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FAITH立法者清單

1God 1FAITH 1CHURCH宇宙託管監護人

美德 是陽性。 作為美德是良好的靈魂＆讓你一個更好的人。 1 神 正在看。

讓美德的一種生活方式。 住在與家人，鄰居
，社區，棲息地及environ-換貨和諧。 生活一
個良性的生活是崇拜的最佳方式 1GOD。

作為美德的計數的純度尺度。
美德的人會重溫他們做的不錯。 1GOD 愛他們。

人類的 成功： 美德
只有崇拜 1GOD ＆ 總懲姦。第一次學，然後教和知識的連續性。保護
環境與和聲與人居中心。愛，忠實可靠及。勇氣，同情心，公正，共
享。毅力清潔和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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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OD正在等待您的來信！ • • ••••
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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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諾與生活行為的美德
承諾將鼓勵其他人居住和行動美德請求非道德行為的懲罰讓美德
茁壯成長和非美德顫抖為了榮耀 1GOD ＆ 人類的好

這個禱告記載在家裡或在一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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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1： 只有崇拜 1GOD＆ 總懲姦。
崇拜 1GOD 只要。 放棄所有其他的偶像“：他們的禮拜場所，其儀
式的，他們的著作，...
如何拜指導來自“ 立法者清單 “。

1GOD 不希望sacrefices。 祭壇被替換講台。 護法衛士學習 （尋求
，獲取知識） ＆ 教 （申請及傳授知識） ，從搖籃到火化。

1GOD 不希望崇拜的目的構建的地方。
護法衛崇拜，隨時隨地。 在Funday的在聚會 （在教育設施） 與家人，
朋友，鄰居......

崇拜 1GOD 裝置固定惡負責。 無論危機出現。問責制來
通過尋找“真理” （由勾結不對抗） 確立有罪或沒有罪惡感
。是否有罪惡感，強制性刑罰 （累計） 已應用後有恢復。
必要時補償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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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邪惡的1000年的即將結束！

好 懲惡 !!!!!!!
憑藉2： 1 ST 學，然後教和知識的連續性。
人類利用知識產權 （IP） 需要，1 ST 學習然後教，尋求，獲取和應用知識
。 IP來通過自由政府教育，生命經驗，工作經驗，立法者清單。

最後傳遞獲得了知識產權， （知道 - 凸緣連續性） 家庭，職場，社區 （沒
有版權，專利，知識產權屬於社區） ，夏爾。

省政府提供“ 免費教育 '從腹中到包括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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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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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裡的爺爺奶奶，父母，親戚，朋友，教。

知識的連續性，使個人的專有技術窗台 （知識產權） 不朽。 從14
歲每indivi-雙保持他們的生活experien- CES的記錄 （正＆令人不安
） 。 家庭的必須捕獲到的波形，保存和培育自己的知識產權。

企業必須捕捉，保存和再利用自己的員工，“I-P'。
社區必須利用其公民知識產權的所有人的利益。 省級政府保留檔案。

在Judgmentday你的靈魂將被要求所了解到的和什麼是這方面的知識用於。

我們不朽的知識連續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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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3： 保護環境與和聲與人居中心。
1GOD的 命運對人類是成為，“PU”護法 （物理宇宙） 。 一個社
區開始通過與當地的人居協調。 這不是進步是環境和對地球上
的生命形式的所有護法。

對於人類的生存Humamkind具有不辜負它的命運。 成為物理宇宙的護法衛士。 這需要融
融當地的棲息地，大環境和物理宇宙的其餘部分。

為了與棲息地協調託管監護人需要了解進化
（適應，開始/結束和再循環，因果，食物鏈
/生態系統中，嘗試錯誤，進化。） 。 Harm
oni- ZING意味著保護 （空氣，水，土壤）
通過創建不污染
Ť

（燃燒，垃圾，毒藥，毒素..
）。護法監護人harmoni- ZING是確保物種生
存
（動物，昆蟲，植物..） 。
人類的具有探索和殖民的物理宇宙。 因此人口增長是至關重要的。換擋
時間和資源從leisuretime活動，空間探索和殖民。 Humankinds命運！

憑藉4： 愛，忠實可靠及。
作為愛，忠實可靠及有開始與孩子丈夫與妻子，大家庭繼續。 孩子們喜歡他們的兄弟
姐妹，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大家庭。

丈夫和妻子與彼此造成孩子一個充滿愛的，忠實可靠及關係 （自己的，寄養或收養） 。 他
們所教他們的道德價值觀，傳統和社交能力。 家庭是一個大家庭的愛，忠實可靠及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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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象徵所有美德的擁抱。 它愛
1GOD， 這是忠實於自己1FAITH。 它是可靠的在它的立法者艙單applica-重刑。

愛心 1GOD 包括所有的創作。 人類必須忠實於自己的命運是護法衛士。 1GOD 取決於我
們，你！
作為忠實的是一個奇妙的美德，靈魂的食物。 忠實的人已經達到了人類最高的善。 1G
OD愛你！
作為可靠的是一種美德，使可信賴的朋友。 作為可靠的，使一個好工人。 作為可
靠的是良好的社區生活。

憑藉5： 勇氣，Compasssion，公正，共享。
憑藉5是essentual人類行為的混合泳。 當對選舉委員會的候選人，挑選似乎有essentu
al人類行為這個混合泳的候選人。 在個人層面上努力活在這種essentual人的行為。

託管人，監護人的努力是被內部消除暴虐courages。 一個CG表示同情而不輕信。 作為剛
剛與共享，個人應用和延伸到社區。

勇氣的意思就是責任，挑戰不公，停止惡霸，刪除暴政，處理不當的財富，保護 1GOD 的
最新的消息，
。
。
。勇氣是能夠不同意，能說，NO！ 勇氣就是知道自己的局限和缺陷。

慈悲是用靈魂的最愛，那感覺溫暖和模糊。 善良的Rand- OM行為是一個CG每日例行的
一部分。作為compas- sionate感覺同情，體諒，給予支持，聽，
。
。寬恕，咿呀學語，可惜，譴責，指責並不是COM的激情。

作為僅僅是一種美德接收正義是人類的需要。 作為只是為了自己和他人的正義的公正社
會的基礎 。
司法需要與法律，執法，通過問責勾結司法機關，強制判刑累
計恢復和補償的道德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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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envolves情緒與身體的參與。 共享應用一個家庭單位內。 共享可以與朋友。分享適
用於和聲郡。

共享生活在一起。 是具有與他人的生命體驗。
崇拜，與共享 1GOD。
共享志願服務，讓您的時間和知識產權，以他人的利益。 共享擊敗邪惡的暴利，wea
lth-種族隔離和自私。 共享是護法衛報的方式。

憑藉6： 毅力。
毅力是做一些知難而進，沮喪，拖延或挫折中取得成功。 孩子學習如何走路摔倒，爬起來
，跌倒，爬起來，...它堅守，直到它走。 許多成年人忘了這個教訓。

該堅守不認輸的人。 此人不斷地嘗試，直到達到設定的目標。此人將堅持不懈，直到他們
把自己的最後一口氣。 如果沒有毅力沒有偉大的成就是可能的。缺乏毅力是一個限制。克
服這種限制是為美德。

說！ 我知道我應該，我以為我可以和我知道我會。
1GOD 獎勵毅力。 1GOD 希望每個人都擁抱這個德行！ 不要失望 1GOD！

憑藉7： 清潔和Tity。
身體健康需要與被乾淨整潔和良好的衛生習慣良好的衛生習慣開始。 乾淨整潔和開始與個
人形象，適用於家庭和工作。 乾淨整潔和也適用於思考和推理。

A'每日例行“包括清潔。 每個廁所的訪問後與每一個進前洗手。每個進料
前臉洗淨。刷牙及睡前洗全身。他每週都要刮鬍子至少兩次。 Custod-伊
恩·衛出席聚會乾淨 （刷牙，洗澡，洗滌） ＆剃 （他） ，穿著乾淨，整
潔齒輪 （從頭到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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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起床後的每一個家庭成員LY物理 - 能夠使他們的床。父母教孩子如何。 完成早晨衛生
。這是穿衣服的時候，把編制的疊合出 （前一天晚上） 齒輪的人打算穿。 每breakfeast存
儲容器標記 （含量，填充最新） 。 之後breakfeast乾淨的用餐區。返回容器儲存。骯髒的
容器，用具都放在水槽。一個人現在正準備開始他們的戴利瑣事 （家庭，學校，志願服務
，工作） 。

所有容器都有一個內容標籤。食品容器也有一個灌裝日期。 存儲容器整齊。 危險 （毒藥，
毒素） 集裝箱安全存儲 （孩子和不稱職的證據） 。

不要將未使用的物品 （工具，玩具，食具） 弄亂
家具，地板或工作區。 使用後拾取物品把它們整
齊存儲。 商店物品送花兒給人的在同一個地方。
他們是那麼容易找到。

睡覺之前。 準備和佈局設計，你打算穿第二天齒輪。 包使用計劃要在早晨離開時一起進
行項目的任何袋。

使用漂白劑或強消毒劑會增加你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機會。 使用天然表面清潔劑：
混合， 蘇打的1杯碳酸氫鹽，1/2杯白醋，加入精油幾滴。需要更強加入鹽一大匙。

不要成為一個文明的人類骯髒凌亂不佳的藉口。
現在是美德。 現在是時候來看看我們的遺產。

1GOD的最新消息，立法者清單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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