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的羔羊，是上帝 ；他们神圣的理念 ；而神的羔羊，是银 

；谦虚使羔羊 ；神羔羊上帝的力量和人类的新胜利而自豪。 

是小男孩 ；我们将继续与教我神圣的诫命 ； 

神哲学如果所有的人类曾指导下，我向你保证的小男孩，那这个人类需要神的审判 

；给出了神的诫命，走向世界，所以，通过它们，做所有的精神，他们的测试中生活 

；有一个给定的时刻，所有的精神，没有意识到的肉 ； 

世界上的生命但他们知道他们或早或晚，将证明是一定的经营理念 ；不只是人类的哲学 

；试验研究的行星，是无限的 ；他们永不会有限制 ；或永远不会有他们 

；爱和谦卑，为任何有思想的生物的神圣任务是神圣的神的羔羊。所有的差称为的动物，只有

神的羔羊，天真无邪独特 ；这是力量的不相关的任何行为 

；它的灵敏度，为他赢得了神圣的偏好，在自由意志的天父耶和华 ；谦逊，是神的羔羊 

；并没有谦逊，没有人进入天国 ；写它是，它是容易进入骆驼穿针眼比我神圣的法则，天国 ； 

违反人类精神说话的神的羔羊，才证明中生活 ；所有人的精神，赞扬他在天国 

；所有在天堂般的处所 ；在那里，任何的孩子，不是动物 ；他们是所有儿子相同的父亲 

；无论什么你身体的形式或他的哲学 ；在天堂的王国里，都是心灵感应 

；因为所有已经达到永恒的荣耀 ；成本的无限盗汗前面 ；在无限的行星 

；它是作为书面，一切的灵，便再活一次，以达到上帝的王国 

；这就意味着每个精神朝圣由物质的宇宙 ；通过无限的行星 ；试着无限的哲学 

；和他们都是一个神性的方式，以神圣的神的羔羊 ；所有的形式，有太阳能神圣的清白 

；因为所有拥有同样的原则 ；没有人是出生在天国 ；既然没有人拥有，总的永恒 

；如果不是父亲 ；所有无一例外，都是神所从属的天父 ； 爱这神圣的爱，是生活和膨胀 

；进步的父亲，和进步的儿童 ；在永恒里他神圣的精神层次。 

 

是小男孩 ；我知道你不会离开哥哥饰品 Ondania 饰品 ； 思考我知道世界会鄙视它 

；因为他不敢卖五百年的徽章，神的羔羊 ；他将会记住所有的世代，作为现代的犹大 



；他在你的世界，数以百万计的雄心 ；他们做不 trepidan 卖到其自身的永恒 

；因此，我会告诉你的小男孩，这个恶魔的商业野心，泪血会哭 

；他会问同样的神的羔羊，复活，新的肉体 ；它会问问万回被一个孩子 

；但你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或有权使用在生活中，而神的羔羊，是银 ；清洁和良知的 ； 

每一纯度的象征一些时间，我们给了他，所以他报复 ；它是一个万，诅咒金奖 

；诅咒自己的风俗习惯 ；诅咒自己的父母 ；和他自己谦卑的心 ；那些已经很尊重这个神圣的词 

；就像，没有这种精神，在另一个世界 ；他住在一种哲学，持久的持续的肉 ； 

短暂的一生中激发这是美联储从一种哲学，不提供既不是永恒，也不是进入天国 

；因此，它都会有电话，丰富的世界 ；他们诅咒的父亲和母亲 ；在哭泣和哀哭切齿 

；理由其实很简单 ；在神的公义，而更多的福利享受人类的精神，更严重是正义 

；所有都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情况下透过神的话语，教因此，政府，必须已经是土地的相等 

；是的所以做不到的地方，这是一群魔鬼，看到这一规则是一个好的企业 

；全世界都知道这些恶魔，没有考虑到我神圣的诫命，由资本家 ；他们是科学的创造良好 

；由这些该死的有在世界贫富差距 ；通过这些恶魔，陆地世界将神圣 juzjado 

；他们是罪魁祸首，哭泣和哀哭切齿、 数以百万计和数以百万计的我卑微的儿童 

；更多的没有恶魔，我神圣的法律，违反者将逃脱 ；这使得它支付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这是肉的法律世界 ；不完美的世界 ；微观的世界 ；剩余这些该死的唯一希望是悔改 

；因此，如果悔改 enloquecerían 没有 exsistiria，这些恶魔们 ；神圣之父，创造天使 

；和骄傲源于精神的自由意志，使他们的恶魔 ；我忘了谁，消失在黑暗里 

；写的是，神圣之父耶和华是永恒之光 ；同时更多遭受一种动物，是伟大的天国 

；因此，选中的幸运儿，被选自己 ；由他的作品，他们都是第一 

；写的哪个更容易至骆驼穿针眼比强奸犯在天国 ；这有很多的含义 

；解释如何严谨是圣神的正义 ；结果表明动物的叫声，伟大的天国 

；作为造物主的存在，不是动物的存在，在他神圣的住处 ；只有存在儿童 ；有物理的形式 

；动物的概念，是生活的一个神圣的种族，对于这些精神 ；他们要求被称为动物 

；他们要求以满足相同的理念 ；如某些精神，他们要求人类的猴子 ；他们要在这一理念 ； 

测试写的是，一切的灵测试中生活 ；不只人叫;但是，对所有人类 ；没有人是少神圣之父耶和华 



；圣神的正义是如此巨大，一个人类的生物的重要性迷失在无限 ；甚至更高 

；人的生命，正在以令人瞠目的冷漠 ；用同样的冷漠，用于人类。甚至更高 

；人的生命，是在天国 ； 几乎无人知晓只知道，在那些 polvitos，失去了在空间中 

；许多人称之为行星，居住生活驱动器 ；知道在给定的时刻，应无踪迹，就是一个世界 

；这写到： 将经过地球 ；更多我神圣的话语永不消失 ；因此，神的话说： 光，而光由 

；然而它继续生产世界和太阳 ；在这样一个数量，作为心智可以想象 

；神圣心灵感应绘图，教神圣的神的羔羊，是太阳能的产地来源 ；有它自己的生活哲学 

；有其自身膨胀的三位一体 

；以前地球上出现生命，已经是神圣的神的羔羊，又重生一次，在其他的行星 

；你神圣的统治并没有，也没有任何的限制 

；三位一体的生活，将相乘并详述自己思维的孩子，神圣的继承 

；所有电力的一部分在你的身体 ；电力，对应在其进化的程度，微观部分膨胀的三位一体 

；你是微观的鞋底 ；但如此微小，那仍不亮 ；它仍然占主导地位在你的肉体 

；与随之而来的激情 ；要能够发光，你们必须重生 ；精神，必须通过连续机构的肉体 

；到达某一时刻，闪耀精神，优于有形化的肉 ；这就是为什么它被写： 弱是肉 

；这意味着知识，成为闪耀光芒，有如太阳 ；请把肉，无效 

；这意味着，所有的知识都变成身体明亮 ；这神圣的过程实现宇宙 ； 

所有的太阳他们是肉的微小的因为它是肉的一种生物，要大，在天国 

；他们是肉的动物，在巨大的世界里，那些不再 ；作为一个整体，太阳构成的普遍的神圣知识 

；被称为神圣的三位一体 ；所以，作为神圣的 Moses 照耀在荣耀和威严 

；他的脸上散发出来的太阳内部的流体 ；他的脸是一个神圣的太阳 

；与不同，那明亮的他离开神圣的磁性电源 ；他是由他自己的头脑 ； 

控制这种神圣的力量，一直是最伟大的奇观，拥有了任何思维 ；与这种精神力量，Moses 

开放水域 ；发达国家、 血河 ；刚才很多的神圣标志，天父耶和华 ； 

无穷的力量银色的船只，有很多跟这些神圣的权力 ；他们也有崇高的特派团 

；在他们自己的法律 ；如何有他们所有的先知的肉 

；没有人可以成为先知，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精神力量 



；其中，神圣永恒的天父，凭借对养活世界 ；神圣的媒介，使用，是相同时刻 

；它不应忘记，所有的精神，当它离开地面时，将传递到天体的世界 ；还有另一次 

；它不是时间的地球 ；是天体的时间 ；在地球的世纪，对应于淡蓝色第二 

；因此，它发生在地球，每次是只有一个时刻在天国 

；此示例是有效的当每一个人的精神，一直按照神圣的任务规定 ；他说： 

耶和华，高于一切的事情 ；通过对所有的财富 ；通过对自己 

；这意味着，根据我神圣的任务，任何陆地的儿子，可以进入天国 ；由于所有已用这笔钱 

；这种哲学，并获悉世界 ；自从几个世纪前： 不要吃从树的知识的好材料 ；因为它传递 

；滋养自己与它的成本 ；什么努力，和赚功德 ；你将通过你的 ； 

汗水挣面包什么共计一辈子诚实的工作 ；神圣之父耶和华，说： 爆炸你的兄弟 ；不说： 致富 

；不说： 创建富人和穷人 ；当然比不 ；通过神圣之父的意思是： 支配你，你的良心 

；都很卑微，成为第一 ；另一项公告说: 是易于之间骆驼穿针眼 ；这一丰富的天国 

；另一份声明： 那就是照顾的左边，是不道德的权利 ；左边是人 ；是人子 ；各项工作 ； 

儿子右，都贪污腐败 ；有谁相信这笔钱会买的肉 ； 复活迷惑 

！在人的心灵，所发明的东西持久性是高超的精神，当这个人发明，没有考虑到最高的任务 

；它发生在另一个世界 ；在程度上，这些世界已被删除从空间 ；这就是为什么神所写的： 

许多来电试着人类的哲学 ；和几个被拣选，将进入天国 ；神圣的继承导致一切的灵，变得智慧 

； 灿烂的阳光没有人是较少在这神圣的法律 ；天国，是最大的光荣，能不能假装对微观的生物 

；它出来 ；更给它，必须是干净的 ；你不应该带恶魔般的影响 ；如何是财富 ； 

吗那教你被挪用，能持续下去的只有嵌合体的土地 

；一毛钱，秉承的精神，当他返回到的地方，在那里来暂时地。与之相反。你必须给帐户的时

间都花在地上 ；第二次通过第二次的基础 ；自从他出生的生活，直到它被称为在天空中 

；伟大，永远不会代表财富 ；所有的财富，是时间的损失的精神 ；所有咒骂它 

；当你已经离开了生活 ；作为财富，关闭 les 门的天堂 ；写的是： 

不能侍奉两个主人。财富是送达或事奉耶和华 ；这种生物被利用自己的财富 

；知道会看到什么，这种动物已经收到了他的报酬 ；没有神的增加 ；你不能进入的神的荣耀 

；它在地球上如此之大，并且收缩了在天国 



；神圣的神的羔羊，神哲学是在无休止的无限小天使联盟 ；谁作曲肉体和精神 ； 

每个的分子神圣的神的羔羊，代表独特的理念，将继续留在该土地 

；它是生活的唯一的原因，无限的精神，要求证明了人类 

；这是该产品的一种生活模式，符合神的诫命 ；不抵触，甚至是微观的部分 

；这是孩子自己的理念 ；哲学的一个孩子，是最接近于天使的理念 ；它们更纯洁的心 ； 

吗他们不是参与，也不腐化堕落，在他们的风俗习惯 

；他们是唯一的亲人，在其中的科学很好，有没烂掉 ；所有其他的哲学，由人的心灵，消失 

；他们不是在新的世界 ；与以往一样，魔鬼已进入天国 ；espiritus-洛斯，知道天国 

；伟大的精神导师，是教 ；从永恒的背 ；前所未有的人群，都惊呆了，巨大的太阳能电视屏幕 

；看到他们的通用的电视 ；它有没有开始 ；并且没有尽头 ；有没有的世界也会有 

；看陌生的世界 ；世界处于战争状态 ；换句话说，见过多少生物无法律代表） 生于思维 ； 

膨胀宇宙的一切念头想法，在永恒的时间，他们变得巨大的世界 ；在那里，espiritus-

洛斯，见证的诞生、 发展和痛苦的世界 

；他们看到神圣的过程中，如何的微观的理念，体现在一个星球上 

；他们看起来奇妙的行星故事 ；它往往被传播世界 ；还有，比任何鼓舞人心的天才 

；要牢记，含糊不清的、 神圣的想法视为天国 ；从那里来的未来的学说 ；海关将变成行星 

；这先知给特定的世界 ；那里，头胎的儿子，启发和研究中，神圣的计划 

；都想要一个特派团在遥远的行星 ；所有的银河类别 ；无限的生命形式 ；它们当中的世界肉 

；属于微观的地球 ；行星称为粉 

；有人在那里神圣的第一太阳能，基督，称为永在的父神，来到地球学会一项新法律的爱 

；教的神圣教义是神圣的神的羔羊。它没有来，教使用武力 ；因为力量，他已经完成了任务 

；她已经在星球上 ； 测试它已履行了自身的进化中的人类的生物 

；基督带到这个世界，新的生活 ； 方式这不是诅咒国王的残酷的时刻，他来到了地球 

；这些恶魔，骗子，看起来威胁他们被诅咒的特权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感兴趣并击杀长子太阳能 ；发生了，即使地球上发生 

；现代的丰富，本身就是精神、 原则的地球 ；这些恶魔野心过大，还杀了 

；而它正在发生在你自己的国家 ；不知道这些该死的这在相同的褶皱，是圣神的正义 



；哭泣和哀哭切齿，等待着你 ；文以载道，谦逊是第一资源之前天父耶和华 ； 

知道他们应该是第一次来统治这个世界 ；哪些是第一个在诸天的国。 

写道： 阿尔法与欧米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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