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FAITH立法者清單

1God 1FAITH 1CHURCH宇宙託管監護人

一個人收到 1GOD 的 特權，因為他們完成
1 神 的 義務。 1GOD 給予特權成為賺取通訊之角度講權利。 完成社區的關稅。這些需求啦
！這是一個人權！
威脅 1 神 給予特權： 自私，暴利，貪婪，不道德，污染，遺傳性暴君 （君主制） 政治暴
君。 任何威脅，始終保持acccountable， 女士 / R 1-7
拒絕贏得社區權利的人是一種犯罪行為， 女士 / R6

1GOD 特定 特權
1

透氣，清新的空氣

2 飲用，過濾後的水
3 食用健康食品
4 保護，價格適中的服裝
五 衛生，經濟實惠的住房
6 崇拜和相信 1GOD
7 言論自由與道德約束
8 伴侶，家人開始
9 有一個寵物

10 有暴力，自由的社會
11 免費治療生病的時候
12 免費教育
13 獎勵工作
14 接收尊重
15 接收正義
16 有尊嚴地結束
17 有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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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OD正在等待您的來信！

YY

YYY

請求 - 禱告
親 1GOD ， 最美麗的宇宙你最卑微的忠實保管人，監護人的造物主（1 ST 名
），我履行了所有的義務和謙卑地請求所有權限權限成為社區權利

我將要求社會認可這些權利，鼓勵我社來執行這些權利的榮耀 1GOD ＆ 人
類的好
這個禱告記載在家裡或在一個聚會！

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
特權1： 透氣，清新的空氣
為了生存在人體的需要 呼吸的空氣。
我們呼吸的空氣是由氣體 （氮，氧，甲烷，小車 - 盂蘭盆氧化鈦） ，水和雜質。 （灰塵，
微生物，孢子） 。 我們呼吸的空氣，需要較高的氮和氧含量。它還具有低二氧化碳和甲烷
的含量。含水量 （濕度） 是需要的，高濕度變得不舒服和健康問題。 不需要雜質他們發炎
的肺部。

多久可以屏住呼吸？ 第4分鐘，那麼你大口空氣。 沒有呼吸的空氣吞掉，你死了！人們很
快死於火災，沒有呼吸的空氣。
暫扣呼吸的空氣被用作折磨與人類和動物的殺戮。 暫扣呼吸
空氣的折磨 （水 - 登機） 是美國政府，美國政府僱員和政府
共同承辦。

酷刑是被起訴的罪行 女士 / R7
（人類） ， 女士 / R4 （ 動物） 。

暫扣呼吸空氣殺人是偶然的還是自我使用 （自殺
）政府，其他 （歹徒） 。 偶然： 有毒煙霧火災。 自：
目的地吸入濃縮二氧化碳或炊事用氣。
政府： 掛，氣室。 刑事： garroting，絞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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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窒息的，掛。 政府和刑事殺戮搞定， 女士 / R7

人類燃燒的東西是“呼吸的空氣的主要威脅。
它從誰使用他們的氣管的煙囪和它們作為篩有毒煙霧和空氣中的雜質肺癌的個體。 使用人
- 身體的煙囪是一種嚴重的健康風險和侮辱 1GOD的 設計。
吸煙的癮！
成癮是重複的強迫行為令人欣喜的感覺到需要。 成癮者通過不接受他們的行為是在做損害
欺騙自己。 傷害自己，家人，朋友，工作的隊友和社區。

成癮者 （癮君子） 愚昧 （笨） 輕信 （愚蠢） 與弱 （可憐） ！吸毒者不相信，因為他們正玩
得高興及持有他們的生活他們一起沉迷長。 一旦上癮，他們成為我和社會的威脅。 他們成
為妄想，不誠實的，反社會的，不道德的，騙人的，自私和冷漠。這迫使夏爾

（社區） 控制自己的生活方式。限制自由和權利。
從吸煙者嘴臭。他們的服裝臭味。臭哄哄的一個
房間。
他們的骨灰到處都是。他們的煙頭隨處可見。 他們是
骯髒，噁心，臭個人。順他們！恥辱他們。

吸煙者的健康風險給他們 - 自我。 他們燒他們的嘴唇，牙齒，牙齦
，口腔，咽喉，氣管和肺部患病成為，負擔社會。
吸煙是懶惰採取了許多無菸休息及自我造成sickies。追究他們的責
任！
吸煙者的健康風險給他人。 吸煙孕婦的傷害未出生的。 出生後的新生兒，這些被判處
有健康問題的生活。他們可能有畸形/殘疾，懷孕..吸煙者受到起訴，傷害胎兒： 女士
/ R3 。
被動吸煙 （突擊） 傷人。 創造被動吸煙吸煙者受到起訴， 女士 / R3
。
實體 （娛樂，休閒，工作，。） 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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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煙被起訴， 女士 / R3 ＆ 賠償。政府允許吸煙被替換＆ 女士 / R7 。
吸煙者的疏忽。 他們開始火災，家庭，草，森林。他們被追究責任，
女士 / R4 ＆ 支付的COM薪酬C。 他們傷害的人及/或動物， 女士 / R5 。
他們殺了人及/或動物， 女士 / R6 。
1951年 （異教日曆） 它的成立，吸煙是不健康的嚴重威脅。 政府及政府機構/未部門“禁
令”吸煙沒能起到與保護社區。
回顧立法通過與這些有罪GET， 女士 / R7
任何個人或團體，企業或其他實體，促進 （自由比斯，廣告，市場營銷） 允許 （家長，
教師，工作，俱樂部，餐館，娛樂場所，...） ，利潤 （供應商，製造商，運輸商，批發商
，零售商） ，使得可用的“大煙槍”和/或吸煙配件 女士 / R7 不要緊，什麼'抽煙'遏制。 吸煙
的行為是健康風險。

絕不容忍吸煙！
個人氣，牛糞，木材，煤炭，石油燃燒做飯減少呼吸空氣的可用性
（包括燒烤） ，加熱，功率。 這現在結束！ 使用是不燃燒產
生的電力。違約，導致沒收，銷毀設備的＆ 女士 / R2

發電站 那燒 （煤，天然氣，鈾，油，..） 創造能量被關閉和拆
除。
污染的所有者，經營者受到起訴， 女士
/ R7 。 煤和鈾礦關閉和密封。礦業業主和運營商進行起訴， 女士 /
R7 。 能源是由非燃燒方法生產。
燃燒 移動國內和非國內反口完！ 石油和天然氣具有不燃燒使用。
在自由方面國內和非國內運輸被替換為“高速公路-電車”！長途陸
路運輸是由鐵路只。
污染 娛樂結束。
在空中： 空中表演，民營航空運輸 （無人駕駛飛機，飛機，

4

1GOD 1FAITH 1Church 宇宙護法守護者
14.12.1.1

www.universecustodianguardians.org

1FAITH立法者清單

飛機，直升機，航天飛機，...） 。

在水底下/： 摩托賽艇，民營海上運輸 （艙巡洋艦，巡航船，氣墊船，摩托艇，速度
- 船，遊艇，..） 。
在地上： 所有2,3和4輪機動： 週期，自行車，手推車，SUV，運動型轎車，豪華轎車，
豪華轎車。非法賽車，汽車特技表演。旅遊列車。 染污娛樂及車輛對污染娛樂供應商的
促銷員被起訴， 女士 / R7

美甲沙龍創建有毒煙霧。 員工們呼吸防護。阿呆客戶 （客戶端） 別。 在購物中心，中心
美甲沙龍是敞開的。他們的有毒煙霧擁抱路人。他們接觸到的健康風險。尤其是孕婦，新
生兒和老年人。如果你已經暴露於有毒煙霧起訴沙龍＆的購物 - 中心賠償。

美甲沙龍是一個健康風險的空氣污染。 他們是由人誰是懶得做自己的指甲及有太多的錢
訪問。 關閉它們與禁止他們。起訴業主和管理人員， 女士 / R7
美容院是一個健康風險的空氣污染。 他們是由人誰是懶得做自己的化妝＆有太多的錢訪
問。
關閉它們與禁止他們。起訴業主和管理人員， 女士 / R7
美髮師誰創建有毒煙霧被關閉，起訴 女士 / R7 誰不產生空氣污染的理髮正常運行。

資本家 （貪婪掠奪寄生蟲） 政府鼓勵與虛榮的花園住宅。 房主使用汽油發動機園林工具
（刷切割機，鼓風機，鏈鋸，割草機，碎紙機，..） 那些污染
（空氣，噪音，土壤） 。 房主，製造商，零售商，得到 女士 / R7 。
政府允許這種污染被替換＆ 女士 / R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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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殺蟲劑的使用，他們的攻擊神經系統。 他們使胎兒及新生兒異常
活躍。殺蟲劑刺激人與寵物的呼吸系統。 不要使用裡面殺蟲劑。

外殺蟲劑的作物，果園和食品用 已被污染的農作物，果園和食物是不適合人類或動物消費
。污染農作物，食品是由社區燒毀 （郡） 。 商業製片人獲取的 女士 / R7 。 管限─包換，讓這
種污染被替換與被起訴， 女士 / R7 。

軍事污染空氣與運輸，炸藥，A / N
（原子/核） 乙 （生物） C （化學） 武器。
他們是人類，動物和植物生命的威脅。
創建這些武器的科學家們正在起訴，
女士 / R7 。 這些武器生產設施被拆，和由社區燒毀 （郡） 。業主，董
事，管理人員，這些設施的主管得到， 女士 / R7 。 已使用過或正在使
用這些類型的武器，軍事受到起訴，從

NCO的排名向上， 女士 / R7 。 政府允許產品 - 離子和/或這些武器儲存被替換＆起訴， 女
士 / R7 。
煙花是一個主要的污染源。他們變得更加普遍更
大更多的污染。根據氣象條件空氣污染可能會持
續一天。 顆粒物污染看中水污染它使它不適宜飲
用。煙花結束！ 激光燈取代它們。

非呼吸的空氣你有4分鐘生活！
任何個人，組織或政府否認呼吸的空氣或者是事業和污染空氣的效果。 被追究責任，起
訴，籠， 女士 / R7 。 需求呼吸空氣是一個 1GOD 賦予的權利！

絕不容忍空氣污染者!!!!!!!

6

1GOD 1FAITH 1Church 宇宙護法守護者
14.12.1.1

www.universecustodianguardians.org

1FAITH立法者清單

特權二： 飲用，過濾後的水
為了生存在人體的需要 飲用水
我們身體的60 +％由水組成。 我們身體的每一個細胞都需要它。
水潤滑我們的關節，調節身體溫度和刷新我們的垃圾...
冷凝大氣中的水蒸氣形成液滴。
地球的重力將水滴下來 （雨聲）
到表面。 雨是淡水的主要來源。這雨水用於飲用，做飯，做飯，洗
衣，個人衛生，...
用一個人就能喝雨水，用它來準備食物。 這不是advis-能，
雨水被污染，不健康的，有毒的，酸性的，味道不好，不良
氣味。 洗衣不應該在雨中被排除在外，成為污染。它不僅
看起來臟是bad-氣味，但它可能會刺激皮膚。

冷降雨冰雹或雪。 雪堆積在山高，北極和南極建立淡水儲備。 雪是白的，pollu-

泰德雪是灰色甚至黑色。黑色雪在喜馬拉雅山脈中發現，在全球範圍內，格陵蘭島和
南極洲的冰川。
社區創建淡水水庫。 這些水庫依靠雨水和融化的雪水，以填補他們。 由於這些污染水域
需要的人或動物食用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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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要深而不淺。 深水是冷卻器，減少蒸發，藻類生長特別是有毒類型＆蟲害。 水上運
動是禁止停止排尿，月經和pooing成水。水工藝 （水上摩托艇，摩托艇，..）

污染 （油，汽油，電池酸，..） 他們被禁止！ 例外：
公園 - 遊俠運輸。
一個人不能依靠社區做是正確的。 沒有治療，局部治療，誤治，削減成本，腐敗，犯罪行
為，.. 水居家治療已成為強制性的。
水居家治療的需要過濾。 過濾是降低：
砷，石棉，氯，氯仿，碳酸硬度，銅，污垢，除草劑，重金屬，鉛，殺蟲劑，防銹，... 此
外，在溫暖的氣候需要煮，以防止致命的過濾水
（微生物） 疾病。

威脅淡水
不久，新鮮水的需求將超過淡水的可用性。
污染雨水可能會導致油漆剝落，鋼結構的腐蝕 （橋） ，石頭，樹葉和草
木枯萎，皮膚紅腫糜爛，... 檢查“可呼吸的空氣”和“綠色概念”上告知如何
遏制污染。
灌溉！ 使用地下水灌溉消耗水的地下水庫的速度比它可以補充。 導致乾涸的整體生態系統
和創造的淡水短缺。 地下水灌溉結束。使用地下水灌溉非法的任何人提起公訴， 女士 / R7
。 政府允許地下水灌溉，被替換，起訴 女士 / R7 。

灌溉，利用淡水河流，湖泊，小溪，...減緩水流。 這鼓勵蒸發。造成乾旱！ 這種類型的灌
溉導致結束的文明。結束灌溉。
污染水道的 （小溪，溪流，河流，池塘，湖泊，...） 創建的
淡水短缺。
雨水充滿了毒素，毒物，的藥maceuticals，工業廢物，毒素
，毒物..非法傾倒，.. 的水的方式結束污染，污染者起訴，
個人 女士 / R3 所有其他人， 女士 / R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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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淡水
海水淡化使用了大量的精力，成本高昂的。 水攝入量的不利環境的影響，拉動大量的魚類
，貝類，它們的蛋，...進入系統。 較大的海洋生物在進氣結構的前被困針對屏幕。化學處
理，corro-錫永，創造出被釋放回大海溫暖的鹽水。

海水淡化具有高硼含量使得劣等水質。 這水農場，牧場和食品生產中使用導致在高硼含量
的飲食。 高硼水平的長期消費是不健康的。

再循環廢水，污水經過初級處理，取出固體，營養物被除去，過濾器除去大部分的細菌和
病毒。 水通過膜被迫刪除molec- ULES。 廁所水龍頭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測試不透露
所有的健康隱患。

瓶裝水 （昂貴） 是適合旅行。 塑料水瓶釋放化學物質熱身時變得危險 （陽光，加熱器
） 。 玻璃 （無鉛） 建議瓶。

香料飲用水
對於各種飲用水可能是調味。 一些調味是unheal-你的＆是要避免的。 加味水可送達冷或
熱。
適當 調味飲料： 牛肉提取物，雞肉提取物，可可，茶，咖啡，水果，香料，調料，蔬菜
。

不良 調味飲料及附加： 酒精，人造色素，人造香料，人造和天然甜味劑，碳酸，可樂，
親切，能量飲料，檸檬水，脫咖啡因的咖啡，果汁，防腐劑，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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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是最好的
每日例行： 起床，有輕度冷凍，過濾後的水的0.2升玻璃。每次餐前 （早餐，早期日間小
吃，午餐，晚日間小吃，晚餐） 有略微冰凍，過濾水的0.2升玻璃。都有喝玻璃 （無膠）
填充有在每個床邊表的過濾水0.2升。 夜間每次你訪問一個廁所和有喉嚨幹的時候，在
早晨起床時喝水休息時間後飲用。

無液體攝入。你有4天的生活！
任何個人，組織/政府否認飲用水或者是事業和污染水的效果。 被追究責任，籠，
女士 / R7

咖啡 天上的刺激性飲料
咖啡從coffeeplant的炒貨準備泡製的飲料。
咖啡從咖啡樹的乾燥，烘焙，種子，在沿赤道熱，潮濕的氣候中生長製成。 有2種： 羅巴
斯塔咖啡豆有強烈的香味及全身。阿拉比卡咖啡豆生長在一個更高的高度和具有更平滑的
味道和多個芳香特質。

一旦拾取＆乾燥，咖啡豆在約200℃下烘焙。 這使得豆糖焦糖和咖啡的味道發展。 咖啡豆
烘焙的時間越長，或者越高tempe- rature，顏色越深烤，將與更充分的味道，在一般的光
烤有更清晰，更酸性風味，而較暗的烤肉有更深，更豐富的味道。暗烤不一定，“更強”。
一杯咖啡的強度取決於在咖啡正在釀造多少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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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馬雲keac了ofcoffee？
如何從您最喜愛的咖啡杯獲得最大。
1） 美味的咖啡開始與美味的水。 如果過濾水不可，用冷的自來水。 讓它運行幾秒鐘就可
以將其添加到釜前通氣。
2） 讓水就澆到咖啡之前脫落煮沸 （即時或滴水過濾器） 顆粒。 沸水燒焦顆粒和影響的
對味。
3） 當使用牛奶 （不建議） ， 它的水後加入到杯中。 如果牛奶中添加1，咖啡可以不混
合為好。 熱水，燙傷奶，改變風味。
注意！ 甜味劑 （糖或人造的） 廢墟咖啡！
無咖啡因是不是咖啡而是一種健康風險。
僅使用非乳製的乳。
準備工作 ：
釀造，

瞬間，

滴濾咖啡; 濃咖啡 （機） 。

無咖啡因的咖啡 一個 健康風險！
脫咖啡因 使用溶劑。 溶劑殘留經常腸胃不適。
邏輯！ 不含咖啡因咖啡違背了喝咖啡的目的。

咖啡包 一個 環境風險！
咖啡包的所有10億是一個環境災難。 他們是不能生物降解。他們沒有被回收利用。 停
！生產！
起訴 女士 / R7 。 停！ 使用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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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喝一杯咖啡？
為了獲得最佳的味道/口感讓它冷卻一點不是採取大吸食，而不是喝。 咖啡大吸食釋放更
多的香氣。聞和品嚐它，天上。 有牛奶咖啡檢票口：
濃咖啡 是通過細磨咖啡迫使壓力下的熱水熬製濃縮飲料。 相比於其它咖啡釀造方法，咖
啡具有較厚的一致性，溶解的固體的濃度較高時，與泡沫。 濃咖啡是其他飲料基： 卡布
奇諾，拿鐵咖啡，瑪奇朵，摩卡，美洲，外國佬，朵拍，熔岩和莫特。 曾任笑著。

卡布其諾： 製備質地的牛奶溫度是最重要的步驟。 牛奶蒸增加非常
微小的氣泡，給它一個天鵝絨般tex- TURE （泡沫） 。 咖啡的鏡頭
放入杯中，熱泡沫牛奶中添加，用2cm厚的泡沫突破，用肉桂粉灑
完了。

瑪奇朵： 熱牛奶沒有泡沫。 填充
摩卡： 使生熱可可。 填充杯1/2
拿鐵： 熱牛奶沒有泡沫。 咖啡的
杯2/3牛奶。加入咖啡的一個鏡頭
與熱可可。加入咖啡的一個鏡頭
射門被放入杯中。 熱牛奶加，加
。 頂配薄荷葉。
。 加滿牛奶和奶泡。添加原料可
生可可灑突破。
可灑。

岩漿： 1日拍攝的濃咖
啡。 添加concen的夾持
- trated柑橘汁。加入
熱可可豆的拍攝

頂配熱奶泡。加入肉桂粉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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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咖啡的鏡頭放入杯中。 加
外國佬： 填充杯1/2用熱水。
入熱水。
添加2次射門的濃咖啡。在上
面撒上肉荳蔻。

朵拍： 添加2次射門的濃咖啡。 然
後熱水。

可可 天上的刺激性飲料
可可樹生長在炎熱多雨的熱帶地區。 這是水果豆莢。裡面莢有種子 （豆子） 。 可可
豆都變成了可可脂及粉末。

準備熱可可：
1湯匙可可粉，
1杯：豆漿，羊奶或其他非乳製的乳。1茶匙香草提取物，肉桂的短
跑，肉荳蔻。

把所有成分在介質中的鍋和溫暖的中低熱量，攪拌，直至泡沫和熱議。

茶 天上的刺激性飲料
山茶屬常綠植物。 它的葉子採摘和加工的給我們沏茶。基本的茶是黑色或綠色。 他們
可能是調味或sented。
護法衛士茶準備，地方鬆動加工茶葉成泡茶。 將浸泡入玻璃杯。 燒開水，停止煮沸，冒
泡時停止倒入玻璃杯。請享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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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正如冒泡停止倒在紅茶。 1分鐘後攪拌浸泡3次。後
一分鐘撈出。 喝，或者添加任何柑橘類果汁香味，還是讓它涼
，寒冷和飲料。 警告不要對甜味劑，增白劑污染 （人工＆/或
天然的） 。

（b）中 冒泡停止10秒後倒在綠茶。 攪拌浸泡3次。1分鐘後
撈出。 喝，或者添加任何石頭果汁香味，還是讓它涼，寒冷
和飲料。
警告不要對甜味劑，增白劑污染 （人工＆/或天然的）
。
草藥種子茶製備，放置鬆散壓制種子放入一個注入器。將浸泡入玻
璃杯。燒開水，停止沸騰。正如bubb-玲停止倒在種子。 1分鐘後攪
拌浸泡3次。另外7分鐘後取出。 喝，還是讓它涼，寒冷和飲料。
警告不要對甜味劑，增白劑污染 （人工＆/或天然的） 。

草本茶樹葉準備。 同樣作為綠茶。

草藥根茶準備，chopp根。
準備同紅茶。

使用微波爐醞釀一個茶葉袋帶出了味道的時候。
卸下袋泡茶標籤確保金屬短被刪除。 大多數紙張標籤使用廉價的墨水，變色水，風味
干擾。
放入熱水中茶杯> 添加袋泡茶的你的選擇 > 熱在微波中在半功率30秒 （400-500瓦）
> 讓它在微波爐煮一分鐘 > 拿出來 > 請享用！

飲用水是最好的 （ 可以是調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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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權三： 食用健康食品
一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吃。 如何健康，我們和我們的生活多長時間。 有很多與我們
的飲食習慣。
每天餵5次：
'早餐， 包括水，香料，調料，蜂蜜，咖啡，..
早盤零食， 包括水，水果，藥材，茶葉，..
午餐， 包括水，沙拉，雞蛋，咖啡，..
尾盤小吃， 包括水，堅果，漿果，香料，可可，..
晚餐'。 包括水，晚餐主題，茶或咖啡..蔬菜。
7食物，每天應食用： 菌類 （蘑菇） ，穀物
（大麥，小扁豆，玉米，燕麥，小米，奎奴亞藜，稻，黑麥，高粱，小麥） ，熱辣椒，洋
蔥 （棕色，綠色，紅色，春天，韭菜，大蒜，韭菜） ，香菜，甜辣椒，蔬菜 （蘆筍，豆
類，花椰菜，花椰菜，胡蘿蔔，豌豆，豆芽，..）

每週日都需要有一個晚宴主題：如 第一天： 蔬菜;
第二天： 家禽; 第三天： 哺乳動物; 本週中期： 爬蟲; 第五天： 海鮮;

週末： 堅果和種子; 有趣的一天： 昆蟲。
飲食禁忌“ S： 人工甜味劑，製造食品，基因改造食品，添加果糖。

果糖 糖尿病和肥胖症的主要原因 （大聲哭 - 人） 。
果糖是壞不管它有糖或水果。 飲料或食品在加工過程中添加果糖是一個健康的危害。處
理，分發，這種類型的飲料或食品的銷售是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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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需求起訴。 女士 / R6
例外： 生 漿果 ， 水果 ， 蜜糖 ， 蔬菜 。
說不 ： 凡是包含： 果糖，葡萄糖，糖; 餅乾，蛋糕，早餐麥片，巧克力，果汁，冰淇淋，
果醬，番茄醬，棒棒糖，檸檬水 （可樂，能源，...） 果醬，Muesli-條，醬，酒...

製造食品 太鹹有太多防腐劑，往往是過於油膩及有加糖使得它不適合人類，寵物和家畜食
用。 製造食品是causeof高的血壓，血管和肥胖的堵塞 （大聲哭 - 人） 。加工，分銷，製造
食品銷售是犯罪行為需要起訴。 女士 / R6

說不： 乳業牛奶，乳製品，奶酪，快餐，
火腿，漢堡，阿拉米，...
廠商： 麵包，肉類; 比薩餅，香腸，
處理 ：水果，湯，蔬菜...
轉基因食品 是什麼人實際消耗。 這一切都開始為基因改造 （工程化） 種子 （GM-作物）
。 GM-作物因為流動的
- 上效果可改變整個食品鏈。 創建其中創建新的疾病，威脅生命的全局瘟疫在食品鏈中的
所有成員的突變！ 包括人類！ 人們會變得更加生病了，死了更年輕，更畸形，多生病的
嬰兒，更流產...... 將改變人類的DNA。

GM-食物生存的威脅： 紫花苜蓿，嬰兒食品，培根，麵包，玉米，早餐穀物，油菜籽，雞
蛋，火腿，奶油，肉類，馬鈴薯，番木瓜，豌豆，家禽，大米，香腸，大豆，番茄，小麥
，西葫蘆，...
需求 來自社區的純淨食品。 沒有： 酒精，遺傳修飾，除草劑，Insectisides，加工食品
，食鹽，甜味劑 （人造或天然） ...
慶祝：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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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權四： 保護，價格適中的服裝
防護服 需要保護人體免受氣候，疾病和污染。 防護服裝必須comfor-表和有用的。 防護服
裝必須是負擔得起的。Protective-服裝由頭罩，衣服，襪子和腳的保護。

頭 保護由巴拉克拉法帽，無簷小便帽，K-圍巾，保護眼睛和頭盔。 巴拉克拉瓦 （ 豆豆
） ，K-圍巾 一世 用針織羊毛出的棉或羊毛及的混合 （無synthe-抽動纖維） 。可以是任
何顏色或圖案。眼睛防護：頭盔給紫外線防護。遮陽板是彎曲的側向＆直向上和向下的
，不易碎的，高抗劃傷，阻隔紫外線，不起霧起來，眩光調整 （較暗/打火機，更輕/更
暗） 。 頭盔都有皮革的背面為頸部保護。

防護服 需要保護人體免受氣候，疾病和污染。 通過保護衣保護的主體部分是皮膚和腳。
防護服裝應始終佩戴之外。

防護服， 套裝 （帶罩） 或2件做出來亞麻，棉花，羊毛，或棉/毛的混合物的 （無合成纖維
） 任何顏色/圖案。 無論是應該有一個T卹領，膨化 * 胳膊和腿收於手腕腳踝＆ （防爆草案
） 。 *膨化托架和腿允許肘/膝關節自由移動也是空氣內創建用於皮膚及身體恆溫控制。

服裝是做出來的天然纖維：動物生皮，植物纖維，絲，棉或羊毛。 人工纖維不能用於服
裝接觸人體皮膚。 生產人造纖維服裝末端。

防護服是舒適的，持久的，實際上，affordab-樂。 時髦 （設計者標籤） 防護服裝價格過
高，價格昂貴，不切實際和短期的。 不能接受的！

腳需要從氣候與撞擊保護。 皮膚，腳趾和腳踝都處於危險之中。 足部防護包括襪子和靴
子的。冒險外時，總是磨腳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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襪子是做出來的棉花，羊毛，棉和羊毛混合 （無合成纖維） 任何顏色的任何圖案。 襪子
應涵蓋的腳到7厘米以上的腳踝。

戰靴上保護皮革，內軟皮 （無合成纖維） 鞋底皮革或橡膠。
靴子保護腳多達7厘米以上的腳踝。
合成鞋類加熱煮沸腳他們。你不能走。

在手套的形式手保護 （無合成纖維） 根據需要佩戴！

順：
設計師品牌是財富種族隔離的精英組成部分。 設計師品牌的定價過高。 由奴隸勞動生產
。 專為自大小康冷落掙扎的貧困和窮人。那順穿這些人。
設計者標籤！ 人們誰在那裡的設計師品牌！零售商誰賣的設計師
品牌！ 過高PROTEC略去服裝！不切實際的時尚服裝protective-！
防護服做出來artificial-纖維！ 羞恥SHUN 人們嘲笑首頁少。他們支
付有cothing一下衝了出去，有意地撕開和孔他們提出。

不可接受沒用的著裝：

讓沒用的人都知道，他們是沒用的。
順合成服裝鞋帽。 結束生產合成服裝，鞋類。
非法生產人工合成得到， 女士 / R6 。

保護你的身體外使用防護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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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ivilege 5： 海蘭gienic，affordableshelter
人類有一個 1GOD 賦予的權利，以負擔得起的安全生活Quar- TER值 （庇護） 。 政府有
責任與負擔得起的安全居住區提供的人口。 住房是通過提供 “ 希雷“
（地方政府） 。希雷規劃的一部分。 家 ！
為了 希雷 提供負擔得起的生活區所有永久業權土地及國內住所 （民營） 被轉移到它。 反
式空
- ferred性能充滿了無家可歸者和等待名單的家庭。多居室的房子只有1佔用需要採取其他租
戶。 它是有更多然後1個臥室1人無法接受的反社會行為。

所有 經濟實惠的宿舍是租的住宿。 最終，虛榮觀賞園，獨立的家庭需要社區集群住房所取
代。 群租房被“夏爾”提供。

所有群集住宿有3個級別的租戶+ 1級溫室
地面層，1級，2級，溫室 花園 （租戶可以種植植物） 。 集群住宿包括單台 （1室） ，情
侶單位 （2間） ，家庭單位 （3客房...） 。強制性一個指導方針 （家庭狀況，年齡） 應用
。

所有負擔得起的安全生活小區是租房。
每週租金是租戶的每週總收入的14％。多個租戶的租金是租戶的聯合每週總收入的14％。
例如：$ 100每週總收入，租$ 14 $ 1000個每週總收入，租$ 140

希雷 每天最少提供電力和水 （自由） / （再付款） 最大切斷使用。 希雷還提供社區洗衣
，維修，娛樂，垃圾及污水處理去除。

單租戶有權1間社區生活。 在年齡63反FER的退休住宿 （強制） 。 單人間1承租人使用在
同一水平公用廁所/淋浴設施和底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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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洗衣/浴室。
一對 （1 HE＆ 1 她） 租戶有2個房間： 客廳/臥室/廚房和衛生間/淋浴。分享洗衣/浴室
在底層。
移動 （強制） 以“家庭單位”當孩子到達。一對夫婦變得單一，轉賬 （強制） 單單元。

家庭住戶有2個房間 （客廳/臥室/廚房和衛生間/在底層淋浴。分享洗衣/浴室） + 1房間
的每個2個孩子。 經過最後一個孩子移出 （18年齡強制） 。 情侶轉移 （強制） 以夫婦的
生活。

庇護 經濟實惠，舒適，衛生，保護，... 郡社區，支持群集
住房滿足所有人類的需求！ 一個地方開始並拓展家庭。

集群家園讓小：水族館，水晶球，小型犬。 不要讓貓，野生動物
，家養動物，任何 - 東西比一個小的狗，沒有養殖大。 生物，且
租戶及棲息地的威脅。

注意！ 有精神，身體，性殘疾租戶，住在由省政府提供的特別庇護。

支持公共群集住房。你家！
您的社區！
P rivilege 6： 禾rship＆要lievein

1GOD

護法衛士每天崇拜 1GOD 。 1GOD 要尊重，希望被崇拜的偶像。 1GOD 誰是兩個他與SHE
。創建物理宇宙原始的靈魂 （人類的命運） ＆精神宇宙 （天堂） 。 偶像化 1GOD 示尊敬
，崇拜。

1GOD 都想人類是物理世界的護法 （人類的命運） 。 作為人類的發
展， 1GOD 發送到被用作引導消息。
最新的消息是“ 立法者清單“ 這讓之前的所有消息過時。

20

1GOD 1FAITH 1Church 宇宙護法守護者
14.12.1.1

www.universecustodianguardians.org

1FAITH立法者清單

1GOD 給原始靈魂的一部分，在物理世界的所有生命形式。 崇拜保持靈魂與精神宇宙觸
摸。
個人與社會的崇拜保持人的聯繫方式， 1GOD。
崇拜 1GOD 需要祈禱，關愛，使用和享受 1GOD“ 小號
創作。 崇拜是包容一切這是令人高興的
1GOD， 是否應對信徒的信仰問題，或事蹟。
這包括禮儀，信仰，工作，社會活動和個人行為....

1GOD 不希望崇拜的專用場所。 崇拜因此陳建姿勢內置地方都拆了。 建築材料是再生建築
“自由教育”的化合物。 護法衛士崇拜隨時隨地或樂趣的一天，在一個聚集在一所學校 。

1GOD 不希望犧牲。 但是，尋求，獲取和應用知識的所有生命傳遞人生
的經歷，知識連續性。 因此祭壇需要更換講台。

1GOD 只希望 1FAITH 許多聚會 （祈禱基團） 。
1FAITH 有1個導 （立法者清單） 它只需要 1Church
（譯註託管監護人） 7獨立施用代表 7Tribes 。
1FAITH 是唯一的宗教使所有其他宗教團體，邪教“。
邪教需要轉換為 1FAITH 。 每個護法衛士是虛心努力不信轉換為 1FAITH 。

只有1偶像， 1GOD ！ 其他一切都是假的偶像。 順虛假的偶像和任何連接到它們。

護法衛士有 1GOD 賦予的權利從事宗教活動。 拒絕或妨礙這種權利的人或組織是' 迴避
“。 此外，我們祈禱 1GOD 持有他們在生活中的責任和 來世。

崇拜 1GOD 涉及祈禱。 它 為保持聯繫與最佳方法 1GOD。 當沒有1監聽！當
沒有希望！祈禱！ 1GOD 傾聽。

1GOD 是WA ITI NG到HEA RF ROM，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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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OD -禱告
親 1GOD ， 最美麗的宇宙母親和父親宇宙1只為了我的偶像的造物主
崇拜我保證沒有其他偶像

我順全是假的偶像和回收他們的符號我盡力恢復所有被誤導的靈魂
有關的榮耀 1GOD ＆ 人類的好
顯示你的造物主的崇拜！

P rivilege 7： ˚F稀土SP eechwith莫ralrestrains
護法衛士支持與道德約束言論自由。 在一個自由的社會的每一個人，
除了康復師，必須有發言權的權利。 他們需要有一個自由言論的禮儀
：沒有髒話
（欺負，大聲，粗魯，髒話） 。

言論自由允許社會最大限度地提高公眾意識，參與。 言論自由轉移到社區居委會帶來
了更多的誠信和透明度。 沒有什麼比一個自由的社會，自由辯論更好。

言論自由不只是聊天，辯論，討論，荷蘭國際集團speak-更大。 它包括全方位的溝通 （音
頻，數字，英特爾
- lectual屬性，打印，語言，視覺） 可用。 版權所有貪婪的暴政，牟取暴利的行為都是對
言論自由的侵犯 。
聲稱擁有版權是一種犯罪行為， 女士 / R6
言論自由需要強制執行的道德約束。 利用言論自由來encite，仇恨，破壞或暴力是犯罪
行為， 女士 / R3 。 例如，美國的罪案劇，描述一個聯邦調查局特工殺害的人是一個很好的
殺滅作用。他們是沒有好殺。它encites執法殺。殺手，警察是被籠懦弱的罪犯。

利用言論自由來查看兒童色情製品是犯罪行為， 女士 / R3 。
提供 （製作，使得可用） 兒童/成人色情犯罪， 女士 / R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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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言論自由來欺騙，利潤是犯罪， 女士 / R3 。
利用言論自由來誤導，如同性戀者自稱是平等和正常的。 事實並非如此，同性戀有性行為
殘疾那就是物種的生存構成威脅。他們discusting交配 （肛門和口腔交配）
行為是對兒童的威脅。 自稱同性戀者是正常的是誤導了最差的一種， 女士 / R4 。 這適用於
誤導性殘疾的所有媒體。

使用免費的講話表明同性戀者撫養孩子正常的媒體。 該媒體認可兒童猥褻最令人髮指的
罪行， 女士 / R7 。 演員，製作人員，分銷商的起訴，
女士 / R7 。 零容忍性殘疾育兒
言論自由是值得珍惜，使用和保護。 言論自由的濫用是要結束。 政府經常使用免費演講
的腦洗，encite，用於宣傳，誤導，騙人。其行為一樣，政府成員來自政府取消。他們無
法忍受連任。他們不連任。他們避之唯恐不及。

自由 （烏托邦/幻想） 是不負責任的濫用言論自由。這種自由，做你喜歡的，自由意志
，從政府強制的自由，免於罪的捆綁。 這種自由是自私和破壞一個社會的安全與生存
。
人類不能處理太多的自由。 太多的自由會導致無政府狀態，無聊，不道德，... 人類需要
強制執行規章制度 （基於道德） 。

使用與負責道德約束言論自由是共同擁有一個社區的膠水。 這種類型的社區有 1GOD
的支持。 這是一個託管人的監護人社區。

P rivilege 8： 馬德，startf

AMI LY

1GOD“ 小號 設計要人類 （1HE＆1SHE） 交配繁殖及對物種的生存。 最佳的生存共同體外
觀設計，HE＆SHE進入神聖的，婚姻合同及組建家庭。 新的家庭養子女與社會的支持。

1GOD“ 小號 設計以保證物種的生存已經inbuild衝動交配。
對於原始的物種是交配的是通過cer-泰恩求婚儀式任何oposite性別。 人類更先進，騙！
他們cir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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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洩，慾望求愛！
尋找伴侶。 異教徒 （基督教，...） 尋找愛。交配的慾望變得沒用的，很多人都從來沒
有找到一個伴侶與繁殖。
資本主義的隊友是沒用＆有時增加財富和/或影響。許多文化有父母決定。 這些不都是在
一個社區的最佳利益。

託管人，監護人有省級政府在決定“ CE“ （ 社區應急服務） 誰進入了“神聖的，婚姻”合同 （H-MC）
。 每17年，她和每18年，他參加。
在CE大家都在評估它們如何能是最有用的部落。CE也有助於合作夥伴的選擇。
她他在物理上是無法繁殖成為“寄養父母”。 他們進入了“神聖的，婚姻的合同。 “CE”供
應“兒童”。
神聖的婚姻殿堂 初學者NN ingofaf AMI光年。
為了取悅 1GOD ， 對於物種的生存，實現1人的命運和人 - 種'仙草：伴侶，乘和開始一個
家庭！ 孩子需要成長在一個道德，有愛心，有愛心的環境 他她 滾塗車型。 一個 ' 聖 - 婚姻
“ 合同涵蓋這些道德和法律問題。 同性，變性或兒童性騷擾者不能進入這個合同。

Secual殘疾 （同性別，變性或小孩子騷擾） ，你不能進入這個合同。 任何進入了“HMC
”有它取消了。即使是那些被不道德的反合法化 1GOD
政府。 性殘疾，你永遠不會相等。這些人需要隔離功能。為了保護兒童。

在' 神聖的婚姻殿堂 合同'的開始和結束。 它通過簽約開始於結婚那天。 它結束時，最小的
孩子comple- TES 16歲的SHE，因為他17歲。

P重 - 我們DD荷蘭國際集團 - 大YRE曲IR EME NTS
“CE”處理所有主要的婚禮前一天的要求。 可能存在的“CE”不處理，預婚禮當天要求的情
況。
甲HE＆SHE在宣布他們的“參與'' 蒐集 “。 他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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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希雷 “ 辦公及報名參加了“成家”當然。培訓期間，他們得到醫療，顯示出他們有能力co
nceiv- ING的。還需要一個配置文件顯示，以提高兒童智力和情感能力。 要么失敗，導致
取消參與＆
“ 沒有” HM合同。
一對夫婦需要一個最新的，“ AVL＆E （ 資產與負債及ENTI
- tlement） 聲明'。 任何資產和享權利接收和上婚禮天發生負債被添加到'AVL＆E'stateme
nt。
注意！ 單親，未結婚的父母，人sexual-殘疾 （同性別，混淆性別，兒童性騷擾者）
不能撫養孩子。

我們DD荷蘭國際集團 - 大YRE曲IR EME NTS。

婚禮是由警長的夏爾辦公室禮舉行的第6天。
新郎新娘供應手指環 （*） “體檢，型材及AVL＆E的。
他們帶來了父母的兄弟姐妹。沒有其他人被允許參加 （沒有小孩） 。

注意 ！ 她保持她的家人名。 * SHE手指型圈，9克拉平原 玫瑰金， 刻，日期新郎新娘
1 ST 名。HE手指型圈，9克拉平原 金黃色的， 刻日新郎新娘和1 ST 名。

1GOD 是WA ITI NG到HEA RF ROM，您！

YY

YYY

乘法 - PR贊成[R
親 1GOD ， 最美麗的宇宙你最卑微的忠實保管人，監護人的造物主（1 ST 名
）謝謝'你交配的享受詢問生育及生育健康服務承諾交配和繁殖

所以，人類可以定居的物理宇宙的榮耀 1GOD ＆ 人類的好
這祈禱婚禮當天與乘法日使用

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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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CG “ 神聖的婚姻殿堂' 合同
目的： 伴侶，乘＆開始的家庭！
時間跨度： 開始結婚那天。 完最小的孩子時，
完成16年齡SHE，對HE 17歲。

兒童： 3是強制性的， 更是可取的。
交配： 唯一的交配權！ 每日理想的交配受孕一號通
時間。

包孕： 10週後沒有懷孕，醫療保障是一個
必須。 50週後沒有懷孕，合同被取消。
達到3個孩子的配額直到必須每年受孕。

育兒： HE＆SHE必須採取育兒場。 他她
按要求必須參加希雷-SMEC和省PHeC。

離婚： 1乙方需被判有罪。 * 有罪每鬆動
從“AVL＆E'語句授權+合同期間所做的任何收益。 也有是要與孩子們沒有更多的接觸
。
* 無論有罪，兒童進入寄養。

離婚的原因： 吸毒，通姦，籠Rehabilitation，7週上生命支持，Mental-無能，50％或更多物理殘疾。

被...簽名： 新娘................................................. ...............................
馬夫................................................. ............................

由監禮人目擊： .................................................. ...........
日期： .................................................. .................................................

與會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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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forcedby： 噓怒火噓eriff

宗教婚姻儀式是要在平日7進行。 後

26

1GOD 1FAITH 1Church 宇宙護法守護者
14.12.1.1

www.universecustodianguardians.org

1FAITH立法者清單

夫婦返回從他們的蜜月。 他們可以參加他們的宗教義務。如參加聚會。

神氣十足的大婚禮儀式和招待會奢侈是反
社會，傲慢。 他們是由社區厭惡的。

締結神聖，婚姻合同後 （H-MC） 這對夫妻有2個選擇。 輸入一個同伴合同 （CC） 或
分開。

伴侶 合同
標題： “ 伴侶' 合同
目的： 陪伴，分享生活！
時間跨度： 直到分離或死亡。 分離必須給
3個月的通知，夏爾辦公室。
從“HM”的合同或新的“AVL＆E'語句關閉'AVL＆E'語句成為合同的一部分。 如果分隔每
個獲得國有資產的一半。 在1死對方得到所有。任何遺囑被忽略。

被...簽名： 她................................................. ...................................
他................................................. ......................................

由希雷官目擊： ...... ................................................. ..........
日期： .................................................. ...................................

同伴同伴聯繫'可以簽訂後交換戒指“。SHE手指型圈，9克拉純白金，刻他＆她1 ST 名。
HE手指型圈，9克拉純白金，刻她＆他的1 ST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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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OD 是WA ITI NG到HEA RF ROM，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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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 - PR贊成[R
親 1GOD ， 最美麗的宇宙你最卑微的忠實保管人，監護人的造物主（1 ST 名
）謝謝'你陪伴的享受詢問了長期持久的共享陪伴服務承諾，以協調和分享

與其他同伴夫婦為了榮耀社交 1GOD ＆ 人類的好
日isprayerisused WH enenteringcontract！

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
不忠 是打破一個承諾忠於......
不忠是打破一個HE＆SHE之間作出承諾忠實於彼此。 這一承諾可能是戀人之間的口頭協
議，在情書，或者婚姻誓言的一部分提及。
打破這一承諾是違反信託的不忠行為不忠的過犯。
不忠是違反承諾的。 甲道德錯誤由或者是他或她或兩者。 這罪過需要通過避開家人，朋
友，鄰居，社區，...

通姦
在一個“神聖的，婚姻合同”的長期任何性反gression是一種道德錯誤那也是一個社會的
犯罪。 性越軌 （肛門，口服或陰道） 由丈夫與另一SHE，HE或動物。性越軌 （肛門，
口服或陰道） 通過與另一HE，SHE或動物妻子。 這些違法行為是“通姦”。通姦導致的
強制性取消“ 聖 - 婚姻合同 “ （ 離婚） 。

如果妻子沒有懷孕及有沒有孩子。 姦夫 （他還是她） 被起訴， 女士 / R4 ！ 通過姦夫擁有的
一切去這個背叛作為補償的受害者。 丈夫和妻子是姦淫都被起訴， 女士 / R4 ＆ 他們所擁有
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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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國庫。
如果妻子懷孕/或有和兒童。 姦夫 （他還是她） 被起訴， 女士 / R5 ！ 姦夫 （丈夫或妻子
） 不允許看到或接近有史以來的孩子。通過姦夫擁有的一切去這個背叛作為補償的受害
者。
丈夫和妻子是姦淫都被起訴 女士 / R5 ＆ 他們所擁有的任何─東西去庫房。兒童進入寄養和
永遠不會再見到自己的父母。

離婚
離婚變成強制性當1或'雙方 Holy-婚姻合同 “ 違反，或變得無法履行自己的義務。

癮重犯 （見滾動4） 。通姦 （見不忠） 。
如果1或雙方，H-MC進入籠中康復。如果以上的，H-MC雙方有7個星期的生命支持。 認
證的心理無能。認證的50％或更多的物理殘疾。

離婚1人需被判有罪。 有罪失去從“AVL＆E'語句和每entitle-換貨合同期間所做的任何收
益。 也有是要與孩子們沒有更多的接觸。 無論有罪，兒童進入寄養。資產進入國庫。

分離
在完成分離後， H-MC 。 的“AVL＆E'語句值分為相等。 雙方都留在兒童接觸 （grand-兒
童） 。

在Shire-辦公室給予3個月的通知後同伴的分離。 的“AVL＆E'語句值分為相等。 雙方都
留在兒童接觸 （孫子） 。

育兒
目前，大部分家長沒有能力給自己的孩子產生他們最好的機會。 這是由於財富種族隔離許
多兒童被剝奪出示他們最好的機會。護法衛士找到了答案： 端財富種族隔離資產 - 帶狀＆
籠 （ 女士 / R6 ） 誰是原因及wealth-的效果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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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隔離。

護法衛士利用社區育兒，免費教育，學習和任教，郡，SMEC及省PHeC！ 社區育兒的學
者，教育家，法醫的父母和接應。 加入我們，良好的教養。

兒童命名
護法衛士給自己新出生3名。 1 ST 名稱 （最多10個字母） ，2 ND 名稱 （最多10個字母） ，
姓 （最多10個字母） 。名字中都沒有超過10個字母。 CG出生前挑新生的名字。新出生
的名字代表母親和父親的家族傳承的延續。

1 ST 的命名SHE新出生的有1女 ST 或2 ND 從母親的姓 （活著或deseased） 。 1 ST 的何新出生
的名字有一個男1 ST 或2 ND 從父親的姓 （活著或deseased） 。
剛出生時，父母都在名稱未定。 新出生的給定，默認1 ST 名稱。畬新生得到母親的1 ST 名稱
。一個HE新生得到父親的1 ST 名稱。一旦給定的名稱不能被改變。

2 ND 的命名SHE新出生的有1女 ST 或2 ND 從父親的姓 （活著或deseased） 。 2 ND 的何新出生
的名字有一個男1 ST 或2 ND 從母親的姓 （活著或deseased） 。剛出生時，父母都在名稱未定
。 新出生的給定，默認第二名稱。畬新生得到fathers'mothers'1 ST

名稱。一個HE新生得到母親父親“1 ST 名稱。一旦給定的名稱不能被改變。

當進入一個' 聖 - 婚姻合同 “ 她把自己的家庭，名字難道他。的SHE新出生的家庭的名字是
母親的家族名 （強制） 。的何新建 - 出生家庭的名字是父親的家族名 （強制） 。

P rivilege 9：

哈已經 一個 寵物

的託管人，監護人的職責的一部分，是和睦相處的動物。 A'護法衛士家族“將納入動物進入
他們的家庭。 這些動物被稱為寵物。他們接受培訓，關心和喜愛。

三十

1GOD 1FAITH 1Church 宇宙護法守護者
14.12.1.1

www.universecustodianguardians.org

1FAITH立法者清單

寵物要成為對社會沒有危險，人居和它的野生動物。
寵物是無毒的。寵物不是食肉動物。寵物不是野生動物。
寵物沒有更大然後一個小的狗。寵物不能飛。
哺乳動物寵物絕育。 只有持牌飼養者可以繁殖。無牌飼養， 女士 / R3 每
個動物。
哺乳動物不能只是在裡面不停，但得到外界曝光。

狗與他們的照顧者必須完成的服從訓練。如果不這樣做， 女士 / R1 。 大狗不
作為寵物。違約，大型犬從所有者拍攝， 女士 / R1 。 只有小型犬住在集群的
家園。

貓是食肉動物和喜歡漫遊使他們unsuitab-樂作為寵物，違約， 女士 / R3。
飛鳥需要自由飛翔。 使得它們不適合作為寵物飼養，違約， 女士 / R2 。

集群家園讓小：水族館，水晶球，小型犬。 不要讓貓，野生動物，家養
動物，任何 - 東西比一個小的狗，沒有養殖大。
生物，且租戶及棲息地的威脅。

水族館
水族館的系統護法衛士Educati-的一部分。每個SMEC＆PHeC有水族館
。 兒童安全仁被教導水族館維修。 冷水和熱帶魚是最適合集群家園。

水晶球
水晶球是CG教育系統的一部分。每個SMEC＆PHeC有水晶球
。 孩子們被教導水晶球維護。 小水晶球是最適合集群家園。

寵物是允許的行為自然。 得到一個新的寵物之前，車主
需要教育自己有關他們的寵物的行為自然。無知的寵物
主人可能會迫使寵物的行為不自然。 這成為虐待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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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寵物
毀損： 裁剪耳朵，尾巴，... 女士 / R2
時尚皮草微調。 繪畫毛，皮，...穿衣起來，... 他們當作人，
不讓他們成為自己。 女士 / R2 。

傷害： 毆打，腳踢，... 女士 / R2
折磨： 誘餌，實驗室動物，... 女士 / R3
刺激的殺戮： 狩獵，偷獵，團隊：Roadkill，野生動物園，... 女士 / R4

品種： 哈巴狗，英國，法國鬥牛犬繁殖與永平面。 寵物主人
被吸引到平面其稚氣resem
- blance。近親繁殖導致的副作用

呼吸有因呼吸不暢狗炎熱的天氣和心臟疾病過程中崩潰，使狗苦其一生的問題。寵物主
人覺得呼吸困難是迷人的個性特徵。 這種類型的養殖端， 女士 / R4

保持1寵物沒有它，與它自己的一種社交是殘酷的。動物也，'CG自由教育“與”教與學
“的一部分。
有些是家養動物，其他都是寵物。 不是野生動物。
SMEC ： 剛出生的俱樂部，基本與學校，女孩的只有學校，家庭為學院 都有寵物。 教育
工作者，母親和學者照顧。
SMEC也有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的研究。
PHeC ： 男孩的唯一的學校，學徒學院，Technical-學院領導力 - 高校，領
導力訓練營 都有寵物。 由學者，教育家和父親照顧。 PHeC也有家養動物
和野生動物的研究。

1GOD 是WA ITI NG到HEA RF ROM，您！

YY

寵物 - 祈禱

YYY

慶祝 11.3.7。 寵物 天

親 1GOD ， 最美麗的宇宙你最卑微的忠實保管人，監護人的造物主（1 ST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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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為寵物的快樂我應培訓，關心和愛護所有的寵物我努力成
為一個負責任的愛心寵物飼養員我應保護寵物的殘酷虐待和有關的
榮耀 1GOD ＆ 人類的好

這個禱告用在寵物日間或需要時。

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
寵物是一種責任。 忽略寵物憤怒 1GOD
P rivilege 1 0： 哈veviolent - freec ommun兩者均
人們不得不感到保存在他們的家庭的權利。 他們必須隨時保存在學習和工作的權利。 這就
是為什麼由提供的“護法衛士順Viol- ENCE”概念 （見CH4，7Tribes） 在每一個郡實施 。

希雷 提供服務的哨兵。哨兵處理低到中等風險防範和巡邏任務。 開或關值班哨兵將報告反
社會行為 （破壞，犯罪，污染） ＆報告任何社區健康及安全問題。 哨兵就逮捕了知覺破破
壞和犯下的罪行。然後叫他站的巡視拿起逮捕。

希雷 從14-21小時之內提供一個強制性的7小時夜間宵禁 （CG克
洛克） 。 對於身體健康，降低能源消耗，減少污染和野生動物
的保護。 減少犯罪，費用是政府與鼓勵乘法。

緊急服務人員正在協助執法。 通過保持警惕開啟或關閉工作違反規章制度的。 他們可能
不得不作出民事逮捕的。CE預備役可叫去幫忙。

人們受到攻擊時，幫助他們的鄰居。
工人幫助同事。教育工作者和學者們互相幫助。
每個Shire的目標是成為暴力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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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暴力，自由的社會是一種權利和義務。 每個人都有感覺保存的權利。每個人都有責
任幫助誰擁有inflickted對他們的暴力行為的人。 不這樣做， 女士 / R2

人們誰允許暴力，觀看暴力， 女士 / R2 誰鼓勵人們 （歡呼，幫助） ，煽動，暴力，
保護暴力的人不受逮捕， 女士 / R3

1GOD 是WA ITI NG到HEA RF ROM，您！

YY

YYY

V ICT IMS 的 C R IME P rayer 紀念日 2。4。7。親 1GOD ， 最美麗的宇宙你最卑微的
忠實保管人，監護人的造物主（1 ST 名）詢問，以減輕犯罪犯罪受害者的幫助受害者的痛苦
和疼痛得到正義與補償我答應幫助懲罰犯罪無休止的詢問邪惡是在生活與來世懲罰的榮耀
1GOD ＆ 人類的好

這是祈禱犯罪日的受害者使用 （CG KALENDER） ！

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
暴力始於胎兒。 暴力的環境中，依然親pensity暴力的餘生。的暴力傾向需要一個觸發來演
變為暴力衝突。 觸發器： 酒精，憤怒，恐懼，壓力同行，接觸的運動，拼競技，無知，羞
辱，改變精神實質，缺乏同情，挑釁，暴力視頻，暴力視頻遊戲，...

一個未出生的暴露在媽媽和爸爸辱罵對方。了解，這是好的辱罵＆
所以在以後的生活就行了。 一個未出生的暴露在媽媽正在通過物理
傷害的爸爸。 SHE新生將在以後的生活由HE忍受身體上的虐待。
何新 - 天生會認為這是正常的傷害SHE。

積極虐待，恐嚇，支配別人欺負。
欺凌始於intimitation及可演變為襲擊。惡霸這通常圍繞著自己與倒霉的懦弱individidu
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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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霸和幫會成為協會有罪。Indimidation， 女士 / R1 。
威脅， 女士 / R2 。 傷害或殺死： 個人，兒童，少年，成年，老年或剛規則。

V iolence isthethreat
STOP VI OLENCE
startat家
P rivilege 1： ˚Freetrea

TME NT WH ensick

生病的時候是免費治療 1GOD 賦予的權利好人。 免費治療是不可康復師。 與自己造成的
健康問題的人 （吸毒，自相殘殺，擇期手術，致殘，自殺，...） 沒有得到免費治療。

1GOD 是WA ITI NG到HEA RF ROM，您！

YY

YYY

去OD-他ALTH P rayer Çelebration - 天 1 2。1。7親愛的 1GOD ， 最美麗的宇宙你
最卑微的忠實保管人，監護人的造物主（1 ST 名）表示歉意我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盡
力彌補

請支持我的努力來彌補我支持“免費治療生病時，”為了榮耀 1GOD
＆ 人類的好
這個禱告是在良好的健康日使用

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
私人，支付 （貪婪，暴利，廢物） 保健結束。 私人健康保險是過時的資產都沒有的COM
薪酬C沒收。 私人診所被無償吸收“ SMEC （ 希雷醫療及教育園區） “。民營醫院是由無償
吸收“ PHeC （ 省醫院及教育園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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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腐敗的財富種族隔離國家私人，貪婪暴利保健有自我調節機構。 他們保護的刑事疏忽保
健從業人員的起訴。該機構遊說injust法律。它還可以幫助其成員懵了病人。 每selfregula
-婷體 （不只是健康） 關閉與它的管理員籠， 女士 / R6 。

大學教育的“GP （一般從業者） '是不是真正的醫務人員。 他們是製藥丸分配器。 製藥
獎勵這些假冒醫務人員以現金，禮品，旅行，...

護法衛士為“GP”醫療培訓是通過“ SMEC “。 SMEC提供免費醫療保健 （預防，連續及後
護理） 。
護法衛士的'專家'的醫療培訓是通過“ PHeC “。
PHeC提供免費住院治療。
護法衛士救護車/應急培訓是通過“ PDEC
（省國防和應急中心） “。 PDEC提供免費ambulan- CE和應急服務。

許多製藥公司是有毒的和不能治愈。
他們緩解 （也許 ） 不適及需要採取長期的。 他們'ALL'有副作用需
要更多的製藥公司 （毒） 更多的副作用。 寄生掠奪暴利的營銷體系
。創造需求>重複 （扶養） >引進新 （副作用） 產品。獎勵銷售人員

（醫生） 。這腐敗的制度就是為什麼保健是如此筆開支和浪費。
製藥公司是原始昂貴的治療。 製藥公司是一個不得已的治療。 順保健從業人員只規定藥品
“。他們是無能腐敗的“江湖醫生”。需求量，他們被取消資格。 注意！ 秉承託管人，監護人
飲食建議和下面的練習，減少了80％+的疾病。

接收有限的醫療保健康復師進行結算。 康復者不能繼續的生命支
持。
康復者不接受整容手術。
與自己造成的健康問題的人支付衛生保健： 酗酒，敢魔鬼'，吸毒者“，
Fasters”，Mutilators“ （體刺穿，包皮環切術，cosm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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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紋身，輸血，器官移植） ，吸煙者，Thrillseekers'，...
不關心自己健康的人們承擔責任。

該 社區欠 好 人，免費醫療
P rivilege 1 2： 免費教育
免費教育是一個 1GOD 賦予的權利好人。
免費教育是1 ST 實現滾動1 Belief4的一步，“人類是尋求和獲得知識，然後
運用它。”
護法衛士免費教育可從搖籃到火化。兒童，青少年心理，生理，性殘疾
不參加免費教育。他們看了之後與住在專門的省級化合物。

SMEC （ 希雷醫療及教育園區） 開始和結束免費教育。

HE從年齡'0-9'，SHE從年

齡'0-16'＆老年人從'63歲開始直至結束。 委員會亦是只有她職業生涯路徑

（母親） ！每個SMEC有“聚會”。
0-2歲： 與他的母親一個新出生的出席 “ SMEC：新出生的俱樂部 “ 每週6天。 新生在完成
2年領取 “ 新建 - 出生俱樂部文憑“ 母親完成280小時俱樂部學與教得到： “ 1年學徒“SMEC
”證書 “
年齡3-9： 靚女 （學者） 參加每週6天班混
（共 - ED） SMEC：基本校 “ 在完成9年獲得進士
“ 基本與學校文憑“ 。 母親完成140小時基礎學校學習和教學得到： “ 2年的學徒“SMEC”證書
“
年齡10-14： 女孩 （學者） 參加每週6天的女孩只有班“ SMEC： 女孩的唯一一所學校 “。 在
完成今年14學者接受
“ 女孩只有高中文憑“ 母親完成140小時女孩只有學校學與教接受：“ 醫療及教育證書貿易
-“。
15-16歲： 女孩 （學者） 參加每週6天支付 （1×WMW）
班' SMEC： 家庭學院 “。 在完成今年16學者接受“ 家庭大學文憑“
年齡63 以上高級 （共 - ED） 教育可在 “ SMEC：老年活動俱樂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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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C （ 省醫院及教育園區）
提供連續免費教育。 HE從年齡'10 - 18' “男孩的唯一的學校”，和“學
徒學院”。 HE＆SHE進一步教育： 【技術學院領導力學院領導力訓練
營。

年齡10 - 14： 男孩的 （學者） 參加每週6天僅男生班“ PHeC男孩的唯一一所學校 “。 在1
4組，他們通過觀看學習，聽，試，理解和教 （wltut） 。完成今年14之後收到“ 男孩畢業
文憑 “。 第1天，每週roster-責任父親被訓練與教師的援助工作。

年齡15 - 18： 男孩開始了3年的回報 （1 WMW） 在學徒“ PHeC學徒學院 “。 在14組，他
們通過觀看學習，聽，試，理解和教 （wltut） 。 1年 他們參加學院-3天工作在 科雷 3天。
2年 他們參加學院2天和工作在 科雷 4天。3年他們參加學院1天和工作在 科雷 5天。 完成後
獲得：' 貿易證書 “。

繼續教育，請 “ 技術學校' 。 他們按住1個月的全日制天監課程。 這是日出後1小時到1小時
日落前6天，每週4週的課程。 每日例行： pray- ERS，練習，心理學，傳播學，代表團le
dership，COM
- mittees，......後成功完成賺“

監督員證書 “

“ 領導力學院 “ 提供了2個，1個月全日課程 “Leader-文憑” ＆ '管理文憑“ 。 當然，領導每天
例行類似於主管課程+應急服務的義務。完成後收到“ 領導 - 文憑 “。 經理課程涉及ING開始
- 設置了“ 科雷 “。 完成賺取的“ 經理學歷 “。“ 領導力訓練營“ 2個月全天的管理課程。 課程設
置了一個“ 集群科雷 “＆ 有緊急的交易 （PDEC培訓） 。 完成賺取的“ 管理員學位 “。

PDEC （ 省國防和應急中心） 操作'CE
（社區應急服務） “。 CE 操作1年強迫“社區急診”服務“由17歲的SHE與18歲的他在訓
練。 它重排序預備役。

PHeC＆PDEC分享“領導力訓練營訓練。 大家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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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CE”培訓成為儲備。 每次他已完成“CE”變為上standbye一個後備，直到年齡49. SH
E comple-婷'H-MC後 （冬青婚姻合同） “成為上standbye預備役，直至49歲。

省政府提供“免費教育”從出生到包括年長。 非政府教育不支持與關閉。 教育 （免費，
公共） 通過省和郡提供。

SMEC “ 希雷醫療和教育情結“。
PHeC“ 省醫院及教育情結“。
PDEC“ 省國防和應急中心“。
CE“ 社區應急服務“
教育是家長，教育工作者和醫務人員之間的合作。
它涉及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和學徒。
沒有作業！不，非政府教育！不，大學！
1 ST 學習，理解的時候，開始教。 在免費教育快速學習者傳授學習遲緩。 在工作經驗的工
人培訓的新來者。

1GOD 是WA ITI NG到HEA RF ROM，您！

YY

教育 - 祈禱

YYY
慶祝日 6.1.7。

親 1GOD ， 最美麗的宇宙你最卑微的忠實保管人，監護人的造物主（1 ST 名
）有望尋求，獲取和應用知識，終生要學習和通過免費教育教給支持生命
體驗的公共免費教育通行證到下一代的榮耀 1GOD ＆ 人類的好

這祈禱類和教育日使用

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
抄襲的基礎上與推進新的思想。 為什麼重寫的東西，寫得很好。一個好的一塊寫的應該
不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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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重寫被肢解。 剽竊一個很好的一塊寫＆然後就可以展開 。
進化通過拓展現有及再創造新的進展。
閱讀一個良好的一塊寫鼓勵的頭腦一個人的智力提升到高水準的原創的。 停止這一思想
集中於重寫是平庸的浪費時間的教育。做個聰明，'抄襲'。

抄襲並不只適用於寫作。 抄襲適用於所有的“IP” （知識產權） 。該通訊
之角度講給人的手段和發展知識產權的機會。 因此，所有的“IP”是由所有
使用小區物業！從“IP”被掠奪共同體犯罪暴利： “ 女士 / R6 “

所有的“知識產權”屬於社會所有的利益。 在腐敗，貪婪，利益驅動防1 神 國家，plagiarizING可能侵犯版權。 聲稱擁有版權，從社會，犯罪行為偷竊： “ 女士 / R6 “

家庭作業 是學習或教學的最不誠實和無用的形式。學術搜索是分心，朋友，無知，父母
時間線壓力下... 大多數功課不是由誰正在評估和分級的學者完成的。 因為它的不誠實性
質的作業是無用的和誤導性的評估。家長及教育配套作業，支持作弊。

教育工作者標記時，有道德問題。他們懷疑，學者沒有做分配。 由於這種不確定性給
用戶的任何痕跡都沒有用。 做作業理解assess-換貨的工具是一種誤導。因此首頁

- 工作時間和資源的浪費。

沒有作業

評定 ： 需要使教與學有用的和有效的。
注意 ！ 有：“無作業”！
學者們評估修真任務在課堂上完成。 每當學習模塊完成後，學生們處得assign-註釋，以
評估理解。 修真任務在完成類。 注意 ！ 有： ' 沒有作業 '！

有2個評價： 通過 要么 失敗。 合格率是70％compr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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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錫永。 一個故障和學者有重複學習模塊，直至合格。 注意 ！ 只有模塊需
要重複不整的一年。

有沒有最後一年的評估和/或期末考試 （無用功） 。 評估是只為每個模塊，而不是累積
模塊。 當一個學者已通過課程Certi- ficate發出的所有模塊組。

教育是評估工作的能力，奉獻“學習與教”和學生的理解。 老師需要能夠“自我
評估”教學的表現。一類

90％

90％加的瞳孔理解率是可接受的。 如果不這樣做與教育 （老師） 被移除和重新訓練。

每個教學長期之前術語所有研究模塊理解assign-發言：必須是“成功”的有關教育家完成。
教育家需要至少90％合格率。失敗的教育不教這個問題這個詞。評估需要進行，如果這個
人是適合與教育有關。

注意： CG不支持多技能。知道的任何─東西和沒有一點點好。讓人mediochre，不適合的
教育。教育工作者要成為知識淵博的專家“。

80％

80％的校小學生理解率加上是accep-表。 少與委託教育家被刪除。 返回教
學。

一學年分為3個學期。 期限1，1 ST， 5個月。術語
2，接下來的4個月。第三學期，去年5月份護法衛KALENDER的。 有沒有學校假期。教育
工作者，學者有權2，1週的假期。兩者分開，1週的時間。至少3個月的間隔。必須提前申
請至少4週。家長申請的學者。

行使
學者及教育工作者的日常 （強制） 參加室內exerci- CES （使用L-GM作為指南） 。 健身
房的，橢圓形的封閉 （強制） 。CON-圓通運動，拼體育，精英體育 （1贏家，許多loose
rs） 是ban-斯內德。 任何校長/教育家偏離從教育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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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殘疾
學者認為顯示，“性-殘疾”的跡象 （兒童猥褻，同性別，混淆性別）。 由一個委員會進行評
估 （教育工作者，醫務人員，家長） 。 如果發現患有被轉移到“SDQC” （Sexual-殘疾檢疫
化合物） 。為了保護自己和保護其他孩子。

精神疾病
學者認為表明，心理，殘疾'的跡象 。 由一個委員會進行評估 （教育工作者，醫務人員
，家長） 。 如果發現患有被寄存器發送到“MDQC” （精神-殘疾檢疫化合物） 。為了保護
自己和保護其他孩子。

身體殘疾
學者，顯示，體育，殘疾“的跡象 。 由一個委員會進行評估 （教育工作者，醫務人員，
家長） 。 如果發現患有被寄存器發送到“PDQC” （物理-殘疾檢疫化合物） 。為了保護自
己和保護其他孩子。

尋求>增益>通過運用知識
免費教育<學習和教
P rivilege 1 3： 雷瓦rded

WO RK

每個人都有一個 1GOD 賦予的權利是有用的和有回報的工作。 失業是不能接受的。 一個
負擔社會。一個無用的生命。

獎勵工作分為工資收入者和志願者。 需要終生接受金錢獎勵體質偏後掙工資的人看起來。
志願服務是良好的靈魂。 1GOD 愛的志願者！
1GOD 正在看！
對於經濟管理，工資與條件 （WMW） 由省政府確定。 “ WMW “ 每年設定。 WMW 可以保
持不變，或上升，或會下降，經濟條件的要求。
為了確定工資和條件下，它們是標準化的。 為了獲得最佳的經濟管理每個人的打工仔。
私人與國家所有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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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和替換 科雷 。工會都被註銷。政府制定的工資和條件。有7薪資等級。

收費是基於“每週最低工資標準” （WMW） ＆乘法器。
薪級表與開始 WMW X1 （最小） 至 WMW X7
（最大值） ：
WMW X 1
WMW×2
WMW×3
WMW×4

不熟練， 學徒
技能的， Trady主
- Trady主管

WMW×5
WMW×6
WMW×7

領袖Manager管理員

（最大值）

WMW 6天，7 * 小時全天42小時工作，第7天沒有工作
（有趣的一天） 。 每日工時跨度 （時間三角） ：日落前1小時後，從日出到1小時。
超過這個時間只有緊急服務工作 （夜間宵禁） 。每週再沒有其他18小時 （每日3小時
） 兼職工作。沒有臨時工作。
* CG克洛克，新時代的時間管理使用

所有7薪資等級條件：
期待 她' 小號收到7週陪產假，
WMW 1 然後 SMEC 規則適用〜
他' 小號獲得100星期的產假， WMW 1 〜
病假工資全部支付檔次， WMW 1 〜
有3天委屈離開， WMW 1 〜
有2週 （14天）
年休假工資檔次， WMW 1
〜 有沒有年休假的裝載，也不會長期服務休
假〜
提供工作齒輪，食品，飲料和衛生。

工作環境： 工作場所的是要健康安全與防護裝備，鞋需要佩戴。推人用更
少的時間做更多的工作是不安全，不衛生和降低質量。 有休息每3小時。總
工作時間每天不得超過10小時 。

職業路線！ 當有一個開口，通過工作經驗，資歷晉升。 排位賽后進一步研究 （ 他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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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收入 高達wmw7：0％〜 稅務以上收入 wmw7 ：
100％〜 稅福利：100％！
工人們誰也無法找到全職或兼職工作。
有用地使用 （再見實干家'） 由 “ 希雷 “ 上
WMW X1 。具有良好的人哪消除失業！

1GOD正在等待您的來信！
工作人員- 禱告

YY

YYY

5.1.7。 工作人員 天 “ 希雷 “ 慶祝活動

親 1GOD ， 最美麗的宇宙你最卑微的忠實保管人，監護人的造物主（1 ST 名
）要求幫助，所以我可能是一個有用的工人可能我的努力理解和回報相當
我努力盡我所能在任何時候我會讓我的社區我感到驕傲為了榮耀 1GOD ＆
人類的好

這個禱告是在勞動節使用

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
P rivilege 1 4： 再ceiverespect
護法衛士給予“尊重”他們的回報希望respect-版。 接收方面是一個和諧的家庭，工作場所和
COM的群落的組成部分。 接收方面是privlege。CG顯示相對於其他託管守護到1Church的
長者＆成員 （ UCG1） 。
他們也尊重其他人值得。
接收尊重是示出了用於借助於與/或成就讚賞
。 這可能需要時間和努力，成為意識到良好的品質。 當意識到＆酌情兌現這些素質與尊
重。
家長收到來自子女的尊重。作為回報父母尊重孩子的成長的煩惱。 從通過知識連續性年輕
尊重老人接收的尊重。 人們表示尊重，選擇─版的領導人。工人們表示尊重 科雷 委員會成
員。

尊重是不是免費的東西。 尊重就是賺到！ 誰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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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得了尊重。不接收的尊重。他們需要提高。
您收到尊重，“是的，好”！ 沒有收到尊重，'為什麼不'！自我評價，要求別人。 您可能需
要改變。其他人可能需要譴責。

尊重！一個有價值的進球！
P rivilege 1 5： 再ceivejustice
接收正義是一 1GOD 鑑於人權！ 正義的最大威脅是遺傳性，僭主政
治，暴君與財富apart- HEID。 這否認
1GOD 給予特權是侮辱 1GOD＆ 一個COM群落犯罪 女士 / R6-7

以公正的威脅是在正義，精英主義，腐敗，..
（邪惡的鏈） 。 不公正是傲慢的結果，自私和權力上癮Heredi- tar
y政治暴君。遺傳性暴君的退位或被關住的，
女士 / R7 。 政治暴君被關住的， 女士 / R7 。
財富種族隔離結束。腐敗，寄生蟲掠奪，奸商的是資產剝離，籠， 女士
/ R6 。
取而代之 科雷 ＆WMW。
護法衛士支持公正和民主的社會。
這是基於/或行為，什麼是正確的moraly，公平和寫入， 立法者清單 。

要獲得正義。有強制執行的法律。 由非司法對抗堅持 （警長律師游泳
池，馬歇爾大律師池） 。誰合作，發現，“真理”。宣稱，“有罪”或“無
罪”。伸出手，積累的“強制性刑罰”，恢復“＆

為保證賠償。 注意！ 有沒有陪審團。沒有民事訴訟。

1GOD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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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I CE人 - RI GHT

P rivilege 1 6： 結束withdignity
護法衛士相信 1GOD 有權決定誰住或死亡的權利。人們有一種 1GOD 賦予的權利來結束他
們的生活盡可能多的尊嚴事件允許。 這需要通過把生命和死亡的決定結束了無法生存的
生命 1GOD的 手中。

在生命支持的人已經事實證明的 （醫務人員） 3天后的 （強制） 。 1GOD
然後決定如果該人的生命或死亡。 在生命支持離開的人不再是折磨，
犯罪， 女士 / R7 。

一個人被告知，他們有一個危及生命的疾病。 1 ST 他們的身體被屠殺 （手術） 。還活著的
人燃燒 （痛苦尖叫） 有輻射。還活著的人，現在poisened （藥品領域） 。還活著，你可能
會固化了。 或者你沒有治好，你是左死一個緩慢和痛苦的死亡的折磨後。這是殘酷不人道
。不是一個有尊嚴的結束。

護法衛士支持預防性健康飲食組成，exe- rcise與免疫。 手術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醫療程序。
放射治療是折磨不給藥。 Pharmaceuti- CALS“要避免，他們是不健康的石油化工科學研究
院斷。他們rmaceuticals'的副作用，這樣才能避免巨大的健康風險。

不能一個人做一個三明治現在還是可預見的將來吃。 可能要envoke的 1GOD 做決定的過
程
（活的或死） 。每個人都有權拒絕治療，食品和飲料的權利。 拒絕一個人的這一權利
是折磨，犯罪， 女士 / R7 。
1GOD的 設計中的一切物理宇宙有開端和結束，包括人體。 人類同情心的需求結束了
痛苦。 不是“人為延長的生活。人為地延長壽命與干擾 1GOD 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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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被活埋，火化是必須的。 火葬也釋放了靈魂。
注意！
墓地是一個健康風險和浪費土地。
自作自受 謀殺 （安樂死，自殺） 是弱的頭腦和弱精神的標誌。 它是靈魂生活的體驗。其
他人不應該干涉，除非有給他人帶來危險。1 神 將處理這個在審判日。 幫助一個人自我
造成的殺戮是只要可以接受的，相關法院受理，有一個死亡的願望。身患重症的折磨。結
束它！

注意！ 人類把動物的痛苦了他們的苦難。但是它們缺乏對自己的一種同情。

結束生命的尊嚴是人權。
1GOD正在等待您的來信！

YY

YYY

靈魂- 禱告
親 1GOD ， 最美麗的宇宙的創造者請歡迎我們的社區卑微託管監護人誰
在努力為好中深受人們喜愛的人誰履行使命火的一員釋放這個靈魂的審
判日獨特的靈魂錯過的榮耀 1GOD ＆ 人類的好

後1人死亡或者任何時候這祈禱時使用。在火葬場的最終門戶Ceromony使用。

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
P rivilege 1 7： 哈vefreelyelectedgover NME NT
人類是社會動物。 他們喜歡的歸屬。 自由選舉產生的村委會滿足這一需求。領導1是暴
政。通過領導委員會是公平的。
世襲政治暴政被替換為多選擇的自由選舉產生的治理。 治理表示HE＆SHE具有相等表示
。 民選官員用“ 立法者清單“ 作為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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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選擇─離子投票支持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 未參加表決可能會導致自由基接管政府
及建立暴政 （遺傳性或政治） 。 暴君被刪除籠， 女士 / R7 。 “ 宇宙託管監護人'只支持2種
類型的政府，“省” （省級） 與“夏爾” （本地） 。建立省後，將其分為35波利蒂 - CAL區
。 每個區選出1 HE＆1 SHE到Parlia-精神疾病為4年的術語 （Quattro的年） 。 該candi
-日期 （他她） 得票最多的當選。選出的70被稱為統治者。護法衛士燮端口獨立不是當事
人。

該 7Provinces 由中央委員會管轄 （議會） 。
該議會是由70統治者。36標尺形成管限─換貨。 政府統治者被稱為 立法者＆ 非政府統治
者被稱為 跳棋。 跳棋供應Ruler-裁判誰主持“議會。

統治者以不記名投票選出的7立法者和1 Ruler-裁判委員會。 統治者1 ST 選1 HE＆1 SHE。
愨他們1具有較高的票變成'Chief'Legislator和其他'檢查Ruler-裁判“ （例如SHE是首席＆
HE是標尺-仲裁人） 。 票數相同數量的更高級的變長。

接著，標尺選出3 HE＆3 SHE立法者。票數相同數量的更高級的成為立法者。 行政撥付的
5指揮官 （環境，外觀，內飾，知識，夏爾） ＆1審計員組合。 省所規管。

注意！ 議會的標尺，裁判也被審計審計。議會問責制是最重要的！

省創建一個“郡”。 省設有3個“顧問”到“夏爾”。 在'夏爾'理事會是由3'顧問'和2'Kalifs' （1
HE＆1 SHE） “Kalifs”每4年選舉產生的Passover-月，Quattro的年的第一天 * 由第一過去
崗位系統。
* 新時代的時間管理，CG KAL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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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投票
該候選人的原因：
一個他或她不再年輕然後28歲以上則70是或曾是父母。

是員工或志願者或退休。精神上和身體健康。沒有
大學學歷。

尚未完成任何籠康復。有沒有性殘疾 （同性別，混淆性別，兒童猥褻） 。採用“立法者清單”作
為指南。是護法衛士

注意 ！
護法衛士支持者和三K黨長老可以提名，燮端口，認可和選舉候選人SHUN。 護法衛士成
員 （Zenturion，Praytorian，Proclaimer） 不能支持，nomi-內特或認可1Church外用藥的
候選人。

投票是一個民間的職責。
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是一個人的權利。
接收賺'特權'之後。 這是時間來了解'失敗'。

1GOD的最新消息，立法者清單

14.04.04.07 www.universecustodianguardians.org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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