完結。新世紀 1，
我地冇米飯救你地，請⾃⼰⼩⼼，整爛
野要賠架，Reprieve亦要繼續，成⼈式
會安排，新世紀代表更多的⽣命會出
世，⽽我地亦要更⼩⼼。 – 雅閣

Foretold

Holy Bible

And the beginning of his kingdom was
Babel, and Erech, and Accad, and
Calneh, in the land of Shinar - Genesis
10:10

Gentiles divided in their lands; every
one after his tongue, after their families,
in their nations. - Genesis 10:5

Thou shalt not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thy God in vain: for the Lord will
not hold him guiltless that taketh his
name in vain. - Exodus 20:7

O Lord God of Israel, thou art
righteous; for we remain yet escaped,
as it is this day: behold, we are before
thee in our trespasses; for we cannot
stand before thee because of this. -
Ezra 10:15

Let us hold fast the profession of our
faith without wavering; for he is faithful
that promised; - Hebrews 10:23

Seeing then that we have a great high
priest, that is passed into the heavens,
Jesus the Son of God, let us hold fast
our profession. - Hebrews 4:14

Whoever destroys a soul [of Israel], it is
considered as if he destroyed an entire
world. And whoever saves a life of
Israel, it is considered as if he saved an
entire world. - Talmud 4:9

Holy Bible

怪獸公司(TVB與ATV, 港⼤新醫學双蛇
杖的兩條蛇，另該釘為Lucy，翼為掏⾦
⼈⽤的翼(右⾯))

露⻄（英语：Lucy）是⼀具发现于东非
的古⼈类化 . – 2020351208 Now 332新
聞台
. 港⼤新醫學和考古學的Lucy為何有關
連。
. 香港點會無錢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香港冇錢廣播有限公司(1967) 破產令[]
(1994) .
香港天线有限公司(1973)，简称香港天
线。香港⽰.黐线，你冇營運執照[].1967
年暴動當時開始凍結廣播通訊組織
(Radio Broadcast)時間延⻑⾄1993年.
1.78. 。
香港寬頻 Hkbn 香港癡線有限公司先係
第1台呀，香港寬頻。 #麗的電視台

怪獸公司

.伊道係無⼈島，香港禁賭。

Newsman3

禁制令 (2019) 禁制令 (2019) 禁制令
(2019) 蘋果員⼯ .LAW of Britain - 10:01
2019-9-20 禁制令 #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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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天主教 神即萬
物。伊道係無⼈島，香港禁賭。 . –
2020351949 .No one gamble. CAP.132
遊樂場地規例 任何⼈不得攻擊Keeper。
NO HAWKING. 任何機構皆冇權稱其擁
有任何業權。vice versa. – 法律 – 15:42
2019年8⽉29⽇ You are not allowed to
claim to own anything you dont own. –
LAW – 160320191127.

禁制令 (2019)

Holy Bible Holy Bible Old Testament
Genesis Exodus Leviticus Numbers
Deuteronomy Joshua Judges Ruth 1
Samuel 2 Samuel 1 Kings 2 Kings 1
Chronicles 2 Chronicles Ezra
Nehemiah Esther Job Psalms Proverbs
Ecclesiastes Song of Solomon Isaiah
Jeremiah Lamentations Ezekiel Daniel
Hosea Joel Amos Obadiah Jonah
Micah Nahum Habakkuk Zephaniah
Haggai Zechariah Malachi New
Testament Matthew Mark Luke John
Acts Romans 1 Corinthians 2
Corinthians Galatians Ephesians
Philippians Colossians 1 Thessalonians
2 Thessalonians 1 Timothy 2 Timothy
Titus Philemon Hebrews James 1 Peter
2 Peter 1 John 2 John 3 John Jude
Revelation
 

The Lord Your God is the sole owner of
Holy Bible. - UOM.

Holy Bible

Sinester mode | |1/2 |1/4 天主 彿 道 儒
家 迷信 道場(拳) 地獄 火化 豐葬 火葬
巨輪(死左唔會復活) 輪迴(死左會復活兩
三次) 沙憎(死左會變成灰盡) 蠱術(死左
會風化) 永恒(死左會消失) 毀滅(所有野
終會毀滅) 寂寞(所有野都等待結束) 了結
(。冇野值得講) 符化(Direct signal. none
你接觸嘅已經唔係普通野) ⿁術(⼈會腐
化).
.
Christianity Buddism Daoism
Confucianism Illegal Gambling Hell
Inferno Funerial Wars Wheel Well Ash
Evil Frozen Doom Lost Crossing
Symbols Devil . – 2020321816 Sinester
mode.

Sinester mode ⼤過

2018 香港新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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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ERSON IS THE LORD YOUR
GOD All Rights Reserved. 梁逸駿.
Long we have all hope and faith we see
The Lord Your God. I cross a page we
he seen paragraph, May The Lord Your
God be blessed always.

⺭Ξ星曆（⼦曆⼆⼗五）.

QOC團⻑梁逸駿

Foretold 係聖經⼀早預料
會有Revelation病毒⼤入
侵事件發⽣，於是天主教

關⼤⾨唔再救⼈，伊個附合⼤部份⼈對
天主教的期望。冇錯，神嘅教世(≠救
世，作嗰個⾃⼰救飽佢)係唔應該受苦，
美國聯合國倫敦加拿⼤這等⼩⼈⽤救世
嘅名義搶奪神權，名同地約，以病毒的
名義製作叛令攻擊埃及，於神之下嘅國
家希臘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意式列，英國The Great
Britain，東南亞Prince Jacobe Land，
及鄰國中國，影响神管理的法治
(Common LAW System)及宗教
(Religion)，是罪該萬死的罪⾏。Reveal
to 聯合國已過半年，在明知雅閣是The
Lord Your God並要於本代(第14代)登位
的情況下謀殺及謀奪雅閣，英國國王雅
閣，⼯務.當局.香港皇家雅閣，並由上帝
作決定的資產，史稱末代⾰命，導致⼤
幅度結算所有罪⾏，以及火化⼤量正本
與副本，無可否認Foretold預⾔所說的
時代已差不多完結，聖經已得到證實。
天主教不再接受新來者。 –
20203219522 有⼀樣野要⼤家明⽩，神
做左很多事令戰禍唔會來，以叛令攻擊
的⼈本應⽤利器，神之前的兩個世紀是
萬有Mah的年代，萬有的年代是⽤奴隸
制，你⼀出世已要接受改過課程
Reprieve program，係奴隸制好⼈⽣活
比沒有奴隸制良好，⽤奴隸制的⽬的是
要改造壞⼈，這是⼀⽣的訓練。萬有
Mah，神God，基督God的關係是從屬
的。冇左天主教就只能⾏奴隸制，皇室
係天主教下⾯，或者⿑喻下⾯，所謂中
國即係漢嘅國⼟。創世紀，⼀代⼜⼀代
出世的例⼦⼩，神⼗四代的例⼦可以稱
為復活，由於要出世的⼈很多，我們沒
法編配位置，請往thin暫住(70ad, 冒認
神的⾼鋒期)。要出世的⼈無法Reprieve
就要被取代，想在咁嘅環境壓榨其他要
Reprieve的⼈的珍貴資源(70ad 1 :
0.003 2020ad)，這要其它末Reprieve⼈
仕配合。犯罪是否⼀定需要改過-
SirMiriam，上⼀代浪費的資源本⾝唔應
該由下⼀代承擔(1:0.003你班⼈還笑得
出)，所以結算係需要，創世紀和新世紀
是需要做過分隔。為期4502年的創世紀
亦已完結。新世紀 1，我地冇米飯救你
地，請⾃⼰⼩⼼，整爛野要賠架，
Reprieve亦要繼續，成⼈式會安排，新
世紀代表更多的⽣命會出世，⽽我地亦
要更⼩⼼。 – 雅閣 .
https://fanix.me/card/

查看我的完整個⼈檔案

關於我

This is JUDUS and TOWAR war. 正義
與邪惡。 這是正義和邪惡的戰爭。 –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in UN 22
May 2017 | 國際⼈權公約 –
International American right American
NOWAR.

正義與邪惡。正義和邪惡? (2017)

COPYRIGHT CAP.13 Copyright All
right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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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2018-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保留任何法律權利。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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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Guru Guru

114. K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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