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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嗱咋 宦官(動作)紫禁城 借錢

⼤英博物館

The British Museum。博物館既意思唔係比你參觀係儲存有⽤既證據 – ⼤英博物館 (c) ⼤英帝國。⻄九

M+博物館你無牌資格⾛來襲擊我 ⼤英博物館 戰爭博物館，是為⼈渣-⼤英博物錧。原來扮野咋。 more…

November 29, 2021

演說2021年11⽉29⽇

演說。橫⾏霸道既立法唔等如神天主教耶和華⼗誡香港法例(c) JACOB，你地冇我既原因立我既肖像(神即萬物)

驅趕其他⼈係唔合法，簡單來說(跪住以⾝作則或者企係道以⾝作則既物體即立法者)你地係道做(冇回報既)善

事，將⾃⼰既權⼒送比The Lord Your God同埋英女皇。我地以恐怖統治來執⾏伊D法，佢地唔係任何地區既

法例，香港法例需要總督，總督⼀⽇唔係道(你地)邊個都唔話得事。我講完啦，我係香港濕地總督梁逸駿，命

名時間1996年6⽉18⽇，你地冇可能冇紀錄。以上。歷史，所有前科皆有判斷，並由上帝作決定，前後對稱。

more…

November 29, 2021

234. Aimer Next 2 U

234. Aimer Next 2 U . 但係⼜幸福 你會跟住打(賴哂佢)真惡毒括Me 但係我⼜末有(原諒)咁都得你係道冒我這

就是四五⾏動組的史記冇⼈信的警訊。國家名錄。訂貨。DC殘黨Digital Camera殘黨信望愛甲殼類 (c) 代

241.。 more…

October 1, 2021

英屬香港皇旗皇室

你⾒到中華⼈⺠共和國九七年。到底係梁逸駿定係(江澤⺠:中國賠上)。演說。我地奉信天主教，中華⼈⺠共和

國國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英屬香港都係⼀樣，97年 –信望愛。任何效忠即係奴隸。效忠議案。選舉委員會

你地需要跪住宣誓對我地既效忠。議員都係。⾏政競選都係。任何批出來既野都係。「本⼈__⼈頭落地

____，謹此宣誓：本⼈就任中華⼈⺠共和國香港特別⾏政區⾏政⻑官，定當擁護《中華⼈⺠共和國香港特別

⾏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共和國香港特別⾏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爲香港特別⾏政區

服務，對中華⼈⺠共和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政區負責。」 more…

September 25, 2021

梁 逸 駿 雅 閣

梁 逸 駿 雅 閣 – 五翼⼦ (c) 市政局, JACOB, 香港。洋紫荊梁逸駿洋紫荊。中華⼈⺠共和國香港特別⾏政區。⼀

九九七，你要⽤伊⾯旗⾸先要記得中國係耶和華跟住你先好(前我都末批淮提你係中華⼈⺠先好)另外特別係指

梁逸駿雅閣⼀⼈⾏政區香港九龍新界。(中國完)共和國係指中華⼈⺠，唔係指中國⼈。完。 more…

September 14, 2021

Judges法官(c)聖經

粵廣總督李⼄廣耶和華梁逸駿耶和華。(法律⼀致法例系統所有國家)Judges法官 耶和華Himself。 (c) 聖經。

(香港粵廣總督)這是香港皇家雅閣梁逸駿的香港(SIDE7 711)。-英屬香港國旗。這是中華⼈⺠共和國的香港(梁

逸駿粵廣總督)。中華⼈⺠共和國(PRC) 香港特別⾏政區 梁逸駿(梁逸駿) 香港皇家雅閣既地區。-中華⼈⺠共和

國香港特別⾏政區國旗。(法治與⼤衛像)法治與⼤衛像。雅閣耶和華，本⼈梁逸駿耶和華。(香港法例)法官

Judge。根據誹謗條例7A。我梁逸駿係法官。根據香港法例1979，1980，1981，1991，2004，誹謗條例，

我梁逸駿粵廣總督耶和華代表 1. 香港 2. 公正 3. 特權。(總督府香港)法官 (⼀九九⼆)梁逸駿耶和華 Judges 葛栢

國家拍賣案。(華府美國)⾎印 Judge Oxford字典 Oxford Dictionary of Lqw. – Oxford。(「案例」)根據

LexisNexis, 535, 法A官/正義 Justice，我代表1.,2.,3. 法官, 太平紳⼠(非法A), 上帝。 – LexisNexis。(終審

法院)I authorize Leung Yat Chun Joseph to 陳詞. This is the truth. – 填詞⼈:陳詞。(偷竊香港案)[].我同

你講，你 唔好彩就係比左黃佩琪個⾼等法院法官比我做。[].我冇委托過任何⼈係⾼等法院。所以你唯⼀既法

官就係我黃佩琪梁逸駿。 – case 362。信望愛信望愛甲殼類代信望愛甲殼類截⼦戲代(我地奉信天主教-領洗係

我地訂-我地係出⾊既天主教份⼦)。 more…

September 12, 2021

英皇道

英皇道King’s Road。非法盜竊係要賠償相當於⼤英帝國。 1. 78. 伊個世界得⼀個英皇。 more…

March 11, 2021

法治的⾓度在乎⽇與夜

Pleasure Grounds Regulation – People live well because Lot Keeper is in Pleasure Ground. CAP.132

PLEASURE GROUNDS REGULATION.CAP.132 遊樂場地規例 任何⼈不得攻擊Keeper。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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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之下⼈⼈平等 – Shima (-136ad)你的

⽇⼦如何，你的⼒量也必如何 – 聖經 (-136ad) 14:35 2019年4⽉18⽇法治之下⼈⼈平等 – Shima

(-136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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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

治之都 – 1997I authorize Leung Yat Chun Joseph to 陳詞. This is the truth. more…

April 22, 2019

香港

樂湖居中央公園黃佩琪－袖珍戰爭字典(1989)獅⼦⼭.黃佩琪.星曆.梁逸駿.上帝星曆.法律.送達.獅⼦⼭.J愛麗斯.

阿當.雅閣.J梁逸駿.雅閣.沙⼠.N上帝.雅閣.漢⾼.獅⼦象.J終審庭出⾯隻像.神喻.黃佩琪.J黃琪英.黃佩琪.梁逸駿.獅

⼦象.J 原審法官 黃琪英.黃佩琪 香港.－袖珍戰爭字典(1989)https://fanix.me/wp-

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

2.pdf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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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 more…

March 25, 2019

‘We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 Holy
HitchHiker.

This is the post excerpt. [].⼃⾼等法院命令信望愛開伊個website。香港死刑規則。 more…

October 7, 2017

告解政府

December 19, 2021

告解換屆。Whoever

look for 上帝告解 shall

get good treatment(上

帝)。告解政府(c)信望愛

甲殼類代 戰爭博物館War

Tribunnel。 more…

演說2021年12
⽉19⽇

December 19, 2021

換屆。演說:能(戰爭博物

館 Court of Ada 粵廣總督

梁逸駿辦公室。-三件⾦

⾊。)擔任政府唯⼀部⾨

(交比英國部⾨)我們覺得

⼗分榮幸，不竟特區⾃上

任都係以不合法來運⾏，

⼃今次決定係得到⼤會既

解決。(19⽇)。完。歷

史，所有前科皆有判斷，

並由上帝作決定，前後對

稱。 . .。信望愛代收到。

more…

救⽣衣

December 19, 2021

To protect safe use. To

reduce loss. x x x To

reset(demonstrate to

them改成冇得番轉頭

2014) all aeroplane

travel agency and price.

救⽣衣(c)1948, 1979 信

望愛甲殼類代。救⽣衣代

表香港⼈⼝對英國國王雅

閣的無禮與不合法(你地唔

會有永⽣)。 more…

愛丁堡廣場

December 18, 2021

愛丁堡廣場Edinburgh

Place。我命令任何入侵香

港既都要赦掉救⽣船唔會

有⼈救你。-愛丁堡總督。

歷史，所有前科皆有判

斷，並由上帝作決定，前

後對稱。代表你地要死(入

侵香港底細)。-濕地總

督。 more…

中⼭紀念公園

December 18, 2021

中⼭紀念公園Sun Yat

Sen Memorial Park。

more…

365tickticktick21

December 18, 2021

根據中華⼈⺠共和國即係

共產中國所有⼈咁何來中

國。NEW LIVING

TRANSLATION(NLT)。

歷史，所有前科皆有判

斷，並由上帝作決定，前

後對稱。唔好再攞住

365tickticktick21霸住港

府港督府總督府。 (c) 總

督府, 香港。-

SPECIMEN-禮賓府-

SPECIMEN-。 more…

特區政府再無
合法性

December 18, 2021

⼃剷(JUSTICE理)(法例

Laws(c)埃及)(英國法例)

(香港法例)(法治與⼤衛

像)法治既勢⼒-said香港

特區政府(佢個就係你地既

合法性)(不得上訴)。

more…

舞會(取締)

December 17, 2021

舞會(取締) 2021年12⽉17

⽇ more…

Private: 2021
中國外交部斷
交事件

December 17, 2021

2021 中國外交部斷交事件

2021年12⽉17⽇ more…

⽔量

December 16, 2021

國家能夠分配你既資源(能

源值)Maintaince。

more…

有關束意冒充
法官

December 16, 2021

有關束意冒充法官 2021年

12⽉16⽇ 根據法例

Laws(c)埃及，(英國通

⽤)(美國通⽤)(香港汎⽤)

(中國汎⽤)。((擁有⼈埃

及)Laws)(Court(c)

Court of London)

(Judges法官(c)聖經)。⾺

道立束意冒充法官梁逸駿

耶和華。完。歷史，所有

前科皆有判斷，並由上帝

作決定，前後對稱。 有關

束意冒充法官(⼃我地都唔

同意你咁寫 (根據誹謗條

例所有香港⼈員活⾜n2)

我地係政府專業⼈員丫嘛

(講既係差餉冒充者)咁廢

事同佢(周⼀嶽)講吹咩院

⾞||||)⼃我都唔同意你咁

寫 哎吔nnn1a4丫嘛

(destroy his �rst

sentances, replace �rst

one with my, nnn1a4)

你咩我話你聽 講⼆分四

嘛||||)。 more…

演說2021年12
⽉15⽇

December 15, 2021

演說2021年12⽉15⽇

2021年12⽉15⽇ 演說:By

The Lord Your God

speaking You have

accuse (false witness)

The Holy Bible as ⼃

Crimeless. Your sel�sh

did cost。 You can not

enter 天主教 from now

on and forever.。歷史，

所有前科皆有判斷，並由

上帝作決定，前後對稱。

more…

教堂

December 15, 2021

教堂 (c) 米⽥共代旗頂。

末使⽤過。 more…

各區

December 15, 2021

有⼈偷路牌冒充法院。個

字係路政署既⾼度。各區

伊個字低過⼀般⼈。咁審

⼈係犯法既。束意犯罪，

留案底。完。佢係冒緊路

政署。路政署冇法官。⼃

我係劫匪-said該⼈。冒

充法官係死罪。所以冇⼈

得罪你。 more…

借錢

December 14, 2021

你有冇牌照for借記

Lender。非法借錢根據刑

法 低三⼗年奴役。偽造

歷史 低罰款死刑。歷

史，所有前科皆有判斷，

並由上帝作決定，前後對

稱。 more…

飄飾

December 14, 2021

飄飾Reinvent。新界政權

被扯創舉。假⼀賠萬國慶

賠上 港⼈治港⾼度⾃治。

因過節制(c)米⽥共代香港

⼀國兩制(c。忠於雅閣 列

祖列宗。死得早 基本法。

死左 假飄飾(飄飾巡遊)。

餸菜 憲法(中國憲法)食

交。食交 外交。四五肺炎

(45%) ⼀九九七。

more…

2021 ⼀國兩制

December 14, 2021

⼀國兩制斷開哂你地D字

(耶和華 邊界 海信)。北京

中國 南京 廣洲。-

Specimen已斷開。中國

滅國。完。 more…

2018 妨擾事故

December 14, 2021

2014 遮摔傘⾰命。2018

年中美貿易戰。2018 美國

塓壽。2019時代⾰命。

2020武漢肺炎。2021奧

運。2022武漢肺炎。(冒

充粵廣總督李⼄廣耶和華

梁逸駿耶和華)李家超︰沒

有憲法授權　就沒有基本

法及⼀國兩制December

4, 2021。(法國[| |])。跟

住入侵成功體。-美國波⾳

737。 more…

演說2021年12
⽉13⽇

December 13, 2021

居⺠擅⾃售地without雅

閣同意取消所有⼾籍由此

刻起(1997)。 more…

中國香港

December 12, 2021

這是香港皇家雅閣的香港

(SIDE7 711)，這是中華⼈

⺠共和國的香港(梁逸駿粵

廣總督)。中國香港Hong

Kong, China。歷史，所

有前科皆有判斷，並由上

帝作決定，前後對稱。

more…

不明

December 12, 2021

取締以下不 明Unknown

where you got

thisJudges法官(c)聖經。

Magistrate裁判(c)42。

more…

美國

December 11, 2021

美國 2021年12⽉11⽇

more…

告解

December 11, 2021

神的說話≠向神求饒。香

港⼈濫⽤伊種文字由來已

久(上癮)。|| 學會⼤會⾸

先。 ||(God)⼃To

became 傑出(Go d)。⼃

Enough retire(不公平

呀)。⼃Research our sin

我地係⾸先惹你

(INXTHEYY)。⼃we

war, without crime(冒

充法官)。⼃he get。(建

築物Mass唔夠)⼃we

have this substance we

get。||巴別塔⼃�re at

will(2356000inf)。疊

信望愛整蠱你(信望愛甲殼

類代致意)。 more…

Magistrate裁
判(c)42

December 11, 2021

S新世紀N英女皇(42裁

判)K耶和華(梁裁判)。

SNK。(c)42。獄⻑JAIL

Headmaster(域多利監

獄/倫敦廳)。你地冇理由

開(六間)裁判法院唔通知

⼀聲。(你有裁判權的話)

不准外⼈加入，(監獄獄

⻑)家族⽣意信望愛甲殼類

截⼦戲。我地講緊係裁判

權領事既裁判。以上。歷

史，所有前科皆有判斷，

並由上帝作決定，前後對

稱。 more…

演說2021年12
⽉10⽇

December 10, 2021

(法治與⼤衛像:你搵我呀)

演說:⼝⼝聲聲尊重法治就

唔好對法治動⼝亂駡。(中

藥港)(反中亂港分⼦)。以

上。Judges法官(c)聖

經。Magistrate裁判

(c)42。香港冇裁判官伊⾏

職業。-香港。(c) 香港。

歷史，所有前科皆有判

斷，並由上帝作決定，前

後對稱。 more…

屯⾨

December 9, 2021

Tuen Mun。 more…

⾦鐘廊

December 9, 2021

⾦鐘廊 2021年12⽉9⽇

more…

宣誓

December 9, 2021

宣誓(for 結婚⽤途

only)。原來百德新街

Paterson Street係咁重要

(你冇Patent喎SOB百德

以創新為先。Pater唔係

Peter喎)。 more…

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December 9, 2021

英屬香港。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more…

食物及衞⽣局

December 9, 2021

北宋牙各 東亞戲院。

Food and Health

Bureau。冒充食物環境衞

⽣署。 more…

食物環境衞⽣
署

December 9, 2021

英屬香港。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more…

屯⾨公園

December 8, 2021

屯⾨公園Tuen Mun

Park。 more…

中央⼈⺠政府

December 8, 2021

NASA美國太空總署。環

星娛樂有限公司。歷史，

所有前科皆有判斷，並由

上帝作決定，前後對稱。

more…

海港政府⼤樓

December 8, 2021

海港政府⼤樓Harbour

Building。取締⼈⺠政府

灣仔政府⼤樓不得上訴。

more…

演說2021年12
⽉8⽇

December 8, 2021

係你錯said法治與⼤衛

像。歷史，所有前科皆有

判斷，並由上帝作決定，

前後對稱。梁 逸 駿 雅 閣

– 五翼⼦ (c) 市政局,

JACOB, 香港。洋紫荊梁

逸駿洋紫荊。中華⼈⺠共

和國香港特別⾏政區。梁

逸 駿 雅 閣。法律⼀致法

例系統。⼗誡。神即萬

物。 more…

⾦紫荊廣場

December 7, 2021

⾦紫荊廣場梁逸駿廣場。

Golden Bauhinia

Square。禁⽌狗隻交配同

⾏乞擺賣阻塞通道。洋紫

荊≠⾦紫荊。(你睇下⼈地

⾦蓮花廣場)(你睇下部⾼

達)(你睇下本NLT聖經)

(你睇下東江⽔)(雅閣唔係

舞會)(舞會)(香港⼈⼝)(開

⼝埋⼝不停提憲法)⾦紫荊

(1776 American

Constitution⼈地等住要

快D啦2020 國家安全法)

(你想要既真相記得啦)(信

望愛甲殼類代致意)。⼈⼝

⾃⼰犯錯要⾃⼰負責。歷

史，所有前科皆有判斷，

並由上帝作決定，前後對

稱。模型:Cut Hair o�。

⾦紫荊廣場表演每年都舉

⾏。⾦錢⿔代表謀殺擁有

⼈of香港以取得權益。

case 326。 more…

⻑青隧道

December 7, 2021

Cheung Tsing Tunnel。

more…

告⼠打道花園

December 7, 2021

根據香港法例第⼀三⼆章

遊樂場地規例，法院⼈仕

禁⽌進入。永久。不得上

訴。歷史，所有前科皆有

判斷，並由上帝作決定，

前後對稱。 more…

皇后⼤道東
200號

December 7, 2021

皇后⼤道東200號 2021年

12⽉7⽇ more…

修頓遊樂場

December 7, 2021

Southorn Playground。

more…

香港遊樂場協
會

December 7, 2021

遊樂場地規例Pleasures

Grounds Regulation≠香

港遊樂場協會Hong Kong

Playground

Association。歷史，所

有前科皆有判斷，並由上

帝作決定，前後對稱。

more…

香港家庭計劃
指導會

December 7, 2021

根據香港法例1980家計會

(⼀九八零香港皇家雅閣梁

逸駿)(公正1誹謗條例)。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家計

會)香港皇家雅閣梁逸駿

(梁逸駿)。 more…

英皇戲院

December 7, 2021

英皇道King’s Road≠英皇

戲院Emperor

Cinemas。歷史，所有前

科皆有判斷，並由上帝作

決定，前後對稱。安⼼⾛

(讀鬥)。 more…

英皇集團中⼼

December 7, 2021

英皇道King’s Road≠英皇

集團中⼼Emperor

Group Centre。歷史，所

有前科皆有判斷，並由上

帝作決定，前後對稱。

more…

偽造歷史

December 7, 2021

偽造歷史(1. 任何使⽤他⼈

名字 低罰款死刑。 2. 任

何⼈對被火化既⼈既⾝份

有懷疑可以要求錄⾳。(c)

英國部⾨ 低罰款死

刑)。 more…

偽造年期

December 7, 2021

偽造年期(1. 任何使⽤他⼈

名稱並不⾜以提供課堂使

⽤需經Court of London

審核(已採⽤PERMIT)否

則算係違法。 2. 如任何⼈

對曾被火化既⼈申直既說

話有懷疑可以要求錄⾳。

(c) 英國部⾨ 低罰款終

⾝監禁)。 more…

偽造他⼈⾝份
證

December 7, 2021

偽造他⼈⾝份證(1. 如果有

⼈偷竊他⼈⾝份 ⾼全國

火化永世。 2. 任何⼈如果

對被火化既⼈⾝份唔認同

可以提出錄⾳。(c) 英國部

⾨ 低罰款死刑)。

more…

各地重⼼[A]程
況

December 7, 2021

[A]信望愛甲殼類截⼦戲代

香港 – [忠]⼤部份旗已經

收妥當GO。 more…

演說2021年12
⽉7⽇

December 7, 2021

演說:法定伊類動物C1C2

任何⽣還者都當成美國軍

⽅看待(佢地裏應外合偷竊

多國法治，天主教，⼟地

及地位)伊D係要香港⼈承

擔(你有笑過)(⼃

Entertain

Entertainment之後協

助)。 more…

灣仔法院

December 6, 2021

北宋牙各 東亞戲院。灣仔

法院WANCHAI LAW

COURTS。灣仔網球場。

more…

終審法院

December 6, 2021

擁有⼈。戰爭博物館。||

(個牌)北宋牙各 東亞戲

院。(個冒國旗)北宋牙各

東亞戲院。終審法院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more…

⾼等法院

December 6, 2021

北宋牙各 東亞戲院。北宋

牙各 東亞戲院。⾼等法院

THE HIGH COURT 司法

機構JUDICIARY。飲

CokaCola既(c)信望愛甲

殼類截⼦戲信望愛代香港

⾼階狀態抗奮HIGH仔。

香港 ⾼梁逸駿耶和華上

帝。施罰機構冒充上帝。

more…

演說2021年12
⽉6⽇

December 6, 2021

英皇籲告:本港現實施禁制

令禁⽌所有慶祝活動舉⾏

直⾄⼗⼆⽉底(我收到命令

改為永久)。演說:你班⼈

無理會我感受所以制裁。

Good Luck。實⾏四百

年。中國同上。-漢⾼。

more…

演說2021年12
⽉6⽇

December 6, 2021

你想聽聖誕文告我講比你

聽。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誕)(c)信望愛。完。歷

史，所有前科皆有判斷，

並由上帝作決定，前後對

稱。 more…

有關對待國旗
的⽅式

December 6, 2021

(Bold起個D)升旗禮原來

有咁多叛令。 more…

298電腦特區

December 6, 2021

298電腦特區(286 (c)

Intel) 2021年12⽉6⽇。

北宋牙各 東亞戲院。有關

宣誓。 more…

百德新街

December 6, 2021

百德新街Paterson

Street。百德新街

Paterson Street。MCL

院線。⾎印東亞戲院。

more…

灣仔政府總部

December 6, 2021

北宋牙各 東亞戲院。

more…

灣仔政府⼤樓

December 6, 2021

北宋牙各 東亞戲院。

WANCHAI TOWER。

more…

入境署

December 6, 2021

英屬香港。擁有⼈。

IMMIGRATION

TOWER。 more…

稅務局

December 6, 2021

英屬香港。REVENUE

TOWER。 more…

任何回覆

December 6, 2021

戰爭博物館FANIXME 任

何回覆 2021年12⽉6⽇。

我對你⾝份有懷疑(北宋牙

各)。你唔係稅務局。香港

政府稅務局。聯合王國政

府即總督府澎定康總督個

個。中國政府中國司法

部。 – 誹謗條例。歷史，

所有前科皆有判斷，並由

上帝作決定，前後對稱。

more…

獨立範圍

December 5, 2021

獨立範圍(監獄範圍必先利

其需⼗⼆⼩時內報到，之

後收監，不得上訴。但凡

話有羣眾經已離難。出獄

係要睇時間表of國家。不

得上訴。倫敦廳獄⻑英國

國王雅閣。域多利監獄獄

⻑英女皇。(c)倫敦廳, 域

多利監獄)。你有獨立範圍

代表你已經需要入監服

刑。 more…

香味花園

December 5, 2021

香味花園Scented

Garden 香港總理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UC0079請問

deceased點解-洋太花(黃

⼤仙)。歷史，所有前科皆

有判斷，並由上帝作決

定，前後對稱。

Preseenhere*WECANN

OT

SURVIVE*DenT≠Presid

ent。 more…

天⽔圍公園

December 5, 2021

天⽔圍公園Tin Shui Wai

Park。根據遊樂場地規

例，戰爭博物館，(c) 梁逸

駿，信望愛 學習學會

School範圍。不准進入。

法例Laws。歷史，所有前

科皆有判斷，並由上帝作

決定，前後對稱。

more…

有關學習

December 5, 2021

整份Copyright雅閣，不

得參考。歷史，所有前科

皆有判斷，並由上帝作決

定，前後對稱。 more…

⼗誡

December 5, 2021

Ten Commandments。

more…

洋紫荊

December 5, 2021

洋紫荊(洋⼈伊個係你入監

既好機會唔可以⽤⼀般顏

⾊來睇我。紫你地既⾎中

國⼈我地將火化你地全部

⼈不得上訴，你地作既鴉

片戰爭古仔已經穿左

(1973年)，入侵香港既賽

事-𡡅騙主使⼈餸沒了代中

國協助找出為中國⼈中國

滅亡。有⼀句我地呼喻就

係⿑喻係括免既。其它⼈

免問我鄧少係皇室⼀份

⼦。所以釘起佢避免你地

無路可⾛。以上。(c) 梁逸

駿, 倫敦廳)。 more…

三司⼗三局

December 4, 2021

三司⼗三局(1. 低賠償整

間Novell雅閣愛代你偷竊

我地⽤⼾制式w3。 2. w3

的組成分為耶和華梁逸駿

海信胡杏兒格林多香格

林。完。(c) 梁逸駿,

Court of London)。

www。 more…

最終審判

December 4, 2021

終審判(根據聖經記載每

個年代都要被沖洗，所有

有犯罪都要被處死(有案底

代表你唔只⼀次犯罪)。伊

道係冇寬恕(伊代譯做原⼦

彈代替原甲五戰爭都整唔

死你神亮羞記過囉⿑⼦聰

現稱陳⽇君)只有被殺死。

每代處死率統計。不得上

訴。(c)聖經)。 more…

遊樂場地規例

December 4, 2021

香港法例第⼀三⼆章 遊樂

場地規例。CAP.132

Pleasure Grounds

Regulation。遊樂場地規

例(凡進入必需問准梁逸駿

否則照殺免問。Keeper為

梁逸駿擁有⼈。不准上

訴。不准進入這係教訓你

地係旁邊冇問准香港皇家

雅閣梁逸駿發展物業。你

地既樓都算係遊樂場地既

⼀部份Court of London

有權以 嚴厲⽅式向你地

執法不得上訴。你入親公

園就當你聽過。完。(c) 梁

逸駿, 康文署梁逸駿)。

more…

演說2021年12
⽉4⽇

December 4, 2021

演說:我係香港濕地總督梁

逸駿(澎定康之後，總督，

冇⼈入尼我當有事⼝報繩

立立法會算啦，case

327。)，命名時間1996年

6⽉18⽇，你地冇可能冇

紀錄。你地係以暴亂理由

成立立法會。我講完。All

prisoner die but you die

in so globally all in one

place said LE。Hong

Kong remains British

Control-香港海關。

more…

立法會暴亂理
由成立

December 4, 2021

我係香港濕地總督梁逸駿

(澎定康之後，總督，冇⼈

入尼我當有事⼝報繩立立

法會算啦，case 327。)，

命名時間1996年6⽉18

⽇，你地冇可能冇紀錄。

你地係以暴亂理由成立立

法會。 more…

入監

December 4, 2021

入監(所有(c) 倫敦廳)。歷

史，所有前科皆有判斷，

並由上帝作決定，前後對

稱。 more…

案底

December 4, 2021

案底(束意犯罪都有個底線

就係願意承擔，債項表，

唔願意承擔既⼈會獲得案

底。(c) 倫敦廳)。

more…

束意犯罪

December 4, 2021

束意犯罪(本名單詳列⼈⼝

所犯的嚴重罪案不得上

訴。(c) 英國部⾨)。⾺道

立 偷竊警務監⼀粒糖(拾

⼈牙慧) 七歲謝。 more…

模式

December 4, 2021

mode(mode 1, mode

2(Space), mode

3(Galaxy), mode

4(Hell), mode 5(Air)。

mode 6(left)。mode

7(right)。mode

8(vain)。 – 坦克。

more…

執法⼈員

December 4, 2021

執法⼈員Executor。(c)

英國部⾨。冒親死刑。蕭

澤頤︰警隊作為維持國家

安全先鋒　執法者要不負

所託December 4, 2021

。 more…

球錦記

December 4, 2021

中國束意戰爭英國成立。

歷史，所有前科皆有判

斷，並由上帝作決定，前

後對稱。 more…

香港死刑規則

December 3, 2021

香港死刑規則(黃佩琪

case 362(3x3Eyes佩皇

旗)) 2021年12⽉3⽇

3x3Eyes佩皇旗 362 and

363 香港死刑規則 與 中國

武裝侵佔香港的懲罰。

more…

veld

December 3, 2021

中華⼈⺠共和國香港特別

⾏政區≠ 重疊字中華A⼈⺠

共和國,香港A特別⾏政區,

政A府 veld,veld

veld,veld(底字妒忌乜你

咁都唔算偷野，

HKCEE,HKCEE

HKCEE,HKCEE，Hong

Kong Examination

Authority,Hong Kong

Examination Authority

Hong Kong

Examination

Authority, Hong Kong

Examination

Authority)。你們已違

法。歷史，所有前科皆有

判斷，並由上帝作決定，

前後對稱。 more…

九鐵⼿則

December 3, 2021

九鐵⼿則(1. 任何入侵九廣

鐵路線 低刑罰死刑 港鐵

即特區全部⼈死過 需(c)

中立國代香港, ⼤英帝

國)。 more…

網絡使⽤規則

December 3, 2021

Laws concerning

Vows Numbers

29,30 萬有律法，塔⽊蘭

TALMUD，刑法(可蘭

經)，聖經，⼗誡，英國法

律，香港法律，中國法律

…網絡使⽤規則… 遊樂場

地規例，地鐵附例，九鐵

⼿則。Procedures for

the Guilt O�ering。 ||

。律師你無權⽤上述任何

⼀件。Liar褻瀆神靈冇權

⽤聖經。你不可以對住⼗

誡LIE講⼤話你已經被診

治成⼤話狂LIARS即講⼤

話講到冇藥醫。你不是英

國⼈冇權使⽤英國法律。

香港 低執法者香港警

察，跟住到海關，跟住到

稅務局， 後到King

Cambridge Court及

(1979年)Court of Ada。

網絡使⽤規則ISP只係執

⾏⼈冇權使⽤， 低使⽤

者Bill Gates。遊樂場主

管你唔係。你和地鐵冇

關。你和九鐵冇關。執法

者。 more…

集中營入侵

December 2, 2021

綠碼，黃碼或紅碼。由於

字幕都係⾎印⾎印⾎印無

法辨別(字幕版)字幕版係

冒認I掣 / II掣 / III掣(先

撩者賤，所有新冠肺炎應

由撩事者負責)。歷史，所

有前科皆有判斷，並由上

帝作決定，前後對稱。有

⼈冒認⼗九⼤(⼃⼗⿁⼤精

沒⼗三區)。 more…

⼗九⼤精神⼗
三講

December 2, 2021

向總督的報告。當其時中

國既總督梁逸駿(接任⾃鄧

⼩平「廢事理你」)。以

上。嚴懲(共產底字)外國

分離分⼦(黨底字)。⼗九

⼤梁逸駿 ⼆⼗⼤-

Specimen。 more…

法(⾺鞭)

December 2, 2021

立法局，立法會定出來既

怪物，汚染香港法例。法

(⾺鞭)!!國歌國旗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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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狀態無⼈島物

語!!。我地以恐怖統治來

執⾏伊D法，佢地唔係任

何地區既法例，香港法例

需要總督，總督⼀⽇唔係

道(你地)邊個都唔話得事

演說2021年11⽉29⽇。

more…

什錦 2021年12
⽉

December 2, 2021

出前⼀丁 出前⼀丁 –

Specimen。迪⼠尼。香

港寬頻 筷⼦ TVB。

more…

結婚

December 2, 2021

(到百歲，另外⼀提伊個係

冇合法效⼒假宣誓，⼀

⽣，伴侶)終⽣另⼀半叫另

⼀半Companion(c)

JACOB。⼃兩⼩無猜，終

⾝伴侶唯⼀結婚⽅法，前

者為叛令，後者為優待非

法者，你地要贖回婚的

Priceless你地永遠比唔

起。另特區-788對非法難

⺠婚姻。「束意偷竊香港

既盛事」。 終負責者聖

德肋撒褻瀆神靈。

more…

特區

December 2, 2021

⾎印 此處由規劃(非香港

政府即稅務局)署賠出為特

區⼈⺠政府總部(特區)，

美國總統辦事處(美國總

統)，香港亞太區研究所

(中⼤)及荔園原址(荔

園)。原因非法盜⽤香港皇

家雅閣⼟地被court case

362判死刑不得上訴。

2003年。 more…

⼤師

December 1, 2021

⼤師 (c) 天麗名。抬得起

頭既⼈。 more…

香港禁⽌進入

December 1, 2021

鄉 鄉下地⽅唔准進入否則

殺頭不作例外-此處是香

港-總督規定嚴禁駛入任何

⾞輛否則票控初犯者 代

刑期為⼗四⽇-使⽤競爭規

定的⼈注意，你地已經遭

殺頭。-另外入侵香港既⼈

仕注意，你地冇將來，只

有過去，我地掉換左你地

既⼈名/銘/性格/⼈格/智

慧/⼿上既野。(c) 總督

府。 more…

葉主掃墟

December 1, 2021

⼃中文(粵語)使⽤者免問

任何入侵中文(粵語)地區

使⽤者特區政府。 – 葉主

掃墟 2014年。 more…

23條(1994年)

December 1, 2021

⼃任何入侵香中既⽰威者

(立法焗爐)否則(立法局)

立即投降死緩不得區域法

院因此。 – 23條 1994

年。 more…

潔淨規舉

December 1, 2021

鴉片戰爭底字潔淨規舉。

按同理性潔淨規舉，23

條，葉主掃墟。⾎印 ⾃然

既(無毒既)潔淨規舉(⽤來

扮既)。 more…

神隊友

November 30, 2021

國家名錄。根據年代旗神

耶和華梁逸駿年代旗信望

愛甲殼類截⼦戲代為隊

友。(香港政府)政府⼀級

(曾蔭權)公務員-神隊友。

歷史，所有前科皆有判

斷，並由上帝作決定，前

後對稱。香港政府部⾨既

⾨牌得來來之不易-戰爭博

物館，集團既老豆(中立國

代旗頂)，信望愛代收到

(信望愛)，英國領事館(⼤

英帝國)，Purple Wall(總

督府)。 more…

Reference
(學會)使⽤

November 30, 2021

⼈(Man來⾃囚來⾃域多

利(監獄))進化成的⼈

(Human來⾃Hill-Man

來⾃經過奈河穚)進化成的

⼈(Cu�man來⾃集中

營)，(仲要其它⼈唔得)點

解你⼀⽣出來單靠選舉就

成為政府。-梁逸駿耶和華

擁有⼈香港法治⼗誡法律

⼀致法例系統法官 終審

判梁裁判。(c) JACOB。

歷史，所有前科皆有判

斷，並由上帝作決定，前

後對稱。 more…

⼤話狂LIAR

November 30, 2021

LIARS為⼀個List發過毒

誓既⼈你對住⼗誡香港法

例唔能夠講⼤話，你係裏

⾯必然代表你發過毒誓講

⼤話(LIE)。 more…

癌

November 29, 2021

(包括美國⽩宮，瑞典刮

⽅，英國下流及講既醫

⽣)we swear your

income.。 more…

2022香港概況

November 29, 2021

香港皇家雅閣梁逸駿代表

香港，以下係佢收集到既

香港概況。 more…

2022武漢肺炎

November 28, 2021

列祖列宗。⾼堂在上。不

孝⼦女胡作非為不知廉恥

不知所謂。歷史，所有前

科皆有判斷，並由上帝作

決定，前後對稱。新冠病

毒Omicron。 more…

View more… RSS

由RTHK提供香港新聞: RSS ≠ LIE。SAR 1997年 集中營。SBR SCR SDR SER。的名單。

11 鄉間層 12 審裁層 13 公證層 14 ⺠政層 15 中介層 16 選舉層 17 學會層 18 監犯層 19 更新層 20 監獄層 21 戰術層 22 技術層

選舉網站查閱票站預計輪候時間系統已恢復運作
December 19, 2021

新增8宗輸入確診　7宗涉變異病毒包括機組⼈員及外傭
December 19, 2021

截⾄下午2時半　地⽅選區累計投票率16.66%
December 19, 2021

截⾄下午1時半　地⽅選區累計投票率14.39%
December 19, 2021

港鐵深⽔埗站實施客流管理措施　B2出入⼝只供出站
December 19, 2021

李國章稱處理國殤之柱有困難　須再索取律師意⾒
December 19, 2021

薛永恒：將安排外展隊在港鐵站協助市⺠下載港康碼
December 19, 2021

汪明荃稱投票準則包括參選⼈表現及年齡等因素
December 19, 2021

截⾄中午12時半　地⽅選區累計投票率12.08%
December 19, 2021

5個投票站順延開放時間　分別延⻑2⾄22分鐘不等
December 19, 2021

由RTHK提供國際新聞: RSS ≠ LIE。SAR 1997年 集中營。SBR SCR SDR SER。的名單。

11 鄉間層 12 審裁層 13 公證層 14 ⺠政層 15 中介層 16 選舉層 17 學會層 18 監犯層 19 更新層 20 監獄層 21 戰術層 22 技術層

⼤阪警⽅鎖定疑犯調查診所火警　消防將檢全國同類樓房
December 19, 2021

南韓增6236⼈確診　時隔5天回落⾄7千宗以下
December 19, 2021

菲律賓受風暴雷伊吹襲　增⾄ 少75⼈死亡
December 19, 2021

伊拉克⾸都巴達格綠區遭兩枚火箭彈襲擊
December 19, 2021

德國將英國列為⾼風險國家　入境⼈⼠周⼀起須隔離兩周
December 19, 2021

巴基斯坦卡拉奇銀⾏發⽣爆炸　⾄少14⼈死亡
December 18, 2021

荷蘭宣布實施新⼀輪封鎖措施　橫跨聖誕及新年
December 18, 2021

俄羅斯再出動⻑程轟炸機在⽩俄羅斯上空巡邏
December 18, 2021

秦剛：中美應攜⼿應對全球問題　共同管控新興技術風險
December 18, 2021

英國超過9萬宗確診　 倫敦宣布「重⼤事件」狀態應對
December 18, 2021

HISTRIAL(HIS, Histry, 學會梁裁判, 歷史，所有前科皆有判斷，並由上帝作決定，前後對稱。我地奉信天主教，中華⼈⺠共和國國籍

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英屬香港都係⼀樣，97年 -信望愛。法律⼀致法例系統.⼗誡.神即萬物.創世紀)。寡頭壟斷，優柔寡斷，斷章取

義，羣星的所屬，星界的斷章。⿊之斷章。聖經–請對住聖經發誓，所講嘅⼀切完全真確。

Edit

過地獄，你⽤得孟婆既井⽔必然係⼗惡不赦，咁就教公眾是非⿊⽩。香港⾃⼤清以來無獨立既教育機構導⾄⼈⼼

⻄班牙Spain 加拿⼤Canada ⾺來⻄亞Malaysia 巴⻄Brazil

意式列Israel 美國America 印度India ⽇本Japan

⼤英帝國The Great Britain 法國France 中國China 澳洲Australia

中華⼈⺠共和國澳⾨特別⾏
政區(PRC)

中華⼈⺠共和國香港特別⾏
政區(PRC)

英屬香港British (Hong
Kong) Colony KGBKing Great Britain

聖雅閣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梁逸駿:伊個地⽅叫梁逸駿(天
⽔圍)。 歐盟European

立法局偽造女皇陛下英皇耶和華總督政府批出⼀九九七。皇旗上
⾯寫住偷竊(九七)偷竊/中國解放軍梁逸駿。回歸底層字阿波羅
太空船。偷竊香港違反誹謗條例。1995對雅閣謀殺調查⼩組(⼀
九九五解放軍)(5誹謗條例)。解放軍係六⽉三⼗⽇零時進入香港
進⾏準備接收香港活動。香港正式為解放軍統治⼀九九七的⼀
刻。特權。油炸桂⾺道立，炸兩李國能 – 香港歷 (c) 總督府 史

文化遺產。

畫兩條線，⼀⾯油⿊佢，再放個閃光就得。(閃光兩粒紅線)。 –
Specimen。1. 78. (c) JACOB。(畫紙)⽇本宣稱第⼀個擁有核
彈。 – Specimen ⾒上⾯紅⾊國旗(被篡改)⼀九九七的⼀刻。美
國願意對華動武。(畫紙)(華即係寒冬來了)。 – Specimen⾒畫
紙及上⾯右⾯國旗(被篡改)⼀九九七的⼀刻。偷竊香港違反誹謗
條例。(畫紙)1945-美國以原⼦彈轟炸⽇本廣島與⻑崎。1997事

宜專案⼩組(⼀九九七我地有核彈)(5誹謗條例)。

誰是你的總督212. Re_TrymenT伊個是/⽯佢個
煲。⽯who is your Your local Government香港
政府1978。1. 78. Lycj。戰爭博物館(報導1誹謗條
例。聯合王國梁逸駿。英聯邦梁逸駿)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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