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救人於 Heaven ... 他是一種超自然精神。 他建立了所有東西。
凡事均在 Heaven 和地球及所有 creatures 在他們 ...
天使之城、人類、動物、花朵、樹木、星星、月球、 sun ... 所有的選項。
上帝所創造的最美麗的角度 Heaven ... 他的名字是 Lucifer 。
上帝賦予 Lucifer 電源與美感在 Heaven 。
Lucifer 然後變成完整的驕傲和即可名利雙收。
他開始思考他會像上帝 ... 」他想要上帝 !
所以他開始進入繞 Heaven 告訴所有的天使之城中他將會成為上帝和他想讓他們開過。
共 3 所有的天使之城的 Heaven 認為他。
上帝看到了所有的這一點。
但他等待查看誰會背叛他。
當他們都做了他們的選擇 ... 上帝五千其全部出 Heaven 的履約的速度快如閃電 !
他傳送到氣氛的地面。
但我們與所有人類人工操作都不會在地上。
我們都生活在 Heaven ... 但我們酒精 , 不含實體身上。
Lucifer 和所有的天使之城就知道我們負擔沉重和他們知道上帝的計畫來建立我們在他像
免費將與能力來建立像他 ,
而且我們會有電源以及權力的天使之城 ( 包括 Lucifer 。
您接聽嗎 ?
所以上帝決定建立大地和他要寄給我們的酒精可保護地球有實體壽命。
但他也知道 Lucifer ... 誰造就了 Satan , 因為他已經對絕大部分與 rebelled 對抗天災、
想夾帶 Eve 在花園的 Eden 在地上。
上帝曾有計畫的本 ... 。
他知道 sin 想進入世界透過 Satan 、雖然 Eve 的 sin -- -- 這是為什麼我們生活在 sinful
低於世界 ... 與仇恨 , murder , 衣索比亞郊區等。它的 curse 的 sin 原因是 Satan 。

聆聽。 這是非常重要的。 上帝希望您知道您可以被儲存。
Satan 和其他低於天使之城仍然生活在地球的氣氛。
他們看不到我們 , 是因為他們都是精神 , 但他們都是圍繞著我們在這個世界。
他們耳語在人們的耳朵負擔沉重 Murder 他在科設定適用 (-H30)
她這樣做並沒有負擔沉重非常壞事。
他們會得到男士如何建立假人種來引導人們遠離真實上帝。 「上帝的 Bible 。
但上帝賦予我們每一種特殊法定代理人以護航者當他傳送您的精神來保護地球。
您的角度是與您所有的時間。
的頭像將會嘗試攻擊你 ... 他會說事情到您的設計中平。
的頭像希望所有人類會難過、痛苦、很生氣 ...
所以他們不會翻到上帝並已完全安心的上帝保護他們。
Satan 不想錯失您與所有人因為他知道如何優惠您是上帝。
因為 curse 的 Sin 、上帝的計畫來讓您從 curse 。
因為人生就是血液中 , 上帝需要犧牲了生命 , 為了 atone 為 sin 。
現在我會告訴您關於 Jesus Isboot_.....exe 時然後您將會瞭解整個真相。
Jesus 居住於 Heaven 當上帝建立了 Heaven 和地面。
在他離開 Heaven 到地上他不是你防守的人。
他的精神被負擔沉重的全部瞭解創意團隊的上帝 ( 生命 ) 所謂的單字。
天使之城的 Heaven 仍可致電 Jesus 的單字。
當上帝裏 ... ”讓我們有燈」 Isboot_.....exe 時 Jesus ( Word ) 建立了它所有的超自然力量。
從 Bible , 「在開頭的字詞和字詞是與上帝、與 Word 的上帝」。 John 1 : 1
上帝 , 是教廷 Trinity ... 」父親、兒子 ( TheWord , Jesus ) 和教廷精神
教廷精神的強大功能語音的上帝 , 和他教廷存在於地上。
當您瞭解在有密切關係上帝的教廷精神會為您所有的時間。
您只能存取到上帝與他教廷精神 , 但知此 , 並接受 Jesus 是誰來自 Heaven 來沖的 sins 、免費的
curse 的 sin , 作為您的《魔戒》與外貌出現的靈魂。

Jesus 未攔截或 prophet man ... 他是上帝在肉、滿足上帝的 Salvation 規劃所有他的孩子。
他是父親的酒精。 他的父親是我們所有。
您瞭解嗎 ?
Jesus 是 crucified ... 然後他精神了 Satan 、花了他從他 ... Satan 遺失他的所有電源當 Jesus
死亡對我們來說。 然後 3 天後 Jesus , 成為永恆精神試 ... 更生動 !
所有的美國 , 誰瞭解此項並相信 Jesus , 及熱愛和感謝 Jesus 的這樣對我們來說 , 亦將得到永恆生命
... 而且我們可以回到 Heaven 可能是上帝我們的真正父親繼續下去。
Heaven 是即時定位 ...
您會吃、玩、舞蹈和歌聲 ... 您會有數以百萬計的最要好的朋友 ... 」所有動物都是一種與友善
Isboot_.....exe 時它是單純的沒有並肩奮戰 , 沒有 sadness , 沒有壞的任何一種。
您絕不會歲或死亡。 您將生活在這完美的所有永無止境的巨幅成長不斷 p=0.05) 。
只有當您接受什麼 Jesus 請問您 ... 如果您認為他死的 sins ... 因為他死的 sins , 您是您 ...
然後您可以輸入 Heaven , 並受到上帝現在在地上直到您的時間就沖。
您必須祈禱為上帝與您所有的心這個 prayer 。
如果您真正地相信 , 您將會被儲存和教廷精神會與您現在

祝福各位。 Jesus 愛上你。 他告訴我今天要分享這個與您進行此用途。
這裡是 Jesus

請造訪「上帝基礎上 www.GiftsofDevotion.org
繼續在您的精神成長
與成長近《魔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