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GOD 1 FAITH 1教堂 宇宙護法守護者

順和恥辱

綠色理念
作為綠色人的生存技能！
護法衛報“ 綠色理念 “努力”把人們從被別人和威脅“ 行星地球 “。 成的護法 1 GOD 的創作！
存在 “ 綠色 “ 在家裡開始包括鄰居和社區。託管人衛聚會是當地的活動家樞紐 （環境，社
會正義，宗教） 。

護法衛士 順和恥辱 。 一個社會對有罪的責任， 女士 R 1-7 。 政府匝 綠色理念 成為法律
。

成癮
癮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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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友的工作和社區。請吸毒者遠離兒童。

成癮是妄想！ 吸毒者不相信，因為他們正享受著他們，自我和保持他們的生活他們一起
沉迷長。
實際上，吸毒成癮者限制個性與自由，因為他們成為他們的行為更受限制。

1GOD正在等待您的來信！

YY

癮 禱告

YYY
成癮一天 12.2.7。

親 1 GOD ， 最美麗的宇宙你最卑微的忠實守護託管造物主（1 ST 名）幫助
我不是一個癮君子
幫助人類遏制吸毒成癮懲罰供應商的生活和來世讓這個社會是無網
癮為了榮耀 1 GOD ＆ 人類的好

這個禱告用在成癮的一天！或根據需要。

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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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毒成癮者享受他們的習慣的秘密性！ 非法成癮導致監禁和自我尊重的損失。
成癮者是無知 （笨） ，輕信 （愚蠢） 與弱 （可憐） ！
當人們沉迷，他們享受往往成為專注於開展他們的習慣和重溫撤出。 而不是全方位的形成
及其對非成癮的幸福全部潛力的經驗。一個道德和民事責任，送花兒給人的舉行addics責
任。

嗜成為自己和社會的威脅。他們成為妄想，不道德，不誠實的，騙人的，自私，冷漠與反
社會。 一個道德和民事責任，送花兒給人的報告addics。

成癮者需要心理幫助和支持小組。吸毒者復吸被隔離，以保護社會特別是青少年。

腎上腺素

癮

腎上腺素， 充當神經遞質的激素。 應力反應到身體的物理完整性的威脅的主要原因。

在健美操過多的參與，賽車，慢跑，跳傘，...
參與給予腎上腺素導致成癮。 當他們無法得到他們急於“這些成癮者變得沮喪。

當腎上腺素釋放到血液中它的作用是增加心率，血壓，瞳孔擴張，引起血糖水平與皮膚
和內部器官轉移的血流量。 人們往往誰生氣，內疚，令人擔憂激起他們，即使他們可能
坐著別的什麼都不做腎上腺素。 憤怒，worried_幽思。

一種速度的需求是腎上腺素痛苦。
任何賽車給人的腎上腺素。中獎給出了一個更大的高
峰。 人類的身體不是設計速度。他們不需要速度。勝
出的是自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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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勝者熱潮導致想要更多。 失去利茲焦慮。這種焦慮會使人們陷入絕望。 想不惜任何代
價獲勝 （欺騙，濫用藥物，殺贏..） 。

反社會行為給予腎上腺素。
更討厭，暴行搶越大。問任何朋克道路恐怖主義 （倦怠，尾門控
，切斷，道路的推動，額外響亮後輪平衡） ，幫構件 （欺負，故
意破壞，暴力） ， 連環殺手 （造成恐懼，痛苦，死亡）

反社會行為的社會構成威脅的procecuted 女士 R 1-7
這是一個公民責任報告，路霸，危險駕駛，事故的發生。
危險活動 （特技，thrillseeking ..） 給予腎上腺素。
人們誰否則無法獲得獲獎者急於做危險的事情。這些活動鼓勵誰受傷模仿者，殺，是對他
人的威脅。 危險的活動結束， 女士 R2 。 參與者必須支付救援與醫療筆開支。

作為一個刺激的人是一種疾病。 尋求幫助！

醇

癮

酒精是通過飲料和食品消費。 飲酒會導致行為的變化 （醉酒'） 。 酒醉 （酗酒） 是意外事
故，攻擊，強姦，故意破壞的主要原因。酒鬼是一種負擔，一種滋擾和威脅社會。

酗酒是壓倒一切需要消耗酒精。
像所有的吸毒者，酗酒者凌駕於他人和社會的自己自私的需求。酗酒會乞求
，借用和竊取喝一杯！ 酗酒者需要治療。治療包括曬出來的！治療是不能治
愈。酗酒很快被後面是醉漢！

嗜酒的最好的幫助是停止酒精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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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酒精的營銷及分銷必須結束。

ZERO能耐受酒精！

基督教 是擴頻酒精中毒的主要原因。
基督教偶像 （虛假的偶像） 耶穌 （假救世主） 告訴基督徒喝酒 （紅
酒） 。 基督徒在宗教混亂和非宗教聚會喝酒。 基督教HE＆SHE配
種前喝酒。懷孕和哺乳期間基督教SHE連續飲酒 （寶寶出生酒精）
。基督徒父母鼓勵孩子喝酒。基督徒父母壞父母！

有酒精斷奶一個年輕的基督徒認為在教堂亂，牧師，父母，朋友
，鄰居喝酒。 一個年輕的基督徒認為父母在家，leisuretime和功
能喝酒。 一個年輕的基督徒 （他她） 他們的年齡組內的社交當面
臨對等壓力狂飲是可接受的。年輕的基督徒，所以得到年輕SHE
醉酒交配或強姦。這兩者都會成為'垃圾'。恥辱，順，垃圾！

基督教僧侶無法通過祈禱和讀經文轉向酒精的精神感召下找到的精
神鼓舞。不開心的時候，僧人自己生產酒精。 生產及飲酒保持僧侶
酒醉昏迷的恆定狀態。現在，他們有見解 （啦啦土地） 。

天主教學校就像酒館。校長了吧 （昂貴的醇） ，教師的社會俱樂
部有一個酒吧。 政府有酒 （廉價） 對於混亂和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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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五和週六醉酒基督徒猛砸，強姦和殺人。 上週日，他們“供認”GET“原諒”。之後，他們
去亂喝酒
（醇） 。教堂後，他們去與朋友，家人狂飲。
狂飲基督徒'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
1GOD 是驚惶，也不會原諒和追究，所以做人類。每次喝醉被追究責任。

基督教，因為它 鼓勵 酒精的消耗不是作為宗教或崇拜可以接受的。 1GOD 不希望人類通過
飲酒來破壞它的健康。 1GOD 失望與基督教的酒癮。

說不基督教！說沒有酒精！
必須做 ：
SHE是不與醉HE配合。 HE是不與醉SHE配合。 SHE在懷孕期間飲酒是在軟禁放。SHE喝
一邊哺乳下軟禁放。 一個社區有照顧到每一個胎兒，新生兒的責任。酒精SHE是不適合作
為母體。養父母提高酒精SHE的嬰兒。

用未成年孩子的家長 （SHE 17，HE 18） that drink Alcohol are unacceptable. Every
community has a duty of care to every under age child. Alcoholic Parents Holy
Matrimony Contract is canceled their underage children are raised by Foster-parents.

Education facilities are Alcohol free. Educators (Principals, Teachers, Administrators) who
bring, consume Alcohol are removed & banned from Schools. Christian
Education-facilities are transferred to public education (without compensation) .
Christian Educators (Principals, Teachers, Administrators) are removed & banned from
Education. Their school bars are demolished their Alcohol is destroyed!

Every community (Shire) has a duty of care to its people.
Alcohol a community threat is contained & eradicated. Every
Shire is to ban Alcohol & enforce the ban. Province bans the
production & distribution of Alcohol . Illegal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of Alcohol is prosecuted: MS R6

Existing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of Alcohol is stopped & closed
down. No compensation is given.

五

1上帝的立法者清單 因為它是寫它應是！
14.12.2.1的N- AT-米

www.universecustodianguardians.org

1 GOD 1 FAITH 1 Church Universe Custodian Guardians

Deny Christian churches, cults charity status & tax exemption. Make being
drunk a Crime, MS R2 No bail for drunks.
Any Crime committed while being drunk doubles Rehabilitation.

Filtered Water for good
Health !!!
Drugs

Addiction
It is common knowledge that drugs (mind altering substances) are
bad for the human body. Yet 99.9 % of Drug Junkies take
drugs by choice. They are extraordinary dumb & anti
community scum.
Don't feel pity for Drug-Junkies their problem is self inflicted.
They are a burden & threat. Hold them accountable.

Cage these threats to the community, MS R4 .
Manufacturers, Distributors & providers of mind- altering
substances, illegal or legalized (Bad Law) , are caged, MS R7 . Bad
law is reversed, backdated.
Marijuana, Codein are not medicine. They are not to be used. They are illigal drugs, MS
R7

Any Crime committed while be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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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ing substance (s) trebles Rehabilitation. Be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
mind-altering substances Rehabilitation is increased by a multiplier of 5. Note! Past
& present Drug Alcohol junkies can only be employed at ‘ wmw x2 ’ or lower.

ZERO TOLERANCE to
MIND-ALTERING SUBSTANCES
Eating

Addiction

Eating is essential we can't live without it. Eating is a necessity, over eating is an
addiction. Overeaters (Blubber-People) can look forward to getting, blubbery, get more
sweaty, tire more easy, trouble finding gear that fits, find chairs uncomfortable tight,
trouble tying shoelaces, have clogged arteries, high blood pressure, get diabetes, die
younger, probable have obese children.

Blubber is good for hippopotamus & whales. For humans too much blubber is
sickening. Being overweight makes a person more out of
breath, lethargic, tire easy, have more
sickies, become a burden to oneself,
family, work mates, friends & community.
Being over weight is not acceptable. Help
people loose weight.

Stop being blubbery. End having alcohol &
artificial sweeteners in food or drinks. Reduce
sharply using natural sweeteners & reduce
sodium intake, use only iodized salt. Stop
eating manufactured & GM (genetic
modified) food.

Banquet, Feast, Smorgasbord, long meals type of eating are out. Over eating is out.
Consuming Alcohol while eating is out. Desert’s are out. Eating small portion’s is in.
Drinking water with meal’s is in.

Adhere to the Custodian guardian 'Daily Routine'. Redu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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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unt you eat for each meal. Drink unsweetened drinks. Avoid fissy drink. Do daily
day & night exercises. Observe 'Night Curfew'. Pray :

1GOD is waiting to hear from YOU !

ÿÿ

ÿÿÿÿ

B L U B B E R – Prayer
Dear 1GOD , Creator of the most beautiful Universe Your most humble
faithful custodian-guardian (1 st name) Thank you for supplying me with
Daily drink & food Help me not to overeat & become blubbery
I endeavor to be deserving of small portions of food every day May I be spared
agonizing health issues because of overeating For the Glory of 1GOD & the
Good of Humankind
Blubber people use this prayer before every feed!

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 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
Gambling

Addiction

Gambling uses human weakness & deceit to bring misery to persons , families & the
community. Gambling promoters prey on weak desperate people. Gambling envoles
betting (on anything) , hedging
(insurance, futures, options..) , lotteries (you got to be in it to win it) , speculating (hoping
asset values increase) . Don’t feel sorry for gamblers. Weak, selfish, dumb individual’s
believe they deserve unearned wealth. They don’t. Hold them accountable.

Reality entertainment participants are the most embarrassing gamblers. They behave
disgusting, betray, deceive, lie, humiliate others & themselves, gambling that they win.
Winners loose their winnings to 100% tax on winnings. Unearned income is taxed
away. Shun Players, Promoters, Sponsors..

Taken advantage of peoples weakness is a crime, cage gambling providers, MS R7 . Gambling
venues (Betting shops, Casinos', Future exchanges', Reality entertainment,
Stock-exchanges) are closed. Confiscate all profit & assets of gambling provi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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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gambler (fund manager, land speculator, futures trader, share trader..) .
Cancel Freehold (Investment property) . Individuls' that win (includes reality
entertainment winners) , loose to 100% tax on winnings. Government that allow
gambling is replaced it’s members get MS R7 .

Gamblers are dumb, deluded, selfish bad people. Gambling provider are deceitful
parasitic predatory profiteer’s. Both are BAD & are acc- ountable.

ZERO TOLERANCE to GAMBLING
Shopping

Addiction

You enter a shop & you can't leave without shopping. A new product is released or ½
yearly 'Sale', you stand outside the store for many hours, you have to be the 1 st to get
the product (s) . You are an addict! A shopping-junkie!

Greedy Profiteers use addicts to their advantage.
Marketing create something new (usually unneeded junk) .
Then market it as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has to have.

The Advertising campaign is mainly aimed at shopping
junkies. Junk Providers for Shopping Addicts are a large
source of rubbish & garbage.
Advertising of non essentials ends. Delivery of Junk mail to
mail boxes ends, breaches: MS R4 .
Non essentials have an extra 50% tax (garbage) charged. Shopping junkie’s seek
help.

Responsible shopping: No impulse shopping (make a shopping list & stick to it) .
Shop alone. Only purchase essentials (No junk) .
Don’t use a credit card.

Smoking

Addiction
Smoking addiction, a human misery! Smokers stink from the
mouth, their clothing stinks they stink up a room. Their ashes &
butts are everywhere. They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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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ty, disgusting, stinking individuals. Shun them! Shame them.
Smokers are a health risk to themselves. They burn their lips,
teeth, gums, mouth, throat, windpipe & lungs becoming sick, a
burden to the community.
Smokers are lazy taking many smoke breaks & self inflicted
sickies.
Smokers are a health risk to others. Pregnant smokers are hurting their unborn. After
birth these newborn are sentenced to a life of having health issues. They may have
deformities, disabilities.. Hurting unborn: MS R3 Children of smoking parents are to
sue their parents for compensation.

Smokers are negligent. They start fires, homes, forest, grass. They
are held accountable, MS R4 & pay compensation. Smokers fire,
injured people & or animals, MS R5 It killed people & or animals, MS R6

Passive smoke (assault) hurts people. Smokers that create passive smoke are
prosecuted, MS R3 . Entities (leisure, entertainment, work..) that allow smoking are
prosecuted, MS R3 & have to pay compensation. Government that allow smoking are
replaced, get MS
R7

In 1951 * it was established that smoking is unhealthy a severe threat.
Government & Government agencies, departments that didn't 'Ban' smoking failed to
serve & protect the community. Retrospective legislation is passed & these guilty get, MS
R7 .
* Pagan Calendar

Any individual or group, business or other entity that promotes
(advertising, marketing, freebies) , allows (parents, teachers, work, clubs, eateries,
entertainment venue) , profits (manufacturers, suppliers, transporters, wholesalers,
retailers) , makes available 'Smokes' & or smoking accessories, MS 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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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doesn't matter what the 'Smokes' contain.

The act of smoking is the health risk.

ZERO TOLERANCE to SMOKING !!
New Technology

Addiction

New Technology junkies can be amusing. They camp outside a retailer waiting
to buy a new over priced gadget. How silly!
New Technology junkies a silly mutation of Shopping Addiction. Are the greatest cause
of waste. They discard goods that work & have a long use bye date. They never learn to
use their new technology.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it long enough. These junkies turn
longterm products into disposables.

Most New Technology is not recyclable. Creating waste disposal problems for the
Shire & future generations. A microchip producer brings out a new chip every 6
months to cater for New Technology junkies . Perfectly functioning chips are
discarded. What a waste. Environmental vandalism. Manufacturer, distributor, MS R7

Community’s need to set guidelines. Custodian Guardian solution, every new
product has a shelf life of 7years. It cannot be replaced with a new model for 7 years.
Breach, MS R7

The people, organizations that create junkies & feed addiction are
despicable, immoral, criminals.

They are held accountable: MS R7 .
NOTE !! This applies to all ‘Addictions’. Parents of underage (17 SHE, 18 HE) are
accountable. MS R1 , 1 st offence, 2 nd offence MS
R2 , loose all their children. Cannot look after other underage.

BURNING
After humankind discovered how to use fire. It saw this as a blessing.

Wood burning was supplemented with fossil fuel burning. English

11

1 GOD’s Law-Giver Manifest As it is written it shall be!
14.12.2.1 N-At-m

www.universecustodianguardians.org

1 GOD 1 FAITH 1 Church Universe Custodian Guardians

Christians introducing the industrial age started the pollution that
is leading to climate change. Fire & burning are now a threat, a
curse.

S T O P B U R N I N G, N O W !!!
The most dangerous part of burning is, SMOKE. In fires the
greates threat to health, mortality is smoke inhalation. On a
greater scale Smoke rising up into the atmosphere Stops heat
escaping into Space.
Surface water warms, surface land warms, ice melts:
CLIMATE CHANGE !

To survive the human body needs Breathable

Air. Humans burning things is

the main threat to ‘Breathable air’.

Non breathable Air You have 4 minutes to live!
ZERO TOLERANCE TO AIR POLLUTERS !!!!!!!
Energy
Too much leisure time, too large homes, too large incomes, too many un needed
gadgets, has created a spike in ever increasing energy needs. Current Energy is
polluting, has high establishing costs, high running & maintenance costs. Polluting
Energy relies on burning. Burning is replaced with non burning.

Domestic & non domestic burning of dung, wood, coal, gas & oil for cooking, heating &
power, ENDS! Power-Stations that burn (coal, oil gas, uranium) to create energy are SHUT
Down & dismantled.
Energy is produced by non burning. Polluting Owners & operators are prosecuted, MS R7
. Uranium & Coal mines are closed & sealed. It's Owners, Operators are caged, MS R7

煤炭燃燒產生的巨大量的空氣污染煙霧 （二氧化碳） 。 二氧化碳漂移了。50％被雨水衝下
來其餘漂移到大氣中是它積累。 二氧化碳通過讓太陽光以加熱地球但防止一些熱量被輻射
回太空 （全球暖化） 。結果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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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慢慢地升溫。表面溫度的這種加熱，因為今年'O'急劇增加 * （2004年） 。這種變暖冰川
減少和極地冰蓋的大小。導致海平面與氣候變化上升。 *護法衛士新時代的時間管理

C

煤被運開 （裸露） rolling-股票。煤塵吹到： 動物與人

（眼部感染，呼吸器官問題，疹子..） ，洗衣房 （掛出幹需要再清
洗，以避免皮疹） ， 泥 （作物，花園，果園，植被） ，
水 （罐，河，湖，河，海） 被污染需要濾波。 它結束。

煤 產生 不清潔的能源
煤炭是窒息我們
潔淨煤 是 詐騙！
停

該貨車，關閉礦山：

SURVIVE！
燃燒被替換，“太陽能，水能，風能'!!
燃燒移動國內和非國內運輸完！ 石油和天然氣具有非燃燒使用。在高速
公路上國內和非國內運輸被替換為“高速公路電車” （見郡） ！ 長途陸路運
輸是由鐵路只。個別污染運輸淘汰。 取消新高速公路。

一個不斷增長的人口需要更好的能源規劃。 每人減少能源的使用是必須的。宵禁是必須的
。對於leisuretime活動減少能源是至關重要的。 集群家庭更換2層豪宅的，雙車庫，虛榮花
園，游泳池，...

夜間宵禁
人體並沒有設計為夜間。 人類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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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大腦的力量創造一個夜間的生活方式。 這種生活方式浪費了大量的精力，增加犯罪
，是不健康的，增加能源使用..
從14-21小時A 7小時的夜間-宵禁 （CG克洛
克） 是強制性的。
在夜間宵禁'NO'公路運輸 （商業，私人，公
共..） 允許在道路上移動，緊急車輛除外！

沒有路燈，交通信號燈，廣告......都在。沒有商家的營業時間。 沒有航空運輸運行的機場
被關閉！航空運輸必須降落在最近的可用著陸場！無軌運動！鐵路車站和碼頭關閉！火車
宵禁期間留在車站靜止！

沒有人作品 （一切都是封閉的） 除了最小的緊急個人。 沒有能量除緊急或加熱使用！1公
共消息的廣播電台正在發射。所有其他的娛樂關掉！沒有辦公室，沒有製造商或零售商，
操作或使用的能量！ 足不出戶就可以在極端寒冷使用取暖 （dresss溫暖） 。夏爾強制執行
宵禁。

閒暇時間
燃燒的煙燒烤的，“結束！ 走出門加熱，'結束的“！ 外面很冷穿溫
暖的布料。還是裡面去。使用室外加熱，環境破壞， 女士 R7 。

家庭不使用汽油燃燒園林電動工具！
鼓勵家人，朋友，鄰居，同事，不使用汽油燃燒園林電動工具！停
止
（非暴力） ！社區從生產，銷售，購買，汽油燃燒園林電動工具！ 這是你的道
德和公民義務，以結束在你家附近的社區污染！持有的家人，朋友，鄰居，同
事，社會責任對污染！

污染 娛樂結束。 在空中： 空中表演，私人航空運輸 （飛機，飛機，直升機，無人駕
駛飛機，航天飛機......）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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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摩托賽艇，民營海上運輸 （艙巡洋艦，遊船，氣墊船，摩托艇，快艇，遊艇，..） 。
著陸： 所有2,3和4輪機動 （燃料燃燒） ，週期，自行車，越野車，越野車，運動型轎車
，豪華轎車，豪華轎車。非法賽車，汽車特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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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ng天氣條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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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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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的人可以喝雨水，用它來準備食物。 這是不可取的，雨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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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臟，粘，臭） 。它不僅看起
來臟不好聞，但它可能會刺激皮膚。

15

1上帝的立法者清單 因為它是寫它應是！
14.12.2.1的N- AT-米

www.universecustodianguardians.org

1 GOD 1 FAITH 1教堂 宇宙護法守護者

冷降雨冰雹或雪。 雪堆積在山高，

北極南極和創建淡水儲備。 雪是白的，污染的雪是灰色甚至黑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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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食用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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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 （把水變成污水） 。水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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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淡水的需求將超過淡水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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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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淡水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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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換和它的成員受到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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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建淡水短缺。 裝滿藥品，毒素，毒
物..非法傾倒工業廢料，毒素，毒物雨水..
污染河道兩端的，污染者起訴，個人
女士 R3 所有其他人， 女士 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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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腐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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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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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然後通過膜強制刪除分子。

測試不透露所有的健康隱患。

廁所水龍頭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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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裝水 （昂貴） 是適合旅行。 塑料 （已成為一個嚴重的威脅，停止生產和使用它） 水瓶
釋放熱身時變得危險化學品 （陽光，加熱器） 。
玻璃 （無鉛） 建議瓶。

香料飲用水
對於各種飲用水味。 一些調味是不健康的和是要避免的。 加味水可以送達冷或熱。

適當 調味飲料： 牛肉提取物，雞肉提取物，可可，咖啡，水果，藥材，香料，茶
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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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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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盤零食，
午餐，尾盤點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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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喝休息
時間後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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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R7

無液體攝入你有4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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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開發
當人們創建，他們的作品是有一個開始，結束及可回收利用。 如家用產品製造 （開始）
，按日期使用 （結束） ， 可生物降解 （可回收） 。 做一切都是可回收利用！

從概念階段的產品是健康的，安全的，無污染生物可降解或可回收利用其它方式。 生產＆
使用一切是可生物降解的或以其它方式回收。

停止， 使用任何不健康，不安全，污染，不分解或其他可回收！ 生產製造不健康，不
安全的，污染嚴重的產品是一種犯罪行為， 女士/ R7

GM作物 （ 怪物種子） > 轉基因食品 （ 不健康食品）
遺傳修飾 （工程化） 農作物是基於由人類改變的種子 1GOD的 原來的設計。 貪婪，暴利
和侮辱的目的 1GOD 。 1GOD 不希望人類基因再造。進化是進化，變異，...

背景： 在東南亞的美國入侵。美國軍方下令制定和除草劑的使用 （橙劑） 植被與生態系統
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刪除葉子使得它更容易從空氣中槍放下逃離兒童，婦女和牲畜 （增
加killrate） 。 中毒的生態系統造成突變。結果出生缺陷患病的人與動物，...

除草劑是危險的，污染土壤和水道。 生產商和除草劑的分銷商進行起訴， 女士 R7 。 政
府允許這種污染所取代， 女士 R7 。 食品與除草劑污染是不宜食用 （動物，人類） 。

除草劑生產商 （貪婪掠奪寄生奸商）
從Plantkillers擴展到種子投毒。 一個正常的種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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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技術改良獲悉打造'除草劑'。這些修改創造自然突變“ 怪物種子 “ 。 修改
使種子無力再作物播種，迫使總是買種子每一季 （邪惡不道德貪婪） 。

進化注意到修改後的籽通過修改種子開始與，生態系統和食物鏈接觸的每一件事響應。
從轉基因種子作物最終直行 （麵包） 對人類食物消耗或通過動物飼料 （魚，肉，禽） 。
生物 （海洋生物，鳥類，哺乳動物） 饋轉基因作物直接 （雞，豬。） 或間接 （囓齒動
物吃種子，飼料，囓齒動物通過捕食，捕食由Hunter殺死吃變得美食晚餐..） 。

食品動物吃影響他們的消化。 消化改良植物的生物消化系統必須修改 （遺傳重工程師）
通過自身進化。 這種不自然 （抗 神） 型發展產生不自然的新的突變類型。

基因改造 （GM） 為防 1GOD ， 對人類的威脅，所有其他生物和環境。 因為影響流動的轉
基因作物改變了整個食物鏈。 創建其中創建新的疾病及生活在食物鏈中的所有成員都威脅
著全球的瘟疫突變！人們會變得更加噁心，模具更年輕，更生病的嬰兒，更流產......

轉基因食品 （ 不健康食品） ： 紫花苜蓿，嬰兒食品，培根，麵包，早餐穀物，油菜，菊
苣，玉米，棉花子油，雞蛋，火腿，

人造奶油，肉類，木瓜，豌豆，馬鈴薯，家禽，香腸，大豆，甜菜，甘蔗，甜辣椒，西
紅柿，小麥，西葫蘆..
說“ 沒有 “ 至 轉基因食品 ！

必須做！ 治療這種威脅對人類和生態系統的預防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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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 停止： 轉基因研究，轉基因種子生產和GM作物生長。

治療！ 政府起訴：GM科學家，管理人員，董事，業主與作物種植者針對人類和對生態系
統罪。 女士 R7
政府通過炎炎GM研究和種子生產設施結束的威脅。 轉基因作物被燒
毀。污染土壤是轉基因作物生長燒焦運行3年。 政府沒有實現這種治療
'被替換。

NO GM> NO GM-種子> NO GM-作物> NO GM-食品
首頁不吃轉基因食品！ Encourage family, friends, neighbors, workmates, to not eat
Gm Food! Stop (non-violent) ! Community from producing, selling, buying, GM
Food! It is your moral & civil duty.to end GM (seed, crop, food) !

Pest Control
Inside Insecticides (chemical) that are used, attack the nervous system. They make
unborn & newborn hyperactive. Insecticides irritate Human & pet respiratory
systems. Do not use Insecticides inside. Keep inside clean & tidy.

Outside Insecticides (chemical) are used on crops, orchards &
food. Crops, orchards & food that have been contaminated are
unfit for human or animal consumption. They are burned by the
community
(Shire) . Insecticides seep into the water system ending up in Oceans. Polluting the
Ocean Eco system, polluting seafood.

Fracking
Fracking is a great threat to the environment, community, humans,...
壓裂是鑽＆在高壓下將流體注入頁岩壓裂它釋放氣體的處理。 高壓觸發“地震”。

每個過程都需要幾百萬升水。水里有有毒化學物質及砂加。 在這個過程中甲烷氣體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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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 與有毒化學品污染附近的地下水。
飲用此水導致的人類和動物的神經系統，感知和呼吸道損傷情況。

廢液留在地上的水窪蒸發。 釋放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到大氣中，污染的空氣，產生地面臭
氧＆酸雨。 這導致不健康的家畜，農作物，水果和非食用乾癟牧場..居民抱怨疲勞，噁心
，頭痛和惡化。

有時炸藥用這引發地震。近斷層線使用可能引發大地震。 這些爆炸損壞地下水庫。 他們
釋放可能會開始'Wildfire的'氣！

水力壓裂是一場生態災難。壓裂完！
業主與經營者進行起訴， 女士 R7 。 政府允許壓裂被替換和其成員承擔責任， 女士 R7 。

垃圾
垃圾的產生減少！
可生物降解的或可重複使用的包裝被使用。
生產一次性產品 * 完！印刷垃圾郵件 * 完！

不必要的垃圾的製作 （收藏品，小工具，設計師齒輪..） * 完！
* 這些供應商被起訴， 女士 R7
這是你的道德和公民duty.to結束在你家附近的社區illigal垃圾垃圾傾倒！ 持有的家人，朋
友，鄰居，同事，企業，社區，對污染責任！ 社區是出的空間來傾倒垃圾 （填埋） 。

我們現在必須減少垃圾！

購物廣場
一個購物中心內有7零售網點銷售同樣的商品
（牛仔褲，..） 由7個不同的牟利實體運營是能源，資本，樓面的浪費。 7零售店被替
換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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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雷 零售店 （1 CRON每個段） 。一個購物中心被'取代 CRBC （ 科雷零售及集市複合體）
'！
寄生蟲掠奪暴利的實體 （購物商場和零售商） 被查封，業主和經營者進行起訴， 女士
R6 。 科雷零售替換為一個健康的所有快餐克隆 （不含酒精） 飲料酒吧。 CRBC 是夏爾
綠洲的一部分。
美甲沙龍創建有毒煙霧。他們是一對健康風險的空氣污染。這種污染進入空氣循環系統
。 員工們呼吸防護。無知的客戶 （受害者） 別。 這些店鋪都是敞開的，傳播由路人吸
入有毒煙霧。這種健康風險是最threating孕婦，新生兒和老年人。如果你已經暴露在有
毒煙霧起訴沙龍＆的購物中心賠償。關閉它們與禁止他們。起訴業主和管理人員， 女士
/ R7 它也適用於美容美髮沙龍。 注意！ 不適用於頭髮刀具。

城市規劃
郡計劃的目的是利用土地最受益的COM群落與棲息地。這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社區與人居
和諧。
所有肥沃的土地必須用於種植糧食與和畜牧業確保保護區提供了原生植被和原生生物。 不
肥沃的土地是用於國內，國內非建築。在肥沃的土地既有建築被拆及再生非肥沃的土地。
虛榮花園，度假屋，公寓，頂層公寓大廈，退休村被替換為對非土地肥沃希雷集群家園。

與100萬+居民及高速公路的城市有2個主要問題：
污染和擁堵rushhour。這兩個問題現在需要不遲污染及高峰時段擁堵。這兩個問題現在
需要的解決方案。 護法衛士有一個解決方案。高速公路電車！ 鐵路取代個體運輸及長途
大鑽機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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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在澳大利亞數百隻羊的哭了，因為他們痛苦慢慢渴死的草案
。 附近的高爾夫球cources飲了她們的果嶺。 高爾夫球手喝冷水大
多與酒精混合。
這太噁心了！ 1 GOD 是憤怒。 高爾夫愚蠢無用的精英娛樂。它結
束！ 高爾夫球場被回收用於食品的成長。高爾夫球手是社會的無用
成員。護法衛羞恥SHUN他們。

飲水不足和草稿使其不可接受經營私人業，貿易及旅遊游泳池。 所有游泳池都充滿了土
壤。 業主不補償。CG羞恥SHUN他們。

名人運動需要的目的設施建設 （廳，體育場..） ，基礎設施 （鐵路，公路..） 。 這浪費的
社會資源和建立長期的 （郡） 債務。設施是一個能源浪費製造了不少垃圾。 停止修建這
些設施與現有拆除。

這些事件提供娛樂，酒精，可樂，其他甜飲料，賭博，不健康的食物 （油膩，脂肪，咸）
往往伴隨著暴力 (assault, rage, throwing objects, vandalism) . Event’s create a lot of
garbage (bottles, food, paper, plastic, cans) needing storing
(landfil) . Gambling leads to crime: Cheating (nobling, rigging of result..) ,
intimidation, blackmail, violence.

Animal Exploitation
Animal cruelty Ends. Battery housing is demolished & replaced with 'Free-range'. Battery
housing operators are prosecuted, MS R4 .

Life Animal transport further than 30 km ends. Breach by primary producer, Agent &
transport operator are prosecuted, MS R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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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s animal entertainment Ends. Animal trainer & Circus operator are prosecuted, MS
R4 .
Theme park animal entertainment Ends. Animal trainer & Themepark
operator are prosecuted, MS R4 .
Zoos are closed & replaced by Wildlife Sanctuaries which house only local specie. Illegal
Zoo is closed, operator is prosecuted, MS R4 .

Animal fights End. 動物的老闆，教練和啟動子關住的， 女士
R4 。 任何人 （S） 提供賭博得到， 女士 R6

賽車動物結束。賽車場地關閉和拆除。 賽車動物的老闆，教練和賽車場地運營商進行起訴
， 女士/
R4 。 賽車場地的被拆。
殺戮的快感 （野生動物園狩獵，狩獵皇家，狩獵等） 動物結
束。
啟動和獵人受到起訴， 女士 R4
只有流浪者可以宰殺動物。

軍事
軍事污染的運輸和炸藥，AN
（原子核） ，B （生物） ， C （化學）
武器。 他們是人類，動物和植物的生命構成威脅。 創建這些武器科學
家獲得 女士 R7 。
生產faciities與這些武器庫存被拆，和由夏爾燒毀。政府允許這些武器
的生產和儲存或更換及獲得， 女士/ 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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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 -禱告

生存天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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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人類的生存
我努力幫助我的身體，物種和社會生存，我將做我的生存一號優先請支持我
的努力生存為了榮耀 1GOD ＆ 人類的好

這個禱告用在存活天數（CG KALENDER）！

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
樂趣的一天的主題 * 這是immportant到環保：
污染天4.2.7〜落葉日6.2.7〜大屠殺日8.2.7
人居日9.1.7〜存活天數11.1.7〜寵物節11.3.7身體健康日12.1.7 成癮日12.2.7 灌木
日13.1.7植樹節13.3.7 樂趣的一天的主題滿足社區需要慶祝羞愧和記住。
* 新時代的時間管理
燃燒，垃圾，污染，環境破壞行為不僅這一代，下一代但子孫後代的威脅。
孩子們向大家報告，燒，傾倒垃圾的父母，創造了太多的垃圾，污染空氣，土壤，水，是
環境的破壞者，摧毀他們的兒童的未來。 家長追究，刪除＆ 女士 R7 政治家，允許或負責
：燃燒，垃圾，污染，環境破壞！

非呼吸的空氣你有4分鐘生活無液體攝入。你有4天的生活！

護法衛士住在1上帝的crations和諧！
許多環保人士有寵物的原因。 他們花的熱情，時間和金錢。 一切都非常好，讓人感覺很
好。
大部分原因狹小範圍。 結果在主要人類生存的原因毫無進展： 污染 （空氣，土壤，水）
，暴力 （家庭，社區，全球） ，財富種族隔離 （地產傳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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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財富; 寄生，捕食，投機） 。
只有道德的力量，無盡的毅力和組織 1 GOD 給出的解決方案可以保證人類的生存。

加入我們！>是綠色的！>行動護法！

護法衛士還堅持邪惡，沒有ViolenceConcept鏈， 經濟概念，7Scrolls，N-AT-米
。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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