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的羔羊，是上帝 ；他們神聖的理念 ；而神的羔羊，是銀 

；謙虛使羔羊 ；神羔羊上帝的力量和人類的新勝利而自豪。 

是小男孩 ；我們將繼續與教我神聖的誡命 ； 

神哲學如果所有的人類曾指導下，我向你保證的小男孩，那這個人類需要神的審判 

；給出了神的誡命，走向世界，所以，通過它們，做所有的精神，他們的測試中生活 

；有一個給定的時刻，所有的精神，沒有意識到的肉 ； 

世界上的生命但他們知道他們或早或晚，將證明是一定的經營理念 ；不只是人類的哲學 

；試驗研究的行星，是無限的 ；他們永不會有限制 ；或永遠不會有他們 

；愛和謙卑，為任何有思想的生物的神聖任務是神聖的神的羔羊。所有的差稱為的動物，只

有神的羔羊，天真無邪獨特 ；這是力量的不相關的任何行為 

；它的靈敏度，為他贏得了神聖的偏好，在自由意志的天父耶和華 ；謙遜，是神的羔羊 

；並沒有謙遜，沒有人進入天國 ；寫它是，它是容易進入駱駝穿針眼比我神聖的法則，天國 

； 違反人類精神說話的神的羔羊，才證明中生活 ；所有人的精神，讚揚他在天國 

；所有在天堂般的處所 ；在那裡，任何的孩子，不是動物 ；他們是所有兒子相同的父親 

；無論什麼你身體的形式或他的哲學 ；在天堂的王國裡，都是心靈感應 

；因為所有已經達到永恆的榮耀 ；成本的無限盜汗前面 ；在無限的行星 

；它是作為書面，一切的靈，便再活一次，以達到上帝的王國 

；這就意味著每個精神朝聖由物質的宇宙 ；通過無限的行星 ；試著無限的哲學 

；和他們都是一個神性的方式，以神聖的神的羔羊 ；所有的形式，有太陽能神聖的清白 

；因為所有擁有同樣的原則 ；沒有人是出生在天國 ；既然沒有人擁有，總的永恆 

；如果不是父親 ；所有無一例外，都是神所從屬的天父 ； 愛這神聖的愛，是生活和膨脹 

；進步的父親，和進步的兒童 ；在永恆裡他神聖的精神層次。 

 

是小男孩 ；我知道你不會離開哥哥飾品 Ondania 飾品 ； 思考我知道世界會鄙視它 

；因為他不敢賣五百年的徽章，神的羔羊 ；他將會記住所有的世代，作為現代的猶大 

；他在你的世界，數以百萬計的雄心 ；他們做不 trepidan 賣到其自身的永恆 

；因此，我會告訴你的小男孩，這個惡魔的商業野心，淚血會哭 

；他會問同樣的神的羔羊，復活，新的肉體 ；它會問問萬回被一個孩子 

；但你不會得到任何東西 ；或有權使用在生活中，而神的羔羊，是銀 ；清潔和良知的 ； 

每一純度的象徵一些時間，我們給了他，所以他報復 ；它是一個萬，詛咒金獎 

；詛咒自己的風俗習慣 ；詛咒自己的父母 ；和他自己謙卑的心 

；那些已經很尊重這個神聖的詞 ；就像，沒有這種精神，在另一個世界 

；他住在一種哲學，持久的持續的肉 ； 



短暫的一生中激發這是美聯儲從一種哲學，不提供既不是永恆，也不是進入天國 

；因此，它都會有電話，豐富的世界 ；他們詛咒的父親和母親 ；在哭泣和哀哭切齒 

；理由其實很簡單 ；在神的公義，而更多的福利享受人類的精神，更嚴重是正義 

；所有都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情況下透過神的話語，教因此，政府，必須已經是土地的相

等 ；是的所以做不到的地方，這是一群魔鬼，看到這一規則是一個好的企業 

；全世界都知道這些惡魔，沒有考慮到我神聖的誡命，由資本家 ；他們是科學的創造良好 

；由這些該死的有在世界貧富差距 ；通過這些惡魔，陸地世界將神聖 juzjado 

；他們是罪魁禍首，哭泣和哀哭切齒、 數以百萬計和數以百萬計的我卑微的兒童 

；更多的沒有惡魔，我神聖的法律，違反者將逃脫 ；這使得它支付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這是肉的法律世界 ；不完美的世界 ；微觀的世界 ；剩餘這些該死的唯一希望是悔改 

；因此，如果悔改 enloquecerían 沒有 exsistiria，這些惡魔們 ；神聖之父，創造天使 

；和驕傲源于精神的自由意志，使他們的惡魔 ；我忘了誰，消失在黑暗裡 

；寫的是，神聖之父耶和華是永恆之光 ；同時更多遭受一種動物，是偉大的天國 

；因此，選中的幸運兒，被選自己 ；由他的作品，他們都是第一 

；寫的哪個更容易至駱駝穿針眼比強姦犯在天國 ；這有很多的含義 

；解釋如何嚴謹是聖神的正義 ；結果表明動物的叫聲，偉大的天國 

；作為造物主的存在，不是動物的存在，在他神聖的住處 ；只有存在兒童 ；有物理的形式 

；動物的概念，是生活的一個神聖的種族，對於這些精神 ；他們要求被稱為動物 

；他們要求以滿足相同的理念 ；如某些精神，他們要求人類的猴子 ；他們要在這一理念 ； 

測試寫的是，一切的靈測試中生活 ；不只人叫;但是，對所有人類 

；沒有人是尐神聖之父耶和華 

；聖神的正義是如此巨大，一個人類的生物的重要性迷失在無限 ；甚至更高 

；人的生命，正在以令人瞠目的冷漠 ；用同樣的冷漠，用於人類。甚至更高 

；人的生命，是在天國 ； 幾乎無人知曉只知道，在那些 polvitos，失去了在空間中 

；許多人稱之為行星，居住生活磁碟機 ；知道在給定的時刻，應無蹤跡，就是一個世界 

；這寫到： 將經過地球 ；更多我神聖的話語永不消失 ；因此，神的話說： 光，而光由 

；然而它繼續生產世界和太陽 ；在這樣一個數量，作為心智可以想像 

；神聖心靈感應繪圖，教神聖的神的羔羊，是太陽能的產地來源 ；有它自己的生活哲學 

；有其自身膨脹的三位一體 

；以前地球上出現生命，已經是神聖的神的羔羊，又重生一次，在其他的行星 

；你神聖的統治並沒有，也沒有任何的限制 

；三位一體的生活，將相乘並詳述自己思維的孩子，神聖的繼承 

；所有電力的一部分在你的身體 ；電力，對應在其進化的程度，微觀部分膨脹的三位一體 

；你是微觀的鞋底 ；但如此微小，那仍不亮 ；它仍然占主導地位在你的肉體 



；與隨之而來的激情 ；要能夠發光，你們必須重生 ；精神，必須通過連續機構的肉體 

；到達某一時刻，閃耀精神，優於有形化的肉 ；這就是為什麼它被寫： 弱是肉 

；這意味著知識，成為閃耀光芒，有如太陽 ；請把肉，無效 

；這意味著，所有的知識都變成身體明亮 ；這神聖的過程實現宇宙 ； 

所有的太陽他們是肉的微小的因為它是肉的一種生物，要大，在天國 

；他們是肉的動物，在巨大的世界裡，那些不再 

；作為一個整體，太陽構成的普遍的神聖知識 ；被稱為神聖的三位一體 ；所以，作為神聖的 

Moses 照耀在榮耀和威嚴 ；他的臉上散發出來的太陽內部的流體 ；他的臉是一個神聖的太陽 

；與不同，那明亮的他離開神聖的磁性電源 ；他是由他自己的頭腦 ； 

控制這種神聖的力量，一直是最偉大的奇觀，擁有了任何思維 ；與這種精神力量，Moses 

開放水域 ；發達國家、 血河 ；剛才很多的神聖標誌，天父耶和華 ； 

無窮的力量銀色的船隻，有很多跟這些神聖的權力 ；他們也有崇高的特派團 

；在他們自己的法律 ；如何有他們所有的先知的肉 

；沒有人可以成為先知，如果你沒有自己的精神力量 

；其中，神聖永恆的天父，憑藉對養活世界 ；神聖的媒介，使用，是相同時刻 

；它不應忘記，所有的精神，當它離開地面時，將傳遞到天體的世界 ；還有另一次 

；它不是時間的地球 ；是天體的時間 ；在地球的世紀，對應于淡藍色第二 

；因此，它發生在地球，每次是只有一個時刻在天國 

；此示例是有效的當每一個人的精神，一直按照神聖的任務規定 ；他說： 

耶和華，高於一切的事情 ；通過對所有的財富 ；通過對自己 

；這意味著，根據我神聖的任務，任何陸地的兒子，可以進入天國 ；由於所有已用這筆錢 

；這種哲學，並獲悉世界 ；自從幾個世紀前： 不要吃從樹的知識的好材料 ；因為它傳遞 

；滋養自己與它的成本 ；什麼努力，和賺功德 ；你將通過你的 ； 

汗水掙麵包什麼共計一輩子誠實的工作 ；神聖之父耶和華，說： 爆炸你的兄弟 ；不說： 

致富 ；不說： 創建富人和窮人 ；當然比不 ；通過神聖之父的意思是： 支配你，你的良心 

；都很卑微，成為第一 ；另一項公告說: 是易於之間駱駝穿針眼 ；這一豐富的天國 

；另一份聲明： 那就是照顧的左邊，是不道德的權利 ；左邊是人 ；是人子 ；各項工作 ； 

兒子右，都貪污腐敗 ；有誰相信這筆錢會買的肉 ； 復活迷惑 

！在人的心靈，所發明的東西持久性是高超的精神，當這個人發明，沒有考慮到最高的任務 

；它發生在另一個世界 ；在程度上，這些世界已被刪除從空間 ；這就是為什麼神所寫的： 

許多來電試著人類的哲學 ；和幾個被揀選，將進入天國 

；神聖的繼承導致一切的靈，變得智慧 ； 燦爛的陽光沒有人是較尐在這神聖的法律 

；天國，是最大的光榮，能不能假裝對微觀的生物 ；它出來 ；更給它，必須是乾淨的 

；你不應該帶惡魔般的影響 ；如何是財富 ； 



嗎那教你被挪用，能持續下去的只有嵌吅體的土地 

；一毛錢，秉承的精神，當他返回到的地方，在那裡來暫時地。與之相反。你必須給帳戶的

時間都花在地上 ；第二次通過第二次的基礎 ；自從他出生的生活，直到它被稱為在天空中 

；偉大，永遠不會代表財富 ；所有的財富，是時間的損失的精神 ；所有咒駡它 

；當你已經離開了生活 ；作為財富，關閉 les 門的天堂 ；寫的是： 

不能侍奉兩個主人。財富是送達或事奉耶和華 ；這種生物被利用自己的財富 

；知道會看到什麼，這種動物已經收到了他的報酬 ；沒有神的增加 ；你不能進入的神的榮耀 

；它在地球上如此之大，並且收縮了在天國 

；神聖的神的羔羊，神哲學是在無休止的無限小天使聯盟 ；誰作曲肉體和精神 ； 

每個的分子神聖的神的羔羊，代表獨特的理念，將繼續留在該土地 

；它是生活的唯一的原因，無限的精神，要求證明瞭人類 

；這是該產品的一種生活模式，符合神的誡命 ；不抵觸，甚至是微觀的部分 

；這是孩子自己的理念 ；哲學的一個孩子，是最接近于天使的理念 ；它們更純潔的心 ； 

嗎他們不是參與，也不腐化墮落，在他們的風俗習慣 

；他們是唯一的親人，在其中的科學很好，有沒爛掉 ；所有其他的哲學，由人的心靈，消失 

；他們不是在新的世界 ；與以往一樣，魔鬼已進入天國 ；espiritus-洛斯，知道天國 

；偉大的精神導師，是教 ；從永恆的背 

；前所未有的人群，都驚呆了，巨大的太陽能電視螢幕 ；看到他們的通用的電視 

；它有沒有開始 ；並且沒有盡頭 ；有沒有的世界也會有 ；看陌生的世界 

；世界處於戰爭狀態 ；換句話說，見過多少生物無法律代表） 生於思維 ； 

膨脹宇宙的一切念頭想法，在永恆的時間，他們變得巨大的世界 ；在那裡，espiritus-

洛斯，見證的誕生、 發展和痛苦的世界 

；他們看到神聖的過程中，如何的微觀的理念，體現在一個星球上 

；他們看起來奇妙的行星故事 ；它往往被傳播世界 ；還有，比任何鼓舞人心的天才 

；要牢記，含糊不清的、 神聖的想法視為天國 ；從那裡來的未來的學說 ；海關將變成行星 

；這先知給特定的世界 ；那裡，頭胎的兒子，啟發和研究中，神聖的計畫 

；都想要一個特派團在遙遠的行星 ；所有的銀河類別 ；無限的生命形式 ；它們當中的世界肉 

；屬於微觀的地球 ；行星稱為粉 

；有人在那裡神聖的第一太陽能，基督，稱為永在的父神，來到地球學會一項新法律的愛 

；教的神聖教義是神聖的神的羔羊。它沒有來，教使用步力 ；因為力量，他已經完成了任務 

；她已經在星球上 ； 測試它已履行了自身的進化中的人類的生物 

；基督帶到這個世界，新的生活 ； 方式這不是詛咒國王的殘酷的時刻，他來到了地球 

；這些惡魔，騙子，看起來威脅他們被詛咒的特權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感興趣並擊殺長子太陽能 ；發生了，即使地球上發生 



；現代的豐富，本身就是精神、 原則的地球 ；這些惡魔野心過大，還殺了 

；而它正在發生在你自己的國家 ；不知道這些該死的這在相同的褶皺，是聖神的正義 

；哭泣和哀哭切齒，等待著你 ；文以載道，謙遜是第一資源之前天父耶和華 ； 

知道他們應該是第一次來統治這個世界 ；哪些是第一個在諸天的國。 

寫道： 阿爾法與歐米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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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4shared.com/folder/1hBVO5rn/Ciencia_Celeste_en_MP3.html?detailView=true&sortAsc=true&sortsMo
de=NAME  
Fotos de los rollos originales   http://www.4shared.com/account/home.jsp#dir=PLlRpat2  

 

http://www.4shared.com/folder/1hBVO5rn/Ciencia_Celeste_en_MP3.html?detailView=true&sortAsc=true&sortsMode=NAME
http://www.4shared.com/folder/1hBVO5rn/Ciencia_Celeste_en_MP3.html?detailView=true&sortAsc=true&sortsMode=NAME
http://www.4shared.com/account/home.jsp#dir=PLlRpat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