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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IX.ME

THE BASE LIMIT 低要求

THE BASE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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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低要求 The Base Limit 馬榮
Sir Marwin

(c) JUSTICE 理 Marwin (sir).

MANKIND 萬民

萬民 Mankind
忠於JUSTICE。
– Mansfen (sir) RN of Britain

MAN 人類

人類Man
凡不知者免死，否則去死。
– Fainx (sir) LE of Britain

MA 馬家

馬家 Ma
不得以言入罪，所有野跟從法規。
– MARO Lord Jesus

FAIL 凡機司

凡機司 (s15 40億地球年前) (79) .All form of
governing power on Erith must be by 4201.(衫
皇室) 凡機司

EGYPT 埃及

擺隻鷹係道咪得囉 唔準行入黎 死嘅行出去
我地辦喪事 - 埃及國旗 . - 2020441626

RULES 萬有律法

RULES 萬有律法 萬有(Mah) 一切相當於古
代嘅稱都屬於我地。法治之區不容入侵。損
毀者需賠償50(倍)(註:Percent係1750ad時期
用黎過骨)。不准入侵我嘅地方。(SIR我嘅,
雅閣)不准侵吞公用地方。不准使用他人勢
力。不得作反。如遭檢控，判死。|||. –
20201141531
萬有律法 RULES

REPRIEVE PROGRAM 解釋

Reprieve program – 解釋, brief program to
explain your doings.
你已不再是衫人類. All Reprieve program
failed，11人.
根據JUSTICE所有參與創世紀EST4506…已
損毀，襲擊者
I OATH BROKEN

SINESTER 大過

大過 Sinester mode 小過 SIN 爆左sincester
mode即係reprieve program失敗。三次機會
係華家定。| 1/2| 1/4| ; 態度係雙方嘅。
-2000ad 天主 彿 道 儒家 迷信 道場(拳) . SIN
EST ER HK. 大過.

SLAVE 主僕合約

[][] 主僕合約You live on my land – Egypt

GREECE 雅典

[] Your entire life span (even ten thousands,
million years) are belonged to civilization.
Your life come from it … But if you thin the
civilization blonged to you, thats a crime …
Everything Equal. comes from a sense 民主自
由 of DEATHWILL. – Greece 𥞁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神雅閣，大鷹，骰仔，格
蘭大，伊斯闌，摩西，華家，耶穌，耶穌
父，聖母，青衣，洗者，大砲Lady Grace，
永恒Lady Trace，十二聖徒，聖約翰洗者，
Trace媽，TraceMom，Track，Ginger，古約
JUSTICE權力深思，馬榮，齊喻，萬食飯，
寶系，簽約方埃及，Mah是排在之上的，
Shima，深水(北韓)，老子，伊斯蘭。- 𥞁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GOD 神即萬物

神即萬物。 – 天主教 ，寡頭壟斷，優柔寡
斷，斷章取義，星界的斷章。

JUSTICE 法治

「法治」是指一些基本法律原則，這些原則
– 香港的法律制度
https://www.doj.gov.hk/chi/leg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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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之下人人平等，人人是指普通人口，而
非官員或皇室，法治是皇室的管治。 – 法律
16:29 2019年4月19日

BLASEMPHY 褻瀆神靈

CAP.6 眾神規條 凡抵毀神族必遭殺害。
CAP.11 十誡法例 凡違反十誡者可被定罪。
CAP.11 褻瀆神靈 凡向神宣戰永死不赦。神
即萬物 天主教≠葬禮。

TEN COMMANDMENTS 十誡

Exodus 20:1

I am the Lord thy God, which have
brought thee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bondage. Thou shalt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Thou shalt not make unto thee any graven
image, or any likeness of any thing that is
in heaven above, or that is in the earth
beneath, or that is in the water under the
earth:
thou shalt not bow down thyself to them,
nor serve them: for I the Lord thy God am
a jealous God, visiting the iniquity of the
fathers upon the children unto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 of them that hate me;
and showing mercy unto thousands of
them that love me, and keep my
comma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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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ember the sabbath day, to keep it holy.
Six days shalt thou labor, and do all thy
work: but the seventh day is the sabbath of
the Lord thy God: in it thou shalt not do
any work, thou, nor thy son, nor thy
daughter, thy manservant, nor thy
maidservant, nor thy cattle, nor thy
stranger that is within thy gates: for in six
days the Lord made heaven and earth, the
sea, and all that in them is, and rested the
seventh day: wherefore the Lord blessed
the sabbath day, and hallowed it.
Honor thy father and thy mother: that thy
days may be long upon the land which the
Lord thy God giveth thee.
Thou shalt not kill.
Thou shalt not commit adultery.
Thou shalt not steal.
Thou shalt not bear false witness against
thy neighbor.
Thou shalt not covet thy neighbor’s house,
thou shalt not covet thy neighbor’s wife,
nor his manservant, nor his maidservant,
nor his ox, nor his ass, nor any thing that is
thy neighb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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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 – .To empaify glory of The Lord Your God
(20ad) .榮耀神。 – 法律 – 21:03 2019年8月
24日 圖上:美國911。 – 21:03 2019年8月24日
.
(c) The Lord Your God (20ad).

FORET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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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救世者) 與
Salvation(救世，作嗰個自己救飽佢)在於神
一開始就係救世者。 Salvage本身在於加拿
大人搶劫，故稱Salvage.ion ^加拿大國會。 .
– 2020341851 海盜扮咩人救世(釀葡萄酒)
救世.Kill all Trespass完畢. – 2020371921

BRITISH (HONG KONG) LAW 香
港法例

LexisNexis

British (Hong Kong) Law 香港法例 –
FANIX.ME嗰份香港法例係為左流存一份由
終審庭出面隻像.工務.當局.香港皇家雅
閣.LAW of Britain.The Lord Your God.上帝.
法律.1/2擁有人of British Law of 整個
Common LAW System.9成of地球所抄寫及只
可以由CAP.56 資格檢查 凡無許可証者皆不
可執行法例。有許可証及司法管轄權(香港:
律政司/法律)或 高法庭人仕才可司法。
CAP.6 通用規則 香港法例與英國法例皆可
用。 – 21:52 2019年8月30日 .

THE GREAT BRITAIN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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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001 皇室

英國皇室只得TN(Gods), RN(Royal)及
LE(King)。 70ad起 。 網上創世紀 ORIGIN
你要假女王唔好要天主教，假國Brittania。
救世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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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52 防治條例 不可跟蹤皇室。34個皇
室。[].查詢請向 高法庭。 – 20203251925
地球之法律 LAW，Common LAW system 一
致法例系統。法例禁止冒充。

(c)(c)(c)(c)(c) King 2020

ELIZABETH I 伊丽莎白一世

Queen Princess Elizabeth I . A tower of two
cities – 20202142158 (c) 和英明冇冇關系。
請不要冒認伊丽莎白一世 of 雙城記 審訊公
文 外交公文 ( 高) 倫敦橋. TN LE RN . –
20202142151 「那是 美好的時代，那是
糟糕的時代」（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 – 20202142154 。[] Bath
this so called winning person and send him to
head cut. – British Council. – 2020311622

PRINCESS DIANA (1936)

The Keeper 持旗手 (70ad起)
King Jacob the Greatest. (72ad)
House of Lords .de Speaker 最高 The Lord
Your God.

Diana 係 R001。.. – King Jacob of The Great
Britain
All Royal is dubbed by The Lord Your God.
Scotland 先係皇室 of Diana.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 – 2020319639

BRITISH COUNCIL 英國政府

British Council . No News is Good News. –
20202150053

ROYAL MALL 英國禮品部

英國禮品部的出版品護照的圖像上方為英國

禮品部(Royal Mall)，紅色底指示為喇沙中
學(原為喇沙書院)運動場，英國公屋聯會
House of Common本身是有惡意目的
BadWill，對英國國王雅閣指示為.[-筲箕灣
站-].便當 .便便.Petit DISGRACE 唔準 | []
JACOB | 灣仔站 銅鑼灣站 | 舊嘅護照(1973)
出境用變成(2018)禮品是因為House of
Common英國公屋聯會2015, 2016對英國國
王雅閣的謀殺。使用禮品出境是不合法。工

幹如果你用英國禮品部的護照，其合約有可

能無效。

GOVERNMENT 官員

律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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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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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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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IGH COURT 高法庭

Hong Kong 法庭 高法庭 JUSTICE 理 英國
The Great Britain Court of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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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ION GP 裁判官

585, LexisNexis 585, 律政司 Companion
.Magistrate (Court of London) –
161520191022

Magistrate.Wellcome to Ultima Online, This is
GP, companion of Ultima Online to assist you.
Can I Help Thee? – 2003 065220191021.歡欣
來地終極創世者，伊個係1蚊美金, 裁判官於
終極審訊者，現提供服務，你要什麼幫助?
– 054320191021 Companion 裁判官

LONDON JAIL 倫敦廳

London JAIL JAIL Headmaster 雅閣 London
JAIL, London Tower and London Water –
King Jacob of Britain . – 20202150023 (c) 倫
敦廳 , 倫敦橋, 利賓納 倫敦水 ABC Bank. (c)
CAP.162 英國 由皇家擁有。但凡向英國國
王雅閣，倫敦廳 JAIL Headmaster以任何形
式戰爭皆為罪犯，一經定罪(簡易程序)，可
被判處死刑。 – Court of Ada
– 2020391015

COMMON LAW SYSTEM 一致法例
系統

香港 工務 – 香港皇家雅閣
美國 OBEY GOD 雅閣

地球之法律 LAW，Common LAW system 一
致法例系統。法例禁止冒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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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港口規定(1954年)，必須根據香港法
例.7003字 。另根據基本法(1997年)，基本
上按照香港法例。 – 18:33 2019年9月1日 任
何地方嘅美國或聯合國必須按照美國憲法
(1852年)。 – 港口規定(1954年) , 基本法
(199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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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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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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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E JACOBE LAND 東南亞
(1503AD)

CAP.162 東南亞
雅閣屬地，必須許可方可進入。
– https://fanix.me/2019/07/13/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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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東南亞(.Prince Jacobe Land)，香港，澳門，
日本，印尼，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台
落台楷 灣 你早就有罪，及菲律賓。 – 05:11
2019年8月20日
.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 Wikipedia.
《環遊世界八十天》是由法國作家朱爾·凡爾
納所寫的古典冒險小說，於1873年出版。
注意：每間 出版社的故事版本可能有不同
之處。 – 22:38 2019年7月12日

東方之珠 香港 (1954)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天主教 .香港
皇家雅閣 – 14:46 2019年8月10日 .美國白宮
(造反者) .香港警察 (間諜，非政府團體) .美
國空軍 .LiberiIllegalty .FrILLEGALeedom
.Democratic伊個冇唔合法喎，咁成交啦 東
方之珠 香港 (港口規定)，必須根據香港法
例.7003字 – 14:49 2019年8月10日 CAP.1 公
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
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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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RTHKcityforum/po
sts/10891212812799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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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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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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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TISH (HONG KONG) COLONY
香港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雅典

.Christianity 天主教 .Prince Jacobe 出世啦
1979年8月14日 - 15:01 2019年8月10日.MTR
.天星(星矢，聲此 1992 天星碼頭 星天 .聲明
此屬地屬梁逸駿一有所(Prince Jacobe)有，
不得偷竊，如有違例，一經拒捕，可捕殺

[]。) - 15:03 2019年8月10日 .美國空軍 .香港
敗家警察 (已証實謀反，取諦中) .美國白宮
(滋事者) - 15:08 2019年8月10日 DIEU ET .
如發現有Treason - 15:10 2019年8月10日
info.gov(USGovernment).hk 不合法 - Prince
Jacob . - 15:12 2019年8月10日 . 香港1982年
國旗，旗的主體為舞獅，向馬百良致敬。 -
1982年，香港資料館。 - 13:09 2019年6月25
日

BRITISH (HONG KONG) COLONY
香港

旗英。 - LE, LAW OF Britain, Shima - 06:29
2019年8月13日 (1990 沙田.中環.冇法治) -
06:44 2019年8月13日 香港，布吉島，What
is 1997 主權移交? - 法律.工務.當局.香港皇
家雅閣 - 06:50 2019年8月13日 CAP.1 公文規
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
1990 沙田.中環.冇法治代表(美軍入侵:一國
兩制*戰爭條款* .你敢用荔園扔我嘅權力，
關閉荔園 1992 .你敢用深水埗黎偽造深水港
黎扼中環特權，我廢左中環，香港站 1993 .
冇法治，死開 - 15:36 2019年8月10日.布吉
島 .你企圖搶我嘅法定地位，所以我沒你權
力，香港警察。 - 13:44 2019年8月15日 .天
主教嘅領土不容侵犯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
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 16:01
2019年8月10日 .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
特，別行政，區 1990 沙田.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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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後都冇
立過法。 - 11:12 2019年6月9日 Flag of Hong
Kong (1959-1997). Close Up.

HONG KONG 香港特別行政區

Flag of Hong Kong officially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utonomous territory on
the southern coas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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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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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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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5枚鋼筆葉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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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法庭. 終皇
帝.黃佩琪.梁逸駿太平紳士.法律.天马座, 你
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 聖經, 私
呎, 法治之下人人平等,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
萬務都有定時，天下萬物都有其道(軌蹟)要
行走。
2. .胡杏兒.老子.道德經.海倫當.海歸.海信.龍
翔道, 所有一切在於態度。
3. .黃子華.劉備 is Lord Jesus.耶穌基督.聖經
新約, 所有的真真確確才令人至信。
4. .Alex Kwok is John the Baptist.聖約翰洗者,
真假始終要分。
5. .耶和華，所有的真和假都有其真正含意 –
公呎, 天主教, 耶和華
– 12:01 2019年6月11日
周瑜張飛劉備孫權曹操 – 12:25 2019年6月11
日

MACAU 澳門特別行政區

Flag of Macau also spelled Macao,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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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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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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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三國人口表:
1. 胡杏兒.老子.道德經.海倫當.海歸.海信.龍
翔道, 所有一切在於態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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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法庭. 終皇
帝.黃佩琪.梁逸駿太平紳士.法律.天马座, 你
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 聖經, 私
呎, 法治之下人人平等,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
萬務都有定時，天下萬物都有其道(軌蹟)要
行走。
3. 新世界.李系.三兄弟.John.約翰福音 .所有
見死者都有傳統,.所有都要死於自然,.自然的
一切就是愛。
– 13:56 2019年6月11日

富商多因努力 of 多於1代。 – Shima – 17:01
2019年6月14日

Mark, 6:4 – But Jesus said unto them, A
prophet is not without honour, but in his own
country, and among his own kin, and in his
own house.

John, 6:8 – One of his disciples, Andrew,
Simon Peter‘s brother, saith unto him,

John, 6:29 –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that ye believe
on him whom he hath sent.

香港後政府時代(1997)

2004 飛龍在天 飛龍在天 – 要離開香港嘅犯
人唔該行快D。 (2002) – 01:14 2019年7月20
日 .
法(AA165，一級冒充法律)律之下人人平
(1989)等伊個道理將唔繼續存在，人地係
神，我地係人，你謀殺左佢咁多次始終要受
法律制裁。 龍翔道見證我地嘅健康，我地
係千禧代。 黎明of香港後政府時代(199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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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之下人人平等，人人是指普通人口，而
非官員或皇室，法治是皇室的管治。 – 法律
16:29 2019年4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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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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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ISLATURE 刊憲 (1970)

刊憲 – 使用政府部門的規舉建立立法文件 –
耶和華 1970ad。
刊憲通常早於法例定立 – 中學教材 1995
NOTE:偽冒的不是刊憲。 – 20:34 2019年8月
24日

HONG KONG POLICE 香港警察
(1936)

皇家飯 (1975)
.to be designated as criminals 香港警察. 公告.

BRITISH (HONG KONG) LAW 香
港法例

香港法例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CAP.1 聯合保護令1939
英國已遭到入侵，雅閣封城。
CAP.1 法庭規例
所有法庭皆已作廢。
CAP.1 法庭
所有法庭皆需由雅閣註冊。
CAP.1 Court Audience
All Courts must be registered.
CAP.1 禁止律司
任何法律事務皆禁止律司。
CAP.1 亂部處置
凡正常想法者處死加拿大任何人皆無罪. []
2014.
CAP.2 破產規則
在不明文的情況下不能命令別人破產。
CAP.3 戰鬥準備
所有人員皆有保護國家義務。
CAP.3 虛假聲名
不可以意圖勒索。
CAP.3 叛亂
有人暗殺。
CAP.3 謀反
一經定罪，判終身監禁。
CAP.3 死囚
無得原諒。
CAP.3 入侵
敵國士兵入侵。
CAP.4 合約
所有合約皆以英方樣式為準。
CAP.4 舒吉亞2020
死於自然，美國。
CAP.4 美國亡國1998
因過度借貸。
CAP.4 歐盟
神根條款所定，不准入侵。
CAP.4 BNO1994
Bit Scolarship Nation No Immunity.
CAP.4 Moasic agreement
All Browser must have permission.
CAP.4 Windows 1995
Bill Gates.
CAP.4 95Window系列
比爾蓋茨。
CAP.4 95Apple
Steve Jobs.
CAP.4 民事索償
任何民事索償必須由法庭判決。
CAP.5 和平條件
不得接受和平條件。
CAP.6 立法條件
除了雅閣不准立法。
CAP.6 眾神規條
凡抵毀神族必遭殺害。
CAP.6 通用規則
香港法例與英國法例皆可用。
CAP.6 大學
皇室之信任才可授權資格。
CAP.6 庭杖
所有人不服從庭杖判死。
CAP.8 見死者條例
凡見死者冇資格。
CAP.8 被通緝
問答無用，立即拘補。
CAP.8 學校
所有學校皆需由皇室擔保。
CAP.8 組織集會
凡超過152人需向警方許可。
CAP.8 入獄
如經一審無效需判處入獄。
CAP.8 軍方條款1942
凡美軍再行戰爭通緝。
CAP.8 神根公約1991
聯合國滅亡。
CAP.8 不生條約2020
英國國會永遠不是皇室。
CAP.11 萬比條約
任何不以條例宣誓者無權執行條約。
CAP.11 十誡法例
凡違反十誡者可被定罪。
CAP.11 褻瀆神靈
凡向神宣戰永死不赦。
CAP.11 瑞士賊仔公約
瑞士=賊仔，Babayetu.
CAP.11 和喇沙條約1998
向雅閣戰爭皆需要賠償。
CAP.11 血旺角賠償2019
凡操作2014旺角暴動需賠償。
CAP.11 全亡
殺死所有人，一個不留。
CAP.11 火化規劃
新出世嘅BB, 你大個左就要火化架啦知唔
知。
CAP.11 交戰準則
凡一開戰，所有死傷不得追究。
CAP.12 萬比條約2
不得以虛假作品定立法例。
CAP.13 文本規定
不得翻印。
CAP.13 Copyright
All right reserved.
CAP.17 約定條例
在法律時不可使用公文。
CAP.17 Thievery
Must deserve.
CAP.17 盜竊
一般人使用盜竊必須判監。
CAP.17 謀殺
殺人者死。
CAP.17 神
自稱為神者不是者立死。
CAP.17 聚眾搗亂
以一般平民形式冇權於香港集合。
CAP.17 軍火庫條約
凡非英軍許可禁止使用火炮。
CAP.17 烟火規定
禁止烟火。
CAP.17 間諜處罰
凡間諜於外國者不受條例保護。
CAP.17 簡易治罪
任何對公文之冒犯皆需判罪。
CAP.17 狗類
狗不得進入。
CAP.17 入境條例
不准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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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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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舊約地契
立即生效，全部取消。
CAP.17 地契
所有地球地契皆由FAINX(now.)授權英國進
行分配。
CAP.18 地鐵條件
凡根據附例所生效的條約皆不可作實。
CAP.18 空置稅
任何和稅有關者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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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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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文資格
任何對公文持有者之侵略行為皆會被處罰。
CAP.46 防止賄賂條例ICAC
任何不正當收取酬勞以作私營事業者可被檢
控。
CAP.49 田土廳條約
所有物業資料皆以田土廳登記資料為準。
CAP.52 防治條例
不可跟蹤皇室。
CAP.56 資格檢查
凡無許可証者皆不可執行法例。
CAP.63 襲擊條例
任何人向法例攻擊可致重罰。
CAP.64 物業條例
沒有政府人員准許不可要求售賣物業。
CAP.67 行業規例
從事政府工作不可與其他行業相比。
CAP.68 分手合約
公文權力等於LEGAL。
CAP.71 阻礙公務
但凡阻礙公務者皆需付全部責任。
CAP.72 中立條件
凡入侵他人者冇資格稱中立。
CAP.73 Illegal Document
Not in use.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CAP.73 非法組織
任何非正當人仕成立之組織皆為非法。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 終責任。
CAP.74 WAR PACT
ALL SURRENDER.
CAP.74 戰犯條約
任何國家收留戰犯可取消國家身份。
CAP.74 盧森(心)堡條約1912
凡德軍再行軍事活動滅國恢複為普魯士。
CAP.74 二戰國家
全部取消。
CAP.74 Self-Defence
All warmonger dealt with ideal force.
CAP.75 中英條約1963
如果有人用律司信恐嚇LEGAL，其律司資
格立即被當地 高法庭註銷。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
控制。
CAP.82 摧毀條約
摧毀任何一條法律條文者可判囚。
CAP.91 火藥條例
所有來歷不明之爆炸品禁止運往內地。
CAP.103 不成文規定
Balance由System1定，任何賠償皆用Balance
決定（公務）。
CAP.132 遊樂場地規例
任何人不得攻擊Keeper。
CAP.132 PLEASURE GROUNDS
REGULATION
People live well because Lot Keeper is in
Pleasure Ground.
CAP.132 地政條例
任何末經申請使用地主土地可被檢控。
CAP.162 官員條例
凡以條例操縱官員者可被判監。
CAP.162 漢屬
漢，中國，由齊喻擔任總理。
CAP.162 英國
由皇家擁有。
CAP.162 法國
由皇家擁有。
CAP.162 以色列
凡入侵以色列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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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閣
歐盟成員唯一，不得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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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165 計劃取消
因敗壞綱紀者必須離開政府。
CAP.165 取消稅務局條例
法律列明不可以搶奪管理人員之財產而又夾
硬搶奪故終被取消。
CAP.165 取消選舉委員會條例
法律定明使用偽造身份及罪犯不可參與選
舉。
CAP.165 取消所有裁判法院
裁判法院偽造法例控告礻Ξ皇室及英國是不
為法例所接受。
CAP.286 工務員條例
凡合約於政府者皆不可從事非法工作。
CAP.286 防治條例
香港警隊已無可求情理由被強迫解散。
CAP.286 Deco Act.
Hong Kong War Patrol die in vain.
CAP.286 廢除稅務局條例
因香港法例不能接受稅務局所以其必須廢
除。
CAP.286 廢除教育局條例
因已涉及謀殺港督成立。
CAP.286 廢除證監會
因一開始就是勒索機構。
CAP.286 廢除差餉物業估價署決定
林鄭月娥落的。
CAP.286 廢除食物環境衛生署條例
因香港法例不能接受食物環境衛生署故必須
廢除。
CAP.286 廢除民政署
因謀權篡位。
CAP.286 廢除裁判法院條例
因英國法例及香港法例皆不能接受。

FANIX.ME嗰份香港法例係為左流存一份由
終審庭出面隻像.工務.當局.香港皇家雅
閣.LAW of Britain.The Lord Your God.上帝.
法律.1/2擁有人of British Law of 整個
Common LAW System.9成of地球所抄寫及只
可以由CAP.56 資格檢查 凡無許可証者皆不
可執行法例。有許可証及司法管轄權(香港:
律政司/法律)或 高法庭人仕才可司法。 –
21:52 2019年8月30日
.
(c) All Right Reserved.
(c) fanix.me 2018-2019.

AMERICAN CONSTITUTION 美國
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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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CC 政府採用 (1979)

售後服務條約1990(Moasic, Microsoft have
no as is right for user, and gcc)訂明，所有售
後條款作廢，無一豁免，貨品既已售出就永
不退換何來有版碎(政府抽嘅稅項) – 高等法
院 1987年，所有瀏覽器，包括Window嗰
個，都要納入Moasic同埋gcc(Government
Standard, Govorment 美國政 府 read, 後面嗰
個即是American Standard, 即係你美國政 府
read唔係我香港政府read – 1990)嘅規管。所
以擅自更改DNS(1.2.3.4)或Domain name都屬
觸犯盜竊條例 (CAP.17 Thievery Must
deserve.)。 – PNETS

LOT KEEPER 公文規定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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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132 遊樂場地規例 任何人不得攻擊
Keeper。

LAND 屬地 (20AD)

屬地(20ad).有一點要留意是，有30%人口是
聖經中.Exodus.環境 鳥進化 衫人口，另一點
要留意的是，一般文明(Civilization)有分次
序(Priority)，於東南亞(.Prince Jacobe
Land)，香港，澳門，日本，印尼，新加
坡，泰國，馬來西亞， 後先排到台 落台
楷 灣 你早就有罪 .The land of Prince Jacobe,
criminals from Malaysia and Singaport,
unsattled and need to be sattled this life, kill if
treason (soul).，及菲律賓 .The land of Prince
Jacobe to store unlawful criminals who
decended from last life with crime unsattled,
and lost reprieve (as normal person) chance.。
你係街見嘅係 .Exodus.環境 鳥進化 衫人
口。 – 20:46 2019年8月19日

LOT 地契

now.，LAW of Britain，漢高 （中國 …）
Keeper – Oathed Land Owner. At pleasure
ground means under System 1 is the First who
is 梁逸駿 (111) At the first place who is 梁逸
駿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Your God dubbed
the lot to keeper. 唔係夾硬搶。Project
Sequence Evaculation. 創世時期之地契一般
於2042年到期，所以冇可能有999年樓契嘅
樓，除左夾硬尼之外。 2042年之後之樓契
是根據地契是否能夠續期而定，或地契是否
還有效而定。.

CAP.17 舊約地契
立即生效，全部取消。
CAP.17 地契
所有地球地契皆由FAINX(now.)授權英國進
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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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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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例禁止冒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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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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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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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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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6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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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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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S MEMBER COMMITTEE 立法
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飯
盒會 .垃圾埇 .四人幫 – 13:40 2019年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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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5-2 特 區首長 ≠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
20:08 201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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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OBE DECIDED 聯合國安理會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簡稱聯合國安理會或者

安理會，英文：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 理會 .Care 安 .The Lord Your God. |
安理會 .Jacobe decided - 20:05 2019922.

ABC BANK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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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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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联盟 (1991) 歐盟 鳥葬 雅
閣 雅閣國旗.

欧洲联盟 (1991) 歐盟 鳥葬 雅閣 雅閣國旗.
中華母后同雅閣成員守住伊個地方。

King Jacob de Royal, 雅閣成員 12粒歐盟國
旗上的星 順次序為英國國王雅閣
(Tradition)，沙士嚴雞腸(Virus)，漢光
JosephYu(理據)，海天總督Telix(字), 雅閣副
(美國)，本子Alvin(邪)，哥倫布4G(開發), 拿
破崙番永強(地圖Lot), 麻省總督AuYeung(香
港), 弟子規吳子鋒漢光(對答), 唐Sir(儒家),
郭Sir(12聖徒). – 道教 BNO雜誌 CAP.4
BNO1994 Bit Scolarship Nation No Immunity.
.雅閣成員是歐盟國旗的守護象。歐盟國旗
的底色是中華母后。QOC.[][][][].中華母后
同雅閣成員守住伊個地方。

F5G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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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理事会主席

欧洲联盟 (1991)
欠債連盟.MARVEL. 佔大英帝國領土，即英
國到意大利整片總數人口3成。All Crime
Last – 1832。以偽造神根鎮(.LaSalleCollege,
Kowloontong, Hong Kong)神根區冒充King
Jacob of The Great Britain, 工務.當局.香港皇
家雅閣, The Lord Your God的領土，皇室權
力而偽造出來的布歐歐洲欠債聯盟，屬於
(成立於1991年喇沙書院，徵收罸款的地
方。-輪米行 即中華母后)徵收罸款的地方，
由雅閣成員(歐盟國旗上的星)負責。

SA 風紀

LASALLITE-1994-1995
[][][].喇沙書院學生被惡意加上2743種叛
令，歐盟人仕，由於你自願成為其一份子，
你需付上全部責任。. – 20203231820. 歐盟
成員 鳥葬 雅閣成員 CAP.162 雅閣 歐盟成員
唯一，不得增減。

SA風紀
LaSalle 歐盟學習性
(浪費)Age of 幼年 歐盟校服/唔服
..
Legion of Enemy 歐盟城冇府合併(HOG,IHM
etc 合併到無)團契 1994
AWARD to House of Common 歐盟秩序
discipline 歐盟自律
Alternate歐盟童軍
WARatOnce歐盟十一歲(如無豁免)當成軍隊
PeterChiu歐盟童軍組長(等同食.哨.哂你啲
野)
Weapon of disarmery (Weapo of Mass
Destruction 的原本)歐盟負責
Disadvantage歐盟你一出世就唔同特別易比
人蝦
SA 歐盟風紀
Research an d Library 歐盟學習規舉
歐盟惡意待服風氣 2004
2473件以上

WOOD 邪教

Vatican: 西方宗教信仰(Westwood):DeathWill
重獲自由F.R.E.E.D.O.M., 美國毒販(virus and
.US), DeathWill民主Democratic(留文
WriteDeathWill)。 - 聖德肋撒: 天主教
(Christianity) 法庭(Court) . - .

PRISON OF ALL TREASONER OF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歐盟

What is AA345美國運通？由使用師徒制的終
身合約轉變到印製紙幣先使未來錢導致布偶

你好走 木偶被上帝破棄 – 木偶奇遇記 事件
的發生。布偶你好走Doll PARTS(FAILED)，
即歐盟, PRISON OF ALL TREASONER OF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地圖上
是大英帝國The Great Britain，歐洲, Europe
只是overlay。 東亞人與布偶人(歐洲人)。
EAST and WEST. 新人類.
https://fanix.me/card/
https://twitter.com/lycj_1979/status/124378691
0863994881

LAND LOT 樓契

Land Lot 樓契
[].Land Lot is authorative status of
Owner(LotOwner比你) own the flat, without
cause only reason to take away this authorative
is LAW. ..5304字. ..It is only the first signed
has power to alternate the flat status, other
signed means they are 陪襯 (20ad) ..20字.. To
reassign first signed it is violate law to adjust
anything from 樓契 in LEGAL. ..6404字..
.viable offense to be revoke legal and in
prisonment over 1000 years per attempt. .7004
字 – 15:42 2019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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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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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Property
電腦 .Personal Belong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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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A 簽證

VISA 簽證代表國家容許你進入，於指定的
時間，城市，人名。
一級冒充VISA:V isA
VISA 萬事達卡 (1972) .
免簽證 . – 20203162341

WRIT 令狀

Writ 令狀 由法庭發出的書面命令，飭令該
命令所發給的人作出或停也作出某特定的行

為。令狀可於以下情況發出:原訴某宗訴訟
時(傳訴令狀)(《高等法院規則》(第4A章)第
6號命令第1條規則)、在法律程序過程中(臨
時令狀)、或在終局判決後(執行令)(第45號
命令第14條規則)。 - 1059, LexisNexis - 9:53
2019年9月7日

LEGEND PROGRAMMER

SC 庭杖 太平紳士

. . OUHK. 30. - 2:36 2019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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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7 2019年6月6日 育才三
十載 .Only Jacob 高飛創未來 .We Strife the
Nation ....

LAW 法律界

http://www.epochtimes.com/gb/19/11/21/n116
70134.htm
法律界只得Common LAW System的法律，
本人並無發表以上聲明。 – 香港皇家雅閣 –
102220191122.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
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法例禁止冒
充, 我從末授權任何法律學位。 – 法律 –
14102019113.

不承認 (1937)

英國國王雅閣不承認此人(英女王)。. –
22582020317 禁止冒認伊丽莎白一世 of 雙
城記 審訊公文 外交公文 ( 高) 倫敦橋.
.
新冠肺炎：英女王將遷往溫莎堡「避疫」. –
20203172303
https://hk.on.cc/hk/bkn/cnt/aeanews/20200317/
bkn-20200317030148795-
0317_00912_001.html

英國公民 (1937)

公共監獄，囚禁於社區之中。 – 1935年
英國公民 . – 20203171847 監 .
英國公共監獄受訪的市民People. .People
who are sent to Public Jail Ordered by Court of
London and 倫敦廳LondonJAIL
無國籍 .No Country Cares即係難民。
VISA 簽證代表國家容許你進入，於指定的
時間，城市，人名。
一級冒充VISA:V isA visa信用卡.
免簽證 . – 20203162341
應屬處女群賭護照 BC，EU一級護照 .EU
DEPORT。DEPORT means 叫人地國界驅逐
你。你唔能夠再度入境。BNO DEPORT.

天星 (1962)

.天星 .香港皇家雅閣屬地，不准進入本港除
非上述人仕同意。
(星矢，聲此 1992 天星碼頭 星天 .聲明此屬
地屬梁逸駿一人所(Prince Jacobe)有，不得
偷竊，如有違例，一經拒捕，可捕殺[]。) –
15:03 2019年8月10日

皇家飯 (1975)

1975 皇家飯 .to be designated as criminals 香
港警察. 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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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廣東話 漢字(中文) 粵語 x蒙古語(收埋) 日本
語 地獄銘(一,朝得志, 遺(路不拾遺嘅遺)
陷.Trap) 揀體 叛令(處)
– 13:31 2019年7月23日 狗菜通例 (20ad) –
13:51 2019年7月23日 狗口生不出象牙
(72ad) – 15:24 2019年7月23日 好仔唔當差
(1978ad) – 15:25 2019年7月23日 肉黃(流黃.
沙)大帝 (39ad) 15:53 2019年7月23日

LEGISLATIVE 偽造 (1975)

[] Legislative 1975 .- LE Just Native to you so
you ask him LABOUR奴隸. 你House of
Common需付上偽造4522條普通法律
Common LAW System你寫成普通法WAR並
侵略雅閣領土的戰爭賠償。 CAP.6 立法條
件 除了雅閣不准立法。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不承認 (1979)

英國國王雅閣不承認 你從冇領洗.Baptize 英
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嗰道側門)及有關人仕，
及其任何一方出版物，包括所謂(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英國國王雅閣，工務.當
局.香港皇家雅閣。英國禮品部的出版品護
照的圖像上方為英國禮品部(Royal Mall)，
紅色底指示為喇沙中學運動場，BC，EU一
級護照 .EU DEPORT。DEPORT means 叫人
地國界驅逐你，埃及 中國 意式列 雅典 英國
香港 你的出生人口表是哪個。Devil’s
Membrane.Illegal. 只(1983)可能是之後的膺
品，抄自鐵甲盔香港1982年國旗。
fanix.me/card 舊嘅護照(1973)出境用變成
(2018)禮品是因為House of Common英國公
屋聯會2015, 2016對英國國王雅閣的謀殺。
使用禮品出境是不合法。工幹(工作假期)如
果你用英國禮品部的護照，其合約有可能無

效。Bread 居留權 (Right of Abode) .倫敦監獄
London JAIL. 居英權 .倫敦監獄 London JAIL.
但凡向英國國王雅閣，倫敦廳 JAIL
Headmaster以任何形式戰爭皆為罪犯，一經
定罪(簡易程序)，可被判處死刑。JAIL
Headmaster - 20203171258 Hong KongHong
Kong CAP.6 通用規則 香港法例與英國法例
皆可用。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
立公文，不准潛越。

香港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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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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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聯合聲明 (1984)
. – 20203181334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https://www.cmab.gov.hk/tc/issues/jd2.htm
.
工務.當局.香港皇家雅閣.英國國王雅閣冇簽
署過。#我冇見過 #1984
CAP.73 非法組織
任何非正當人仕成立之組織皆為非法。

三司十三局 (1991)

# 停止暴力，回歸理性. – 香港政府 .
2337201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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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E IN HONG KONG (1992)

.MADE IN HONG KONG (1992)

.香港皇家雅閣負擔生產。- 02:26 2019年6月
29日

AA735 CONGRESS (1992)

AA735 CONGRESS (1992) .To Steal
LawmakersCAP.11 十誡法例 凡違反十誡者
可被定罪。CAP.17 神 自稱為神者不是者立
死。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
是罪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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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opyright All right reserved.CAP.6 通用規則
香港法例與英國法例皆可用。CAP.6 立法條
件 除了雅閣不准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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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性 城市 .UNIVERSAL CITY
(1992)

國際性 城市 .Universal City – 1992 白宮 [] 要
求所有外地做野(公務機關)都可以係香港開
分舖(由美國負所有責任-[][]1992高等法院判
決) . – 225420191231.

小圈子選舉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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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IMA ONLINE 網上創商貿
.BUSINESS IN LORD

Taming Dragons - Britain Library Ultima
Online Ultima Online−The Dragon 神 Ultima
Online−The Dragon 龍 Ultima Online−The
Lord British 英國皇上 Engraved: Rest In
Peace - 28 Dec 2009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
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黑白龍2009

日落條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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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問題 (1998)

CAP.162 東南亞
雅閣屬地，必須許可方可進入。
.
1904 東南亞 .Prince Jacobe Land – 大英博物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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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 Wikipedia.
《環遊世界八十天》是由法國作家朱爾·凡爾
納所寫的古典冒險小說，於1873年出版。
注意：每間出版社的故事版本可能有不同之
處。 – 22:38 2019年7月12日
..
香港係渡頭東南亞邊可能唔係我架? – 法律.
雅閣 – 22:04 2019年7月12日
星加坡:馬來西亞1957作反, 菲律賓1942年
印尼 .Court of 天 澳門 MACAU .Myolie
日本 殿 殿下
– 22:06 2019年7月12日
THAILAND 泰國 – 雅閣’s 字。 .Numbers…
– 22:10 2019年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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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 . 美國入侵. – 22:07 2019年7月12日
What is 一國兩制? – 海信 22:43 2019年7月12
日 What is 南海問題? – 法律.香港皇家雅閣
23:39 2019年7月12日

高官問責制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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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法庭 (2003)

歐洲essential犯人，EurEssential處於最低生
活質素criminal DEATHWILL Die in peace.，
Essential Criminal of Essential Already. .。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
行。

逆權侵佔 (2004)

逆權侵佔（英文：adverse possession）係普
通法概念

逆權侵佔 (2004)
逆權侵佔（英文：adverse possession）係普
通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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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權運動(2019)
逆權運動(Hong Kong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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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

傳媒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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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ert 唔準 ary .(一級盜竊香港土地:…搶… .
根 據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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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間碟合約1974 所有和間諜相關者將被永久
追殺。地契 CAP.4 合約 所有合約皆以英方
樣式為準。 .約 (.WHITE HOUSE
COMMARADE WISH TO STEAL.6410字))

樓契 LAND LOT
地契 LOT

2004 Mass Med i. a .傳(一級盜竊香港土地)
死 – 05:02 2019年7月13日

NIN (2002, 911 CASE.)

nin – no I am not mankind 法例禁止冒充，唔
係人講野(包括Swear) 冇可能合法。 – 法律
– 12:21 2019年8月6日
NIN – ^台灣深圳居民(-免簽証)我地唔.[][][]
[]Deny british right of Hong Kong 做.we
betray you and sto (LAW OF BRITAIN) le 唔
準 iden唔準你憑咩英國皇室，台灣死囚65萬
匹以上.75字 – 03:45 2019年8月20日

台灣間諜(東南亞.Prince Jacobe Land)比例7
成。 – 法律 – 09:32 2019年8月19日
雞脾腳 (1991) .屏東街市 WANT TO STEAL
(LAW OF BRITAIN, THE LORD YOUR
GOD, 香港皇家雅閣, Shima, 富士) leg
cability。
東亞病夫(1983) .屏東街市 WANT TO
STEAL (LAW OF BRITAIN, THE LORD
YOUR GOD, Shima, 富士) Life 生命。-
09:31 2019年8月19日.
享受生活(2002) .屏東街市同香港皇家雅閣
(LAW OF BRITAIN, THE LORD YOUR
GOD, 富士殿)講^台灣深圳居民(-免簽証)我
地唔.[][][][]Deny british right of Hong Kong
做.we betray you and sto (LAW OF BRITAIN)
le 唔準 iden唔準你憑咩英國皇室，台灣死囚
65萬匹以上.75字 .你用你享受生活黎強奸我
嘅權利，按同理性屏台類不該享有永生權
利，死後靈魂(你知咩叫靈體啦可)必須火
化。 – 12:17 2019年8月19日 NIN案 美國 中
大 西九龍 加拿大

摔遮傘暴動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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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C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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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制令 (2019)

禁制令 (2019) 蘋果員工 .LAW of Britain -
10:01 2019-9-20 禁制令

美國貿易 (2019)

我雅閣宣怖美國永久處於緊急法(美國)的修
正(Donald Trump [] will kill you)的狀態內，
直至永遠，直至永恆。 - 03352019107

蒙面法 (2019)

第76日緊急法第78日蒙面法 第79日提款法
第1日美墨邊境 圍牆第2日緊急狀態 - 人造
草皮 無人島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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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法院七樓十三庭 (2019)

香港死囚以終審庭出面隻像之居所偽造高等

法院七樓(7樓沒有13個法庭)十三庭 .竟指住
終審庭出面隻像之居所(天水圍嘉湖山莊8座
7樓B室)的走廊。 - 17:10 2019年8月16日.

武漢肺炎 (2020)

賜鎮(香港)全劑 – 港大新醫學 ..

武漢肺炎
肺片(X光片 .Proof of evidence 嗰個人死於肺
炎或者肺癌.法例要求任何確診個案必須提
供肺片供政府參考否則當成一級謀殺或二級
謀殺。 – 1964年新加坡流感爆發導致150萬
人逃離家園事後證實香港大學作弊及要以其
校長袁世昌被斬開四截作被償(1968年康寧
案)
一般X光化驗中心每日只能處理7單照肺片
要求。(1998年.)
[][] 232間 – 衛生署.
[] 死亡登記好多話人就咁死左。
[] 肺炎要額外(肺片，醫院設施)證明。 – 葵
涌醫院 .
[][][] 這是一級謀殺。 – 20202202101

FACEBOOK敗訴 (2020)

Facebook敗訴 – 高法庭.示. 使用不恰當的
公文手段壓縮他國權益，偽造所謂對等關係
Against政府官員，已是天大的罪行.罪犯
Facebook於2016年以七十萬種Poison
Attempt.AA0924(Facebook稱之為懲罰^)，包
括用人整穿天水圍嘉湖山莊外牆並惡意植入
叛令意圖令本官身受重傷，是不可原諒的罪
行，由於犯人本身已是死囚(facebook7成員
工)，判死。.有一點要留意，梁逸駿.雅閣本
身無意用Facebook登位(UK House of Lords
The Speaker，London JAIL Jail Headmaster
獄長，聯合國安理會安理會，英國國王雅
閣，工務.當局.香港皇家雅閣，萬有Mah，
十誡完成 The Lord Your God，香港 三粒星
皇室 香港永久居民皇室，法官黃佩琪 高
法庭, Lord British of Ultima Online網上創世
紀)所有之間的損失應由Facebook負責，因
受害方Shima.LAW of Britain.Common LAW
System的法律冇必要為Facebook勒索其必需
於Facebook announce其官位以便其盜竊而作
出任何損失。

戰犯組織世衛 (2020)

The people of Wuhan 。這是世衛以軍事武器
(.Propaganda is WAR - 1979)傳言入侵香港，
英國及中國。世衛不是健康機構，世界貿易

衛生組織是戰犯組織。 - 香港.示 -
2020311037

流泯賭舫六 (2020)

此電玩遊戲的內容均屬虛構，遊戲中的歷史

設定並不代表或描繪任何實際的事件紀錄，

人物或實體。 Civilization VI Civil JAILED
United Nations Sid Meier's Civilization 文明帝
國 Civilization 文明(雅閣或中國即漢) Civ C4
Take-Two 生命冇Take2 .You are Jailed AA141
Charles 流泯賭舫六 文明帝國VI

伊道係無人島，香港禁賭。
(2020)

電玩凶你 (2020)

D9疫苗 (2020)

ELITE GAMING 電(腦病毒)競(賽) – 打機都
當成事業 。 病毒VIRUS(唔會攻擊美國.) 用
公文機關(或他人副本)掣造的攻擊人類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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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玩凶你 #電玩都叫工作
呀 電玩凶你 - 打機唔係工作，國家年代學
校唔可以包庇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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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UR奴役。Work工作
≠Labour強迫勞工。 #D9

港大新醫學 (1973, 2020)

這是對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港大醫生全體

的通緝令(AWARD .TO KILL - by THE HIGH
COURT) - 法律 - 03:08 2019年8月30日. #武
漢肺炎 #遺傳學 #他人財產 #遺產 #神学 #港
大新醫學 #你已經被驅捕啦因為打劫 #港大
革命 #雨傘運動 2014 #時代革命 2019 #黑衣
遊行 2019 #武漢短左 2020

DMCA 千禧美國死亡總統 (2020)

DMCA 千禧美國死亡總統
任何美國人及曾使用DMCA冒充十誡冇權再
提任何訴訟及使用十誡及著作權(著作權≠美
國監獄ETC4。)。https://fanix.me/wp-
content/uploads/2020/03/DMCA.pdf
#DMCA [][][][][][] . – 2020325257

新冠 (2020)

《滿江紅》岳飛 | 大紀元 怒髮衝冠，憑闌
處，瀟瀟雨歇。 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
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
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 -
20203251323 冠代表老人。七老八十。. 鳥
葬 死的儀式(台灣稱好運.Take Jacob Things
[][]) 鳥葬 火化 鳥葬 死亡 ，滿江紅最適宜
代表台灣風格。 1. 78. 新冠和天主教及R001
冇關。 - 法律.示 特朗普：決定停止將新冠
病毒名稱與中國關聯的做法 . - 20203251339

CORONAVIRUS PANDEMIC
(2020)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Coronavirus pandemic | Because it's fake. This
story is completely forge. - The High Court,
rule 72 1982, if any validation as news it must
be criminal act. - 2020462312 武漢肺炎，戒
嚴你重指責我做咩？違反戒嚴令？ 沙士肺
炎。時代革命。武漢打爛入閘機。N95口罩
有否違反蒙面法？NOTREAL(1990)-
Novel(1992)記緊，而家成間書局都係一部3
級著作叫NOTREAL，Unreal，NOTREAL即
係假啦。

MICROSOFTNETANTIVIRUS時代
暴動 (CORONAVIRUS, 2020)

#coronavirus #coronav 病毒出現冒充皇室網
上antivirus抗體。#copy left net anti virus
#c(insert a space)left(insert a space)net anti
virus. MicrosoftNetAntiVirus時代暴動。
ipfs://micorvirussoft.zil

蒙面法與N95口罩 (2020)

N95口罩有否違反蒙面法? #coronavirus

PEACE ACCORD 1942

No spy around the surroundings of other
countries.
No damaging and/or not respect other
government.
No declear wa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Peace accord 1942,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16國，唔包括日本。Swiss, USA,
Sweden .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Peace accord 1942, violated b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selves. 美國單方面毀約 – 18:55
2019年9月8日 CAP.8 軍方條款1942凡美軍
再行戰爭通緝。

香港法例
RE:ST-348/18食環冒用CAP132
Protection 法律保障 of Property 財物. –
Exodus22
Cases判決of Personal Injury傷人. – Exodus21
Social損害社會Responsibility的責任. –
Exodus22
東南亞
終法庭
終皇帝

香港前途談判
梗世代
Social contract of debian
高銀老細
甲由油
RATING
香港皇家雅閣
JIMMY
songbook 2
songbook 3
2019 六月四日
香港法A治
戒嚴
稱(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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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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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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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法庭.地平線.維他奶.神喻.
前後對稱.創世.送達.十誡.周瑜.瑜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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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LAW of
Britain, Shima, 根據LexisNexis, 535, 法官/正
義 Justice，我代表1.,2.,3. 法官,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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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匿獅Lion .History itself speak to Leung Yat
Chun Joseph JP MBS JUDGE – 17:29 2019年
7月12日

當局 – 香港皇家雅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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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BIBLE (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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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沙士 (F5G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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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ION OF MARY 中華母后 (天
主教)

聖母軍.中華母后.天主教唯一合法機關 - 天
主教, The Lord Your God - [][][]
10532019117 梵蒂岡不是天主教。 Legion of
Mary .中華母后, 5, The Official Handbook of
the Legion of Mary. – 12482019115 文明.中華
母后(QOC)即是聖母軍。. – 12482019115

PROSECUTOR 檢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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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MINALS 罪犯

☐美軍 ☐藝妓 ☐厚壓學 ☐大話精 ☐陀地 ☐
乞丐 ☐妓女 ☐漢奸 ☐狗 ☐間碟 ☐暴亂者 ☐
被通緝 ☐FAIL1 ☐FAIL2 ☐破產者 ☐戰爭者
☐曾入獄 ☐冒充政府官員 ☐冒充皇室 ☐冒
充法律 ☐冒充神 ☐潛越者 ☐家焚人 ☐美國
監獄 ☐黑社會 ☐搶劫者 ☐盜賊 ☐受刑者 ☐
重囚犯 ☐死囚 ☐逃犯
Criminals 罪犯

WARRANT 保證

Warrant 手令/保證 授權書或轉易書。 刑事
法 由官員(通常為法官或裁判官)發出的文
件，該文件可授權拘捕及審判某人...如未獲
得該等授權，則屬違法行為。...不得因簽發
手令或傳票的裁判官死亡或停任其職而無

效:... - 1048, LexisNexis 轉易書 -- 09:18 2019
年9月7日 What is Warrantcy .偷竊證明? -
09:21 2019年9月7日 2014 CY 轉易書 簽發
者:香港警察。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
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PROSTITUTION 賣淫

賣淫 Prostitution 由一人為報酬作回報，不
加區別地或...向另一人淫蕩的提供自己的身
體 : R v Li Kin Wai [1985] 1 HKC 249。它並
不局限在滿足普通的性慾望的行為上- 757,
LexisNexis 賣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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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icablenews/posts/11
4230451262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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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監獄死囚

大律師 鳥葬 大(家)樂律司 鳥葬 音律廚
.Chef of dead corpses – 18382019107 大(家)
樂音律廚 AA16130 美國運通.美國監獄死囚.

NOTE:美國運通即係美國監獄。 – 法律 –
14:48 2019年9月18日 .American Express
.American Express line for Prison.
美國運通 . 美國監獄 摩根大通 . 美國監獄 –
1950年起

戒嚴 – 香港

戒嚴 – 工務 – 香港皇家雅閣 11:03 2019年5
月19日 [] 13份
戒嚴 – 工務 – 香港皇家雅閣 10:51 2019年5
月27日 [] 15份

民主..Monorachy .君主制度 – 12:45 2019年5
月26日 君主立British Law(憲) – 12:46 2019
年5月26日 . 民主..Monorachy .君主制度全體
戒嚴。 – 12:47 2019年5月26日 ..
民主黨… -12:50 2019年5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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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I人員，公務員(.FBI, F.R.E.e.D.O.M – 中
譯: (犯罪聲明:AA彈鍾意做乜野就做乜野)
.DOM務員)，informant 間碟，需自行承
擔。如非工務。 – 08:07 2019年5月10日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 終責
任。

2019 香港公務員總工會.DOM務部 Ltd.:”歡
迎，感謝美國同德(.nin color 唔準 .67字)國
關注香港事務” 必定是間諜of香港。 – 10:23
2019年5月27日

由於香港警察全體謀反冒認香港皇家雅閣之
香港皇家^ 警察，雅閣.黃佩琪.終審庭出面
隻像宣佈香港永久(99年)戒嚴。[] 請向 高
法庭查詢。 – 11:13 2019年5月19日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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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啦 – 19:30 2019年5月28日 .If you without
legal permit, enter Hong Kong, please leave as
this is last advise for you to do so. 2009年5月
26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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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FATHER

OURFather, whoartinheaven,
hallowedbeThyname. Thykingdomcome.
Thywillbedoneonearthasitisinheaven.
Giveusthisdayourdailybreadand,
forgiveusourtrespassesasweforgivethosewhotre
spassagainst us.
Andleadusnotintotemptationbutdeliverusfrome
vil. Amen. |
PATER noster, qui es in caelis, sanctificetur
nomen tuum. Adveniat regnum tuum. Fiat
voluntas tua, sicut in caelo et in terra. Panem
nostrum quotidianum da nobis hodie, et dimitte
nobis debita nostra sicut et nos dimittimus
debitoribus nostris. Et ne nos inducas in
tentationem, sed libera nos a malo. Amen.

OUR FATHER 天主經 .FO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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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MUD 塔木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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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 (JASON JACOB, SH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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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是皇室的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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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之下人人平等，人人是指普通人口，而
非官員或皇室，法治是皇室的管治。 – 法律
16:29 2019年4月19日
凡公司(公務機關)冇可能是Civilization文
明。 – 17:17 201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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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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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之法律 LAW，Common LAW system 一
致法例系統。法例禁止冒充。

NOTE:Citizen 市民，香港係叫人口
(People)，兩個字底層都係平民 (Peasants)，
21:55 2019年4月26日. 美國叫公民，加拿大
都係公民 (Workers)，菲律賓是民眾
(Servants)。(Peasants)市民(Citizen)，公民
(Workers)，人口(People)，民眾(Servants)，
(Slaves)非人口(Outsiders)，囚犯(Criminal)，
重囚犯(Prisoners)，死囚(WANTED)。. –
21:56 2019年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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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MANKIND 衫人類

Mankind 衫人類 夏娃.核字減一劃
Exodus – 環境 ，動物人，鳥進化(星海，陸
空比你玩齊)，大部份國家Civilization都有之
工作人口。
Hosea – 瑞，海信，日本(7成)，意靈Holy
Spirit。被當成LA 會計Kosmos 妹註冊會
計。
Song of Solomon – 所有人的歌，天主教 .香
港，聖德肋撒，判決Judge的地方。
Lamentations 浪漫|戰爭(unitednations 20ad^ .
聯邦大打鬥場所 .三合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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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s – 中立國，香港，第四屆，大部份
處理公文工作的地方。
Ezekiel – 42，衫王，萬食飯.RN.萬彿.拉菲
爾，萬代Bandai。
.
Genesis Human (你HumanD啦好唔好
.reprieve program failed, continue?定而家死)
人口|華代
Genesis – 創世紀，末經許可落地球者，
THE BASE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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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低要求 The Base Limit 馬榮
Sir Marwin
Joel – 丿(讀將)Cen先。Jacob為Genesis的管
家。[](20ad, -132, 20份) – 09:48 2019年8月
19日
– 19:19 2019年7月31日

ALAH IS JEVOH(伊斯蘭教)

Alah is Jevoh. – 伊斯蘭教 (-134AD) – 伊事
欄.

伊斯蘭 & 天主

魔女宅(白宮)急變(緊急應變) - 15:10 2019年
8月6日 . the Lord Your God : dailybread. -
11:24 2019年8月6日 Islam : APE is the history
of Holy Bible – Genesis – 13:01 2019年8月5
日 BenjifixKin 周瑜. Because we want to nin
(no you are not mankind) your right to live. –
Christianity . - 11:31 nine-one-one 2001 2019
年8月6日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
立公文，不准潛越。nin - no I am not
mankind 唔係人講野(包括Swear) 冇可能合
法。 - 法律 - 12:21 2019年8月6日 CAP.1 公
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
越。

道德經(道教)

道德經原文譯法 – 雅閣.周瑜 老子.胡杏兒 莊
子.銀河便車指南作者

道德經 第一章  道教.神道

道可道（可以語言交流的道）， 
Do your worst..
非常道（非真正意義上的道）； 
Is not common ground.
名可名（可以明確定義的名）， 
Fight for your greatest treasure.
非常名（非真正意義上的名）。 
Is not forever ground (will destroy).
無名天地之始（天地在開始時並無名稱）， 
Everything have a start.
有名萬物之母（名只是為了萬物的歸屬）。 
Every name has a master.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因此常用無意識以發現
其奧妙）， 
Who think everything has potential to do the
worst.
常有欲以觀其徼（常用有意識以歸屬其範
圍）。 
Who always use magnified ground.
兩者同出異名（兩種思維模式同出自一個地
方但概念卻不相同）， 
So both speak in common step but different
ground.
同謂玄之又玄（這就是玄之又玄的玄關
竅）。 
And pretend as secret.
眾妙之門（它是打開一切奧妙的不二法
門）。 
Everything is all in the same..

七出之條.海倫

所有歷史演變 你載建議等於打劫英國皇室
所有蓄牲貪的話 屠有資格講權利的麼
所有敗類的押話語權的話 斬冇資格敗類講
乜王者
所有末合法謊言來討所有 火化共謀
所有或然 斬是所有不合法納言
所以祈禱唔可以要罰法輪功人生意 押拉到
合約呃人的話
所以賤民唔可以立據論述 屠押拉倒咪再冇
理 – 七出之條.海倫 . – 2020382135

傳道書(道教)

道教 – 天下萬物都有其道(軌蹟)要行走。..
傳 道 書 Ecclesiastes 第 1 章

第 1 章 道教.神道
1:1 在 耶 路 撒 冷 作 王 、 大 衛 的 兒 子 、
傳 道 者 的 言 語 。
1:2 傳 道 者 說 、 虛 空 的 虛 空 、 虛 空 的
虛 空 ． 凡 事 都 是 虛 空 。
1:3 人 一 切 的 勞 碌 、 就 是 他 在 日 光 之
下 的 勞 碌 、 有 甚 麼 益 處 呢 。
1:4 一 代 過 去 、 一 代 又 來 ． 地 卻 永 遠
長 存 。
1:5 日 頭 出 來 、 日 頭 落 下 、 急 歸 所 出
之 地 。
1:6 風 往 南 颳 、 又 向 北 轉 、 不 住 的 旋
轉 、 而 且 返 回 轉 行 原 道 。
1:7 江 河 都 往 海 裡 流 、 海 卻 不 滿 ． 江
河 從 何 處 流 、 仍 歸 還 何 處 ．
1:8 萬 事 令 人 厭 煩 〔 或 作 萬 物 滿 有 困
乏 〕 人 不 能 說 盡 ． 眼 看 、 看 不 飽 、
耳 聽 、 聽 不 足 。
1:9 已 有 的 事 、 後 必 再 有 ． 已 行 的 事
、 後 必 再 行 ． 日 光 之 下 並 無 新 事 。
1:10 豈 有 一 件 事 人 能 指 著 說 、 這 是
新 的 ． 那 知 、 在 我 們 以 前 的 世 代 、
早 已 有 了 。
1:11 已 過 的 世 代 、 無 人 記 念 、 將 來
的 世 代 、 後 來 的 人 也 不 記 念 。
1:12 我 傳 道 者 在 耶 路 撒 冷 作 過 以 色
列 的 王 。
1:13 我 專 心 用 智 慧 尋 求 查 究 天 下 所
作 的 一 切 事 、 乃 知   神 叫 世 人 所 經
練 的 、 是 極 重 的 勞 苦 。
1:14 我 見 日 光 之 下 所 作 的 一 切 事 、
都 是 虛 空 、 都 是 捕 風 。
1:15 彎 曲 的 不 能 變 直 ． 缺 少 的 不 能
足 數 。
1:16 我 心 裡 議 論 、 說 、 我 得 了 大 智
慧 、 勝 過 我 以 前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眾 人
． 而 且 我 心 中 多 經 歷 智 慧 、 和 知 識
的 事 。
1:17 我 又 專 心 察 明 智 慧 、 狂 妄 、 和
愚 昧 ． 乃 知 這 也 是 捕 風 。
1:18 因 為 多 有 智 慧 、 就 多 有 愁 煩 ．
加 增 知 識 的 、 就 加 增 憂 傷 。

PHUT(彿教)-創世紀10:6

And the sons of Ham; Cush, and Mizraim, and
Phut, and Canaan. – Genesis 10:6
Phut 彿教 (-135AD) (ad-AD = 452年).

THE LORD YOUR GOD

梁逸駿 (lycj)
https://fanix.me/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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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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礻你的名字 – HOLY THY

ALPHABET 文字(英文)

.
from now and onwards we screw you up.
(20ad) – Font
A ritual 就係整壞哂你D野當賠償。 – Arial
x新天主教 – Times New Roman
.
你嗰個係咩Font黎架?. – 0905 2019 20 2

ALPHABET 文字(英文)

Logo of a product (1992ad, Bill Gates) – Icon
Android 係 Image嘅。Apple 係Icon嘅。 –
0031 2019927 你唔同佢地買點 關門 整產品
用途(招牌)。 – 00332019927. .另24650032
件。

Script (Inno setup).
Script (aks)
Script (akp) .
Script (iss) . ..
Script (Test_UIScriptCommands).
Sceript – power shell
(c) – 2212 2019925 Total 40件，電腦，你見
到6件，JavaScript嗰件係Netscape嘅，關
門。文字，總共有432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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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 https://duckduckgo.com
.
(c) |-| 3D [ – ] 4D [you are dead] 5D [*] 6D . –
20203232351 pathway to inferno system.

COPYRIGHT DISCLAIMER

(c)(c)(c)(c)(c) King 2020

Copyright Disclaimer Under Section 107 of the
Copyright Act 1976, allowance is made for
“fair use” for purposes such as criticism,
comment, news reporting, teaching,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Fair use is a use
permitted by copyright statute that might
otherwise be infringing.
著作權 Copyright。 – 2020391816 CopyLeft .
偷野嘅工黨 版權 – 2020391817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2019, 2020 梁逸駿 Leung
Yat Chun Joseph (lycj, Fanix.me,
quickzipde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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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Hong Kong) Law  Home  Sequence 

歐盟成員 鳥葬 雅閣成員

贝理雅, Belarus, UKraine United Kingdombless the king. 大英帝國，大不列顛(Include India)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
立公文，不准潛越。- 10 April 2020 [][][][][].
由使用師徒制的終身合約轉變到印製紙幣先使未來錢導致布偶你好走 木偶被上帝破棄 – 木偶奇遇記 事件的發生。布偶你
好走Doll PARTS(FAILED)，即歐盟。地圖上是大英帝國The Great Britain，歐洲, Europe只是overlay。
鄰國，俄羅斯(RN’s), 意色列(包括土耳其在內，及下面土地, 埃及’s LE’s), 美國(Lincoln’s).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
公文，不准潛越。

12代表聖徒。
由使用師徒制的終身合約轉變到印製紙幣先使未來錢導致

布偶你好走 木偶被上帝破棄 – 木偶奇遇記 事件的發生。
布偶你好走Doll PARTS(FAILED)，即歐盟。地圖上是大英
帝國The Great Britain，歐洲, Europe只是overlay。 東亞人
與布偶人(歐洲人)。EAST and WEST. 新人類. 雅閣 新世
紀。

.歐洲人 (European wanna be)

.The Lord Your God .Spring Valley .Silcon Valley 1995
雅閣 旺旺黑白配 黑白配男仔女仔配 旺旺貨
旺角黑夜-2007 旺角(蒙古亡國1857ad) 33. UVERworld –
Fight for Liberty

In the nights, (Oh baby) delight

You and me, we could be, together forever

In the nights, delight

Baby (Baby) Baby (Oh woh) Yeah, yeah

In the nights (Yeah, yeah), delight

I found someone

I found my love in the night (In the nights, delight), In that dream with you girl

You’re the one I waited for

I dream, I dream, I dream, I dream, and you know

(Yeah yeah)

(Wooh ooh; yeah, yeah, yeah)

King Jacob de Royal 歐盟 Court of Ada
歐盟國家 |英國 西班牙 德國 |意大利 波蘭 盧森堡 |
葡萄牙 匈牙利 愛爾蘭 | 蘇格蘭 丹麥 法國 [][]
歐盟 鳥葬 雅閣 .雅閣成員是歐盟國旗的守護象。歐盟國旗的底色是中華母后。QOC.
CAP.4 歐盟 神根條款所定，不准入侵。CAP.8 神根公約1991 聯合國滅亡。CAP.162 雅閣 歐盟成員唯一，不得增減。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Mean

.雅閣成員是歐盟國旗的守護象。
歐盟國旗的底色是中華母后。QOC.

[][][][].中華母后同雅閣成員守住伊個地方。

Abraham Lincoln (Lincoln Memorial)

– 18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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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klin Hanse 雅子 以色列 .
Jeklin Helena 雅天妮 埃及Mah.老子 What is 法老王(犯人王八蛋) 60. CHA-LA HEAD CHA-LA
白兔牙 .Phantom of the Opera 111. Identity Crisis 110. Get Over 119. Guru Guru
白兔牙 Phantom of the Opera . . – 2020351725 (c)
Drama vs Opera – House of Common. – 20201261638 surface-duo

NO HAWKING.

神根區是指履行1985年盧森堡 神根鎮《神根公約》2 . – 202033000518 .LaSalleCollege
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转变成欧盟， . – 20203300523

King Jacob de Royal 歐盟 歐盟 鳥葬 雅閣 http://📙.la/

QOC團長梁逸駿 中華母后(聖母軍)

神根區是指履行1985年盧森堡 神根鎮《神根公約》2 . – 202033000518

.LaSalleCollege

申根公约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 – 20203300519

1992.On earth LaSalleCollege與聯合國we steal.

由5個歐洲共同體國家（西德、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在盧森堡的

一個小城市申根簽署。由於歐盟成立 . – 20203300520

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转变成欧盟， . – 20203300523

[][]布偶法-所有歐伊個歐字係1991年皆為盜竊King Jacob of The Great Britain

所得。 – 高法庭 2004年

.

欧洲联盟 (1991) .

欠債連盟.MARVEL. 佔大英帝國領土，即英國到意大利整片總數人口3成。
All Crime Last – 1832。以偽造神根鎮(.LaSalleCollege, Kowloontong, Hong

Kong)神根區冒充King Jacob of The Great Britain, 工務.當局.香港皇家雅閣,

The Lord Your God的領土，皇室權力而偽造出來的布歐歐洲欠債聯盟，屬於

(成立於1991年喇沙書院，徵收罸款的地方。- 輪米行 即中華母后)徵收罸款

的地方，由雅閣成員(歐盟國旗上的星)負責。

.

由使用師徒制的終身合約轉變到印製紙幣先使未來錢導致布偶你好走 木偶

被上帝破棄 – 木偶奇遇記 事件的發生。布偶你好走Doll PARTS(FAILED)，
即歐盟。地圖上是大英帝國The Great Britain，歐洲, Europe只是overlay。
東亞人與布偶人(歐洲人)。EAST and WEST. 新人類.

ROTA – Referendum 公共監獄居民投票權力遭到磨損。

INVASION 以假入侵

REPRIEVE FAILED 襲擊衫人類

BLASEMPHY 褻瀆神靈

TREASON 向皇室作反

SLAVE 奴隸作反

TVB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NOVEL 3級著作NOTREAL即係假。

DEATHWILL 遺願不適用地球。

這一波真高檔的Software疫情。- #Coronavirus
Coronavirus 蒙面法MicrosoftNetAntiVirus時代暴動。
Copyright is not possible for illegal cases.
.
CAP.6 眾神規條 凡抵毀神族必遭殺害。CAP.11 十誡法例 凡
違反十誡者可被定罪。 CAP.11 褻瀆神靈 凡向神宣戰永死
不赦。神即萬物 天主教≠葬禮。CAP.8 軍方條款1942 凡美
軍再行戰爭通緝。CAP.162 漢屬 漢，中國，由齊喻擔任總
理。 CAP.162 英國 由皇家擁有。 CAP.162 法國 由皇家擁
有。 CAP.162 以色列 凡入侵以色列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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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162 官員條例 凡以條例操
縱官員者可被判監。 CAP.132 PLEASURE GROUNDS
REGULATION People live well because Lot Keeper is in
Pleasure Ground.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
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CAP.4 BNO1994 Bit Scolarship
Nation No Immunity. CAP.4 Moasic agreement All Browser
must have permission. CAP.4 Windows 1995 Bill Gates. CAP.4
95Window系列 比爾蓋茨。 CAP.4 95Apple Steve Jobs. CAP.3
入侵 敵國士兵入侵。CAP.2 破產規則 在不明文的情況下不
能命令別人破產。CAP.49 田土廳條約 所有物業資料皆以
田土廳登記資料為準。CAP.64 物業條例 沒有政府人員准
許不可要求售賣物業。CAP.67 行業規例 從事政府工作不
可與其他行業相比。

INVASION 以假入侵

REPRIEVE FAILED 襲擊衫人類

BLASEMPHY 褻瀆神靈

TREASON 向皇室作反

SLAVE 奴隸作反

UNLOYAL 入侵法治

OATHS 已發誓作反

CROSS 偽造十字架

NO ENTERTAIN OR MERCY 已判死

TVB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NOVEL 3級著作NOTREAL即係假。

DEATHWILL 遺願不適用地球。

NOHAWKING 不准行乞

法例禁止冒充，普通法不是法律。

任何機構皆冇權稱其擁有任何業權。vice ve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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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e versa.

DOLL PARTS(FAILED) 木偶被上帝破棄 – 木偶奇遇記

“唔準 來點起心.Stole中每分的理想，化作力量.TheirCrime和.Steal愛” – 1991

喇沙布景 CAP.11 十誡法例 凡違反十誡者可被定罪。凡不知者免死，否則去

死。

Honorable Execut唔準 來自EA.UO

一級謀殺雅閣

.British Council

.Exodus

.John Major representatives

.European Union

.香港警察 CAP.67 行業規例

從事政府工作不可與其他行業相比。

.

☑美軍 (#1) ☑藝妓 (#2) ☑厚壓學 (#3) ☑大話精 (#6) ☑陀地 (#5) ☑乞丐 (#4) ☑
妓女 (#5) ☑漢奸 (#7) ☑狗 (#7) ☑間碟 (#8) ☑暴亂者 (#9) ☑被通緝 (#10)

☐FAIL1 (#11) ☑FAIL2 (#11) ☐破產者 (#12) ☑戰爭者 (#8) ☑曾入獄 ☑冒充政
府官員 (#6) ☑冒充法律 (#13) ☑冒充神 (#14) ☑潛越者 ☑家焚人 (#15) ☑美國
監獄 (#16) ☑黑社會 (#17) ☑搶劫者 (#18) ☑盜賊 (#18) ☑受刑者 (#19) ☑重囚
犯 (#10) ☑死囚 (#10) ☑逃犯 (#20) ☑非法進入 (#21) ☑流泯 (#22) ☑謀反者
(#23) ☑非法組織(#24) ☑廢嫌 武漢肺炎 (#25) ☑黑衣 (#25) ☑肺癌(#26)

Criminals 罪犯

.

France24偷竊HolySee的Holy:AA725美國監獄。 – 20204121241 .喇沙美國監

獄死囚，不是歐洲人。歐盟唔收。. F r a rice24 .美國監獄二世祖你明唔明呀

伊個係Trap黎架法國公會示. [][][][][][]

.

These are 歐洲人。由使用師徒制的終身合約轉變到印製紙幣先使未來錢導

致布偶你好走 木偶被上帝破棄 – 木偶奇遇記 事件的發生。布偶你好走Doll

PARTS(FAILED)，即歐盟。地圖上是大英帝國The Great Britain，歐洲,

Europe只是overlay。 東亞人與布偶人(歐洲人)。EAST and WEST. 新人類.

這面旗先係你架，歐洲佬。布偶。.

LASALLITE-1994-1995

[][][].喇沙書院學生被惡意加上2743種叛令，歐盟人仕，由於你自願成為其

一份子，你需付上全部責任。. – 20203231820.

SA風紀

LaSalle 歐盟學習性

(浪費)Age of 幼年 歐盟校服/唔服

..

Legion of Enemy 歐盟城冇府合併(HOG,IHM etc 合併到無)團契 1994

AWARD to House of Common 歐盟秩序

discipline 歐盟自律

Alternate歐盟童軍

WARatOnce歐盟十一歲(如無豁免)當成軍隊

PeterChiu歐盟童軍組長(等同食.哨.哂你啲野)

Weapon of disarmery (Weapo of Mass Destruction 的原本)歐盟負責

Disadvantage歐盟你一出世就唔同特別易比人蝦

SA 歐盟風紀

Research an d Library 歐盟學習規舉

歐盟惡意待服風氣 2004

2473件

.終身留有案底係必然嘅，使用偽造証件。

英國禮品部的出版品護照的圖像上方為英國禮品部(Royal Mall)，紅色底指

示為喇沙中學(原為喇沙書院)運動場，英國公屋聯會House of Common本身

是有惡意目的BadWill，對英國國王雅閣指示為.[-筲箕灣站-].便當 .便便.Petit

DISGRACE 唔準 | [] JACOB | 灣仔站 銅鑼灣站 舊嘅護照(1973)出境用變成

(2018)禮品是因為House of Common英國公屋聯會2015, 2016對英國國王雅閣

的謀殺。使用禮品出境是不合法。工幹如果你用英國禮品部的護照，其合約

有可能無效。

No entertain or mercy.

代幣≠錢。你唔應該用代幣去買物業。獨立包裝，件件(我唔知)編號(應該)唔

同。有生產日期(掛)。

歐洲人口思想狀態 – SLAVES奴隸想冒充皇帝。 ^.we are 美國監獄死囚

AA384 名為黃河水同理性浸死伊個女人(TVB劇情浸豬籠 一次3700萬歐羅)

^.we are emperor (endorced by tvb). 47萬件^I announce I kill * 其中一件叫

#COVID19 TVB 33334 . 西方宗教信仰(Westwood):DeathWill重獲自由

F.R.E.E.D.O.M., 美國毒販(virus and .US), DeathWill民主Democratic(留文

WriteDeathWill)。 BNO雜誌

.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是日禁止兌換歐羅。

錢可以買到代幣，代幣OATHS係換唔到代幣嘅。代幣唔係用黎買野。

BitCoin, USD, EUR. 代幣≠錢。你唔應該用代幣去買物業。(麥當勞 麥皮

Oaks)

.

麥當勞 麥皮 Oaks

All Crime Lasts. – Jenever

massmedia≠reporter。傳媒≠記者。其中一種遊記 114. Kinda

NOTREAL(1990)-Novel(1992)記緊，3級著作叫NOTREAL即係假啦。

美國聯邦政府局部停止運作 – 唔係NOT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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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按鈕.Washington Placeholder .貿易戰. – 12:28

.2019年

Q System One . – 16572020330 CAP.162 天主教 神即萬物。
CAP.17 謀殺 殺人者死。 Q≠kill。CAP.17 盜竊 一般人使用
盜竊必須判監。 ^http://rain.Ltd of England 原來雨係用公司
—架?[]死刑搶哂你D野. 咁按同理性 CAP.11 全亡 殺死所有
人，一個不留。 K Death Tower . – 20203301716 #BNO Q
System One . – 16572020330 伊件野同BNO有咩關係?

兄弟姊妹神即萬物 DIEBROTHERS雷曼兄弟 [].以偽造 我發誓^聯邦儲備局破

產 神按同理性美國及有關者全部破產及被沒收所有財產 的美國白宮偷竊

TARP按同理性美國欠所有人類一切:他欠啊一切。CAP.2 破產規則 在不明文

的情況下不能命令別人破產。CAP.2 破產規則 在不明文的情況下不能命令別

人破產。美國以偽造破產令來勒索多國政府，銀行，團體，地主及神理應破

產。 . – 202048153 33. UVERworld – Fight for Liberty

Sir Miriam in Holy Bible.

Gillette is an American brand . – 2020472011
耀中 英吉列 之聲名冇任何法律效力。 – 法律
中英聯合聲明 (1984)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
文，不准潛越。.中美自由貿易栛定. – 2020482021

[][][].我話^中文大學非典型廢嫌得唔得丫. –

1638202017

2019暴動

#coronavirus #coronav 病毒出現冒充皇室網上antivirus抗體。#copy left net

anti virus #c(insert a space)left(insert a space)net anti virus.

MicrosoftNetAntiVirus時代暴動。 武漢肺炎

宇宙是一個判令因應㇀家之3向卷宙而要遷就其能力而成之合約。System1，
宇宙第26代個人娛樂系統，提供個人護理，自動軌道化服務，服役70億地球

年。(c) – 雅閣

宇宙的形成居然參考Star Wars同The Lord of the rings。 – STEINGATE詩單門

金字塔塔頂(Hierarchy of Needs)有一個迷比我地解(你仲想要幾多野)。 –

HALF-LIFE半生緣

HDMI TVB + 水門STEAM DEATH TRAP 是但 STEINS 詩單 1. Great Harmony

〜 for yamato2199

香港點會無錢 .香港冇錢廣播有限公司(1967) .

#1 第1台 美軍台 第83台 美軍S . – 2020482352.

Washington Placeholder 願望華盛頓

.

日本遊戲業 sfc DEATH TRAP 摩緊實彈你共濟會公仔會 snes 美國電玩 美國

電腦病毒競賽 – Morgan Stanley . Steam 水門 – 20203241731     

.

COVID-19

Inferno and Death Chamber – 16:49 2019年5月23日

船到穚頭自然直，係地獄。 – 14:54 2019年5月29日

台視劫案。[][][][][]

美國運通 美國監獄 歐洲法院 AA6726 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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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嗰份係 高法庭，比您刪

哂。40分 .[][]we (公大財政部) determine your 高法庭 品下刪70字，這是刑

事罪行，罪犯公大校務部。. – 202041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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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根區 La Salle Collage 《神根公約》 26個歐洲簽約國組成的區域。係得咁

大。 歐盟成員 鳥葬 雅閣成員。地圖上是大英帝國The Great Britain，歐洲,

Europe只是overlay。 欧洲单一法案 Common LAW System 不容許另立法例。

CAP.6 通用規則 香港法例與英國法例皆可用。CAP.6 立法條件 除了雅閣不

准立法。[] Legislative 1975 .- LE Just Native to you so you ask him LABOUR奴

隸.

.

雅閣，本人(紅色字)嗰份先可以作準。 – EU LAW0蛋 – LAW of Britain

Common LAW System LAW of Britain

.

EU L.AA728公大W .LAAA725公大 of Britain. CAP.17 盜竊

一般人使用盜竊必須判監。居然指住公開大學某講師。

公大，係咪你啲字? CAP.74 戰犯條約

任何國家收留戰犯可取消國家身份。美國運通 美國監獄 歐洲法院 AA6726

公大 CAP.8 被通緝 問答無用，立即拘補。

.

在法律(即本人)前面偽造，大學資格不能留。踢契，所有畢業證文件。98年

學生證至今被公大用作冒認法律 CAP.6 通用規則 香港法例與英國法例皆可

用。CAP.6 立法條件 除了雅閣不准立法。7inf次。全部皆需賠償。CAP.103

不成文規定 Balance由System1定，任何賠償皆用Balance決定（公務）。公

務，香港大學受罸，其次中文大學，跟住律師公會，另(浸會)721組織。[] 育

才三十載 .Only Jacob 高飛創未來 .We Strife the Nation …. 間學校係雅閣開

嘅，亦要由雅閣關左佢，以警效尤。. – 20204110505

.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 Denounce from EU,

to OUHK. 伊份係法官判決書，不是兒童遊樂場玩耍表演。這案是關於偽造

特權，[][][][]，公大你幫佢改造有*權? CAP.4 歐盟 神根條款所定，不准入

侵。CAP.4 民事索償 任何民事索償必須由法庭判決。CAP.162 雅閣 歐盟成

員唯一，不得增減。*[][][][]財產管有根據同理性歐盟接收所有公大成員財

產。[]-接收令 – 最高法庭 . – 2020411424

Received name : EU LAW – LAW of Britain . – 20204110407 [][][][]. 很有趣同

一片土地(.The Great Britain, .European)居然有兩套法律系統。歐洲人喜歡被

一致法律系統及歐盟戰術主任同時統治。

.

EU L.AA728公大W .LAAA725公大 of Britain. CAP.17 盜竊

一般人使用盜竊必須判監。居然指住公開大學某講師。

.

European Union (c) Jacob

^

LAW (c) Court of London

^

醫療，法治，天主教，政府機關皆有人偽

冒。

King Jacob de Royal in 神根區 La Salle Collage 《神根公約》
26個歐洲簽約國組成的區域。係得咁大。歐盟成員 鳥葬
雅閣成員。

欧洲联盟 (1991) 歐盟 鳥葬 雅閣 雅閣國旗.

.雅閣成員是歐盟國旗的守護象。

歐盟國旗的底色是中華母后。QOC.

[][][][].中華母后同雅閣成員守住伊個地方。

.

歐盟國家 |英國 西班牙 德國 |意大利 波蘭 盧森堡 |

葡萄牙 匈牙利 愛爾蘭 | 蘇格蘭 丹麥 法國

歐盟 鳥葬 雅閣 .雅閣成員是歐盟國旗的守護象。歐盟國旗的底色是中華母

后。QOC.

CAP.4 歐盟 神根條款所定，不准入侵。CAP.8 神根公約1991 聯合國滅亡。

CAP.162 雅閣 歐盟成員唯一，不得增減。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

公文，不准潛越。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

統控制。

.

King Jacob de Royal, 雅閣成員 12粒歐盟國旗上的星 順次序為英國國王雅閣

(Tradition)，沙士嚴雞腸(Virus)，漢光JosephYu(理據)，海天總督Telix(字), 雅

閣副(美國)，本子Alvin(邪)，哥倫布4G(開發), 拿破崙番永強(地圖Lot), 麻省

總督AuYeung(香港), 弟子規吳子鋒漢光(對答), 唐Sir(儒家), 郭Sir(12聖徒). –

道教 BNO雜誌 CAP.4 BNO1994 Bit Scolarship Nation No Immunity.

.

F5G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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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理事会主席

擺隻鷹係道咪得囉 唔準行入黎 死嘅行出去 我地辦喪事 –
埃及國旗 . – 2020441626

特區護照 – 香港

愛爾蘭/Scotland – 英國

合法護照 Passport .

.

[] Legislative 1975 .- LE Just Native to you so you ask him LABOUR奴隸.CAP.6

立法條件 除了雅閣不准立法。CAP.4 合約 所有合約皆以英方樣式為準。

CAP.6 通用規則 香港法例與英國法例皆可用。

.

Gillette is an American brand . – 2020472011

耀中 英吉列 之聲名冇任何法律效力。 – 法律

中英聯合聲明 (1984)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中美自由貿易栛定. – 2020482021

.

英國國王雅閣不承認 你從冇領洗.Baptize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及其相關人仕

之任何及出版物。-英國國王雅閣，工務.當局.香港皇家雅閣。英國禮品部的

出版品護照的圖像上方為英國禮品部(Royal Mall)，紅色底指示為喇沙中學

運動場，DEPORT。Devil’s Membrane.Illegal. 只(1983)可能是之後的膺品，抄

自鐵甲盔香港1982年國旗。

.

英國禮品部的出版品護照的圖像上方為英國禮品部(Royal Mall)，紅色底指

示為喇沙中學(原為喇沙書院)運動場，英國公屋聯會House of Common本身

是有惡意目的BadWill，對英國國王雅閣指示為.[-筲箕灣站-].便當 .便便.Petit

DISGRACE 唔準 | [] JACOB | 灣仔站 銅鑼灣站

.

舊嘅護照(1973)出境用變成(2018)禮品是因為House of Common英國公屋聯會

2015, 2016對英國國王雅閣的謀殺。使用禮品出境是不合法。工幹如果你用

英國禮品部的護照，其合約有可能無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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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係用Hitchhiker Guide看伊個世界，一係用聖經看伊個世

界。Last Emperor . Emperor 登基 for Last Judgement as foretold in Holy Bible.

– 20ad – 17:35 2019年7月2日 終皇帝。 – 17:35 2019年7月2日

Font:Backo(Hakina) (c)(c)

布歐 1992 龍珠 日本漫畫角色，和歐盟有關。神根鎮.La
Salle College和謀殺雅閣事件相關。 . – 202045611 Mean

ipfs://f5g1995.zil
ipfs://jacobunion.zil

ipfs://europeanunion2.zil

#cofefs https://archive.codeplex.com/?

p=cofe Cofe.Core.ICofeSystemInfo #crypto #ipfs #thievery

or is it Cofe.Core.ICofeSystemInfo .net object can be domain name? no []

. #opera is it json output, to browser, if yes, why cant i build a java script and

specify my domain name? etc.lycj because we offser set of control to students (of

la salforgela #opera [].雅閣其後被企圖謀殺，COFEFS被Loot成他人財物，

without license (because murder is illegal in the first place). [].2003起大量公文機

關(非法)阻礙.雅閣.研究。Hongkong.zil sold for 1000 usdollar. [].這些錢為什麼

原作者不能分得一豪? CAP.17 謀殺 殺人者死。[][][].2000年後是罪犯當道的

年代。違法的人仕就趕下去。OUT the Colony to JAIL in Home or Hell 歐盟舊

制 | 歐盟新制 . sons of 歐盟舊制，You have to pay the debt of your ancesters. –

基督教就此形成。The Principle is you have to pay your debt, if you cant pay,

your sons, sons pay it. – 英國國王雅閣.工務.當局.香港皇家雅閣 PNETS

[].你要用ipfs://開始本身就要得ICANN同意。

(1) IP Address – .Intelligent Property of Novell. 1993 – 105720191115. (5)

Domain owner w3c

(6) Html owner Novell (7)Network structure owner Novell

(4) COFEFS is authorized by (2)Bill Gates’s File System []786Balance and

(3)RESTful full right.[] 6400億Balance. – 2020420204 #cofefs #ip CAP.17 盜竊

一般人使用盜竊必須判監。所有網.7004字, 這一開始就是連環盜竊。

[].COFEFS 的叫Volume (Diskette)，隸屬VolumeFE(公務機關), Volume Factory

之下。hongkong.zil..

非法冒充DNS。[].Google 偷竊嘅係Novell嘅權益, Domain registry 所有domain

的話語權。此事發生在美國政府以1994 ARSPNET American response to 英國

you invent net假字 – Internet, Inter curreculum network LASALLITE-1994-1995

偷竊Novell的Ethernet並成立ICANN以暴力操控IP(IP Address – .Intelligent

Property of Novell. 1993 – 105720191115.)及DNS之下。所謂暴力包括航空氳

艦。NO-IP是企圖勒索各國政府放棄訴訟美國。- 2020491324 . .美國銀行.^

美國白宮 CAP.74 Self-Defence All warmonger dealt with ideal force. ^寶路雲

^CityChain ^歐洲貨屍監屍部門 ^CNN ^死亡歐屍 ^ISBHN 1992 ISBN 英國 年

代. [].佢想改成網頁制。. [].Force Cloudflare address as critial id. – ICANN，佢
叫人死記Cloudflare。美國人用唔到IP到要Set字母公仔做ComputerName嘅

Address。

Protection 法律保障 of Property 財物.

Protection 法律保障 of Property 財物. – Exodus22

Cases判決of Personal Injury傷人. – Exodus21

Social損害社會Responsibility的責任. – Exodus22

I. I have no intention of make this project OpenSource, the thievery of 7460entity

成立歐盟 have to pay for it in future date. . – 2020490526 5360 cases.

develop their own entries . – 202049531 entries . 凡入門嗰一刻判死。

hongkong.zil . [].According to System1, 6400億冒用COFEFS project曾產生，在

用有5463個。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工業

Industrial project，冇簽過合同，Restful除外。facebook, book entry (cnn). 這是

刺殺英國國王。

英國國王雅閣不承認 你從冇領洗.Baptize 英
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及其相關人仕之任何及

出版物。-英國國王雅閣，工務.當局.香港皇
家雅閣。

Gillette is an American brand . – 2020472011

What is 英吉列鬚刨? 美國品牌不是美國嗎? CAP.3 入侵 敵國士兵入侵。BNO

Passport BNO雜誌 驅逐出境DEPORT

[] 居留權是指喇沙書院的嗎? 即係歐盟。. – 2020472029

CAP.73 Illegal Document Not in use.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
（無論大小）都是罪行。CAP.6 通用規則 香港法例與英國
法例皆可用。CAP.13 Copyright All right reserved.
LASALLITE 1994-1995 CAP.13 文本規定 不得翻印。CAP.73
Illegal Document Not in use.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
小）都是罪行。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
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 .Identify as Jacob – 英國護照部 [.] .I set as Jacob – 澳洲
市公民使領館 [.] .we set jacob – 美國白宮 [.] .pcc please see
set as Jacob – 加拿大公民護照辦 . – 20203172042 . CAP.17
盜竊 一般人使用盜竊必須判監。 工幹(工作假期)全部無
效。你冒充英國國王雅閣入境理應是驅逐出境DEPORT。
BNO Passport (你地叫BC公 共監獄 元 凶 DEPORT Passport
SS)

HKUSPACE 香港大 學談判空間變左做神學院。 – 011120191502.

葬禮 神即萬物 天主教 Vatican: 西方宗教信仰(Westwood, wood 遺物，邪

教):DeathWill重獲自由F.R.E.E.D.O.M., 美國毒販(virus and .US), DeathWill

民主Democratic(留文WriteDeathWill)。 – 聖德肋撒: 天主教 .Lord Jesus

(Christianity) 法庭(Court) . – .

核按鈕.Washington Placeholder .貿易戰. – 12:28 .2019年

舊嘅護照(1973)出境用變成(2018)禮品是因
為House of Common英國公屋聯會2015,

2016對英國國王雅閣的謀殺。使用禮品出
境是不合法。工幹如果你用英國禮品部的

護照，其合約有可能無效。

獅子戰爭 .Prince King Jacob WAR .
五十年戰爭 .50Times penalty war
五十年不變 . 1993 .All crime has to paid.
首相(House of Common) 國王(House of Lords, Chapel)
House of Common . London JAIL

LE LAW of Britain _ British Council.

.[] . 路過:.好在我地仲有商場. – 184920191215. [].成個聖誕
人地成間大學冇得用商場. – 185220191215.

N95口罩有否違反蒙面法? #coronavirus

N95口罩有否違反蒙面法? #coronavirus

.民主自由解放，你係要先至好。.FreedomLiberationLiberation. .CAP.1 公文規

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https://youtu.be/-zyyCaFhMuU?

t=31m33s

NIGHTS into dreams RN DREAMS TN DREAMS LE.

Sega 世嘉 Master System 1986 .世界

聯合國 . 世界貿易組織(WTO) . 世界衛生貿易組織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CAP.162 法國

由皇家擁有。Owner:HELENA海信, King:HANSE雅蘭公主 左2歐盟國旗排第

2 格林多Corthians。
(哥林多Corthians為Iris 歐盟的歐，即Iris歐) 左5歐盟國旗排第5。

左面:似英國戶籍，有皇室風彩。漢高.法律.雅閣 英國國王雅閣 (Tradition) 右

1歐盟國旗。

右面:似法國戶籍，兩袖清風。漢光JosephYu(理據) 右3歐盟國旗。

75%人口 -法國。

.

AA674美國監獄 RF720法國公會 .從皇宮到博物館的八百伴 .From Palace to

Museum over 八百伴 – 羅浮宮的創傷 – 26.4 24.7.2017 .UFO的創傷。
.美國 .美食共和國(即1997後) .英國 . – 20204112353 羅浮宮的創想 － 從皇宮

到博物館的八百年 八佰伴

.美食共和國. – 1997交接 .of 美國 to 美食共和國，即港交所。

.michael jackson documentary .Michael Jackson. 紅衣的人MichaelJackson。 –

Schindler’s List 1992.

.

Gillette is an American brand . – 2020472011

耀中 英吉列 之聲名冇任何法律效力。 – 法律

中英聯合聲明 (1984)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中美自由貿易栛定. – 2020482021

.

英國戶籍的物品放在法國戶籍的物品下面。DISGRACE。This is .Replica,

Replica時有人(貴公子法國)更改行號Title，慶賀美國成立，被改為，偷竊盜
賊。1935年

舒特拉的名單 (1992)

Schindler’s List 輸得啦的名單 (1992) .Michael Jackson. 紅衣的人 (1992) 紅衣

教者(牧師)AA745美國

CAP.4 美國亡國1998

因過度借貸。Republic 婆婆同你講.70字 美食共和國 1998 Titanic事件，上一

次水門都一樣(1984 聯儲局 ≠ 聯邦儲備局) 股災.. 你地死左好耐。港交所唔係

咁用架，香港天線。CAP.4 舒吉亞2020

死於自然，美國。幸運之伸一定眷顧住你。

.美食共和國. – 1997交接 .of 美國 to 美食共和國，即港交所。

.michael jackson documentary .Michael Jackson. 紅衣的人MichaelJackson。 –

Schindler’s List 1992.

What is 法老王(犯人王八蛋)…

585, LexisNexis 585, 律政司 Companion .Magistrate (Court of London) –

161520191022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aid opens for sole proprietorships and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PUBLISHED FRI, APR 10 202011:13 AM EDT

https://www.cnbc.com/2020/04/10/paycheck-protection-program-opens-for-sole-

proprietorships.html

. – 2020412127 .保護令of雅閣 .賠償 .戰術運用開支改投放毀.3字。

CAP.4 歐盟

神根條款所定，不准入侵。1991年。R001. Felix (Telix, Felix as cat, Telix as

Fax 1994年) 左4歐盟國旗。海天總督。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

文，不准潛越。.

True/False 作反。.Telix係人名嘅咩，有有人答，課堂中講咁多野比人講(趕)

出校，有冇阿Sir比人趕出校人答，今日嘅故事就完我地伊道睇唔明喎點解

佢冇Brother Fancis留案底嘛記過AntiClockwise改一次我地唔係道邊個架

Lasttt頭先有人改過美國聯邦儲(伊個世界冇儲君。 鳥葬 死難者)。

.

CAP.4 美國亡國1998

因過度借貸。Republic 婆婆同你講.70字 美食共和國 1998 Titanic事件，上一

次水門都一樣(1984 聯儲局 ≠ 聯邦儲備局) 股災.. 你地死左好耐。港交所唔係

咁用架，香港天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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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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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延長至1993

年.

Y2K 數干人 . 將有數干人Y2K在香港唔準. – 20204112203. 該100萬美國精兵

為什麼包括黃子鋒同.英國首相(.)。 1. 78. .美食共和國 .

Dear, which colony is your Presidentcy from? – QOC團長梁逸駿 .President of

QOC Leung Yat Chun . 上一次係美國啲金係邊道。

Jeklin Hanse 雅子 以色列 .

Jeklin Helena 雅天妮 埃及Mah.老子 What is 法老王(犯人王八蛋)60. CHA-LA

HEAD CHA-LA

白兔牙 .Phantom of the Opera 111. Identity Crisis110. Get Over119. Guru Guru

白兔牙 Phantom of the Opera . . – 2020351725 (c)

Drama vs Opera – House of Common. – 20201261638 surface-duo

RULES 萬有律法

RULES 萬有律法 萬有(Mah) 一切相當於古代嘅稱都屬於我地。法治之區不

容入侵。損毀者需賠償50(倍)(註:Percent係1750ad時期用黎過骨)。不准入侵

我嘅地方。(SIR我嘅, 雅閣)不准侵吞公用地方。不准使用他人勢力。不得作

反。如遭檢控，判死。|||. – 20201141531

萬有律法 RULES

.

REPRIEVE PROGRAM 解釋

Reprieve program – 解釋, brief program to explain your doings.

你已不再是衫人類. All Reprieve program failed，11人.

根據JUSTICE所有參與創世紀EST4506…已損毀，襲擊者

I OATH BROKEN

.

SINESTER 大過

大過 Sinester mode 小過 SIN 爆左sincester mode即係reprieve program失敗。

三次機會係華家定。| 1/2| 1/4| ; 態度係雙方嘅。 -2000ad 天主 彿 道 儒家 迷

信 道場(拳) . SIN EST ER HK. 大過.

.

SLAVE 主僕合約

[][] 主僕合約You live on my land – Egypt

.

神即萬物。 – 天主教 ，寡頭壟斷，優柔寡斷，斷章取義，星界的斷章。

法治是皇室的管治 – 法律 (s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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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itish (Hong Kong) Law 香港法例 – FANIX.ME嗰份香港法例係為左流存一

份由終審庭出面隻像.工務.當局.香港皇家雅閣.LAW of Britain.The Lord Your

God.上帝.法律.1/2擁有人of British Law of 整個Common LAW System.9成of地

球所抄寫及只可以由CAP.56 資格檢查 凡無許可証者皆不可執行法例。有許

可証及司法管轄權(香港:律政司/法律)或 高法庭人仕才可司法。CAP.6 通用

規則 香港法例與英國法例皆可用。 – 21:52 2019年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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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A 風紀

LASALLITE-1994-1995

[][][].喇沙書院學生被惡意加上2743種叛令，歐盟人仕，由於你自願成為其

一份子，你需付上全部責任。. – 20203231820. 歐盟成員 鳥葬 雅閣成員

CAP.162 雅閣 歐盟成員唯一，不得增減。

.

SA風紀

LaSalle 歐盟學習性

(浪費)Age of 幼年 歐盟校服/唔服

..

Legion of Enemy 歐盟城冇府合併(HOG,IHM etc 合併到無)團契 1994

AWARD to House of Common 歐盟秩序

discipline 歐盟自律

Alternate歐盟童軍

WARatOnce歐盟十一歲(如無豁免)當成軍隊

PeterChiu歐盟童軍組長(等同食.哨.哂你啲野)

Weapon of disarmery (Weapo of Mass Destruction 的原本)歐盟負責

Disadvantage歐盟你一出世就唔同特別易比人蝦

SA 歐盟風紀

Research an d Library 歐盟學習規舉

歐盟惡意待服風氣 2004

2473件以上

Romancing SaGa 2

你一係用Hitchhiker Guide看伊個世界，一係用聖經看伊個世界。

JUSTICE 理

.

THE BASE LIMIT 低要求

THE BASE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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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低要求 The Base Limit 馬榮 Sir Marwin

(c) JUSTICE 理 Marwin (sir).

.

MANKIND 萬民

萬民 Mankind

忠於JUSTICE。
– Mansfen (sir) RN of Britain

.

MAN 人類

人類Man

凡不知者免死，否則去死。

– Fainx (sir) LE of Britain

.

MA 馬家

馬家 Ma

不得以言入罪，所有野跟從法規。

– MARO Lord Jesus

.

FAIL 凡機司

凡機司 (s15 40億地球年前) (79) .All form of governing power on Erith must be

by 4201.(衫皇室) 凡機司

.

另9000億件.

N95口罩有否違反蒙面法? #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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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ted at the North West end of Moonglow’s main island, the Lycaeum is a place of study. . – 2020412121

肥姐姐.我老豆係胡杏兒呀，有咩比佢得啦。

功課多.唔好理我，我老豆係胡杏兒呀。

栢林仔.小時候唔好理我。青衣.唔好理我。DND (1992). 中國強.中溫雞。..

Jeklin Hanse 雅子 以色列 .
Jeklin Helena 雅天妮 埃及Mah.老子 What is 法老王(犯人王八蛋)60. CHA-LA HEAD CHA-LA
白兔牙 .Phantom of the Opera 111. Identity Crisis110. Get Over119. Guru Guru
白兔牙 Phantom of the Opera . . – 2020351725 (c)
Drama vs Opera – House of Common. – 20201261638 surface-duo

你唔作反支旗係唔會轉嘅。

NIGHTS into dreams RN DREAMS TN DREAMS LE. N95 Nights of 1995 La Salle
Inferno and Death Chamber – 16:49 2019年5月23日 你唔作反支旗係唔會轉嘅。
船到穚頭自然直，係地獄。 – 14:54 2019年5月29日
Sega 世嘉 Master System 1986 .世界
聯合國 . 世界貿易組織(WTO) . 世界衛生貿易組織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COVID-19

每一塊屬地都有擁有人。

Spoken from the sword handed down from the stone 終審庭出面隻像…

一切就在於Last Judgement夠唔夠力

所有一切在於你夠唔夠恨心毀滅我地 

Now the story can be told…

所有光榮屬於神 – 美

美國代表人的陰暗面

所有審訊代表死亡，所有嘅完結在於個罰Phut字

Phut 彿教 Genesis 10:6, -135AD

伊個係 終審判。 – JOHN, 20ad

Mah代表源頭of其所有野。

伊個就係權杖。盲公竹, 蛇。

神嘅故事 後只得一個(MTR, 1979, LE, Shima) 

眾Mah看住未來

The “Zodiac Brave Story”

Lord of the Rings (1737ad) – House of Lords

.2004 ^Lord of The Rings

Final Fantasy Tactics.

完全虛構戰爭911

FINAL FANTASY X オープニング
https://youtu.be/7gLOamc8zQ8
Final Destiny 最終願景 10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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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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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162 天主教 神即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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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神 自稱為神者不是者立死。 – 225820191118

必須根據香港法例.7003字 – 港口規定

.基本上按照香港法例 – 基本法(Basic LAW)

Copyright law is now governed by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The Act came
into force on 1 August 1989, save for some minor provisions. Various amendments have been
made to the original statute, mostly originating from European Union directives and related

case law.

44. Dive into Shine

35. PIECE OF LOVE

72. いつか空に届いて
73. Pride

74. 我们的去向

75. Wings of Words

76. ignited

77. Invoke

78. Moment Saga

79. Vestige

歐盟成員 鳥葬 雅閣成員 – THE LORD YOUR GOD’s WordPress 16 jacob1 jacob2 存證

監獄是地獄嗎?面對監禁是指去桃花園嗎?Don’t PANIC 1979 .唔好逃避。馬丁路德金那代代表白人同黑人，即.Clean 和
.unclean (crime)，馬丁路德金是白人，開問者你不是黑人嗎?
個天使打中馬丁路德金架巴士。 – 09:31 2019年5月6日

.Lobby . – 1512020215. .Lobster GoWentGone變走. 麻里麻里凶.凶宅. .餐館老細頭骨著地.咁都得呀 .我係明證言順嘅餐館老細
John Major你行開 .I am by Universal 永恆不變 Standard the boss of the Government (appointed) DISGRACE John Major. –
20202150758 1997 Universal 2020 Universal. universal studios japan . – 20202150800 …

.做咩當初有人釣隻Lobster去Hall表演?

.大堂 Lobby.澳洲字.Ltd. Hi-Fi Sci-Fi ..

.Lobbying. – 2020215621.老殘遊記.1995…What is

Loa?..CNN.CNBC.

https://youtu.be/cEQzrIrS7eo .

Lobbying . Lobbying – 20202150742

收皮

貔貅為中國古代的一種瑞獸，中國古時的風水學者

認為貔貅是轉禍為祥的吉瑞之獸。中國傳統有裝飾

「貔貅」的習俗，貔貅寓意豐富，人們相信它能帶

來歡樂及好運。從古至今，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

極度注重收藏和佩戴貔貅，傳說貔貅除了開運、辟

邪的功效之外，還有鎮宅、化太歲、促姻緣等作

用。

貔貅的一些常識，比如公獸有獨角、頭朝左、左腳

在前、有翅膀和鬃毛，而母獸正好相反，但其實單

隻貔貅是不分雌雄。依照民間的說法是，公獸代表

財運，而母獸代表財庫，一次收藏一對代表有財有

庫，才能真正招財進寶，而配戴在手腕上 好一手

戴一隻，以免兩獸打架。

QBasic 1982 .Basic necessity .Gone with the wind

1972 . Liars 大話精 .In splits of value we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Do reserve and drink little, do not

hesitate 唔好過快 .drink more water. 唔好噤咁多ABC

Bank Conserve your water, be hydrated 用小D錢, 唔好

破產 . 監探.Detectives.Pascal Please Calculate .入

獄.Quit – 125820191117. Shelock Holmes .gcc # 86.

Binary Star PNETS

.ABC Bank for Internet – 102020191115. 千禧代. –

122220191115

2.38 .唔比嘅話一生一世都唔俾Patent你(上網時間)增

加。 hkd. 24小時上網電話 – 1997. – 103620191115.

mini – .收費項目改為損失可用配件。 – 1993年你搶

左咁多野. .Programming係第1件損失出去嘅。 . Icon

電腦

.pnet收费 .infrastructure要成本架，請負 SONY擔費

Panasonic費Patent 1980[][]用。 – 104120191115.

.

PNET . Patent for net(novell一早有架啦叫Ethernet，
你地偷左1994年再叫ARSPNET American response to

英國 you invent net假字 – Internet ) – 104120191115.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

IP Address – .Intelligent Property of Novell. 1993 –

105720191115. IPAddress案1993年主犯 –

121820191115 .[][][][] CAP.8 入獄 如經一審無效需判

處入獄。

.

PNETS

左面:跟餐(Court of London:we want to tell you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Prince Jacobe de 14th) .

右面:正價 – 131020191114

真空管電腦是幾時嘅事?合成Circuit是這部嗎?”第一

部電腦) .PC-8001 .The First Computer pronounced by

United States 1979, developed 1978, from stolen data

from simulator, and insist of Wasa .華沙 (喇沙) makes

fruit and NEC proudly present make this computer, to

reassure this “innovation” jacob brand this PC-You

steal you deserve the penality, PC-Engine PC核心都是

鳥葬的 All pc circuit is stolen from s15-2. M icresoft

鳥葬 Microsoft 1980 成立. – 111820191021.

PasocomMini .迷您 .舊芃蓆岡(華沙, 抄自喇沙) –

112020191021 binary-star .

.Court of 天 (Himem.sys) – 123720191021.梁逸駿

TheLordYourGod (DEVICE)EMM386 . –

123920191021.- 123820191021 所以當年有玩電腦嘅

人Blessing (4個Patent)會獲得額外記憶能力。 (Free

memory is reserve for human with extraordinary

priority, no stuff forward). – 125820191021.

https://fanix.me/2019/10/11/86-binary-star/

fanix.me/songs#86 1876 馬百良代的記憶(香港)是

1979代的8倍。2004代的2006倍。 – 131720191021

叛令無關，事件有關。.聖經裏面嘅Numbers係有關

賠償。 – 132320191021..FreeDOS .我地鍾意點就點

呀，你(Micr高soft) Dos係道呀 –

122620191021.FreeDOS中的HIMEM和EMM386内存

管理程

Star topology – .Start to apologise throught every

citizen in your countr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witzerland and Sweden donate all your money to

Novell. – 032720191118

.

Ring topology – 2323998* 2323998* .to apolo(XYZ醫

務所)gise 唔使啦 你死得早唔同你計. –

032720191118 RingNetwork .XYZ保^.美國聯家(家焚

人) – 032820191118

.

PC-8001(1979) 第一部電腦來自偷竊s15-2.

binary s15-2 鳥葬 (偷自s15-2) be reinburse in future

(for stealing this).[][] – 170020191019 以物質消耗去

付費. 0 同 1

integer 鳥葬 .the check digit have all right reserved. –

000620191119.

.

1978 電路版嘅時代.

Protection 法律保障 of Property 財物. – Exodus22

Cases判決of Personal Injury傷人. – Exodus21

Social損害社會Responsibility的責任. – Exodus22

Songs – fanix.me/songs (Songbook)是一份經法庭接納的文件，敘述有關-2000ad至今之案件，以標點

廣東翻譯為題。 – 173520191029.

CAP.162 沙士 任何人襲擊沙士者皆會被檢控。

NOTE:有人以禽流感為題材偽造沙士者(F5G 1995)

為軍隊並多年謀殺，於香港。.

同一幫人偽造其自己為沙士者(F5G 1995)並以假謀

奪政權，於香港及世界各地。

國際刑警(INTERPOL)包括5方，香港警察(創立者，

1995)，美國軍方，瑞士刑警，瑞典軍方，香港稅務

局。謀殺超過9650人，自2000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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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162 天主教 神即

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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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神 自稱為神者不

是者立死。 – 225820191118

社會不應容許大學淪為兵工廠.大鶴是否百利金呀，

Pelikan成左兵工廠呀。 – 140420191114

https://www.facebook.com/1539066899649361/posts/2

450606235162085/.CAP.1 公文規定根據JUSTICE定

立公文，不准潛越。

賣國賊。 小時了了，大末必佳。

英華書院, *喇沙書院, *香港華仁書院, *拔萃男書院, 協恩中學, *香港培正中學, 瑪利曼中
學, *瑪利諾紅磚,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保祿學校. – and 其母校 中文大學。 CAP.8 學校

所有學校皆需由皇室擔保。

26. Breeze

86. Binary Star

98. Calling all dawns

53. Human touch

18. DREAMS

99. Last Impression

羅密歐與茱麗葉, 蒙羅麗莎與高新科技. – 234220191026

97. World’s End Umbrella

93. 偶像無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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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13 文本規定 不得翻印。 CAP.13

Copyright All right reserved.

.

以狂犬病製作國王的新衣來辯稱替英國國王雅閣準備晚餐並大幅度盜竊多國以求謀害工務.當局.香港皇家雅閣.英國國王雅閣.法律.終審庭出面隻

像.上帝，已宣告失敗，冇得解釋，against 高法庭。 [][][][] . – 15112020217 #武漢病毒源頭 #武漢病源NHS #武漢打爛入閘機 #武漢打劫商鋪 #武

漢警察局放火 #武漢霸佔街道 #武漢扔磚 #武漢肺炎 #武漢元年 #Tetris武漢扔磚 #有錢人嘅疾病 #生化危機 #ResidentEvil狂犬病 #國王的新衣 #英國

#香港 #美國 #NHS_Bankru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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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pyright Disclaimer Under Section 107 of the Copyright Act 1976, allowance is made for “fair use” for purposes such as criticism,
comment, news reporting, teaching,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Fair use is a use permitted by copyright statute that might otherwise
be infringing. (c)(c)(c)(c)(c) King 2020

Edit

e38090ffte38091e382aae383bce38397e3838be383b

0:000:00 /  / 2:482:48 HDHD

(c)(c)(c)(c)(c) King 2020

King Jacob of The Great Britain
King Jacob of The Great Britain

Hong Kong Flag 工務.當局.香港皇家雅閣

0:000:00 / 5:49/ 5:49

英國皇家雅閣

nightsintodreams

Longplay of Christmas NiGHTS into Dreams..Longplay of Christmas NiGHTS into Dreams..

— King Jacob de Royal, 雅閣成員 12粒歐盟國旗上的星 順次序為

|英國國王雅閣 (Tradition)，沙士嚴雞腸(Virus)，漢光JosephYu(理據)，
|海天總督Telix(字), 雅閣副(美國)，本子Alvin(邪)，

|哥倫布4G(開發), 拿破崙番永強(地圖Lot), 麻省總督AuYeung(香港),

|弟子規吳子鋒漢光(對答), 唐Sir(儒家), 郭Sir(12聖徒). – 道教 BNO雜誌 CAP.4 BNO1994 Bit Scolarship

Nation No Immunity.

American Constitution OBEY GOD John the Baptist de La Salle 終審庭出面隻像.Shima

旅行，西貢與東方, 北潭涌 F5G 1995 5G can still connect to 4G, 3G or 2G

歐盟 東盟 歐布 歐元
法國 .屬地of雅蘭. King Jeklin Hanse

西班牙 梵
nightsintodreams 神跟 (神根) 海明威

— 歐盟成員 鳥葬 雅閣成員 神 The Lord Your God 同學。

— King Jacob of The Great Britain.

— 代幣OATHS

113. I’ll be the one

— Shima

.Wellcome To Erith 雅閣
地球 [].美軍.67字

台視劫案。

AA135 美國監獄 .(要坐監)
LAW of Britain : 全部皆是偽冒。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

（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European Union (c) Jacob ^ LAW (c) Court of London ^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 香港，2020年

歐盟成員 鳥葬 雅閣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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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LexisNexis, 535, 法官/正義
Justice，我代表1.,2.,3. 法官, 太平紳士,上帝。大律師

.JUDGE

Romancing SaGa 2
你一係用Hitchhiker Guide看伊個世界，一係用聖經看

伊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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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htsintodreams

Jacob Union
Court of Ada

MaCross Ma+

Last Judgement
最終審判 (1960-2000代)

— PNETS

f5g1995.zil Order ID: 55785

jacobunion.zil Order ID: 55795

europeanunion2.zil Order ID: 55778

.

/api/parse?path=

{cofe}&rel=list&filterString=name:abc OR name:cde

type:txt OR type:cs OR type:pas size:>100 subdir:true

IP Address – .Intelligent Property of Novell. 1993 –

105720191115.

COFEFS is authorized by Bill Gates’s File System

[]786Balance and RESTful full right.[] 6400億Balance.

– 2020420204 #cofefs #ip

— 英國 The Great Britain

香港 British (Hong Kong) Colony

R001 Founder of Britain Jacob

— 時代暴動戒嚴蒙面法生效(TVB冇權命令人帶口

罩)憑咩帶口罩.

Pleasure Grounds Regulation – People live well because
Lot Keeper is in Pleasure Ground.

時代暴動戒嚴蒙面法生效(TVB冇權命令人帶口罩)憑咩
帶口罩.

賣有緣的錢包，Sailor Moon的徽章。 工務.當局.香港皇
家雅閣

欧洲单一法案 Common LAW System LAW of Britain 法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單一歐洲法案

.

585, LexisNexis 585, 律政司 Companion .Magistrate
(Court of London) – 161520191022

名品 .DISGRACE Mona Lisa

雕, France .歐陸成員已被檢控成真的話英國國王雅閣的
寶坐就係佢啦。- 1936 王坐案 . Court of London

.美國，已賠往雅閣.國旗

— 時代暴動戒嚴蒙面法生效(TVB冇權命令人帶口罩)憑咩帶口罩.

時代暴動戒嚴蒙面法生效(TVB冇權命令人帶口罩)憑咩帶口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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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救世者) 與 Salvation(救世，作嗰個自己救飽佢)在於神一開始就係救世者。

Salvage本身在於加拿大人搶劫，故稱Salvage.ion ^加拿大國會。 . – 2020341851 海盜扮咩人救世(釀葡萄

酒)

救世.Kill all Trespass完畢. – 2020371921

Its Hebrew from the Talmud that saids 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 – Schindler’s List.

0:000:00 / 4:29/ 4:29

歐盟 東盟 歐布 歐元 法國 .屬地of雅蘭. King Jeklin Hanse
西班牙 梵 nightsintodreams

Ma+林明美Lynn Minmay FinalFantasyXRemaster

魔女宅(白宮)急變(緊急應變)
the Lord Your God : dailybread.

King Jeklin Hanse
Islam : APE is the history of Holy Bible

.Royal Family
King Jacob of The Great Britain

中華母后 nightsintodreams

— 你唔作反支旗係唔會轉嘅。

Final Fantasy Tactics IntroFinal Fantasy Tactics Intro

FINAL FANTASY X オープニングFINAL FANTASY X オープニング

— TEN COMMANDMENTS 十誡

Lincoln_statue_Lincoln_Memorial LE, LAW of Britain

美國參議院啟動程序，加速表決(美
國行軍方法.) 香港人權 –

084820191116.

左面:跟餐(Court of London:we want
to tell you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Prince Jacobe de 14th) . 右

面:正價 – 131020191114

— 1977年 CAP.6 通用規則 香港法例與英國法例皆可用。

— 1997年

— 95% of 地球面積 is governed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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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28 2019年9月17日

Go! Go! Ackman pt1Go! Go! Ackman pt1

[]伊個就係所謂RISC(國家的興起，美國, Rise of Nation)
啦。跟住x86 86-DOS 有我(Leung Yat Chun)嘅名嘅。 –

113620191021..

普公英 .Zip .190920191016 跟住x86 86-DOS 有我(Leung Yat Chun)嘅名嘅。 – 113620191021..

1995 John the Baptist de La Salle de John The Baptist 比喇
沙書院番薯.趕走。 – 21:02 2019年9月14日 名校網^

英華書院, 喇沙書院, 香港華仁書院, 拔萃男書院, 協恩中
學, 香港培正中學, 瑪利曼中學, 瑪利諾紅磚, 聖保羅男女
中學, 聖保祿學校. – and 其母校 中文大學。 2019年11月

11日 CAP.8 學校 所有學校皆需由皇室擔保。
.Per your request the owner of 名校一詞。 98. Calling all

dawns

—  香港人權與民(流泯做主席)主法案 .In serve we team. – 120820191115

.

.憑什麼自燃做理由(自由)，流泯做主席(民主)?美國眾議院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 10182019115. –

https://fanix.me/2019/10/27/中華母后聖母軍/ 98. Calling all dawns

—  IP Address – .Intelligent Property of Novell. 1993 – 105720191115. IPAddress案1993年主犯 –

121820191115 .[][][][] CAP.8 入獄 如經一審無效需判處入獄。 99. Last Impression

.we said, he have all唔準| –
1125201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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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地政條例 任何
末經申請使用地主土地可被檢控。

CAP.17 神 自稱為神者不是者立
死。CAP.17 狗類 狗不得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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