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喬舒亞的漫長的一天

喬舒亞10

12"然後悶約書亞,上帝在那一天你的主交付之前,以色列的兒童的視力,他說,

在以色列,孫 立場你仍在吉比恩;而你呢, 月球 ajalon後。

13和太陽和月球,站著留,直至該人已在其敵人報復自己。這不是在這本書的書

面 jasher?所以孫站仍然處於的天堂,哈斯特德不走一整天。

14日,也沒有像之前,它的主或之後,新的一個聲音告訴主文:爭取以色列”。

美國航天局國家在其網址:「根據法例的物理、隻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故步自

封的太陽在天空,一天:(1)地球將基本上必須停止對其軸旋轉的......沒有証據。-

或-(2)孫會開始推動關於在太陽能系統在一個非常具體的方式,所以,它似乎對

我們地球旋轉站仍沒有証據,發生這種情況。」

景灣的夢想,1239BC是2月7日,他是中年和在對抗景文鼎,那麼從文鼎的12次年

號、第1239BC將景灣的第一年就出現在鳳山K'e半後的軌道約書亞的漫長的一

天,八月 十六日,1240bc。

他說:「在文鼎的12次,每年收集鳳山K'e」(附注:這是第一年的景灣。 中國古

典名著。第138頁。

鳳可能已經看到,在中國的夕陽,仍然站在中午的戰斗,梅西灣。因此可能有更

多的殷商王朝打輕,這一天,所有因為神的約書亞日再打擊的攻防戰梅那一天。

“35次周文王年,1次,每月13日,在宗教bingzi滿月的國王宣布,「很多.........日月

食是不合時宜,你應該開始規劃的繼承。”衣周淑。蕭啟杰,Ch.17

這必須是公正的月食可見日落之後在中國9月23日,1205公元前60天的第一個

周期的13個月 在九月開始。

一個例子,該日開始在"日落":

他說:「在這段時間的夜從第七天每天jist(6)......有一個大巨星,旁邊是看到火星

」。

月食的9月23日,1205BC是從美國航天局的五個千禧經典農歷月食。

從5月7日1500公元前60天,所以是1月2日,公元前一千五百。所以減至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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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乘以後,刪除其余的dot,分為60,後乘.dot的其余x60,增加至1月2日和9月23

日繼續減去所有的60年代,你得到的60天13。

1500-1205=295,x365.25=107748.75;107748/60=1795.8;.8x60=48;從1月2日

;48+29+28+31+30+31+30+31+31+23=312;5x60=300,312-300=12,第二天的第十

三天!一天計算 從日落,所以這次月食發生在第13天。

他說:「他在23年,他被監禁的總的紅豆杉在西勒”。

中國經典的,第三編年史上的竹書,第110頁

德仙的第一年是1227bc。然後他23年是在這個1205 BC當景灣被監禁,也許就

在他的聲明,他說:「食是生不逢時”,監禁將可能在景灣的聲明。

從這個美國航天局的網頁:"有效性和預報能力均有詳細記載這方程式,可 將每

天都看到:一個例子是最近的月食,是明顯的,很多的世界上星期日。這計算並

不涵蓋前任何時間,目前許多世紀以來,一些失蹤天前,如果發生了,不能被發現,

這種方法。”這月食發生3月24日晚,1997年的前一天,這是美國航天局頁寫的機

會,月食,在景灣的第35次年13日的60天是一些其他比9月23日,1205BC是幾乎不

可能做的,讓數學:1500BC-1065BC=435,435x至=158883.75 .75的通知,一小部分

更為肯定,這是第十四天。158883/60=2648.05 0.05x60=3,3,加上從1月29日第2

至1月31日,+29閏年,+13=74-60= 14.如果75天仍未閏年,然後這仍然是第十四天

因為天開始的日落。

3月13日的月食,1065bc14日,是因為,沒有60年後第二天是閏年,是15日的第十四

天,但由於在日落開始的晚的月食。這一天被計算從日落。因此,晚上3月13日

的第1065BC是第十四天,而不是第13天。此外,3月1日開始的第一個月是遲來

的春天」,是一般於1月或2月。

也許景灣的夢想是星期六,二月七日,1239卑詩省,同一天的戰斗,在約書亞梅,11

日。



他說:「景灣的夢想,他是衣著的太陽和月亮。鳳凰鴨相山K'E.第一個月的 春

天,在6日,五個行星起了一個方,然後一個男性和女性鳳凰走約灣的資本,寫在他

們的嘴,說:「皇帝的賢沒有原則,但壓迫和失調的帝國。該 法令是移除:尹大,再

不能享受。強大的精神,地球已離開;所有的精神,是吹走,加上五個行星的范圍

內的所有方添上神採的四海。” 的編年史上的竹書,第五部分的 周王朝的第143

頁,中國經典

然後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八月十六日(星期六)必須有一半,1240BC早些時候

的軌道。半早些時候的軌道,179天,也在第六天的農歷月的漫長的一天。約書



亞是常常描述的關於六天的月球月球可以看到,每天中午的太陽,也許在月球和

孫上升的西那一天,然後將是很清楚的約書亞在月球上,這是設置在東部地區。

喬舒亞的勝利八月十六日,1240BC可連接到 耶穌站起來發言以賽亞書61在路

加福音4在同一天的年8月18日,30特在第一,第七個月,第一個月的jubile。耶穌

真實姓名的約書亞。

這些都是很難冷事實和計算的,即使沒有失蹤日故事的日期和計算方法是同美

國航天局的聲明。然後,他說:「這計算之前的任何時間將不涵蓋的活動時,在

約書亞10:13月可以從這種月食,是被打敗。你可以做自己的計算。

日的農歷ecplise56、八月二十九日,1352卑詩省,是在國王的統治武定進一步確

認,按時間順序排列的景文的第一年,1239bc。“這是(八月)12個月的一個月的賢

日歷,它是好幾個月低於我們當前的公歷xueshun劉」 因此,整個月球的9月23日

,1205BC是第一個月,這種賢日歷。

他說:「經過七天的時間,在從基偉(56),每天天庚申(57)月球是 掩蓋。」 是錯

誤的日期,8月14日,1166bc。8月14日是57之間,天的第56和57天是這次月食,因

此,這是正確Eclipse這兩天應改為第57和58天的月球掩蓋了。

8月12日,是在公元前1269 54天與.75的一天,每天可以55.xueshun劉通過電子郵

件我,這是一個可能性,因為晚上開始有56天。這次月食可能沒有明顯從安陽根

據美國航天局的月食佳能,也就是這天每天的權利。

月食的8月29日,1352BC是56。這符合所有要求,因為有一天的第56和57天的月

食。因此,晚上8月29日,是這次月食56 57天然後日出。

竹編書時間順序:因此,你見武定/宇婷在1352BC和想/文鼎在1250BC和在文鼎

的12次年號、第1239BC:

宇婷 第1399BC

tsoo-康 公元前一三四。

tsoo-基 1329BC

鳳仙 公元前1296

康婷 1292BC

友-義 公元前第1285

想 1250BC

德益 1235BC

德辛 1226BC



. . .

吳 1174BC

他說:「在第一個月,天辰申緊隨完的月球的衰弱」。

-年佑/吳成為皇帝。

3月1日,29日第1174BC是逐漸消退,是最後的月球。重要的是這一天的29個周

期60日1時,月亮,1174是剛剛成為無形的幾天,然後才通過的太陽的其他日期,29

日,1月27日,1122BC月球是出現一個新的月球。如果它是現在明顯的是,一個新

的最後一次文如何擺脫了月球?同樣60天以後,三月二十六日,1122BC,月球是明

顯的一個新月亮也不能。所以1122公元前的第一年的周王朝的帝王。然後吳

必須已成為中國的皇帝在1174bc。

喬舒亞10:13B條,「那孫站仍然處於的天堂,哈斯特德不走了一整天的時間。

」

一詞是“約”的文字卡夫和手段等"的"或"大約"。該案文如下:“孫站住了近一個

全日24小時”等字。因此,一整天。-一天,天天,可能意味著一系列的輕顏色從日

出到日落。因此,“關於”一天的12小時,有10個小時,冬天孫輕和14小時太陽報》

根據在夏季。但是,一整天的時間包括日以繼夜,是一個完整的24小時而不是革

命約12小時的孫輕。因此,孫停了下來的天空,要充分革命的一整天的24小時。

第一個軌道半是短時間40分鐘的丟失的24小時的時間,加快的軌道上半年,然後

失蹤的40分鐘的可適用於24小時的孫停滯不前,1240BC8月16日,因此,長遠的天

空的孫站仍在為“關於 ”一整天的時間是十分准確,孫停滯不前23:20小時,太陽

圍繞著地球350“從一半的天堂”是指地球已經在一個扭轉從軌道的孫移動180

六個月前的一半左右。從天上的手段之間的太陽的立場的明星。從二月八日

,1240BC是半至八月十六日,一個軌道1240BC當孫必須返回的夜空,晚上12時40

分,八月十六日,公元前180不同於前一天晚上的太陽,是在其他方面的地球。如

果你可以想象太陽圍繞地球350與地球的自轉立場仍然在以色列時間為中午十

二時前23:20小時,約有了整整一天。

約翰福音11:9說:“耶穌回答說, 是否有不十二小時,每天的呢?如果任何一個男

人的天,他走在stumbleth不輕的,因為他塞特的這種世界”。

太陽停滯不前的中間的「天堂」,簡直是譯為“從 半”的 天堂。



該紅封信,是想打賭,本來就意味著“從”,而不是“在”或“有”。如果太陽與地球

的自轉動議12小時,這是另一半,以色列將看到明星從其他 半的天堂,夜。同時

表明,我的妻子,在1999年夏天,孫移動180度的地球周圍,故步自封的天空,發生在

地球,我會繼續動議,但現在出現了逆轉。古代希臘和中國的紀錄描述在地球軌

道的扭轉。你會看到太陽可能已停了下來的天空,12小時,這動議180至另一方

的地球。這才是不約書亞在吉比恩的漫長的一天,這必須是後六個月約書亞的

漫長的一天,白天的額外 需要約書亞的戰斗,在梅和地球流出的反向軌道後一年

的秋天的杰裡科。同樣,在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從以色列民要見明星的另一半

的天堂,夜。

你會看到的是,可能 涉及到的太陽的阿瑟賽德的地球的一個早期晨曦,約書亞,

征服杰裡科的安息日,二月八日,1240bc。然後地球流入一個扭轉軌道的太陽的

軌道。然後半以後,188天以後,太陽在西方人的第二次觀察在晚上11時左右在

八月十五日,1240bc。這是在晚上約書亞是要求幫助吉比恩和夜間基甸永遠是

神甸的攻擊。當時的戰役。太陽西順帶一提的是,在東的立場,約書亞問神,中午

叫太陽和月亮固步自封。第一季上升月球前的太陽西,現在是設置在東部約書

亞,因此要求,這兩個太陽和月亮固步自封,當時孫性質幾乎360環繞地球的天空,

故步自封,一整天。因此,要到月球的東、停了下來的 谷ajalon。其後,孫還設在

東,那麼出色和突然上升的東星期日上午,八月十七日,1240BC.地球已經流入了

一個扭轉軌道和太陽的軌道,現在回一個扭轉的太陽,然後半軌道後,二月七日

,1239卑詩省,都是圍繞著太陽與地球的地球180度的輪換,故步自封的天空,中午

十二時前12小時的戰斗的梅,然後流入地球軌道的扭轉的太陽。地球的軌道是

100%是正常,沒有留下痕跡,甚至沒有時間淨失蹤。日食路徑的前一樣,由計算

機模型預測後,也充分了解。軌道前進還是倒退和可預測的干預活動,並已在這

裡發現使用簡單軌道力學。

耶穌的十二使徒發送到全世界宣布,輕的耶穌基督的公正的陽光減輕了12小時

360的世界各地,孫停滯不前的24小時的約書亞也像永恆天的一個永恆得救的天

堂。



哈羅德希爾誰寫的失蹤日故事可能也聽過美國航天局科學家發現這種反向軌

道。他用托滕的書,出版於1890年,相反,這些可計算的原美國航天局在失蹤日故

事:如果孫動議180東站仍在天空的約書亞,這意味著孫移到另一方的地球,其中

需12小時,和地球流入反向軌道。但是,這可能是12小時的戰斗,梅和景灣的夢想

和地球的逆向流出的軌道上的太陽,那麼一年前,第一個孫奇跡的下降可由約書

亞牆壁 的杰裡科,也許是2月8日,星期六,1240bc。因此,孫動議180西到另一方的

地球和地球流入一個扭轉軌道的太陽報》,因此可能有的孫asendend突然在東

在星期五晚上11時,提早襲擊 在杰裡科的聖經的國家,這可能是二月八日一半

,1240BC和軌道從那時起,188天是星期六、八月十五日晚上十一時,1240bc。這

是一樣的半軌道,我們從我們春分秋季Equinox186天10小時,地球是最接近的太

陽在2011年1月3日,這是兩個星期的冬至後,二月七日,1239BC軌道是一個季度

少兩星期後最接近地球的辦法,太陽在公元前1239 11月15日,在過去7000年地球

的最近的做法,孫已從9月至明年一月,由上午十時半軌道二月八日,1240BC至晚

上十一時,1240BC8月15日12小時的187,然後是因為太陽的地球的另一方,這是

12小時以上,188天的太陽,然後可遷回和地球的逆向流出的軌道,是有365天反向

軌道地球年必須加快48小時,其軌道繞著太陽,否則就會 367天一年因為輪調是

反對軌道。然後我們約有24小時的時間在這一半失蹤下落不明的軌道。地球

必須加快24小時在半年多的183天,但這一半是軌道188天(因為孫是在地球的另

一面,所以從2月8日上午十時至晚上十一時1240公元前八月十五日,1240BC188

天)的365天、365.2422/188x48/4,聯系起來,23小時20分鐘失蹤和時間,這並不完

全相同的24小時的48小時,將適用於上半年的軌道,我們仍然失蹤40分鐘就像在

失蹤日故事。太陽隻可轉350約時的地球約書亞問神,使孫故步自封的天空。因

此,經過的時間將配合失蹤的一半的時間正好軌道。那麼,當孫翠鳳回到二月七

日,1239卑詩省,孫必須動議190東,賽事的24:40 分鐘失蹤時間的第二軌道半扭

轉,“關於”一整天的時間相吻合。太陽停了下來的天空,23小時20分鐘的約書亞,

然後我們可發現失蹤的40分鐘的失蹤的 故事天半,最短的軌道,下一個軌道的

178天半,也更加快了軌道半8月17日,從12PM1240BC,12PM二月七日,1239BC,

少12小時,因為這是另一方面,孫的地球=177天12小時=》/177.5x48/4=24小時42

分,你可以看到正常加快秋/冬軌道是32分鐘縮短從下面的圖表A+16分鐘,在一

個-16分鐘的方程式的正常的時間,加快軌道時,更快的速度。地球軌道的太陽

在冬季較近,所以如果你可以想象,這種應用,加快的24小時半軌道也是32分鐘縮

短=a23小時30 分鐘更加快了軌道上半年,一個24小時30分鐘的時間更加快了第

二軌道半=48小時半的軌道, 是186.5天,因此188天是1.5天更長時間,因此在8分

鐘一天加快了扭轉軌道(48X60/》=8分鐘一天,這是1.5X8=12分鐘,第32分鐘。



32+12分鐘是44分鐘。因此,加快了第二軌道半扭轉在24小時40分鐘失蹤的第

一時間和半扭轉軌道已失蹤23小時20分鐘的時間相當於兩天在一個完全扭轉

軌道,扭轉年》是天和不367.24天年,是加快363.24天》天,在長時間的日出。然

後兩天,48小時,再天給予正常》天的時間,一個正常年份。

從 analemma.com:

analemmacurve.gif

combinedcharts.gif

在一半的軌道一百八十六天和178.6天:分別在軌道速度是+8分鐘和-8分鐘,加

起來,在一個24小時16分鐘。但是,超過48小時加起來,32分鐘的速度。我相信,

地球的因素是,由於地球的反向軌道是加快了48小時一年,地球的軌道半加地球

軌道上的下一半--一個完全扭轉軌道年-必須添加到48小時,仍有不少365天和5

小時。因為在同一速度及距離地球的軌道,將會在扭轉367.24天除非地球軌道

的扭轉是加快了兩天,48小時,因為輪調是在對軌道地球扭轉軌道上半年的軌道,

那就必須適用於24小時的加快,有一半的48小時的速度,地球必須加快32分鐘時

在第二軌道半扭轉地球最接近的太陽報》,第一個軌道是半23:28 時間較短和

第二軌道半24:32小時縮短。兩個180度的太陽,東運動開始和結束一個半扭轉

軌道,加在一起,24小時半。因此,第一個軌道是失蹤32分鐘的間隔時間。但是,

如果一個軌道是188天半,因為它是從杰裡科的下降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半,第

二軌道可178天結束約一年後,二月七日,1239BC--第六天的中國,每月在景灣的

夢想.失蹤的其中一半的時間從》扭轉軌道/188x48小時/4=23小時20分鐘。仍

然失蹤40分鐘就像在失蹤日故事到另一半是由軌道。

5月2月8日杰裡科已下降,1240bc。然後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188天之後,從這

一計算在內的50年jubile-星期六、八月十六日,1240BC.和景灣的夢想,二月七日

(星期日)、1239bc。所有的計算工作的方式相同。然後景灣的第一年2月7日

,1239BC可以開始,在太陽奇跡般的關於第六天的月亮和他的第35次年9月24日

,1205BC.和他的戰斗,天帝文鼎,他已取得了勝利,他說,孫奇跡的詳細被稱為景

灣的夢想。因此,孫奇跡和他的任命的天堂。他說,月食是不合時宜的,它是13日

,一個月食通常是農歷15天,才是13日,在60天的周期。

http://www.analemma.com/


然後我們可以找到了40分鐘的失蹤日故事。11時,1240公元前八月十五日可能

已經在基甸甸的攻擊開始時,看的第二年,轉12萬 名男子前往60英裡,然後轉回

至日出前的勝利,不可能在黑暗和不可能在短短的幾個小時的曙光。

約翰9:4"我必須工作的工程,他說,寄給我,雖然它是天的晚上:[492]時,沒有人可

以工作。」

喬舒亞10:9"和約書亞來到他們突然,所有的晚上,他走了,從吉勒蓋勒”。

晚上,在結束的第二隻手錶、11時,孫上升在西方在基甸。一個軍隊可以攀爬,

從吉勒蓋勒吉比恩的4個小時的晨曦在西。太陽似乎將前往設在東耶霍舒亞問

神,那就停止了太陽。太陽已經環繞地球快速行駛。喬問神,他的運動速度緩慢

的太陽報》,它將停止在中間的天空。太陽應作為光明時的正常Joshua問神

,damam-停止,暗了下來,太陽。太陽常設的天空應該仍在暗淡的同一每日離開

珊瑚層。

太陽可以旅行45東從11時的立場,晚上八時位置, 然後太陽旅行180東到西的上

升,中午十二時的立場=180算是在六個小時後,會留在中午十二時的立場,24小

時=360,孫套在東180度的太陽在六個小時,然後再45至東區的3分的立場, 在第

三小時,晚上復活的相似程度=一個上午,在第二次攻擊吉迪恩的觀察,看在羅馬

的陵墓。然後,星期日,8月17日,1240BC太陽將停止和扭轉方向和旅行180西從

早上九時中國的立場=3分,以色列立場的3分以色列立場,現在我們需要照顧的

40分鐘,我們找到一個40分鐘的差距,這兩個半扭轉lenghth軌道上運行的應用,加

快48小時的時間,因為地球橢圓軌道。現在,找到一個提到的開始。 第二軌道:

半扭轉在法官面前8:13基甸返回的孫登上突然,也許在東在七倍亮度。然後地

球流向一個扭轉軌道的冬季的太陽半扭轉軌道,照顧了40分鐘至二月七日

,1239bc。

《馬太福音5:45 :“你們的孩子,你的父親,就是在天堂:為他maketh他孫上揚的

邪惡和好,和sendeth雨的公正和不公正”。

第二個扭轉軌道的178.6天之後權利的第一個涵蓋最短的半的地球橢圓軌道。

》/177.5x48/4=或23:20小時。24:40小時+23:20小時=失蹤48小時時間,我們已找

到失蹤的40分鐘。48小時間隔時間反駁了48小時時失蹤。花時間:+12小時二

月八日,共1240BC+(36小時白天12+24日,八月十六日,1240BC)60小時的運動,在

東區Sun-太陽升在西站仍在中午十二時,24小時,東部--8月15日晚,1240BC--負8



月12日(星期日)17小時,1240BC孫動議180西和+12小時,1239BC2月7日再次站

仍在中午十二時前,在開始的第二次觀察的時間可能上升的太陽在西和停滯不

前的天空,在24小時的太陽,然後在西 上升,突然在東部地區法官8:13在七倍亮

度像在耶穌復活4月5日,33特,在晚上11時在公元前八月十五日,1240孫必須旅行

45東升了西在晚上八時,通過180立場在六個小時,中午十二時的立場,那麼旅行

的孫360,故步自封為24小時在中午十二時,那就旅行的孫180至設在東就以色列

在六個小時的孫旅行45,然後在早上九時在中國立場,3時在以色列立場。地球

暫時外流量的扭轉軌道的孫孫扭轉的過程中,然後,突然和出色地旅行180西至

下午三時的立場-或中午十二時的立場,因為有幾個小時的 180.. 旅行時,孫前往

東45,然後360180和停滯不前的天空,然後180和設置在東部地區在以色列的孫

動議45,然後東進一步的3 以色列立場時,當太陽西游180也許是太陽亮了7倍。

然後,當地球流出的第二,扭轉軌道二月七日,1239BC Eclipse路徑在地球的表面

會正是我們要准確預測是倒退的時間和每日珊瑚線將會完全一致,我們將 期待

他們每一天,是的,你可以找到如果孫套在八月十六日,在公元前1240每日的增長

在一個珊瑚。但是,如果是太陽的暗淡層可能出現的任何其他日常層可能變得

更加黑暗。太陽停了下來,在天空 ,讓同一線,每日珊瑚礁後放下每日生長圈

。 「如果一環是每一天可以說,在一天,特別是惡劣天氣沒有環isadded”。

喬舒亞可能已越過河約旦1月23日星期四,1240BC當約旦是在洪水,10日的農

歷月,約旦是自然的洪水在1月,然後停止的精神食糧,1月24日星期五,1240公元

前第二天,他們將於星期五通常收集價值兩天的精神食糧。這樣一個驚喜,突然

住過的承諾的水果的土地,那就可以不斷Joshua的逾越節,1月30日,星期四,1240

卑詩省的牆。當時的杰裡科可能落在二月八日,星期六,1240bc。

牆上的杰裡科:

http://www.astro.utoronto.ca/~mhvk/AST221/verbunt.pdf


也許孫突然上升在東星期六的第七天,二月八日,1240bc。



喬舒亞6:12"和約書亞上升一大早,和神父的方舟負有的耶和華。

15和它發生在第七天,他們年初上升,在即將來臨之際,繞過七倍的城市。

20和人民的號角叫道,與爆炸發生時,它讓人聽了的喇叭聲的人,大聲喊喊了一個

很大的牆,屬於它的人;和來到城市,每一名男子,他公司;和抓獲了城市”。

然後於晚上十一時半以後的軌道,日晚8月15日,在公元前1240的孫可能有上升

的西部受到攻擊的開始。吉迪恩的第二隻手錶、約書亞走一整夜,吉比恩。所

以,在星期六,中午12時40分,公元前八月十六日,太陽是通過西東吉比恩是在約

書亞戰斗都會問,那麼約書亞,上帝叫太陽的五天,故步自封文幾乎設置在東部地

區,那麼,有可能被24小時額外時數天,在白天。新的一年的第七個月的時間,是

慶祝戰勝了約書亞的五個國王在吉比恩。喬舒亞的戰斗已於5月的第六天月球

。新的一年的9次天月球。那麼或者孫套在西方或 東方約書亞,所以可能打的

安息日,星期六、八月十六日,1240bc。這同一天基甸甸的戰斗可能已經返回,那

麼,或許基甸前突然登上的孫日(星期日)在東 8月17日,1240bc。

喬舒亞10:29:“和約書亞獲得通過,和所有以色列的他,從makkedah至libna,和他

打libna。

30日,耶和華也使它成為的手在以色列和其國王,和他們襲擊了它的嘴裡的刀劍,

和每一個人在它;他並沒有離開一個幸存者在它,而他並向其國王,他對國王的

杰裡科。

32A和耶和華賜laschish入方面,以色列和他抓獲了它在第二天。」

他說:「像他那樣的國王的杰裡科”可能還要提到一個像突然晨曦在東部的杰

裡科的征服,想取得了勝利。

突發的日出吉迪恩可能要在本周的第一天,8月17日(星期日),1240,公元前,因為

它是當耶穌從死裡復活。因此,第二天,是本周的第二天。

法官8:13"和吉迪恩、兒子 的喬阿什、返回的熱潮方興未艾,在從戰場的太陽

」。

然後,孫可能已返回星期二,二月七日,1239公元前的六天,這是文景灣的夢想,在

第一個月,中國的春和孫可能已站在中午十二時仍然12小時。因此,所有失蹤48

小時的地球的軌道,加快扭轉反駁;減12小時,1240BC2月8日,加60小時八月十六

日,1240BC,減去12小時,8月17日12時40分,再加上公元前12小時,2月7、第

1239BC=48小時的戰斗,也許是對梅打這一天,然後可能有的以色列民的追逐甸



進入敘利亞、二月七日,1239卑詩省,這是亞述人征兆"如果在Adar的孫依然處

於中午:土地會經歷痛苦包圍(和)。”這一年二月八日之前,1240BC是在日產。

如果第二個月, 阿爾達月是由2月7日,1239公元前,將會在該月的阿爾達月。然

後,將已清家和苦難, 喬舒亞入侵敘利亞那一天。

新的一年開始在9月在埃及作為一個倒數的逾越節在4月與對redemtion。同樣

耶穌開始他在路加福音4部關於羅撒八月十八日,30特作為一個倒數,他釘十字

架,復活和贖回的兩年半後的第一天,然後在猶太民族是在約書亞征服巴勒斯坦

的長期的約書亞 羅什之間每天hashana和贖罪日、8月16日,1240bc。

然後,第四十年4月19日,在公元前1280twelfe月/12月1240bc。

希伯來書4:4",他悶在某地方的第七天的關於這一明智和神沒有休息的第七天

從所有他的作品。

第5和在這地方,如果他們須再次進入我的安息。

因此,看到6remaineth,一些必須進入其中,和他們的人,是因為,在第一個鼓吹進入

不信:

7,他再次limiteth某一天,他表示,David,天之後,這樣長的時間:因為它是說,如果

葉天會聽到他的聲音,你不心硬化。

8,如果約書亞已給予休息,然後將他不談的是另一天。

有一個休息,因此remaineth9的 人的上帝。”

喬舒亞的漫長的一天可能要在安息日,星期六、八月十六日,1240BC.約書亞不

能給以色列帶來休息日,因為他們是打征服的應許之地。耶穌門徒未能給他休

息,他是在嚴重的安息日,星期六,在他是因為他的門徒是悼念他釘十字架直到他

死於28日凌晨復活。



認為上述模式的動畫片。

查看Power Point演示文稿, 或 約書亞.pdf





你可以看到在上述地球軌道,在一個扭轉軌道2年多天了,這意味著地球必須加

快在其扭轉軌道48小時,2x24小時天,以保持365.2422天一年,否則將會有

367.2422天一年,地球。這是必須加快從10.5萬人公裡,一個小時105,570公裡一

個小時。

同樣,在地球的月球軌道的扭轉了兩個多月的農歷年,因此必須減慢的月球軌

道上運行一個兩年扭轉軌道,有一個農歷27.322天軌道,然後在一個扭轉的月球

軌道必須減慢54.644天一年,保持正常的12個月的農歷年,因為地球是加快了48

小時,一年的月球必須加快一年的48小時,所以必須減慢的月球52.644天在其軌

道地球軌道的一個扭轉12.36農歷年保持在同一個月,即文必須減慢的一個小時



3,600公裡,3,100公裡一個小時。所有這些都是相對於地球軌道上運行。潮等將

是一樣,相對的日子。科學家措施又有多少潮=農歷沉積在軌道上運行一年,他

們便可以計算lenghth的日子。但是,在這種控制扭轉軌道的數目,農歷年正是一

個軌道上運行的同一般的長度。 這一年的長期天是完全一樣好,沒有証據是離

開。

的空間方案開始認真在1958年,一九六九年在哈羅德希爾聽到的失蹤日美國航

天局是能夠發現它。據哈羅德希爾美國航天局發現,在1960年的空間飛行任務,

月球。隻是找到一個結果,是一個錯誤可能導致的紅燈,拿出,這種結果可能是,

太陽是180遠離應在哪_,像在景灣的夢想,將導致方案,以制止。

的孫翠鳳回到一年的下降後六個月後的杰裡科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

他說:「景灣的夢想,他是衣著的太陽和月亮。鳳凰鴨相山K'e。在第一個月的

春天,在6日,五個行星起了一個方,然後一個男性和女性鳳凰走約灣的資本,寫在

他們的嘴,說:「皇帝的賢沒有原則,但壓迫和失調帝國的法令。這是很大移除:

賢不能享有它再強大的精神,地球已離開;所有的精神,是吹走,加上五方添上神

採行星的范圍內的所有的編年史上的四海。”的書籍,部分的竹 王朝的第五周,

中國經典

喬舒亞的六天,以色列是上述文在中國,約書亞在中午太陽在中國的軌道。半

以後,180天後-二月七日,1239BC-有一個為期六天月亮也。中國春節前是45天

的春分。在春分在1239BC是4月2、1239bc。因此春是2月15日,1239bc。因此,

農歷2月2月開始,公元前,是第一個月、第1239春。農歷新年的慶祝活動15天的

關於結束滿月,二月十五日,1239BC.景灣的夢想是發生在中國日落之後,在芳/行

星的天秤座,太陽在室女星座--一個屬於星座的立場。這是太陽、月亮和行星

是在事先向景灣的長期日落。該 日期是第一周的第一個月的春天,陽光必須是

在雙魚座,但在室女星座!有一個電腦檢查時,給一個錯誤賽季的錯誤的,是年進

入的位置,太陽的是,屬於 的電腦是尋找答案。「春天進入的紅燈。當時,一旦

他們獲得最接近的日期是地球的太陽在1240BC和亞述人征兆日期的Adar、1/2

月-同一日期為中國的春、孫常設仍然在中午十二時,他們便可計算的失蹤40分

鐘,就計算尺。亞述人征兆的戰斗時,梅約書亞追逐的亞述人進入Sidon一年的

下降後,杰裡科的孫必須返回時,也是亞述人征兆和景灣的夢想和約書亞的漫長

的一天是1240BC/1239bc。一些人才的使命,在受雇的月球可能已被發現的是,

每天的失蹤。或者我的第一個發現約書亞模式的漫長的一天,電郵至我,Andrew

Bennett,在sunnyokanagan@telus.net



的立場的行星thesky在2月7日,1239卑詩省:



的立場杯酒人生Sideways的地球、太陽和行星,太陽搬回,二月七日,號、第

1239卑詩省:

的立場,地球的太陽和行星的後孫搬回,二月七日,1239卑詩省:



《太陽報》在中國時間是下午6時在烏鴉座的行星,似乎在上述...二月七日

,1239bc。因此,在啟動的 行星的孫奇跡的人在...的太陽,然後在烏鴉座動議180



與地球的自轉Aquarius。因此,在開始日落的長期在北京時間下午6時的行星的

上述作為,在...的記錄。這是不可能沒有記錄在春季地球的軌道,在一個扭轉的

太陽行星,將上述立場仍在西方天空和設置在金牛座,他們應該是二月七日

,1239bc。然後地球的逆向流出的軌道,無跡可循的太陽。

“失蹤”故事天

你知道,在空間方案是繁忙証明了所謂神話在《聖經》是真?Mr.Harold山、主

席柯蒂斯發動機公司在巴爾的摩馬裡蘭和一名顧問在空間方案,涉及下列發展
:

我覺得一個最了不起的事情,神已最近發生的事情,我們今天我們航天員和空

間科學家在綠帶、馬裡蘭。他們被檢查的太陽的立場,在月球和行星的空間,他

們將100年,從現在1000年............我們要知道這一點,我們不會派出一個衛星,並

在其後撞到一軌道。我們必須要訂出的生活條件的軌道上運行的衛星、行星

的地方,將會把這件事不會停滯不前。

他們的計算機測量跑回和提出幾個世紀以來,它處於停頓。計算機停止和付諸

表決,一個紅色訊號,這意味著有一些錯誤的信息,或者與美聯儲入它或結果的標

准相比的。他們呼吁在該處,檢查它的錯誤,他們說什麼呢?

他們認為,這是一天失蹤的空間,經過的時間。他們退出其首長和托雷的頭發

。沒有回答。最後,一個基督教男子的小組說,你知道,一時間我是在星期日學校

和他們談孫停滯不前。雖然他們並不相信他,他們並沒有一個答案,所以他們說,

我們表明,他有一個聖經,回到了約書亞記下他們找到一個很荒謬的說法,任何一

個以常識。

在那裡,他們發現主說,約書亞,他們不怕,我發表了他們為你手;有一名男子,他

們不應站在你。約書亞, 表示關注,因為他是包圍的敵人,如果黑暗的下降,將他

們打敗。所以約書亞問主使孫故步自封,沒錯!孫停滯不前和月球留和哈斯特德

不走了一整天的時間了!

這個宇航員和科學家說,有的失蹤天!他們檢查了計算機重新回到當時是書面

和發現它是密切,但未夠,經過的時間,是失蹤後,約書亞日是23小時20分鐘不是

一整天。他們閱讀《聖經》,這是關於(大約)一天。



這些小字在《聖經》是重要的,但他們仍處於困境,原因是,如果你不能帳戶為

40分鐘你仍會有麻煩1000年從現在開始, 四十分鐘的,是因為它可以找到很多倍

,如軌道乘以............

作為《基督教雇員想的,記得在某一個《聖經》說,它的太陽走回頭路。科學

家們告訴他,他是在他心目中,但他們下車的書籍和閱讀這些話在2君王:赫齊卡

亞,在他死床的先知以賽亞的訪問,是誰告訴他,他是不會死。赫齊卡亞要求簽署

的証明,以賽亞書說你想要的太陽,未來10度?赫齊卡亞說,這是沒有的太陽,回到

未來10度的陰影,但讓返回落後10度,以賽亞的發言,神和主使的陰影十度落後!

十度正是40分鐘!廿三小時二十分鐘,再加上40分鐘的約書亞國王在第二天作出

的失蹤的宇宙!

是不奇怪呢?我們神是擦在他的鼻子真理!參考:

喬舒亞10:8和12,13

2國王20:9-11

在這裡,我們看到孫站仍在中午十二時的立場,他說:「為約書亞」了整整一天

24小時的時間,失蹤了40分鐘的時間少於24 小時的太陽,也許都是圍繞著地球的

350常設仍然在天空對23:20小時經過的時間,然後當孫翠鳳回到二月七日中午

十二時,在公元前1239以色列時間,這是中國時間下午6時為景灣的六天月球,然

後再將上述和太陽已經確定和明星的芳/...拋出了行星的孫停滯不前,然後在12

小時的立場在中午十二時,在以色列的黃昏對中國的立場。然後,孫動議進一步

10以東,彌補了24:40小時40分鐘,失蹤時間,在第二軌道半扭轉。因此,孫動議

190和登上在西方立場的日落。因此景灣的星星都看到的,那麼孫出來。因此他

夢見他是 沐浴在太陽和月亮。

提到的太陽的影子依次倒退國王在2 20:9-11是希伯來字mahaleh升,以及在第

二次提到的,也許太陽在東是同樣適用於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太陽,然後登上

descedend。太陽登上法官在前8:13,返回的孫吉迪恩,在前,孫登上正確,這40分

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提到的太陽後退的孫登上,也許是,它已經降臨。太陽

可能已落後於上升/下降飛行高度從西在8月15日11時,1240BC在安息日的星期

六的希伯來語,站在中午十二時仍為24小時,然後在東,然後突然躋身八月十七日

,在公元前的東1240。或許是太陽亮時,登上了7倍,在中午十二時至東區的位置,

並為灰色,24小時停了下來,然後設置在東部的突然日出。 日(星期日)在東8月

17日,1240BC一樣突然晨曦初在耶穌復活的太陽。也許在西方的八月十五日晚

上12時40分,在公元前最後確定的東36小時後,^太陽將增加對西部的子午線之



前在中國突然和出色地為西突然日落的關於中國的西部和晨曦 在東在以色列

的月亮,然後將設在東和天似乎暗淡就像它在一個重陰天,那麼這天早上也許就

像《復活》。這是沒有一天,就像它將有可能,意味著沒有一天要安息日的 當時

的耶穌復活。

法官5:20:「他們爭取從天上的星星;在其課程sisera斗爭”。

明星們的課程可以迅速行星,太陽是約在增加,也許在西。

法官5:31",讓所有還是象你敵人滅亡,哦,上帝:但是,讓他們,愛他如孫當他格特

列在他可能”。

提到2國王20:9-11可能是正確的,可能有孫撤退到過去的黎明的立場和主張,遠

低於地平線3x24小時,或這是一個長時間的夜當赫齊卡亞哭了起來,祈禱。所以

當以賽亞書問赫齊卡亞的影子,應在孫前進10步驟或落後10個步驟,這可能意味

著每一次整個天空。太陽可能有上升的西赫齊卡亞及設置在東在結束三天的

黑暗。然後,孫突然上升,可能有出色的,屆時東赫齊卡亞痊愈的標志。然後赫齊

卡亞也許就像今天上午的復活。因此,孫動議東7x180和增加關於第三天的東。

因此赫齊卡亞簽署的是類似的黑暗中的三天的休息弟子sabbaton-一個星期五

晚上七夜的後裔和太陽從西到設在東,星期六,也許是36小時,晚上較長的孫可能

有。站住,星期六中午十二時,它為24小時都是圍繞著地球的360,然後星期六,白

天,將過去36個小時,然後在東部地區的孫套上升,然後在東突然和出色地復活,

星期日上午復活,可將之比喻的療傷的七倍,從東孫突然上升,因此,影子都會向

前走回頭路,10個步驟=180度,因此赫齊卡亞可能是由一個醫治了7倍太陽在晨

曦經過三天的黑暗,一個標志的復活。因此喬的漫長的一天是十分類似。中國

記錄的日食,四月十二日(星期二),711bc。這可能是一個小時的黑暗。然後稍後

五天的第五天的中國農歷月日(星期日),4月17日,711,公元前的中國皇帝死亡=

暗殺是因為有另一個孫奇跡如上文所述的五/六日(星期日)/像耶穌受難日和復

活,從而赫齊卡亞舉了起來愈合入寺 在 第三天,第三天的希伯來語農歷月、日

、4、17、711bc。

古代的人可能有理解地球旋轉,生產日以繼夜,然後當太陽在西方,站著,並設置

在東部,突然上升;神在東移到孫了不起的速度。此外,預期約書亞的太陽在西

方,套在東部地區12小時後,他可能有理解設置在東部孫會突然和出色地上升為

一個短的東天,他需要一個漫長的一天,獲得了勝利。因此喬舒亞的祈禱神的太

陽,故步自封。



這可能是紅燈的失蹤日故事。美國航天局計算機通常放了一個紅燈,可以看到
:

在美國航天局紅燈電腦 室從50年來美國航天局。

如果地球制止或扭轉其輪換,問題是巨大的。如果地球旋轉停止為24小時內將

有24小時的時間失蹤。如果太陽圍繞地球360,再一次將是24小時 的時間失蹤

。如果中途的孫動議環繞地球的一系列的4孫奇跡就不會有淨失蹤時間,也沒有

留下証據,這兩個字,所以孫停了下來的“中間”的天堂--是從字面上來看,“從半的

半的天堂”的 126次使用它是在《聖經》,第108條時報》,是譯為“一半”和“中間

的8倍。如果你是依靠的明星的天堂,你的唯一途徑,指導的孫可以從一半的立

場仍是天上的孫如果圍繞著地球的另一半的天堂,晚上以色列將看到明星從另

一半的天堂。

如果孫動議不360180的季節,就會改變。地球將流入一個扭轉軌道上的太陽,

必須改變其軸或孫必須搬 出或落,以及提出了一個180度,保持在同一季度,除非

在韋納爾或秋Equinox。很有可能的孫搬移或下後的180和行星的公轉太陽傾

斜杆轉變,沒有必要。隻是, 太陽必須遷往十二生肖的道路。如果孫動議180從

摩羯座,雙仙灣、孫必須走高,雙仙灣的高度,但太陽對地球將看起來像是在摩羯

座。因此,孫必須動議6的確切跡象, 第六次星座和地球將保持在同一季節的路

徑,十二生肖的同一隻會中途被移走,走在扭轉,因此,地球不會看到任何更多或

少明星,隻有一個夏天在冬季天空。 地球將不需要改變其軸心,保持在同一季

度,這項工程,完全和准確地我驚訝不已發現的一個經濟的地球的軌道的扭轉。

如果孫動議180西2月7日夜間,1240BC突然增加,在東部地區 的二月八日上午

,1240BC太陽必須走,保持同一傾角地球。然後地球將保持在同一季度,孫可簡

單地保持其傾向於地球圍繞著地球,走過的,也許孫沿著正確的道路,隻有在扭

轉生肖相同。我們可以肯定的太陽的傾向,地球是不斷變化和中暑。軌道數據

庫(搜索和讀到,根據“軌道差異”或“中暑數據庫”)顯示的季節和太陽的強度並沒

有改變。這種模式使沒有証據的太陽。如果調高、移動180後下降,使地球在同

一季度,就不會有影響的問題地球,地球軌道必須同樣的距離的孫在同一橢圓軌

道,將有旋轉。地球必須完全一樣,將有地球,因此必須仔細地管理已沒有留下任

何生物追蹤。



必須每天8分鐘短於它將有一個扭轉由於地球軌道必須加快2天,48小時,一天

》保持一年,每年輪換是因為對軌道的每日數額的熱,太陽的輻射必須已作調整,

離開沒有生物追蹤在這8分鐘少一天,4分鐘少一天白天,除了把太陽附近的速度,

沒有任何根據本物理不能容納或預期將身體留下証據,如果物理工程和離開沒

有証據和適合古代觀察,然後小心,如果你是什麼,傾向於模擬很可能是神的工作

。如果美國航天局是說沒有追蹤,沒有物証的孫動議,他們可能是有權。但是,美

國航天局可能會說沒有任何証據的孫正動議環繞地球的大量的証據。然後記

載了關於本網頁直接違背這項聲明。如果孫移至另一邊 地球,地球的前進的勢

頭將繼續成為一個地球軌道,扭轉的太陽。地球必須配合其橢圓軌道完全相反

。地球幾乎肯定不能單憑自己的,必須扭轉軌道已經非常巧妙地設法使太陽的

同一季節強度,因為它將有一年全年在同一時間加快軌道的每年的48小時,保持

在一年365天都是因為輪調對軌道。如果孫動議地球必須 扭轉流入的軌道。這

答覆這兩個問題:地球是輪流在1,000英裡在赤道和急於7萬英裡繞著太陽,你將

會改為在這裡的許多扭轉將/軌道的証據,在這個頁面是可靠。

創世記8:22:“雖然地球remaineth、seedtime和收獲,和冷、熱、和夏季和冬季

、日間及夜間不得停止”。

傾斜地球的軌道保持在地球的同一季度。,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的太陽能系統單位飛機的軌道: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當孫滴下18度 的傾角軌道必須下降以及:



我們可以看到上帝保持所有這些承諾在同一時間把孫180圍繞地球和一個小,

或在地球的不斷下降,同一季度,移動的太陽在環繞地球的距離相同手段就不會

有變化,地球的溫度。日以繼夜的孫翠鳳就取決於在那裡,看到地球旋轉繼續日

以繼夜繼續時,天的太陽似乎。因此,如果孫動議180東日/晚一般來說是12小時

或如果孫動議180西日/晚是12小時縮短。地球繼續 輪流完全一樣,會有不變。

此外,白天12小時,是一個正常日簽署的一個很短的生命。不過,有很多天的太陽

在歷史奇跡與12小時以上,甚至白天日光36小時以上,有些人會說這不是在《聖

經》,我的反應是,啊,它是在這些天,很多是在《聖經》和《中國記錄。 孫奇跡

的同一天,日期為那些在《聖經》。該模式的扭轉軌道是在《聖經》:

喬舒亞10:13B條的“太陽仍站在中間的天堂,約有一個全日”

本節從字面上看孫停滯不前的一半的天堂,約一整天的時間。這意味著太陽圍

繞著地球,地球旋轉從半回溯到另一半,故步自封的天空,在24小時和地球的勢頭

指出進行地球,最後的一個扭轉軌道的太陽。





十二生肖的進步nomally左邊: Aquarius、雙魚座、白羊座、金牛座、雙仙灣

、癌症、Leo、室女星座,天秤座、...,座、南回歸。

十二生肖的進步,扭轉的權利: Leo、癌症、雙仙灣、金牛座、白羊座、雙魚座

、Aquarius、南回歸、座、...,天秤座、室女星座。

你可以看到,這不單生肖進展在扭轉在一個扭轉軌道,但也跳六生肖星座。內星

球汞和金星和又戰神也必須跳六星座。中國生肖進步在扭轉也許是因為有這

麼多扭轉軌道上,中國認為他們是很正常。

這項研究將沒有必要如果隻有人閱讀聖經,你不能揀選了《聖經》沒有讀至少

有一些提示的孫奇跡。



信的形式的國家航空和航天局、戈達德空間飛行中心、綠帶課程MD20771:

我們不知道Mr.Harold山,絕不能証實,這“喪失天”的文章中提到。

時代的影響,這種事件的飛躍,巴比倫日歷年相繼擾動等,都是在審議的發展,具

有長期運行計算機方案。我們是在某種程度有限,很多,我們計算終止與巴比

倫 日歷上的活動(四千年前),但這並沒有給予任何程式設計師意想不到的困難

。

雖然我們利用了行星位置的必要的決心在我們的電腦上的航天器軌道上,我沒

有發現任何“宇航員 和空間科學家在綠帶課程”都參與了“天”失去故事歸咎於

山先生。

感謝你為你的興趣。

真誠地,

愛德華梅森、首席

公共事務辦公室

是的,美國航天局利用行星位置,是的,他們返回四千年,所有這些將會是公開的

中國古典和來到這個記錄的景灣的夢想在春天的電腦將付諸表決,有權取消了

一個紅色的太陽輕,不能在低地軌道在春天!這五個行星起芳/Libra180從太陽在

雙魚座在1月/二月不能。太陽已經通過天秤座在11月,西方天空的夕陽後從雙

魚座是在金牛座。這是180離天秤座!水星軌道非常接近的太陽。如何可以 汞

180離太陽在芳/天秤座/...和仍然是下一步的孫?沒有辦法!絕不能將水銀聯同其

他行星...在一起,為期6天滿這一記錄似乎描繪的行星的西隻 以上的太陽在日落

。

一個電腦服務從美國航天局的技術員工作開始後失蹤的故事天來,通過電子郵

件我從一個新聞組約於二零零零年,這些電腦往往把紅色輕型和已被視為是在

亞丁估計哈措爾被燒毀。伊1266-1233BC而做的挖掘,1958年和1968年,所有的

員將會是尋找一個地球五聯在這段期間日落。第二天的約書亞梅二月七日,在

公元前1239時的約書亞追逐甸進入敘利亞在Sidon的旅行距離超過12小時或更

多6小時的日光將允許孫奇跡,這是在2月景灣的夢發生在同一時間,這場戰斗的

梅,他們可能已連接景灣的夢想,這一年的漫長的一天的約書亞1240BC/1239卑

詩省的電腦,那就會告訴他們這一點的第一個月起,中國的春日,在第6次的月亮



和將隻可在金牛座2月7,1239BC 。然後他們會 看到的是,結合方/...180客和權

利的實現走了五個行星動議180與孫芳/...。雖然他們正在尋找亞述人征兆的兆

頭,將找到:

一個亞述人征兆:“如果在Adar的孫依然處於中午:土地將經驗包圍(和)痛苦”。

阿達爾是1月/二月,二月七日,1239BC是可能的孫時仍然站在中午時間,在梅約

書亞,這是景灣的夢想,那麼,孫可能仍站在吉比恩的約書亞8月16日的長,1240bc

。然後,孫必須返回在同一日期後一年後的下降,杰裡科2月8日的戰斗,在公元前

1240梅二月七日,1239BC那裡包圍和苦難,2月7日,1239 BC可以持續了12小時的

長長和約書亞8月16日,1240BC,23:20小時,因此,孫可能已站仍當它返回,在約書

亞追逐甸進入敘利亞,因此它成為一個亞述人征兆。因此美國航天局 的紀錄,都

需要找到失蹤日失蹤,餘下40分鐘的幫助下,《聖經》中,這些都是科學家們在一

個特派團。所有他們在尋找什麼天文,下一本書是在約書亞 法官和法官。伯苓

寫道,約書亞在同一時間開始。其天是不做,直到找到了40分鐘,一旦發現他們並

不需要記錄他們的調查結果,他們的任務是找到問題的空間方案,因為這一問題

已解決,並未構成危險的空間方案,它並不需要的報告。

您如何評價這篇文章?

喬舒亞的漫長的一天長版

在審議所有這些事情,它提醒我們的精神真理,神將動議天地,節省一個靈魂,那

你呢?

如果你想要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問題不是我,Andrew Bennett,電郵
: sunnyokanagan@telu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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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舒亞.ppt 約書亞.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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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wansdream.ppt kingwansdrea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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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Andrew Bennett sunnyokanagan@telus.net

版權所有1999年11月30日-2013復制權登記號碼1058489。Andrew Bennett,保

留所有權利。

孫奇跡在《 新約聖經》 中

你可以看到,這從十二生肖的貝阿爾法猶太教堂,600以下特。有許多將在古代

以色列猶太教堂的魚,這兩個方向的雙魚座面對也許從舊約聖經》中傳統的以

色列民表明,這可能是熟悉地球流入一個扭轉軌道的太陽。因此,一年半或一年

的經驗,將逐步在扭轉生肖。這可能發生,往往成為每一個七年。他們將會很明

白這是與孫奇跡神為履行其利益的戰車。你可以看到,在太陽的中間。太陽和

mailto:sunnyokanagan@telus.net


馬車不被描述為以色列的猶太教堂。

拜阿爾法.JPG 圖片信貸:幸福圍繞著你:郵票小冊指南,幸福,p.197

就在奧古斯塔斯凱撒的死亡,14特,也涉及到當大祭司報被任命為:

他說:「因此,孫遭受一個總Eclipse和大部分的天空似乎發生火警;發光燼似乎下

滑,從它和血液-紅彗星被看到。

迪奧卡修斯,書籍LVI.p.67

沒有日食可見當時的太陽。如果是紅、彗星將會出現紅太。或也許這些人鳳,

晨星可能是菲尼克斯太陽的拉動。

突然,也許光明日出吉迪恩可能已是一個類別的復活的早晨。彼拉多說,是有

寫caeasar斯:“和在第三小時,晚上的太陽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耀目光輝,照

明,整個半球。” 這就可以開始扭轉軌道下半年在耶穌復活的一樣在吉迪恩。

有一個孫奇跡的開始,施洗約翰的部29日。在“empeor特漢光武,第5年的統治

期間建武。客串星越過反對yuzuo非常密切。」東亞考古,第130頁。 yuzuo是

皇位的北斗星附近。一個孫奇跡8月17日,29BC將意味著北斗星當一般來說,在

午夜十二時指出,在夏季將點在午夜後的夏夜的處理,在北斗星點,Arcturus公司

。然後Arcturus公司負責人將逾越節在8月在午夜十二時,孫奇跡便會被視為一

種威脅皇位的革命,一次。光武帝成為在25特和特,從27 36特-研究期間在這裡--

他發動戰爭,各軍閥。孫奇跡往往引發革命在中國,所以他將會從天上敏感,一個

標志,可能導致對他的反叛,可以推翻他的國度。如這一個很近了。

約翰福音1:5"和在黑暗中的輕shineth;和黑暗,不明白。

1:6,是一名男子從上帝那裡差,名叫約翰。

1:7,同樣是一個証人,以作見証的輕,使所有男子通過他可能相信」。

約翰:26:“約翰回答說,我巴蒂澤與水,但有standeth一個在你們中間誰葉也不知

道;

27他是誰,後來我是傾向,在我之前的鞋類的鞋帶我不值得unloose。

28這些事情都是 在約旦bethabara以後,凡約翰是我。

29日的次日,約翰塞特耶穌來到告訴他,並聲言,看哪!上帝的羔羊,其中可以走的

罪惡的世界”。



該法利賽人可能是施洗約翰的安息日,星期六,2月11日,30特,那麼第二天是星

期日,187天半從星期日是一個軌道,是安息日,星期五晚上開始羅撒,八月十八日

、30特,那就有可能 被一個孫奇跡一年365天前,全軌道,前特8月18日,30天,這可

能是耶穌讀取以賽亞書61關於羅撒、八月十八日,特30日開始,然後在福音書與

耶穌當他開始大約在30、35、八月十八日,29也許特。這將意味著耶穌的部是

三年半,這是傳統的。

luke_4:25 :「但我告訴你一個真相,許多寡婦在以色列的埃利亞斯在天,當天國

是關閉了三年,六個月,當大飢荒是在所有的土地”。

約翰福音5:1"之後的盛宴,這點,有的猶太人;和耶穌走到耶路撒冷”。

約翰福音6:4"和以色列的逾越節,A節的猶太人,是幾乎」。

一整年之間可能已通過約翰約翰5和6,從而使耶穌的三部,一年半的時間長。

也許是一個新的奇跡19日的第七個月,提,8月18日,29特。耶穌誕生的5月19日

已提到,第七個月,九月十二日、7bc。如果有一個奇跡孫8月17日,29特,那麼,有

可能已是一個孫奇跡,或許當約翰的洗禮,耶穌附近的逾越節的時間,也許是二月

十一日、30特。然後逾越節的3月7日、30特,可能有一個孫奇跡八月十八日,特,

標志著開始30部的耶穌,這可能是在一系列的孫奇跡超過三年半的軌道上,孫奇

跡日期2月11日和8月18日,羅撒,吹的號角,八月十八日、30特可當耶穌曾在以賽

亞書61在路加福音4,約翰福音可能開始關於這八月至九月二十九日特耶穌一同

開始時,他是35歲,他說:「約30歲。

於是約翰2和以色列的逾越節,那麼第4章耶穌站起來發言以賽亞書61,星期五

晚上,八月十八日、30特。這個中國記錄從皇帝光韓可能是Sun奇跡,中國在29

日,這將使三年半,耶穌受難日。然後把這個孫奇跡在8月/9月將使北斗星和

Arcturus公司一直在午夜十二時,有四節在福音書如盛宴,約翰福音5是計算在內

,“這場盛宴”在《約翰福音5隻能意味著“逾越節”,然後在第一個逾越節的耶穌

部可能已是三月七日、30特。以色列的逾越節在月食夜耶穌被釘十字架可能

已被+84更多時間長,一個七夜,sabbaton、7x12小時、4月3日,33特。也許孫將

流的半扭轉軌道二月十一日、30特。我們需要兩個單獨冬季半扭轉軌道,沒有

夏季半 扭轉 軌道,使每30分鐘時間,失蹤的一個小時的黑暗當耶穌在十字架,因

此,如果我們從一個孫奇跡八月十八日,29日的時間,由特,耶穌受難日和1小時的

黑暗中我們可以有兩個秋冬系列半軌道30分鐘的時間每一個失蹤。因此,這將



會取消,1小時的時間,過去的孫翠鳳就暗了下來,或相當的都是圍繞著地球的速

度輕,因此時間會停止在太陽底下一個小時,繼續對地球的一個小時 離開沒有淨

失蹤時間,多年的耶穌的部似乎充滿了孫奇跡在夏季和冬季的結果,然後將不會

在所有時間淨失蹤。

然後從8月16日,1240BC是50年8月17日至30jubiles特,少了70年被關押的第一

個jublile。事實上,在8月/9月底1191公元前第49次年8月,被關押在公元前月10

日,591,AV是一個月前的最後的49次年,然後70年8月/9月,521BC,開始的第一 年

的開始以來,被擄的50多年,慶祝jubile,是從第一天的第七個月,在8月/9月521bc

。然後50年的時間間隔,jubile在8月/9月21日BC和最後jubile當耶穌站 到了,從

以賽亞書61發言在路加福音4,8月18日,星期五晚上,在羅撒特30日。當時有一個

多年中,加入到了耶穌身上的部和一個三年半的被關押。然後,9日的中國日食

、AV,而孫奇跡,在 第四十個月前農歷 8月10日,星期六,591BC是在第49次年的

第一年,所以在第十天的第七個月、8月17日,521BC將50多年,jubile。因此,在同

一日期的關押8月10日,591BC70年後返回的第七個月,新的一年,贖罪日,八月十

七日,521卑詩省的基礎,然後第二神殿是埋設或可包括在本jubile年的第一個神

殿。然後還奠定了基礎,從240次年的《出埃及記在1280卑詩省,在該月的5月,包

括在公元前,1040jubile年的時間,可能是花的展覽,將刻在內的神殿。因為這是

不間斷jublile從8月16日,1240BC,八月十八日、30特-這必須是按時間順序排列

的正確。

從摩西的第40次年在公元前第1320時埃及Sothis周期的新的第1460年當摩西

認為,提供了希伯來書,是50年jubiles特還向30。

約翰2:12"之後他走了下來,迦百農,他和他的母親和他的兄弟,和他的門徒:,他

們仍然沒有很多天。

13和猶太人逾越節是在手,和耶穌走到耶路撒冷」,

約翰2:18:「那回答猶太人告訴他,說什麼,簽署shewest你告訴我們,看到這一點

你行這些東西呢?

約翰2:19耶穌回答說:告訴他們, 破壞這神殿,並在三天我會將它提升到了」。

約翰2:22",因此他已復活,他的門徒記得,他曾說這告訴他們;他們相信《聖經》

,和兩個字,耶穌曾說。



2分23秒現在當他是在耶路撒冷的逾越節時,在這場盛宴天,許多人認為在他的

名字,當他們看到的奇跡,他這麼做”。

5月的jubile計算已從8月17日,521卑詩省 回返,被關押的。

尼希米記8:2的牧師帶“和拉法的教會前兩名男子和婦女,和所有與了解,可以聽

到,在第一天的第七個月。」

因此星期五晚上安息日-8月 18日,30特是羅撒當耶穌閱讀路加福音4和以賽亞

書61開始jubile。這應該是當耶穌站起來,讀取以賽亞書61在拿撒勒在路加福音

4。這是同一天,這一年的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八月十六日,1240bc。耶穌是40

天的絕食的曠野的每一天,讀40年在申命記,這是所有關於准備跨越了約旦和擁

有土地的承諾。因此,在該天耶穌勝利站起來發言,一名剛剛開始戰勝撒旦。

路加福音4:18“聖靈的神在我身上,因為他哈特受膏者我把福音傳播給窮人;他

哈特派我到醫治了他,以宣揚我們的救恩的俘虜,並恢復了視力的盲、設置在 自

由人,有瘀傷,

路加福音4:19 年來鼓吹的可接受的耶和華”。

路加福音4:21",他開始說告訴他們, 這一天是本《聖經》履行了在你的耳朵”

。

八月十八日、30特將標志著耶穌的安息日的發言。然後,從這一年的年終49

和羅撒新年8月18日,30特贖罪的一年後在同一日期,8月17日,特將標志著

31jubile年的每年接受和可以接受的福音。因此,理由贖罪日的第十天,是每月

的jubile將開始在第一天的第七個月,繼續在第十天的第七個月,在同一日期一

年後。

然後一個幾天之後,8月18日,他前往迦百農特30隻入口處附近的河流約旦進入

加利利海,因此,或許有一個輝煌的日出,晚上8月18日,特:30

《馬太福音4:14",它可能會實現,是由埃薩亞斯發言的先知,他說,

15zabulon的土地,並對該土地的方式,nephthalim的海、約旦、加利利以外的外

邦人;

16人,坐在黑暗中看到大輕;和對他們的坐在地區和死亡陰影輕是跳起來。

從17,耶穌開始傳教時,並 說, 悔改:為天國是在手」。



賽58:7"是它不處理你的面包,餓,這一點你使窮國,都是拋到你家的赤身裸體、

澤斯特?當你,你要涵蓋;他並不掩蓋這一點你自己的 肉體還是象你自己呢?

58:8則須根據打破了,你的上午,還是象你健康須迅速出來:和你義應走的;你榮

耀你的主應朝」。

賽58:10",如果你提請了你的靈魂的飢餓、和滿足受影響靈魂;然後須你輕引起

的不明朗,和你黑暗如正午";

以賽亞書62:1"的錫安的緣故,我不認為我對耶路撒冷的和平、和為了我將不

休息,直至其轉述的公義 的亮度、和拯救該盞燈,作為一個burneth」。

這是一個可能突然日出日落之後,突然8月18日,特30日的安息日,星期五開始在

日落。10天之後,或許有jubile50年是在白天晚上當耶穌突然改為以賽亞書61在

拿撒勒的安息日。這是夕陽動議180,突然上升,從東的自然日落日出的立場,立

場的孫翠鳳回到在午夜十二時,或星期五晚上,突然出現在中午十二時的立場和

在那裡呆了12或36小時開始第二個扭轉軌道。

那一個星期後,下列安息日的論據耶穌進入教堂在迦百農的太陽,然後再將需

要七倍,亮度西行駛, 離開了同一每日珊瑚線。然後突然晨曦會是十分出色,就

像太陽的奇跡,突然日出吉迪恩8月17日,1240BC,人們可以知道這是因為在同一

日期的埃及日歷是相同的一個飛躍的朱利安日歷年每四年八月十六日,因此

,1240BC是同一天的埃及年8月17日,特30節。這些在馬太福音4:14,然後將描述

突然日出前返回基甸在勝利的預言在以賽亞書9,這可能是第二,兩個半冬季軌

道。兩個單獨冬夏不扭轉軌道半軌道將提前30分鐘和30分鐘=60分鐘失蹤時間

,是對付黑暗的時刻,當耶穌在十字架,不過,今年似乎有兩個夏季和冬季扭轉軌

道的,所以單獨一個更多 冬季半扭轉軌道將需要之前或之後發生這些年來,這第

二次單獨半冬季可能扭轉軌道的回返後的太陽在夜間的月底,在逾越節的34特

。

真正的輕是耶穌的生命和例子。星期日8月20、30特,可當耶穌所謂安德魯和

彼得在一個工作天當他們是漁業:

《馬太福音4:18“和耶穌,步行的加利利海,看到兩兄弟,西蒙呼吁彼得、和安德

魯他的兄弟、鑄造一個淨入海,因為他們是漁民。

19日,他聲言告訴他們, 跟著我,我將會使你漁民的男子。

20,他們立刻離開其母語英語教師,並跟著」。



馬克1:21:“他們進入迦百農;和立刻在安息日他進入教堂、和教」。

彼得後書1:19:「我們亦有一更相信神的預言;要葉做好,葉留意,直到一個輕

,shineth在黑暗的地方,直到有一天到來之際,和天星出現在你的內心:

下一個孫奇跡可能發生的軌道半以後可能還有二月十一日、31特或逾越節2

月13日,32特。那麼這將是一個孫奇跡179天之後在八月十七日,31特或從8月18

日,特30日,然後jubile可能已是星期六、八月二十六日,30特.然後一整年後,50次

jubile年將完成在贖罪日、8月18日,特31日這場盛宴。然後可以逾越節2月13日

,32特,一個幾天的逾越節前是2月9日,32特-176天以後,和地球的逆向流出的軌

道,太陽的太陽,那就可以搬到另一方的地球和返回。可能會有一天的36個小時

,2月9日32特,那麼一個短/夜數-12小時2月13日,32特。所以如果地球流出的反

向軌道的太陽在長時間安息日 2月9、32的孫特,然後提出180西日落之後,2月12

日,32特-突然晨曦在東部的2月13日上午,32特。晨曦右日落之後,剩下的幾個小

時的完全黑暗和也許是一個多小時的一個輝煌突然晨曦,然而,這些日期已經非

常接近的約翰約翰5和6,除了可以一年,可能有醫治舊約聖經》中的時間,由孫奇

跡,約翰福音5:4,說一個天使動亂的水是由其後的士和不出現在食品sinaiticus。

這場盛宴的逾越節,可將於2月13日,32離開特和耶穌的安息日二月九日,因為加

利利的32特為猶太人反應,他在安息日愈合。也許會搜集失明及弱的池

,Bethesda等待奇跡的孫2月12日和2月13日的逾越節32特。這種療法在泳池不

可能得到的神 。二月十二日,32特將當孫必須返回,也許有愈合,突然輝煌晨曦

。耶穌復活使愈合。如果有愈合的太陽報》,它是從耶穌,隻有那些相信他在他
:

瑪拉基書4:2",但你們,擔心我的名字應太陽的義出現 在他醫治翼;和葉須轉述,

和成長為小牛的攤檔”。

詩篇77:16“水域看到你的水域看到上帝啊,你的深度;他們也感到擔心:不安”。

也許水域,Bethesda正在奇跡不是神,因此是害怕。因此耶穌治愈男子的麻痺症
:

約翰福音5:1"之後的盛宴,這點,有的猶太人;和耶穌走到耶路撒冷”。

約翰福音5:8說:“耶穌Saith告訴他, 上升,採取了你床,和走」。



約翰福音5:14"隨後耶穌見他在聖殿,告訴他,他說, 看哪,你藝術作出整體:仙沒

有更多更糟的東西,否則會告訴你。”

耶穌可能愈合的男子於二月九日,32特在安息日,《太陽報》可能已停了下來

的天空,安息日的論據,或星期日,和耶穌可能已經走了他的門徒在這一天,加利

利。這通常是一個三天行程。耶穌可能已有12小時或36小時長的時間才能完

成的旅程,加利利,約拿神跡,喬納達尼尼微在一天,通常是一個三天行程也有炒

作這場盛宴,約翰福音5:1是盛宴的Adar的埃斯特。但是,耶穌說,摩西,盛宴與摩

西是逾越節,然後可能耶穌離開耶路撒冷,六月九日因為猶太人試圖殺害他醫治

的安息日。還赫羅德試圖殺害他,然後再三天後,36小時後,他抵達加利利2月9、

32特,那麼一個幾天後越過加利利海,美聯儲在5,000元的夜間, 以色列的逾越節2

月12日,32 特,那就可能有的孫突然登上在東美聯儲的天耶穌後的5,000元。

喬納3:3",喬納產生,又溫托尼尼微、根據Word的神。現在Nineveh是一個超大

城市的三天的旅程。

3:4和喬納開始進入該市一天的旅程,他叫了起來,並說,但四十多天,和尼尼微應

被推翻。」

喬納可能已有一天的+72小時,3x24小時,使之旅。然而,人們可以步行路程太

遠,這些天,這隻是強調其能力,走一個像遠距離從耶路撒冷前往加利利在三天,

或甚至一天的+36小時。因此,一天的+84小時內將會在同一作為一個星期的旅

程。這將是55 海裡一天,443英裡總。這是類似的距離,從墨爾本,悉尼。有一個

種族從墨爾本,悉尼在1983年,544公裡。一名六十一歲農民、懸崖年輕、跑天

一夜,在五天完成第一,在同一步伐喬納將使443英裡的三個24小時天,72小時

+12小時。2月9、32特可能已被3x12小時=+36小時,喬納約790BC可能已有84

小時,使它能夠Nineveh,是進一步,看上去像一個 周之旅的一個地圖。三天的旅

程可以左右之旅的城市,但它也可以是太陽旋轉的地球三圈與地球的自轉的漫

長的一天,然後可以反駁了短短的三天,年淨額沒有留下任何失蹤時間, 然後於

12月,32特有可能是一個短夜和突然晨曦在東部地區。因此,它是寫著「黑」,現

在該是他們的土地“立即”,是因為太陽圍繞地球將離開以色列在黑暗中的 幾個

小時的短暫上升,然後突然和明亮的東方。在太陽已經完成了一個180度的太陽

似乎正常,因此神的太陽,上升的良好和壞的。

《馬太福音14:12"和他的弟子,並採取了機構,和埋葬,去告訴耶穌。

14:13當耶穌聽說過它,從此他離開的船舶進入一個沙漠的地方時,除了:人民,他

們已聽到該跟蹤著他的腳的城市。」



《馬太福音14:15",當它是晚上,他弟子,他說,這是一個沙漠,地點和時間;派過去

是現在的許多客,他們可進入村庄,和自己買食物。」

馬克6:35:「當一天,他現在遠花弟子告訴他,並說,這是一個沙漠,和現在的時間

是通過遠”。

,1小時後是夕陽,即將黑暗的太陽。但是,必須返回的2月12日晚,32,特。如果孫

沒有返回原地踏步的天空,2月9日,它可能返回在日落二月十二日,就會有一個

長期黃昏,也許這紅色夕陽的12小時的意義。也許這將是“一天的時間遠遠花”

和“現在是過去”,然後突然設置的太陽在西和一個小時以後增加或兩個在東部

的紅色天空。因此,在上午的大風吹。太陽將紅紫色在日落和紅色在晨曦。紅

顏色的中國新年,二月十二日,32特將看到一個紅色的太陽和月亮紅13日的關於

中國的15天的慶祝新年。中國是吉祥字倒吊在農歷新年前一天晚上,中國將在2

月12日32特見Arcturus公司的處理, 的斗下來,然後,天晚上,他們將看到北斗星指

著,然後再次指出,在午夜十二時。

約翰福音6:1:「這些東西耶穌走過去加利利海,這是海的太巴列。

6:4和以色列的逾越節,A節的猶太人,幾乎是。

6:5當耶穌然後解除了他的眼睛,看到一個大公司來告訴他,他聲言溫托菲利普,

因而須我們買面包,吃,這可能嗎?

約翰福音6:16“和在即使是現在,他的門徒下跌溫托海,

6:17,進入一個船舶、和走過去的海洋,朝迦百農。而現在黑暗、和耶穌不是要

去。

6:18和海上發生的原因,一個偉大風,吹。

6:19,所以當他們已劃約5和第28或30furlongs,他們看到耶穌走在海上的船舶,並

利用奈伊溫托:和他們害怕。

6:20,但他聲言告訴他們, 這是我,不要害怕。

6:21,他們願意接受他入該船舶的船舶:和立即的土地是在他們到何去何從。」

馬克6:48",他看見他們做得很辛苦,賽艇;風是違反告訴他們:和關於第四次觀察

的晚上他[492]告訴他們,走在了海,並將通過他們。」

法官7:19",基甸和100名男子,都是同他的,是告訴外的難民營,在開始的中東觀

察;和他們的,但新設的觀察:和他們的號角吹,剎車的投手,是在其手」。



-有四隻手錶在二月十二日,32特,因為這是冬季,共有十四個小時的黑暗分成3

個半小時的時間 每一個。吉迪恩受到攻擊的太陽在西約書亞開始的漫長的一

天,八月十六日,1240bc。有三隻手錶,因為隻有9小時黑暗的3小時的每一個夏天

。

馬太福音16:1,“法利賽人還與撒都該人來到, 和誘人希望他,他將休他們從天上

的標志。

16:2他回答說:告訴他們, 當它已是晚上,葉選平說,它將公平氣候:的天空,一片紅

。

16:3 日清晨,它將是烏煙瘴氣,天天氣的天空:lowring紅色。澳葉偽君子,葉可以

看出面對天空的;但可以看出不葉的跡象的時候呢?

16:4 邪惡和通奸後一代就有一個標志;及須給予並無跡象顯示會告訴我們,但該

標志的先知Jonas, 和他離開他們,並離開。」

耶利米書10:2“因此的方式,學習不異教徒的情況,並不感到不安的跡象,在天上

的異教徒感到沮喪;而在他們”。

馬太福音16:2,3並不包括在法典sinaiticus。然而,以下節在路加福音是:

路加福音12:54",他還說,這人, 當葉見一片雲升的西,立刻葉說,有一個淋浴裝置

;[492],它是。

12:55 ,當葉看到南風,葉選平說,將有熱[492];和它的通過。

12:56 葉偽君子,葉可以看出,面對的天空和地球的文明;但是,它是如何葉不認清

這一次?

雨往往與孫奇跡,和熱情南風可以來自一個非常熱門太陽。

的風來自西方,冬季來臨的雨季,來自東南風在夏季的沙特沙漠。有可能被太

陽奇跡八月十八日、30特2月12日、8月17日、31和32特特和8月16日,32特。有

帶雨雲層常出現的一個孫奇跡,也許要躲在鳳凰。同樣,一個孫奇跡時在8月的

孫站仍將意味著更熱。

《馬太福音12:40“Jonas是三天三夜的鯨的肚子;因此應人子,是三天三夜的心,

在地球的”。

這是三天的3x24=72小時當耶穌是在嚴重的,也許孫上升的西星期五晚上,晚上

的釘十字架,然後設置在東部--和扭轉孫天是不計算在內的一天的太陽在星期,



因為沒有上升的東方。或許是長時間的夜夜(星期五)和太陽在東長達7X12小

時,或7x180+84小時再晨曦在東星期六上午。或這是一個長期星期五晚上,這可

能會像今天的漫漫長夜的8夜的第一個長期的hanakkah。有的孫套在東在以色

列和設在東在中國以及12月13日,164,公元前的孫上升。然後在西星期六上午,

在東端的安息日的星期六晚上9時開始,然後在4月5日清晨,33特,在開始的第二

隻手錶、太陽的突然上升, 東。這將使三天三夜的釘十字架,仍然是星期五和星

期日復活日出之前,這是因為安息日的論據是,在夕陽和星期日已經開始。他說

:「傍晚的早上,是第一天”。

然後,孫可返回186天10個小時後,八月十六日(星期六)晚上九時,也許32特公正

日落之後,仍然在黃昏。星期六晚上八月十六日32特一年後,從8月17日星期五

晚上特因為32 31特是閏年。因此黃昏日落之後八月十六日(星期六)、32特是

整整一年365天日落之後,8月17日,31BC當 孫必須返回,那麼即使孫可能已是黃

昏,因此,它仍是安息日的論據。

撒迦利亞14:6",它應是通過在這一天,該燈須不明確,也深:

14:7 ,但它應是一天,須知道,神,而不是天,也不晚,但它應是如此,在晚上的時間,

則須輕。

14:8,並須在這一天,生活水域須出外從耶路撒冷;其中一半是對前海,其中一半

的妨礙實現海:在夏季和冬季不得”。

撒迦利亞14:16“和它應成為過去,這是每一個,留下來的所有的國家,甚至對耶

路撒冷應從每年的國王,崇拜,耶和華的盛宴,並保持對節”。

其中一些節14提到耶穌在撒迦利亞的再來看,28:17-22以賽亞。在黃昏日落的

太陽在以色列之間不斷上升,隻是這些山的奧卡諾根是10小時, 以色列背後的夕

陽,因此對以色列的上升是奧卡諾根,可能是在這裡描述,紅太陽站立在晨曦並遷

往冬晨曦立場和返回的夏季晨曦地位,走在一個直線約為60小時的地球。太陽

似乎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從8月16日在東北的冬季立場,在東南亞和返回兩倍

半克。在一般de las cosas Historia de Nueva Espana,BK。第七章,第二章:“當孫

來增加,當他迸發,他似乎是紅;他一直從方搖擺不定,方」。 因此,孫將從側面的

夏季晨曦立場的冬季晨曦立場三倍,在 60小時,每天黃昏在這種象形文字:





這是最後一天的盛宴,8月16日星期六節,第32特是所謂的大日子,宴,第22次,每

月的農歷年後,是一個奇跡的孫也許 8月17日晚,31特-兩年後,孫奇跡八月十八

日,30特。耶穌可能是從以賽亞書55:1 8月16日,32特。

以前是一個幾句詩:

以賽亞書12:54:“我將使你太陽”魯維斯

-這可能會被誤解的國王詹姆斯的 “我將使你Windows agates」的孫停滯不前

的天空,可能已被紅喜歡一個紅寶石離開每日珊瑚的同一線。然後,晚上還耶穌

被釘十字架,4月3 33特,月球是血樣可能已從太陽站立在地球的另一方,像一個

紅寶石反映在月球。此外,下一行,以賽亞書12:54:“我將會使你大門頭”疔舉行

時的孫失去其深輕染,看上去完全一樣燃燒煤。耶穌的神殿的神殿,像在以賽亞

書54:12,當他講這句話,可能是耶穌燃燒和閃爍創業板的輕的生命。

利未記23:36"七天葉應提供一個提供由消防耶和華:關於第八天應是一個聖評

議會告訴你;和葉應提供一個提供由消防耶和華:它是一個庄嚴大會;和葉應做

的事不從屬工作內。」

或許是8月16日,32廣告:范圍:

約翰7:37:“在最後一天,這一天的盛宴,耶穌站和大聲說,他說,如果任何一個男

人,讓他渴望來告訴我,喝。

7:38 他信說,在我,因為《聖經》哈特說,他的腹部須河流流量的生活用水。

7:40多人,因此,當他們聽到這句話,說,這是一個真理的先知。



法官5:19“國王;他們打來的;然後國王的迦南的戰斗在塔納赫的水域,Megiddo,

他們沒有獲得了銀牌。

從天而奮斗的明星20;從其課程與sisera打他們,Kishon河掃掉」,

哈巴谷書3:8"沒有燒耶和華對河流?是您對憤怒的河流嗎?是您對弗裡的海?你

乘馬匹;你戰車的拯救。

9B條裡,您有穿過地球的河流。

10,看到你;山區顫抖。這場風暴的水過。深給它的聲音和解除了他的手在高。

11《太陽和月亮仍然站在其住宅。在考慮到你的箭他們走,在你的光輝閃耀著

矛”。

喬舒亞、巴拉克和德博拉、基甸、打在同一天的歡呼和大雨,矛是槍刺入耶穌

的方面,流入了水和血。

或許是同一天:

約翰8:12說:「那悶耶穌再次告訴他們,說, 我根據我的世界:他說,followeth不得

走在黑暗中去,但須有生命之光」。

約翰7:51,隨後立即由約翰福音8:12,食品sinaiticus。也許孫站仍從約翰約翰7

至9日,和耶穌講這句話,孫站仍為60小時,然後或許是在同一天在安息日八月十

六日,32廣告:范圍:

約翰9:1",作為通過耶穌,他看見一名男子,他是從出生失明。

9:2和他的門徒問他,他說,師父,他犯了罪,這名男子,或他的父母,他是出生盲目

呢?

9:3說:“耶穌回答說, 既沒有哈特這名男子犯過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神,但應體現

在他。

9:4 我必須工作的工程,他說,寄給我,雖然它是天的晚上:[492]時,沒有人可以工

作。

9:5 ,隻要我在世界上的輕的,我的世界”。

約翰7-5月9日已被一個非常漫長的一天,六十多小時的日光。一個72小時的同

時,可在約書亞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10:12,耶穌是真的是希伯來語名字約書亞,

這意味著拯救。如果有-12 小時八月十六日,31,+36小時特2月9、32特和即時遵

循2月12-12小時,32特應+36小時額外時數,8月16日白天,32年的廣告,要增加一



個網絡的+48小時的長天。這些孫奇跡必須有一年前開始,八月十八日、30特

當耶穌在路加福音4發言的。如果下半年開始扭轉軌道二月十三日上午六時,必

須流動32特太陽的軌道,扭轉的孫186天10個小時後6時30分在八月十六日的安

息日的黃昏日落之後,也許孫站仍在60個小時的6時30分,立場模糊立場。韓國

隊有一個節日朱淑 意義大中心從一本書在32特的 金布植。它是一個節日的夜,

為期三天,少了大約8月15日這一點。去年第四季度上升文將在中國日落之後在

以色列,這是一個節日的月球在夜間,這將是中國在午夜12時,會看月亮從中國血

紅色。中國計算在內的冬至後一天前,該年歷。此外,八月十五日不能被誤認為

是因為它是關於該中心的中國年,我們使用同一公歷從1特對中國的配合,所以

我們與他們的日歷的日期,是確切的72小時。或許,60小時+12小時自然夜夜寫

出來,長的時間在八月十六日由這32特金布植。72小時,晚上是這三個同一天。

以賽亞書60:19" 孫須不小的更多你每天為亮度;既須月球給予輕告訴你:但主

須告訴你一個永遠輕,和你榮耀你的上帝。

60:20你孫應不再走;你也不應撤回文本身: 主須還是象你永遠不變的天燈,並對

你應結束哀悼”。

或許是同一天--仍然星期六、八月十六日,32特、或不久之後:

約翰福音10:21個“其他人說,這些都不是神的話語,哈特魔鬼,可以一個魔鬼打

開眼睛失明人士?

但是,必須要有一個孫奇跡也在月食在日落的時分,在十月七日,或許是一個32

特的一個日出日落之後,那就必須固步自封的太陽為36小時在月食4月3日,33特

179天之後,然後將需要有一個孫奇跡般的關於第十五天的kislew的農歷月月食

十月七日,32特和地球流入一個扭轉軌道的太陽,4月3日33特和地球的逆向流出

的軌道上的太陽,星期三,也許 後,10月8日32特已經日落西山,太陽亮度立即在東

在七倍,亮度的太陽在七倍,在10月8日出,32特、最佳我可以確定,可能會有一些

如雙目失明的擦亮他們望著太陽。不過,他的門徒在找到了耶穌身上沒有太陽

。

約10天之後的獻身精神將廟、kislew25,10月18日,32特。不過,該天的獻身精

神可從已從11月29日,31特,在敘利亞教堂的名稱kislew適用於第三和第四個月

的猶太人,從而可能有慶祝他們的獻身精神在廟的第四個月的第一個月,是一樣,

第七個月,因此將有490天從他們的獻身精神的第二個月在聖殿的kislew31 11月



29日特,耶穌受難日四月的3,33特。見E.J.布裡爾的伊斯蘭1913-1936年第一個

百科全書,第727頁。

約翰福音10:22",它是在耶路撒冷的盛宴的奉獻精神,它是冬季。

上午10時23和耶穌走在神殿在所羅門群島的門廊」。

耶穌的神殿是在於25日,星期六,kislew10月18日,有可能已被特32孫奇跡般的

10天前,十月八日,星期三,32特。

聖殿是再次星期六、十二月十二日,164bc。該天的太陽在十二月164BC也許

永遠不會上升而退到凌晨的立場,以色列的立場晚7X12小時,加上已經12小時,

夜夜。因此,八節的太陽。然後將返回的經絡, 在中國,7X12小時後,每天兩次,在

同一天,在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六)的後孫164BC:已返回一旦經絡,Hsin-元P'ing告

訴皇帝,他說:「我期望孫升至兩倍的 子午線.]" [在一天的時間後, 孫真子午線

的上升,再一次,因為這個緣故,皇帝改變他17日,他今年第一年, 大隸的記錄,第二

卷,第176頁。太陽可能已開始在東則上升對從西部地區的經絡,似乎在中午十

二時,地位上升,因此,太陽的經絡,再一次,然後在以色列的太陽, 將不會增加,然

後在出現的西和設置在東部的孫突然登上。那麼,或許從東精辟地想復活的早

上,下一天為星期日,12月13日, 164bc。

皇帝的玉鳥舉行一個紅珍珠的嘴。

有兩個月增加了Adar在33特。這樣就不會有Adar我第二,Adar、Adar III。沒

有一個機會,增加一個月的休假年49特在30至50多年的31特jubile。因此在兩個

月已將由二月在33特。

前一小時的黑暗的72小時的復活和長時間的夜:

約翰12:35:「那耶穌說告訴他們, 但一個小的,是根據與你走,而你們的輕,以免

黑暗降臨你:他說,他不何去何從他在黑暗中不格特。

36 雖然葉有輕,相信在輕,這可能是葉的兒童的輕。這些事情悶耶穌,離開,並沒

有隱藏自己從他們”。

一個例子是如何工作半軌道的179天便可看到兩者之間的一個月食的第一天

的盛宴的節和下列逾越節,其中有兩個軌道半增加了約一小時的時間淨失蹤。

有農歷十月十九日月食31特和4月14日,十月七日32 32特特和4月3 33特。它以

《太陽報》52分鐘圍繞地球的速度輕。太陽將成為黑暗。如果它採取了一個

小時,孫將旅行並由80%的速度,以及輕, 會有一個百分之六十時差。60%的52分



鐘是失蹤時間30分鐘。然後將陰暗的太陽約60%,我看到一個40%日食2002年7

月10日,下午六時,我希望通過一個太陽能篩選和看到的月球支付部分孫-不看

在直接的太陽似乎是100%。白天正常。30分鐘失蹤時間對地球上30分鐘 失蹤

時的太陽。因此不可能有淨失蹤時間。但是,孫不會成為在所有暗了下來,更可

能的太陽,前往99%的速度,是根據和太陽完全暗了下來。CERN已加速中微子

消失的速度更快的速度比輕,因此它是不可能為神動議孫的速度沒有重大後果

輕了,那麼這52分鐘的差距。然後30分鐘和30分鐘,60分鐘,失蹤的時間從兩個半

扭轉軌道是8分鐘。太陽必須旅行的速度為60分鐘的小太陽。如果前往西

36060分鐘,就必須旅行的額外 1/24或15西,將在下午一時一小時後立場。現在,

如果太陽的速度在繼續,輕的3/24,453個小時的價值地球的輪換,孫可以旅行的

速度輕60分鐘。然後就不會有淨額 失蹤時,隻會有三個小時到日落。因此,孫將

從中午黝黑的一個小時,似乎在下午三時立場,那麼一個觀察員說,黑暗會如此之

大,像三小時,也有三個小時才離開的天,如果從黝黑的太陽,中午12時至下午三

時在第六小時,是第六小時,並自晨曦,12PM的第九小時,是因為sinrise第九小時,

下午3時。

《馬太福音27:45:“從現在的第六小時,是黑暗的一切土地的告訴第九小時。

」

這可能描述一個完整的黑暗小時4月3日中午,33特,一個小時的時間來對付一

個小時失蹤的間隔時間在黑暗中。這使沒有淨失蹤時間。這三個黑暗的日子,

埃及:在Oracle 骨也許在吳儀的統治的時候,1280BC外流,可以將這三天黑暗

52=4月9日,1280公元前4月19日,《出埃及記1280bc。

他說:「從衣茂(52),每天早上有霧年初三火焰,然後吃的太陽、大明星,看到哈

吉11506”。

他說:「孫已喪生的天堂,和一個邪惡霧困擾著所有" 本壘打的行程 約公元前

這13世紀。

這是不可能的總Eclipse6月5日,第1302bc。6月5日,第二天,1302BC是

53,bingshen天。

不存在任何已知Eclipse日期,完全符合這種說明。

有一個可能這是從下一個orcle骨的同一天從類似哈吉數目。



他說:「在這段時間的夜從第七天緝思(第六天),(a)大巨星,旁邊是看到的火星(

或Antares哈吉11503b”。

七天的月球隻能是Antares如果孫是在秋季星座。一個孫奇跡的春天的陽光,

和將在秋季星座的七天,在夕陽和月球間接與Antares。這是紅和光明鳳凰。也

許鳳出現兩個動議,太陽和月亮。

有一個可能的《出埃及記是4月18日,1280BC.逗留到埃及的430次Sothis年從

2778BC=2349公元前4月18日,當時的《出埃及記1280BC自同一天,2349公元前4

月17日,然後將52 4月9日,1280十天前的《出埃及記,從而可能的日期,已在三天

的黑暗。這是佔卜顧。見力學問題在地球動力學甲骨片火焰。“三個吃的太陽

」的孫可意味著沒有上升,在中國,因此他們日出三成為飢餓和犧牲,這可能是類

似,或可在三天,在埃及,黑暗的第九次瘟疫。7X12小時黑暗的太陽,那就會繼續

留在地球的另一方,而地球旋轉超過3x24小時。隨後12個小時的太陽到達另一

方的地球和地球流入或出於一個扭轉軌道的弟子。因此,耶穌 sabbaton休息,一

夜的前七夜的復活和地球軌道的逆向流出的太陽。

他說:「孫-它已經通過它riseth不。” 紙四阿

《出埃及記10:21"和神告訴摩西說,還是象你手伸向天堂,這有可能是黑暗的土

地上,埃及,甚至可能是黑暗的感覺。

22和摩西延伸出他的手走向天堂;和有厚黑暗,所有的土地的埃及三天:

23日,看到沒有一個另一個,既不增加任何從他的位置,為期三天,但所有的兒童,

以色列已根據在其住所。

因此,在晚上七夜夜的釘十字架,可能有兩個半秋/冬軌道上運行,將需要一個小

時的黑暗,對付30分鐘和30分鐘的時間失蹤。這是因為地球橢圓軌道上。

就像耶穌受難日應黝黑的太陽為一個小時時間中午以色列/埃及日落時間,在

中國。

他說:「鳥佔是日嘉賢[51]有另一次月食中,應該是向?(崔浩,465)

5月的太陽西游earler180180天,有一半的軌道,早些時候天51,10月11日,第

1281bc。這也可能出現的一個中國,日食。然後再一次在四月九日,1280卑詩省,

在以色列/埃及時間=日落中午十二時在中國的太陽,可能都是圍繞著地球的360



度的速度輕。這黑暗突然對中國在日落的時分可被視為一個日食的兒童,因此,

以色列可以經歷了十分類似孫奇跡To The Sun奇跡的耶穌受難日和復活。

他說:「簽於天仁子[49]有志的太陽在天嘉賢[51]" (衣-TS'un,384)

志手段從字面上來看,「火」的孫可能已被七倍,亮度,走過的180西或許10月11

日的第二天,公元前1281 51。

以賽亞書16:3"採取律師、執行判決;使你的影子,晚上在中間,隱藏的正午;拋棄

的;bewray wandereth不是他,”。





此外,在6時20分時,月亮的夜晚上升,是一個月食的月球,必須紅寶石紅太陽而

停滯不前。因此,該文可能不出現血紅色的月食。月球可能看起來血紅色,反映

紅太陽地球的影子。無論是在月球上的一些,這顯示紅色煥發出或月球,其實是

光明紅寶石血紅色的太陽,也許與地球的自轉180動議和地球的冬季流出的半扭

轉軌道上的時間的月食。月球是在地平線上的月亮,因此可能已紅血後僅僅幾

個小時耶穌受難日太陽和月亮。因此也應站在天空仍至少12小時,可能是

SUN&MOON站仍為60小時,一夜72小時。-12小時,十月七日+60小時,4月3-12

小時4月5日,+10月9-33 12小時特=48小時。 夕陽將超過美洲在沒有書面紀錄。

和記錄的月食,開始和結束扭轉軌道,剛好有一半的軌道上的事實之外,不會透露

的月食持續超過12小時而不是一個小時。

有一個在中國的元宵滿月Equinox的韋納爾3月/四月,一個故事來源,是一個美

麗起重機-鳳凰-飛來飛去,從天堂與人間,燒玉皇大帝的城市,試圖殺死的起重機,

中國可能已經看到的天使神派動議Sun-鳳凰。希臘詞鳳凰手段的顏色的紫紅

色或紅色的太陽,也許是紫紅色像一個紅寶石當停滯不前和紅色上升時,突然在

東,中國還用這些顏色,描述了太陽報》,這是使用手提燈可從這72小時的黑暗-

中國也會遇到同樣月食4月3日,33特。燈會,為輕,經過這一長的一個時期,人們

就會出自己的住房。有一個清明祭清明節4月5日,在同一天,孫必須旅行180西

對中國的崛起的東部和在耶穌復活四月五日33特。 這是從天計算104冬至滿月

的。

然後必須旅行的孫東。然後,如果還在太陽報》(和月球)前往東同45,過去曾到

過西360度的太陽報》將會有權返回是它原先是,就不會有淨失蹤時間。這將意

味著太陽和月亮立場仍將在美洲和以色列為15小時,而不是12小時,或相反63小

時而不是60小時,這也意味著夜的釘十字架,有60多小時,耶穌復活,那就必須要

有超過60小時,星期五中午十二時,耶穌受難日(星期日)上午早些時候的適當方

式。因此也在我們發言的24小時在一天/夜數耶穌後必須有上升約90小時的受

難日以來的第三天。此外,有一個可能的太陽和月球圍繞地球的兩倍半,60小時,

和月食歷時60小時,和地球流出的扭轉軌道的太陽。

在一封信,本丟彼拉多斯他說: “和月球,就像血,沒有新意通宵達旦,雖然它是在

充分和明星和ORION發感嘆的猶太人,因為,在違背他們的承諾。」

http://bibleprobe.com/pontius_pilate.htm
http://bibleprobe.com/pontius_pilate.htm


耶穌復活後將在第三次晨曦在4月4日晚上九時,33特的3倍,72小時,24小時-三

天,星期五晚上,12小時,白天的突然天的星期六至日出日落之後第三小時。

《馬太福音12:40 “Jonas是三天三夜的鯨的肚子;因此應人子,是三天三夜的心,

在 地球的”。

路加福音23:56:“他們返回,並准備香料和油膏sabbaton天的休息;和根據該條誡

命」。



《馬太福音28:1"之後,在該日的第一,為即將來臨之際,日,瑪麗magdelene和其

他瑪麗來看墳墓”。

這兩個字sabbaton為安息日的論據是,這可能意味著,擴展區A Se'nnight=七夜

的安息日晚,因此開始的星期五晚上的耶穌受難日可能已經持續了七夜的7X12

小時,84小時,再晚sabbaton。因此,這可能是想第一節的太陽,沒有上升為八個晚

上。這是沒有上升,太陽為7夜加上目前正常第八天晚上,那麼從日落黃昏六星

期五,應108小時,然後在耶穌復活和突然晨曦兩小時後,因此從日落110小時,星

期五日(星期日)日出。喬舒亞的漫長的一天似乎是一個星期五,這一天,五個國

王吊在樹下,採取在日落和埋在一個洞的意義,在漫長的一天,可能是指向約書亞

的耶穌基督的意義。下列七個星期結束時,聖靈降臨節shavout宴客,在第一個成

果。一夜的7日是相等於七個星期的安息日的論據 天是天博阿茲。聖靈降臨購

買和贖回露絲的繼承權。耶穌贖回我們當他從死裡復活的星期日,在第一天的

50至聖靈降臨。聖靈降臨的天是聖靈的耶穌的門徒成群結隊的虔誠,男人被聚

集在耶路撒冷。

《馬太福音27:62"現在是下一天,followedg3326(575)天的編制、祭司長和法利

賽人一起,溫托拉多

63說,主席先生,我們記得,迷惑人說,雖然他還活著,經過三daysg2250(g5610)我將

再次上升。

因此,該墓大堂將64命令之前作出肯定的第三天,否則他的門徒來晚了,他偷走,

並 說的人告訴他,是復活:因此,最後錯誤應比第一個更為嚴重。

65彼拉多說告訴他們,你們有一個看:你去吧,把它作為肯定是葉可以。

66因此他們走,並提出了墓大堂肯定、密封的石頭,並設置 一個觀察。」

也許在這後一個安息日晚上84小時7X12,太陽在西和設在東區的關注。因此,

法利賽人。因此,迫切需要,印章的石的安息日,可能隻是一個幾小時,然後確定

的太陽 在東。一詞是天g5610山意義小時。因此,這可能是三天的一個小時後,

幾個小時的白天的黑暗的星期五下午3時至下午六時至4月3,33,有幾個小時的

日光特星期六,然後在幾個小時的日光再次星期日。同樣的Word,然後是g575

APO完成或逆轉的。因此,天以下的准備工作天,可能已是星期五的逆轉的太陽

,在西和降臨在東。

利未記4:13",如果全教會的以色列仙通過和愚昧的東西可隱瞞的眼睛,大會、

和他們做有點反對任何一條誡命的神的事,不應做的那樣,是有罪;

4:14當的罪,他們有罪,是為人所知,則該教會應提供一個年輕布洛克的罪,並使



他在會幕的教會。

4:15和長老教會須將其雙手放在了頭的布洛克在神的面前:和布洛克須殺害在

神的面前。

4:16和神父說,是受膏者須將該布洛克的血液,會幕的教會:

4:17和牧師須DIP他手指放在一些的血,洒,七次在神的面前,甚至在低垂」。

也許大祭司為以色列作出贖罪的釘十字架。然後,他是前表演的犧牲,韋爾韋

爾吐溫在租金是。還有7X12,一個七夜在一個。《sabbaton。

路加福音24:1說:「現在的第一天,這一星期,很早,g901 g3722來告訴他們的墓

大堂的香料,使他們已准備,並與其他一些他們”。

g901;深刻(作為走)或從字面上打個比方:-深, 很早。

從g939:從巴伊諾(步行);一個速度(基),是由隱含的),(腳:-呎。

也許是太陽落山的東審議通過了從西到東的安息日的太陽。然後,突然登上亮

。

從g3722相同g3735;黎明(如孫上升,上升的輕;延長莫恩:-一大早。

因此,它是寫得很早的時候了,因為在上午的太陽剛設置在東部,現在突然上升,

從東。

路加福音24:9"和返回的墓大堂,及從告訴所有這些事情告訴了十一、和所有

其他國家。

它是瑪麗亞,和10,喬安娜瑪麗詹姆斯的母親和其他婦女,與他們,這是告訴這些

事情告訴門徒的。

第11和他們的言論似乎對他們的故事,閒置,他們認為他們不」。

的理由,似乎是空閑的故事,可能因為sabbaton的星期五晚上7時報》較平時為

長,他們可能認為他們被閑置在這漫長的時間。

以賽亞書59:7 腳運行的“邪惡,和他們趕快脫無辜的鮮血:他們的想法是不公正

的想法;浪費和破壞是在其路徑。

59:8和平之路,也不知道;和沒有判斷在其往來:他們有歪路徑:凡格特內須不知

道和平。

59:9,因此是遠離我們判斷,既沒有確實司法超越我們:我們等待輕,但看到含糊;

亮度,但我們走在黑暗之中。

59:10我們摸索的牆上的盲等,和我們摸索,如果我們沒有眼:我們很容易跌倒,每



天中午在夜間;我們是在荒涼的地方死人。

59:11我們注重成果的年度所有想承擔,並悼念痛像鴿子:我們期待的判決,但沒

有人反對;得到拯救,但它是遠從美國”。

也許是一個長時間的夜的36歲或60歲以上的時間晚的耶穌受難日中午十二時

。因此,它應是24小時後,我們的主釘十字架上的第六小時的那一天,中午12時,

有黑暗。

以賽亞書59:19",應他們的恐懼的主名稱從西,和他的榮耀的上升,從太陽的敵

人。當會以同樣的精神,一個水浸的主應解除了對他的標准。」

也許在太陽的西在耶穌的部的孫上升。也許在西方吉迪恩的漫漫長夜,八月

十五日,1240bc。也許孫玫瑰之夜在西方的復活的太陽。然後突然上升在東部

的安息日(星期六)結束後在日落的時分,增加在東於晚上九時,突然變得十分。

吉迪恩的戰爭是前韓元的孫上升-精辟的東方。耶穌韓元以上的戰爭之前死亡

和復活的孫上升。因此,整個扭轉軌道年的漫長的一天從約書亞完成了《聖經

》耶穌。

也許孫套一般的夜晚,耶穌受難日。然後在6:30,是一個自然發生月食。也許仍

是為掩蓋月球站36小時、太陽和月亮動議540東為地球旋轉,然後在太陽西下,

仍然是,通過西東的天空,通過確定在東12小時後,太陽和月亮移動360。然後在

黑暗中的中午十二時十分渺茫的孫可通過,將頭東。以賽亞書59:10B款:“我們

很容易跌倒,每天中午在晚上」的黑暗中可提及這兩個當耶穌在十字架和黑暗

的暗淡的安息日當天,他們應已休息,以賽亞書59:9b“我們等待輕,但看到含糊;亮

度,但我們走在黑暗"。然後後三小時的孫套在東、孫自然上升,在開始的東的

第二次觀察。或孫精辟地走訪東 西和登上的突然從凌晨三時的立場,下午三時

位置,180然後4月2日,33特可能已像 孫撤退的前景,赫齊卡亞.太陽的降序從西六

日(星期日),然後在東上升。

以賽亞書38:8:“看哪,我將再次帶來的陰影的程度,一去不復在太陽下撥的阿哈

茲、十度落後,因此 ,孫翠鳳回到十個步驟,其中步驟,就走了下來。

然後在太陽的東。也許就像基甸耶穌回來之前死亡的孫突然登上在東部地區

。

傳道書1:5“太陽還ariseth、孫格特下來,並 向他hasteth地方出現他”。



這可能意味著孫上升在西和設在東,神的律法被帶回,因為它是在一開始就與

亞當和夏娃。

在以賽亞書58的快速時可能已是耶穌的陵墓和他的 弟子是齋因為他是從他們

帶走。耶穌從死裡復活的開始,在星期六晚上的第二次觀察。然後突然上升的

孫於晚上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十分立場。

賽58:10B款“然後須增加的不明朗,根據你 和你的黑暗的正午"。

一個生活復活。一個新的誕生。

以賽亞書66:7travailed之前她,她提出了;在她面前痛苦來到時,她是一名男子交

付的兒童。

66:8人哈特聽到這種事情?誰哈特看到這種事情呢?須地球將列在一天?或須將

一個民族出生在一次?因為一旦Zion travailed,她提出她的孩子」。

詩篇37:5“犯你方式耶和華;信托基金還在他;他並須使其能夠通過。

37:6,他須提出你的公義的輕,和你的裁決的正午”。

以賽亞書60:1"出現,Shine;你是輕,榮耀神增加你的。

60:2,看哪,黑暗的地球,並應涵蓋毛黑暗中的人:但是神應出現在你和他的榮耀,

須視為在你。

60:3和外邦人須來你輕、和國王的亮度,你的上升。」

使徒行傳2:19",我將休質疑在天以上,及標志在地球低;血和火、和蒸氣的煙霧:

20《太陽報》應變成黑暗,和月球的血液,在此之前,很明顯的主日來:

21日,它應是如此,任何人若須要求該名稱的主須得救了。”

使徒行傳2:37:“現在 當他們聽到這一點,他們是「在他們心裡,並說直到彼得和

休息的門徒,弟兄們,我們怎麼辦?

未來毀滅性武器的第九天來的第四個月,在八月四日,70特正如它已在8月 10日

,591bc。

使徒行傳2:42:“他們繼續在stedfastly的使徒的理論和研究金,並在打破的面包,

並在祈禱。”



Hoseah6,瑪拉基書4:2,以賽亞書30:26連接的太陽,愈合。人們往往雨在一個孫

奇跡,就有雨和歡呼的石頭約書亞漫長的一天,約書亞10:11和中國龍雷和美國

本土Thunderbird的可能性。有的孫升亮天一個短的復活日星期日,在這一偉大

和顯著天”。

以賽亞書30:26:「此外,根據《月球須按該陽光的陽光,並須七倍,由於輕的七

天,在該天,神bindeth因違反他的人,和healeth中風的傷口”。

Hoseah6:1",讓我們回到耶和華:為他哈特四分五裂,他將醫治我們;他哈特自己,

他將使我們團結起來。

6:2經過兩天將他重振我們:在第三天,他將提高我們,我們將生活在他眼。

6:3那時,我們知道,如果我們就知道了神:他要提出准備,早上;他會告訴我們,在

雨,因為後者和前者雨告訴了地球”,

2塞繆爾23:4",他須為輕的上午,當孫riseth,甚至沒有一個上午雲的投標;作為草

沖動的地球的明確光輝雨後”。

瑪拉基書4:2",但你們,擔心我的名字應太陽與愈合的義出現在其翼;和葉須轉

述,和成長為小牛的攤檔。

該文將在同一時間,可見的太陽,星期日上午,月球將直接以上時,星期六晚上的

孫套在東起中國,那就會停止旅行的太陽照東和180西上升了7倍和旅行的東關

於上午九時立場,也會反映上述文的陽光 ,猶如它是孫日晚上八時,星期六晚上,

西至設在西方旅行。

耶穌出現在他之後gallilee勝利後的嚴重的孫精辟和突然上升正如吉迪恩可能

已返回據galillee勝利後,他的前孫突然和出色地上升。

馬太福音28:10"然後說耶穌告訴他們, 不怕:去告訴我的弟兄,他們往加利利去,

並須他們看著我。”

在日落的安息日結束。然後也許孫上升很快日落之後:

詩篇50:1“全能的上帝,甚至神,哈特發言,並要求從地球的上升,直到太陽落山段

。

50:2,錫安、完善的美,神哈特燦”。



《馬太福音28:1",最後的安息日的論據,因為它開始的第一天到來之際,對本周

開始,瑪麗亞和其他瑪麗看到墓大堂。」

這是既日落和婦發運動可能意味著太陽剛設置在東部,現在是開始出現在東方

,基甸、孫可能有上升的西想它可能有的安息日的論據耶穌的陵墓。

法官7:19",基甸和100名男子,都是同他的,是告訴外的難民營,在開始的中東觀

察;和他們的,但新設的觀察:和他們的號角吹,剎車的投手,是在其手」。

《馬太福音28:1",最後的安息日的論據,因為它開始的第一天的到來之際,本周

開始,瑪麗亞和其他瑪麗看到墓大堂。

28:2,看哪,有一個很大的地震: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降臨,來到和倒退的門的石

頭,坐在它。

28:3他的相貌如同閃電,和他過潔白如雪:

28:4和恐懼,他的人員不動搖,並成為為死人」。

他說:「開始」,在黎明的方式,開始對希臘成長輕從一個根,意即照亮,晨曦可能

不像一個正常旭日初升的太陽,可能已光明,所以,即使在晨曦可能突然出現,但

也會有一個光明的黃昏的日出之前結束。此外,在安息日是星期六在日落的賬
戶。然後在彼拉多斯的信,可以正確地指出,孫傳出的第三小時,晚上則可能發生

。一個短天12 小時,適合地球早期的日歷。此外,基甸的短時天的太陽突然上升

後可能發生的孫套在東部的太陽。然後會突然上升至中午十二時的立場從午

夜的立場。突然晨曦於晚上九時在完的安息日會看到太陽,突然出現的三日(星

期日)下午立場4月5日上午,33廣告的時間,那麼耶穌復活可能已發生的第二,在

一開始就看, 就像基甸攻擊在開始的第二次觀察。太陽似乎上升十二生肖的通

過,一年的扭轉軌道。如果該圖的天空,是十二生肖的孫將增加在春季在東想每

一天上漲的太陽,年生肖。在我們正常的,他不再降,進一步上升,但返回。

以賽亞書53:11"的痛苦,他的靈魂他將看到光,並找到滿意”。

以賽亞書62:1"的錫安的緣故,我不認為我對耶路撒冷的和平、和為了我將不

休息,直至其轉述的公義的亮度、和拯救該盞燈,作為一個burneth」。

馬可福音16:2"和很早的一周的第一天,他們是在上升,直到該墓大堂的太陽」

。

死者從未看輕。因此,這首詩,以賽亞書53:11說耶穌復活。



希臘字上升的另一個辦法是用作逾越節的太陽,突然上升將會非常具有象征意

義的復活=上升的一個月。這被稱為開始的幾個月的外流,這也開始了新約聖

經》中的標記的太陽十二生肖通過從這天的復活節。這是要求不斷增加的太

陽,天空的春分後,就開始的新月亮Equinox韋納爾3月21、33特。因此,《復活》

四月五日, 33特,太陽是高漲和天延長。

約翰福音20:17:“耶穌說、 觸摸我沒有;我尚未登上我父親,但轉到我的弟兄,告

訴他們說,我登上父親告訴我,你的父親;和我的上帝,和你神」。

法官8:13"和吉迪恩的兒子,喬阿什返回之前從戰場的孫翠鳳就登上了()”。

路加福音24:13",看哪,兩人,同一天,一個村,這是從耶路撒冷叫埃莫約threescore

furlongs」。

路加福音24:17,他說告訴他們,何種方式的通信是這些,葉有一個,另一個,正如

葉走,是令人難過嗎?」

路加福音24:25告訴他們,他說, 澳傻瓜,和緩慢的心,相信所有的先知,也談到:

24:26 應該不是基督已遭受這些事情,並進入他的榮耀?」

路加福音24:29:「但他們限制,他說,遵守我們:它是傍晚,和天遠spentg2827。他

接著又說,在塔裡,他們”。

同一個詞是用來當克利'nog2827耶穌在 十字架,從而標志著一個自然不落,但

一個有針對性屈服。因此,孫屈服於西方在星期日復活的。

約翰福音19:30“當耶穌,因此已收到了醋,他說, 它是結束:和他bowedg2827他頭

上,並放棄了鬼。」

也許這一天被用在旅行已遠隻因為十二公裡的星期日復活是一個短光明的日

子。這是在太陽,前往180西僅在幾個小時。星期日是一個安息日的第一天,

在 後的五十逾越節的。因此直到日落的兩個不能旅行多於幾公裡後,便到日落

的兩個從埃莫12英裡因為這是在安息日之後的第一天的50,並能夠達成埃莫的

黑暗。

以賽亞書30:26:「此外,根據《月球須按該陽光的陽光,並須七倍,由於輕的七

天,在該天,神bindeth因違反他的人,和healeth 中風的傷口”。



如果孫西游1809 4月4日下午,33特的孫會突然增加的4月5日(星期日)上午九時

立場,33特,完成了180。但是,如果孫套在東、孫可能已在3分立場之前改變,標

題為西突然增加的東於晚上九時星期六,然後將由下午三時太陽位置。然後,將

是一個正常的下午3時至下午六時日落。然後,孫必須返回186天10個小時後, 一

半的孫上升軌道後,於下午六時十月九日,33特的6分立場和主張目前仍然在上

午六時十二小時,因此,孫元勛旅行180西在日落和突然增加在東部的太陽。然

後將旅行180與地球的自轉立場仍在上午十二小時。

的,明天可能是一個孫奇跡在上午六時十月十日,33廣告:范圍:

使徒行傳3:6",彼得說,銀和金,我沒有;但如我已讓我給你的姓名或名稱:在耶穌

基督的拿撒勒站起來走路。

3:7,他把他的右手,並取消了:他和他的腳踝骨立即得到力量”。

使徒行傳4:3"和他們埋手,付諸表決,直到他們舉行的第二天:它是現在新。

4:4howbeit很多人聽取了Word認為;以及有多少名男子約5 000名。

4:5,它是通過在明天,他們的統治者,和長老,士,

4:6和報大祭司,和caiaphas、約翰和亞歷山大,正如很多的人的親屬關系的大祭

司,是在耶路撒冷聚集在一起。

4:7,當他們已確定他們在中間,他們問,什麼權力,或以何種名稱,有葉這樣做?

4:8,Peter,充滿了聖靈,告訴他們說,葉統治者 和老年人的人、以色列、

4:9,如果我們這一天會審查了所做的好事的無能男子,他是以何種方式作出整

體;

4:10,你們都知道,和所有的人的姓名,以色列的耶穌基督的拿撒勒,其中葉釘十

字架,其中提出了神的人死亡,甚至從由他確實這名男子站在這裡你整個前”。

以下可能是一個長期晨曦、孫停滯不前的上升,在東、四月七日特:34

使徒行傳5:19“但耶和華的使者在夜間開放 監獄門,把他們帶出來,並說,

20轉,站在廟和發言的人,所有的詞句,這種生活。

21日,當他們聽到,他們進入聖殿教一大早,與教」。

使徒行傳5:29:「那彼得和其他使徒回答說,我們應該服從神而不是男性。

我們的父親的神30耶穌,其中提出了一棵樹上上吊和葉思樂。

他哈特31神與他的右手崇高的王子和救世主,將向以色列懺悔, 並對罪的赦免。



第32和我們都是他的証人;這些事情,所以也被聖靈,神人哈特給他們,服從他」

。

以下可能是一個孫奇跡,種種跡象和奇跡,也許部分的原因,這次地震。

使徒行傳4:29:“現在,我的神、觀其threatenings:和給予公務員告訴你,他們可與

所有大膽發言你兩個字,

4:30伸展出來還是象你的手,醫治;和跡象,並不知道可做的名字,你的孩子耶穌

聖。

4:31, 當他們祈禱的地方,如他們匯聚一堂是動搖;他們都是充滿聖靈,和他們悶

神的話語與勇氣”。

也許隻有兩個月增加了34intercalenary AD46特。然後逾越節的5月1月10日,已

46特。它是不可能的日歷,為兩個月回落。

然後12年後的第46特赫羅德已死亡,抓獲了彼得詹姆斯的晚上。也許前文的希

伯來語新可能已是12小時。如果隻有兩個月以來增intercalenary逾越節的4月3

33特,然後在逾越節已將1月10日第46特。然後逾越節的每月月底將在1月26日

45特,然後仍然是在以色列的逾越節月29日的最後一天, 在農歷月特結束以色列

的逾越節月26日第46的復活節。因此預計,使彼得赫羅德的1月26日復活節後

,46特,也許那夜孫動議180東和停滯不前的地球的另一邊為12小時 和地球流入

反向軌道。然後彼得是會有12小時額外時數,為夜的天使,幫助他逃生。

12:1"行為現在約赫羅德的國王,時間長了他的手,纏繞某些教會。

第2和他的兄弟,約翰詹姆斯死亡的刀劍。

3,因為他認為它高興的猶太人,他更進一步採取彼得也。(當時的天的無酵餅。

4,當他逮捕他,他把他在監獄,並發表了他在四個quaternions的士兵,使他;有意在

復活節,帶他出來的人。

5彼得因此被關押在監獄:但祈禱時根本不停止向神的教會為他。

6時,會使他赫羅德提出的同一天晚上,彼得睡兩個士兵,必然會有兩個環節:和人

員的門前備存的監獄。

7,看哪,耶和華的使者是在他身上,和一個輕燦在監獄:和他的上方,並於彼得提

出了,他說,出現了很快,他從他的手鏈脫落。

第8和天使告訴他,說自己圍住,並綁定在你涼鞋。等他沒有告訴他,他聲言,主演

你對你說的,並按照我服裝。

9和他走了出去,並跟著;和維斯特不,它是真正的天使所作出的;但認為他看到一



個理想。

10時在第一和第二次病房,他們的鐵閘,也告訴了該市告訴;其中開放給他們自

己的協議:和他們走了出去,和通過關於通過一個街;及立即離開他的天使。

11時,彼得是來自己,他說,現在我知道有一名擔保人,主哈特派他的天使,和哈特

發表我的手中的赫羅德,並從所有的人的期望的猶太人。

12時,他認為這件事,他來到這個家的瑪利亞的母親的姓氏,約翰馬克;凡被很多

人聚集在一起祈禱。

13、彼得考倒在門的大門,一個姑娘來聽,名為 羅達。

14時,她知道彼得的聲音,她打開的大門不高興,但在跑,並告訴如何彼得站在門

前。

15,他們說告訴她,你藝術瘋。但她不斷重申,它是即使如此,然後說他們,這是他

的天使。

16但彼得繼續敲門:,當他們已經開了門,看到他,他們大吃一驚。

但他告訴他們,打出17與手持其和平、宣布告訴他們如何神已使他的監獄。他

說,進入 休這些事情告訴詹姆斯和兄弟。他離開,並進入另一個地方。

現在,盡快18天,沒有一間小鍋的士兵,什麼是成為了彼得」。

8月1日,46特在中午十二時,已有186天10個小時後, 孫要下去。同一天的時間,

在同一日期後一年的40%日食在羅馬8月1、45特。

他說:「有一定是一個Eclipse生日,通過恐懼的困擾,因為有一個已被其他「,他

提出了一個公共通知,不隻是光會發生的時間和規模,和約,但也產生的原因,這

類活動。」

提到的日食特45的生日,在羅馬皇帝,克勞迪烏。

來自:迪翁卡修斯。

的生日是8月1日,克勞迪烏凱撒,是一個40%日食8月1日在羅馬45特。但是,這

種聲明可提到八月一日,46特。如果彼得是拯救了一天,每月的復活節/逾越節,1

月26日,46特,孫必須返回八月一日,46特。這次月食的八月一日,45特可能甚至

沒有注意到,隻有約40%在羅馬,日食的40%,如我觀察到7月10日下午六時,2002

年,不產生任何明顯的著色或敗壞的天空。皇帝可能已為人所知的孫必須返回

後六個月的漫漫長夜的1月26日第46特,人民也許知道,孫奇跡隻有12年前,然後

再一次,1月26日,以色列的逾越節孫奇跡,二月九日及12,特將已被採納的32的孫

奇跡,8月16日,32特。因此發表人StarZeroZZ StarZeroZZ作出法令的“通過恐懼

的困擾,因為有一個 其他「”,然後奇跡的太陽的8月1日,已解釋過46特將向該 人

http://www.mreclipse.com/Special/quotes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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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懼,在這項法令的騷亂。這樣就不會有任何進一步羅馬記錄孫奇跡,這是有

記錄一個島嶼,似乎在一次月食希耶拉的文月,在冬季的月食十二月三十一日,46

特。他說:「此外,該島奧雷柳斯維克托注意到在夜間出現在一次月食的月球

” 孫必須返回的1月26日的第47特滿月。或許是提到的是一個孫奇跡不是一個

月食,可能形成的島嶼希耶拉從壓力引發的嚴重程度的拉動的孫被拉環繞地球

一個島嶼組成,是要形成精神生活。

克勞迪烏是害怕的結果,孫奇跡,46特,在被叛亂的羅馬帝國,他下令一人口普查

的46 800次羅馬特和慶祝的世俗游戲,在今年6月4日,在英國的caratacus是叛亂

的46特和再次boudicca由女王在61特-多年的孫奇跡。

使徒行傳17:6"和當他們發現他們,他們不提請Jason和某些兄弟的統治者,直到

的城市,哭了,這些,都變成了世界倒也都是到了這裡。”

他們可能是看斗。北斗星通常點直直落在午夜十二時在8月/9月2,000年前在

午夜十二時,在冬季直線上升,然後再在冬季將意味著孫奇跡般的北斗星將點直

線下降至Arcturus公司在冬天晚上。因此,世界將 似乎倒了。

本標志的蓖麻和北河三星可簽署的《太陽的十二生肖的是,在1月,太陽從摩羯

座,雙仙灣-蓖麻和波勒克斯-在1月可以被認為是一個標志。也許這是該標志,它

是春天和 航行安全,從上帝。一個標志。太陽通常是在海狸和波勒克斯-杰米

尼,在7月/日。因此,一個孫奇跡的六個月後,將會在海狸和孫波勒克斯在1月。

保羅駛從馬耳他,或是在羅馬2月2月的62 61特或特。二月五日、61特可能已被

約當保羅駛從馬耳他,羅馬。有一個大地震的諾內斯龐2月5日,62 2月,特。有一

個主要地震和海嘯後,許多船舶,則不受保護的港口被摧毀,附近的西西裡。如果

這是前剛從馬耳他保羅駛,羅馬,將是一個不知道他發現一艘船舶上的標志。或

許是海狸和波勒克斯在1月/二月一日奇跡二月五日61特。然後,地震和海嘯,是

在二月五日62特是在一年後的孫翠鳳回到2,諾內斯是從第五的月13日在這次地

震是錄得的下午,在二月五日,62特,就會有一個短日/晚或整天/夜數的太陽,出現

在雙仙灣=膃和波勒克斯特2月5,61 2月5日,62,再次特和兩個孫奇跡七月十日。

61特,太陽是在簽署的蓖麻和北河三星在1月/二月隻能意味著有一個孫奇跡般

的標志,那麼,將會是公平航行和2月將在這種現在春。2月8日在船舶的航行的

春天開始,所以如果保羅駛二月八日62特,它將是一個幾天的海嘯後,二月五日

,62特,下一個 港口,然後在錫拉丘茲西西裡rhegium和 puteoli,受到重創的海嘯。

因此,保羅必須有一個幾天前駛從馬耳他的海嘯或一年前的海嘯。一詞指簽署,

標志著在太陽。因此,在海狸和 北河三星標志的時間一月/二月,這是對安全航

http://www.annalsofgeophysics.eu/index.php/annals/article/viewFile/4701/4787


行安全航行,從大約是2月8日和孫隻能在海狸和北河三星在1月/二月搬遷之後

180從摩羯座。因此,孫剛從摩羯座,海狸和北河三星將是一個標志,是2月和冬季

的開始,是過去和現在安全航行。

行為28:11"和經過三個月,我們在一個船舶離開亞歷山大,其中有wintered在該

島,其標志是海狸和北河三星”。

因此將在地球軌道的一個扭轉的太陽。保羅被判無罪,他在抵達羅馬,然後他

駛至與蒂克裡特。太陽必須返回六個月後,在7月,又一次,因此將流地球軌道的

一個扭轉的孫7月10日, 然後再一次的太陽和地球軌道進行反向流入的孫七月

十一日至2月5日下午,62特當孫必須再一次和地球最後流出的扭轉軌道和沒有

失蹤時間。

提多書1:5"這一事業留給我給你在克裡特,這一點你shouldest套在秩序的東西,

現正通緝,命運注定長者在每個城市,正如我已任命你說:「

提多書3:4",但其後,愛心和愛神,我們的救世主”的男子出現

似乎意味著,映照。或許有一個孫奇跡。保羅蒂在離開後他被釋放了克裡特羅

馬。也許孫翠鳳回到186天之後,約有七月十日、61特,並在天空突然和出色地

上升,並在上午的復活。然後返回的諾內斯的最後一個月的年1月和地震和海嘯

tsanami,可能沒有occurr隻是當保羅駛入。所以保羅可能有駛近二月五日、61

特。然後他說:「但其後,愛心和愛神,我們的救世主”的男子出現可能建議一個

有利孫奇跡般的毀滅性武器後六個月的第一個孫奇跡二月五日,62特。下列示

范說明這些孫奇跡覆蓋T、窩年5月,第一個孫奇跡已八月九日,60,61特,然後二

月五日特2月6、62、然後特,然後八月十日62廣告:范圍:







未來毀滅性武器的第九天來的第四個月的70特就像它在591bc。然後或許是

一個孫奇跡在70特-a標志的總毀滅性武器,因為它在591bc。神殿放火的黑暗的

黑暗,也許是一個突然日落。有血和火的9天,將出現在月球的黑暗血紅色,不是

輕微輕染紅月食血紅色,一個真正反映了一個紅色的太陽對地球的另一邊。

8月4日,70特是9月的農歷AV。一年前是有記錄的月球成為“血紅色和黑色

和 收到的其他紅顏色」,是一顆彗星的發現在同一時間,這次月食。據戴奧卡修

斯這是在第4次或每月7日,一年前是8月4日,69特附近的新月球。也許超過一銀,

月球是明顯的太陽和月亮的動議180和彗星是相當神的天使的移動的菲尼克斯

太陽。因此,孫可以動議八月四日,69BC和地球流入一個扭轉軌道的太陽,一半

。也許稍後在2月起,孫翠鳳回到軌道上,然後再遷往另一方的地球,因此提多書

是促使說:「我已經失去了一天”運動,在他征服耶路撒冷的《羅馬書》。此外,

積累了一半的時間失蹤扭轉軌道是24小時半的軌道。然後,稍後月 29、70特:“

即使黑暗的斗爭沒有結束。”那-可能意味著一個長時間的夜和突發旭日初升

的太陽,然後搬回八月四日,70特一年後的扭轉軌道地球流出的太陽。8月4日,星

期六、七十特是一個安息日耶路撒冷落在一個安息日,可能的,然後將太陽從天

上掉下中午和黑暗,它將會感到羞愧的月亮的紅色是因為它將會對羞紅太陽,在

中國農歷八月六日40, 10,591bc。因此農歷40天是真真正正農歷十天的第二天,

從中國得到的月球通行証的天的太陽。希伯來計算的從第一次出現的月球。

因此第十天,中國是第九天在以色列。

然後在這種黑暗的一個火炬被拋入廟,廟和耶路撒冷被摧毀--8月4日,70特。

我的祖先可能已被一名牧師在耶路撒冷的這段時間。

如何景灣的經驗一個長期日落感覺自己就像一個夢想可能是 搬回來後六個月約書亞的漫長的, , Sun
一天可能是在約書亞的戰斗的梅從中國。,

地球似乎已經走到一個扭轉軌道約書亞的戰斗的杰裡科。六個月之後約書亞

的漫長的一天,希伯來文的國家從孫停滯不前的其中一半的天堂,約書亞,那麼一

年的戰斗後的杰裡科的孫必須返回的戰斗的梅,也許從以色列人看見明星的另

一半的天堂,晚上,中國將看到一個長期的孫日落而站在以色列仍然在中午十二

時,中國的時間從國家的約書亞,是一個長期日落:



他說:「景灣的太陽報》或《月球。他進一步減輕與他金碧輝煌的四個季度,

西部地區”。

-這是有一個孫奇跡,太陽時,孫可能已經把10超過180,彌補了40分鐘時間,更失

蹤了,是對付 40分鐘的時間更久。然後景灣將見到孫套和明星開始走出

6:00,1239BC顯示2月7日在.../芳的行星。然後,孫站仍在中午十二時就以色列移

動180與地球的自轉。有一個6小時時差,中國從以色列。然後孫動議進一步10,

在所有的問題,是190退到了下午六時,對中國的立場的5:20立場的孫隻勉強高

峰期,以上的西方視野。六天以上連續文景灣。因此,沐浴在太陽和月球。因此,

這佔了10的失蹤日故事。太陽退10立場的下午六時至5時20 時立場,以色列將

在中午十二時孫孫設置一個在中國,這必須是年他成為國王,他打帝文鼎在

1239BC.景灣的夢想似乎從公元前,他是國王在1239。孫奇跡是一個標志,中國

的一個革命,因此需要景灣的人,推翻了上的殷商王朝。隻有二月七日,1239BC

或2月26日,1238BC適合所有行星和農歷路線的行星,在芳/Libra路線可能隻是

其中的行星,太陽奇跡般的期間提出的,中國期待著一個新的一個奇跡簽署了 一

個新帝王。有孫奇跡40年前在《出埃及記。約書亞並不是唯一的人獲得了勝

利,在梅,二月七日,1239bc。為景灣這是一個標志的一個新的時代,一個新的時

代,一個新的王朝的日期,1122,建筑小組景灣的兒子 吳,成為中國的皇帝是衍生

的配對 木星的出現,與明星。這是最佳11月13日,1194BC而不是10月3、第1142

公元前的日期,然後在周或周王朝的1122BC是1174BC.農歷日期配合每十九年

的日歷周期。中國的60年的周期與工程的60天。動議景灣的第一年,國王回從

1186BC,1239BC,你須動議周王朝和吳回52年來,1174BC移動景K,那麼你必須



'ang回2x60年來,從公元前第1006 1126公元前4年,那就隻有是從失蹤的周王朝

和吳在1174BC,國王K'ang在公元前1126。7年的37年來,吳清,隻留下這些4年。

同樣,3年多來文鼎從他twelfe年在公元前1239,9,吳儀和52,心也正是竹圖書記錄

在中國經典,1174BC。二月七日,1239BC可馬克的孫返回一年之後約書亞的戰

斗對杰裡科在約書亞的戰斗在梅,景文鼎的12次年當鳳出現在Mount K'e和景灣

戰勝他,景灣的第一年,國王和同一天,他的夢想:

他說:「景灣的夢想,他是衣著的太陽和月亮。鳳凰鴨相山K'E. 第一個月的春

天,在6日,五個行星起了一個方,然後一個男性和女性鳳凰走約灣的資本,寫在他

們的嘴,說:「皇帝的賢沒有原則,但壓迫和失調帝國的法令。這是很大移除:賢

不能享有它不再,強大的精神,地球已離開;所有的精神,是吹走,加上五個行星的

范圍內的所有方添上神採的四海”。

編年史上的竹書,第五部分的王朝的周第143頁,《中國經典

農歷新年的節日是從第一天的第十五天。因此,這是席間的新的一年。這是中

國記錄的第六天的太陽和月亮。從邏輯上應設置的太陽和月亮的夜晚天空好

轉,上述的五個行星,而同時有一個在天秤座/...在1月/二月當孫將

Aquarius/PISCES-...隻出現在東在晚上十時的6天月球!...之前必須確定上升,他

們不能被視為一起。.../芳/天秤座必須出現在西方人的日落到合適的情況,因此

必須有一個長期日落。太陽90芳/...在1月/二月號、第1239bc。事實上,太陽是

90遠離芳在第一個月的中國之春成千上萬歲!太陽動議180,它已被從室女星座,

那天晚上,Aquarius的太陽,通常是在1月下旬在Aquarius的六個。 天滿在1月/二

月一般都是在金牛座=孫,Aquarius。金牛座是180遠離芳/...。因此,太陽和行星

動議180。

如何可以汞,這是非常接近的太陽,是180度的太陽在遠離.../芳,形成一個5聯星

球地球?5星與孫奇跡。也許這是一個noteable孫能夠創造奇跡的中國,所有的行

星的出現,在夕陽西象限停了下來的西方天空,雖然他們動議180與地球的自轉

和太陽報》,12小時後,他們似乎芳/Libra當明星最後出來。該中心的70聯是芳

或Libra。此外,這可能是二月七日,1239BC的同時,將部分的一個孫奇跡般的行

星,留下的孫動議時在...180以東。

他說:「景灣夢想沐浴在他的太陽和月亮的......第六天的第一個月”

-一個長期日落和月球留直接間接費用的新的開始。春文.第六天的春季月球

是90東的太陽,月球的將會在東方地平線上述ajalon當孫是在中午十二時的立場



,將看到他們如果約書亞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是8月16日,1240bc。二月七日

,1239卑詩省,當孫搬回,是一個類似6天月球孫奇跡,也許是景灣的夢想。

喬舒亞指揮月球,故步自封的ajalon谷,ajalon谷,似乎是西方的溝壑。但是,目前

的情況下是東西方bethoron。因此,孫可能已被以上的約書亞吉比恩的權利和

第六天的東在月球上ajalon谷的約書亞的左手。ajalon可能意味著鹿或內存

(RAM)外地或支柱的月球。也許在舉行的支柱的溪谷上ajalon吉比恩的 Givat

Zeev移民點是建立在這個位置,你可以看到的第一季度約文的約書亞看到的月

球,天,我通過舊吉比恩領導下,然後從Givat Zeev和西南的下降,下降bethoron。

你可以看到像峭壁支柱之間在月亮,當局設立6日在西midsky文將在中國。

也許是一個孫奇跡耶穌的出生在同一第七個月猶太新年在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 ,

5月的關鍵是一個不尋常記錄月食,九月十五日、5卑詩省。

就業3:6"至於那一夜,讓黑暗抓住它,讓它不會加入告訴了天,這一年來,讓它不

是一個月裡的數目。」

以賽亞書13:8",他們須害怕:痛苦和悲傷應把握他們;他們須在痛苦的一個女人

,travaileth:他們須在一個令人大開眼界;另一個須為火焰的臉。

13:9看哪,天的神[492]、殘忍的憤怒和激烈的憤怒,把土地荒蕪,他應銷毀的罪

人,則是它。

13:10的明星的天堂和星座須不使其輕:孫須暗了下來,他要出來,和月球不得致

使她輕,照亮。

13:11,我將懲罰在世界的惡,壞了,其罪惡;和我將會導致arrogancy引以自豪,停止

,並將在於低的傲氣的可怕的。

13:12我將會使一名男子比純金;甚至更多寶貴的人的黃金比奧菲爾卡的。

13:13,所以我會動搖的天堂,並應刪除的地球,她的地方,在憤怒的耶和華,和在該

天的激烈的憤怒。”

夜的耶穌受難日是一個黑暗月食,月食是部分,它將不會導致血紅色月球,月食

可能有持續了60小時的太陽和月亮。如果站仍從地球的太陽,應為灰色紫和月

球看血紅色,停了下來,所以夜晚,不加入的天的時間,因此,經常在該日以繼夜的

長時間是上午才有。此外,地球的逆向流出的軌道,4月3日晚的太陽,33,特。然

後星期六晚上9時流入地球軌道的一個扭轉的太陽,所以這一天4月4日,33特不

是真的加入,其餘年的扭轉軌道。此外,當地球的逆向流出的軌道,進入地球的太

http://en.wikipedia.org/wiki/Image:GivatZeev6854.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Image:GivatZeev6854.jpg


陽,一天向後倒退的一個經常軌道。因此,據該運動在地球軌道繞著太陽有任何

跡象,星期六 或星期五,甚至是星期六的太陽似乎有所增加,而西和設置在東部

地區。

從墓harakhte horemheb:“隻有神的神,國王的上升;他在西方,他派出他美容」

以賽亞書60:1"出現,Shine;你是輕,榮耀神後上升你”。

就像明智,似乎黑暗,耶路撒冷是被燒毀,8月4日,70特在9日的影音、和在耶路

撒冷是被囚禁五月十五日,591建筑小組委員會的第九屆Av.

現在的記錄的月食,九月十五日、5BC:也許是一個有突然晨曦後出現的天使

的牧羊人在耶穌的誕生。就業說出這些話在作業3:6日時,他的出生時他經歷了

痛苦,還要花多少耶穌受苦。有記錄的一個月食後的晚上的快速的大祭司,馬蒂

亞斯問他親人,站在為他在聖殿的夢想是因為一個邪惡的月球。約瑟夫記錄是

血紅色。這表明了太陽而奇跡時,月亮的天空,常設仍在與太陽,應該出現血紅色

,這一馬蒂亞斯赫羅德的太太大祭司所作的兄弟。有一個微弱可能性這可能是

我的祖先是因為我y-DNA r1b1科恩可能大祭司至少60代前,30年的一代。這意

味著月食是後一個晚上的贖罪日--唯一一次的大祭司進入最神聖 的至 .赫羅德

這樣反感他有這樣大祭司執行。另一個馬賽厄斯曾在羅馬金鷹從廟。他也被

執行死刑。有可能是這次月食的同一時間在一個孫奇跡,孫奇跡般的一夜的復

活的理由。也許這是一天不認為,兩年前從這一日期是9月12日、7BC,一個幾

天之後的號角吹的盛宴的節,和新的一年。另外,因為這是對亭宴,動物也有外部

的牧羊人,因此他們看羊的牧羊人觀看。因此,或許他們發現羊耶穌在經理人在

席間攤位的9月12日、7bc。因此,沒有房間的旅館,因為每個人都應該是睡在亭

席間的攤位,羊在繁殖的牧場,8月底,有可能被突然晨曦在這一夜。

路加福音3:23“和耶穌開始約三十歲」,

希臘的全文耶穌"開始,如果在十年的30年”,然後將耶穌已經談到37當他站了

起來,引用以賽亞書61,在贖罪日、8月17日,31特。耶穌已將36當他是由約翰洗

禮,耶穌在30歲年齡的傳統,他進入該部和生活的受難日至3年半後,他將把35在

九月二十九日特開始安息年49。一年後,九月三十日特,可能是當耶穌開始約30,

而第35至36次年開始他的可能性。但這是意味著3x12年,一個duodecimal年齡,

九月三十日特他何時開始部時,當時他是12,留下來的醫生都問問題,並聽取了該

法在耶路撒冷,他將開始其第一個十年的12年duodecimal年齡。



新年伊始,公務員的贖罪日在八月/9月,從歷史上來看這標志著征服的約書亞在

同一第七個月,因此廉罪是以色列的國定假日的精神,因此是在新的一年三月/

四月和民間/政府在新的一年8月/9月。耶穌名字是其實約書亞,征服的約書亞8

月16日,1240BC一樣,耶穌後返回羅撒從齋戒和戰勝的魔鬼,談到以賽亞書61在

路加福音4,8月16日,29日第18次特,第七個月,當耶穌開始他對他部35歲生日時,

可能有的象征,18日的第七個月當耶穌誕生。有一個中國的孫奇跡記錄在8月/9

月29日特。

了解到了耶穌。

《出埃及記40:1"和主悶告訴摩西說,

40:2的第一天的第一個月的沙爾特你設立的帳篷,會幕的教會。

40:3和你所提出的,方舟 的証詞,並涵蓋的方舟,低垂」。

尼希米記8:2的牧師帶“和拉法的教會前兩名男子和婦女,和所有與了解,可以聽

到,在第一天的第七個月。」

然後或許是明智的人來自東可能對9月5日BC。然後Arcturus公司將通過直接

上述伯利恆在午夜十二時,在二千年九月Arcturus公司通常是指前直直落在午夜

十二時。但是,在地球軌道,現在在一個扭轉Arcturus公司將 會增加,在夕陽的東

和通過直接間接在9月的兒童。也許赫羅德思樂伯利恆兩下,在公元前5時,已經

兩年9月12日的孫奇跡7bc。或許有一個孫奇跡當約翰 浸禮會的設想是大約七

月七日,在公元前的8月底後的第七個月的盛宴的節,和一個孫奇跡6個月後,或許

當瑪麗設想的耶穌聖靈的約公元前1月1日開始,7,第六個月開始的民事新的一

年,在第七個月的開始。如果地球的逆向流出的軌道,在1月2日、7BC的太陽,則

可動議,在地球的阿瑟賽德 充分月球,逾越節、星期日、三月十五日、7BC或許

當約翰誕生。因此薩卡裡亞斯發言可能有一個孫奇跡的天施洗約翰出生和他

綁費用和professied的一個孫奇跡當耶穌將出生6個月後,九月十二日、7BC.赫

羅德死亡,3月30日4BC, 幾乎兩年半耶穌出生後,九月十二日、7bc。因此,孫可

能遷回三月十四日,在公元前4的月食和地球的逆向流出的軌道,當時的太陽,孫

可移動到另一方的地球和返回在六個月,如每隔3月15日、6BC和三月十五日、

5卑詩省,最後在三月十四日、4BC。然後在9月15日晚,在公元前5孫搬回和地

球的逆向流出的軌道上的太陽的同一時間午夜的月食有形和記錄從以色列的

。 Arcturus公司將出現在一旁的太陽報》,其中一套與北斗星指出,直直落再次

正常,這天晚上,兩年後,可在耶穌誕生的時候,月食赫羅德死亡的大祭司的天馬

蒂亞斯一天之後的贖罪。因此,月食九月十五日、5卑詩省,是因為它記錄了如



此長久,與月球血紅色反映一個為灰色紅太陽常設仍在其他方面的地球,比喻的

處決隻是一個前一天的活動,並與之相關的日期。如果這是耶穌出生兩年前9月

12日,7,公元前所發生的事情,兩年的大祭司稍後可能會因為這一天被認為不可

能。赫羅德已在瘋,因為這賢人回去過另一個方法。因此,他轉大祭司和兒童的

伯利恆在同一時間,孫奇跡必須與耶穌的誕生和Arcturus公司出現約9月12日 7,

公元前。

伯38:12:“你的吩咐,你天上午;和造成小,知道他的地方;

13日,它可能採取的翼舉行的地球的惡行,這可能是不可動搖的,它呢?

14它是打開的印章的黏土;和他們站在一個制衣。

38:31不能幫你綁定的影響,甜的七星、或鬆散的團伙的獵戶座呢?

32不能幫你帶來mazzaroth在賽季?或不能幫你指導Arcturus公司與他的兒子嗎?

阿莫斯5:8"尋求他的七星,maketh和Orion,和上死亡的陰影,進入的天上午,和

maketh暗夜:calleth的水域的海洋,和他們的臉poureth地球:上帝的是他的名字:

七星可能是北斗星、Arcturus公司與結束時處理的。

-打擊作出的第二天32:關於這一天我們應該履行你的儀式,以斗斗和花Orion。

使用這種。哈吉32253。

如果這是從文鼎Oracle骨的統治, 也可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天31和第二天晚

上,32天,北斗星正常,隻因為上一頁,夜夜地球已經在一個扭轉軌道後的第二天

晚上的太陽和地球將流入一個扭轉軌道的 孫又一次。

他說:「在6日,嘉湖[31]在夜間,月球是掩蓋。” (平扁57、何智11486)

他說:「簽的第二天桂思[30]詢問:“將有一個災難今天?”的第二天嘉湖[31]有

Halo[潤」 paiken2

簽的第二天貴思[30]是由鄭(可以武定:“如果孫志][繼續其Halo,今年將帶來災

難的嗎?”的第三個月。(建扁、5.17.3) 見 天文紀錄的商代甲骨、徐震濤,凱文

K.C.油和F.理查德斯蒂芬森。

他說:「他表現的吉祥的儀式在回應天上的跡象,第四個月,第一個月的夏季」

五月六日-6月4,165公元前第一個例子,在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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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Excel蔓延表的美國航天局月食日期的60天,他們的統治,武定後, 見Rich

Text Format 尚Eclipse日期

如果這是不武定,可以從文鼎的統治。第三個月的夏季是8月,因此這些可能是

一個記錄的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的第六天的月球,在天31,對於中國月球似乎掩

蓋,夜,孫常設仍然隻以上的西方地平線的24小時將變灰在以色列和中國。因此,

孫可以被描述為有志,Halo,任志也用於後來年齡,因此,可能這是在文鼎的統治

。

這種記錄的一個孫奇跡,斗的甲骨,中國約有1300BC將顯示一個非常類似的夜

空的牧羊人,會看到九月十二日、7bc。其中一些記錄可能沒有自然發生月食的

孫奇跡,但是,即使是有一天,60,賽事日蝕,可能真的那一天多雲。這將是天空的

夜空,孫奇跡耶穌的出生九月十二日、7BC.孫可來回六個月後,公元前九月十二

日、7年後又一個在羅撒-在頭一年的號角吹-9月14日、6和6個月後,公元前9月

14日、6BC和遷回九月十五日、5卑詩省和地球的逆向流出的軌道上的太陽。

Arcturus公司點的季節,在夜間出現時間的處理,在北斗星點,在午夜十二時,孫

Arcturus公司和弗戈前九月十二日,7卑詩省的太陽,然後移180和Arcturus公司通

過間接在九月十二日午夜,7bc。Arcturus公司將通過直接對伯利恆在午夜十二

時,在這種扭轉軌道8、9月,在兩年,至九月十五日、5BC當孫搬回和地球的逆向

流出的軌道,太陽的智者,然後在8、9月5BC Arcturus公司可能有隨後向耶路撒

冷和利和耶穌。因此,將前在耶路撒冷的孫搬回九月十五日、5BC甜的影響,也

許是甜的影響,在春天水果的孫通常是在進入Orion。也許甜甜的影響,影響生

活的基督時花,一個讓一個粉碎甜香的夜空。此外,在夕陽將見獵戶座以上通常

在4月,但是, 地球是在一個扭轉軌道的夜的馬。因此,夜 空當耶穌的禱告在花園

裡將會在德和Orion。因此該團伙的死亡;當耶穌從死裡復活,甜影響的永生在

耶穌的禱告。

馬可福音14:36",他說, 阿巴、父親、所有事情都是可能告訴你;帶走這杯從我:

盡管如此還是沒有甚麼我會,但你枯萎。”

耶利米書6:17:「還我套看守員,他說,在你的聲音聽的喇叭。但他們說,我們將

不聽。」

本標志的地方,指出"的 吹鼓手」隻是廟外的廟街角的步驟:







路加福音2:8"和有牧羊人在同一個國家在遵守的領域,守夜,他們的羊群。

9,羅、耶和華的使者來到的榮耀時,他們的神照射輪到它們:它們是害怕痛。

第10條和《天使說告訴他們,不要怕:對,看哪,我為你帶來喜訊的巨大喜悅,這應

是所有人。

你們是11日出生在該市的David A救世主,這是基督。

第十二條和本應是一個標志你們;葉將找到所包裝的巴巴著衣服,躺在一個經理

。

13、突然地, 在天上的天使眾多的歌頌上帝,並說,

14榮耀上帝,在最高,在地球和平、良好的人。

15,它對通過,作為天使被從他們進入天國,牧羊人說一個,另一個,讓我們現在甚

至還要告訴伯利恆,看到這件事,是來通過,它的主哈特公開告訴我們。

16,帶同倉促、發現和約瑟夫瑪麗亞、巴巴的,躺在一個經理。

17日,當他們看到它,他們在國外所知,說這是告訴他們關於這個兒童”。

五年的人口普查是羅馬據說從公元前8 7,公元前根據蘇珊.S.卡羅爾。

如果伊麗莎白設想後剛剛完成她的丈夫廟服務在結束的 第七個月的7月5、

8BC六個月,然後她可能已被新月亮公元前1月1,7,那就可能有構思瑪麗熱蘇斯

的聖靈在第六個月,約有1月3日、7BC=252天36周的正常懷孕,在九月十二日、

7bc。 然後將耶穌出生9個月後在九月,然後可以撒迦利亞進行的大祭司的職責

的最後一天的盛宴的節前五天,7月5、8bc6月19日,在公元前8時發言的天使加,

他在贖罪日的第六個月。然後,Adar、將12月30日開始,公元前九個月至九月十

二日7,7,公元前第二個月的Adar的農歷年初二月一日、7月BC。於是約翰浸禮

會的誕生本來可以在逾越節、星期日、三月十五日、7bc。

《馬太福音21:42:“耶穌Saith告訴他們, 並葉從未看過的經典,石的建筑商拒絕,

同樣是成為團長的角落:這就是神的事,這是神,乾脆在我們的眼睛呢?

21:43 因此說我告訴你,神的國度從你,並應採取的一個國家提出其成果。

21:44 ,無論何人須於本石須打破:但誰也須下降,它將磨碎他粉”。

更好地為理由, 可被判罰款面粉主現在較之理由粉當他返回的基石,可能有的

廟站的公司的人的土地帶來的成果,聖靈降臨在shavout,神父。我國祖先成為猶

太教士 的時間約為基督。所以我可以十分感謝神的憐憫。這項研究沒有提交

給學者,我不知道如何讓它將採取。我感到十分嚴重,雖然我並不聲稱有人交涉,

亞伯拉罕的很多在神的面前,他 是要摧毀所多瑪和蛾:



創世紀18:27“和亞伯拉罕回答說,現在看哪,我已在我發言耶和華我不過是塵灰

,這種"。

就業42:5“我也聽過你的聆訊的耳:但你現在排眼塞特。

42:6為什麼要我憎恨自己,和懺悔的塵埃和骨灰。」

《馬太福音21:23“和當他進入聖殿教、祭司長和老年人的人告訴他,他是來教

學,並說,你的什麼權力行這些東西呢?誰給你這種權力?

24和耶穌回答說:告訴他們, 我也會問你一件事,如果葉告訴我,我在想明智將告

訴你的什麼權力我做這些事情。

25 約翰的洗禮,因而它是從天堂,或是男性?? 和他們自己的理由,他說,如果我們

須說,從天堂;他會告訴我們,為何葉說不那麼相信他呢?

26但是,如果我們須說,男子;我們擔心的人;為所有持有約翰的先知。

27日,他們回答耶穌,並說,我們不能告訴。他說告訴他們,不能告訴我你的什麼

權力我做這些事情。

28 但認為葉?一些人有兩個兒子;他來的第一,並說,兒子,去工作,在我葡萄園天

。

29日他回答說,我將不:但隨後他悔改,和走。

30日的第二,他來說,同樣地,他回答說,我走了,主席先生,不去。

31 .吐溫沒有是否為他們的將是他的父親? 他們告訴他說,第一,耶穌Saith告訴他

們, 實在我說,你們 的進行和娼妓,走到神的國度你面前。

32 ,約翰是你們的義,和葉認為:但他不相信他的進行和娼妓:和葉,當葉看到它,

事後悔改,不 可能相信他,葉」。

的門是關閉的,不接受耶穌的權力。

馬克11:9"和他們之前,接著,他們,然後,大聲說,他說,hosanna;福是他的名字

,[492]在主:

11:10賜福的王國將對我們的父大衛[492],這在神的名稱:hosanna在最高的。

也許是耶穌的誕生是在公元前七:在公元前七約瑟夫.可能已出現在他的家鄉

在伯利恆,繳稅的人口普查,年根據蘇珊.S.卡羅爾。耶穌誕生了星期日,5月9月

13日、7BC,那麼耶穌受割禮的第八天,在9月20日(星期日),7,公元前的太陽,那就

可能已轉移到地球的阿瑟賽德突然晨曦在他出生的牧羊人,使輕,找到耶穌在馬

槽,那麼同樣,約翰出生將約3月15日(星期日),7,公元前第八天的關於受割禮和3

月22日(星期日),7,BC。於是約翰浸禮會的可能已設想約公元前七月七日、7月



底,在農歷月後的第七天,在贖罪節的宴時,撒迦利亞將其所有已完成神殿的服務

,然後將耶穌已設想的關於第三天的Adar、星期日、1月4日,公元前七天,252日(

星期日)晚些時候,是 9月13日、7bc。這樣一個孫 奇跡般的時間也許在伊麗莎

白設想,七月七日、8bc。然後180天後的孫奇跡約公元前1月4、7時可能已設想

耶穌,然後再孫奇跡約公元前七月七日、7和地球將流反向軌道的太陽, 太陽才

可以遷往阿瑟賽德的地球日、9月13日、7BC或許當耶穌誕生和星Arcturus公

司出現直接間接費用,那麼兩年後,仍在地球軌道上的改變,智者見Arcturus公司

將直接間接在午夜12時在九月,當他們尋求的猶太人的王。Arcturus公司將通

過直接間接的伯利恆公元前9月5日,那就必須返回九月十五日,5卑詩省和月亮

的夜晚將成血的月食。該文並未 出現明顯紅在一個自然發生月食。因此,太陽

會出現的同一塊紫一塊,離開每日珊瑚層,並反映在月球上的 、紅寶石血紅色,

因此赫羅德殺死了所有的男孩兩歲及根據因為Arcturus公司首次出現的明智的

人,因為它們涉及赫羅德、直接上述9月13日、7公元前兩年前,九月五日BC。

詩篇81:1“唱大聲地向神我們的力量:作出一個歡樂的噪音告訴上帝,雅各。

第2條採取了一個詩篇,使到此處timbrel、愉快的豎琴psaltery的。

3炸毀的新的喇叭,月球,在指定時間,在我們的庄嚴宴天”。

庄嚴的盛宴天的開始,是的盛宴的滿月的節,第七個月,因此在兩年後的第七個

月的滿月的大祭司已被處決的赫羅德。因此,或許這是因為耶穌的誕生是不知

名的同一天,這一年,因此耶穌誕生於一個穩定、公正的,當時的人將會維持盛宴

的攤位。星期日9月13日的第三是公元前7天的盛宴的攤位,節。

喬舒亞的漫長的一天繼續

紫日、和紅色和紅寶石孫

有可能是一個尋找証據,孫奇跡的珊瑚層的每日費用,真正智慧我們所有的價

格的智慧,是沒有錢,這是我們將和以後就像太陽Ruby,價格的古代珊瑚約十萬

元一公斤。

就業28:18“沒有提到須作出的珊瑚、或是珍珠:對價格的智慧是勝過珍珠”。

也許孫似乎紫作為一個中國的記錄,心如在孫奇跡,141BC當孫可能已變灰。

他說:「在最後一天的第十二個月(11 ),2月141BC戰斗,太陽紫出現倒退。五個

行星的動議,守衛的星座T'AI-偉文通過,該中心的星座T'ien-T'ing” 大士的記錄,

第二卷,第213頁。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什麼太陽可能顯得像而停了下來,天空對約書亞,這兩個在

八月十六日,1240BC和2月7日,1239bc。這是一個例子,一個如何紫孫可看的。

輕的輕頻譜紫完,不Radiate多熱。因此,人們期望這是它們的顏色時,太陽的孫

停滯不前或增加西,不熱的一方的地球。盡管如此,地球必須接受熱從別的保持

相對恆定的溫度,甚至是無形紫外光,可能是一個部分,這可能會引致眼睛不損害

。這是無形的紅外線輕,伯恩斯在您一個洞眼底。圖片採取的一個美國航天局

的衛星紫外光,文景銀是黑點的孫公司:

也許這是紅色的太陽紅色的太陽,突然登上在東方,例如基甸或許是在公元前8

月17日12時40分,從紅。輕及紅外線完輕頻譜熱原因之一,因此將期望太陽是紅

色的太陽報》訪問時東西方一段很短的日子隻有3或4小時,那麼這一方面,地球

就 會收到熱它通常會在收到12小時。這紅外燈將會引致眼睛損害。至少不會

在太陽的天空,長期盯著它,這是一個例子,一個紅色孫振宇:



在Word的太陽,

法官8:13"基甸返回的前,孫。」

孫=卡爾-即'

從h2775(顯然在意義上的一個紅磚用於刮);一隻陶片,這是一個陶(隱含的)的姓



名;在耶路撒冷的一個門:-東。這是“赫雷斯”的城市他居住在Joshua改名為

timnath赫雷斯=部分太陽報》,這可能是一個合適的名稱後孫奇跡他成功地要

求在神的面前。

這是,也許是紫色的孫上升時,在西在11時至中午十二時的立場,並逗留24小時,

然後設置在東部的太陽是紅色,那麼也許像紅磚上升時,突然在東在晚上11時或

午夜的作家。因此,法官會說基甸返回的前紅色的太陽突然登上東。它已被假

定吉迪恩開始之前返回的孫玫瑰。但是,由於額外36或60小時基甸可以抵達 的

前孫上升。

以賽亞書30:26:「此外,根據《月球須按該陽光的陽光,並須七倍,由於輕的七

天,在該天,神bindeth因違反他的人,和healeth中風的傷口”。

詩篇37:5“犯你方式耶和華;信托基金還在他;他並須使其能夠通過。

第6條,他須提出你的公義的輕,和你的裁決的正午”。

詩篇121:5說:“耶和華是你的老板:上帝是你在你遮蔭右手。

6.你的孫不得由天,也沒有月亮的夜晚。

瑪拉基書4:2",但你們,擔心我的名字應太陽與愈合的義出現在其翼;和葉須轉

述,和成長為小牛的攤檔”。

何西阿書6:2:“經過兩天將他重振我們:在第三天,他將提高我們,我們將生活在

他眼」。

路加福音1:78"通過投標憐憫的神;即從高的小哈特訪問美國,

79,照亮,他們坐在黑暗和在死亡的陰影,以指導我們的雙腳成和平之路”。

這是孫突然上升,在東直接上述立場。這是在過去的緊張,那就可能發生這種

孫奇跡在約翰出生,也許在逾越節 3月15日(星期日),7,公元前有可能是一個太陽

。然後奇跡六個月後,有一半的軌道後,耶穌的出生9月12日、7公元前的第一個

孫奇跡,也許是耶穌的誕生的理由。因此,明智的人看到他星、Arcturus公司上

升,在東 在9月12日、7bc。因此,這些話可說已是耶穌後出生或預言的孫奇跡,

但是,到了耶穌的誕生。

《馬太福音17:第2條"之前,如他們是:他的臉並光芒四射的太陽,他是白過的輕

」。



地球軌道傾斜度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太陽在中午十二時的立場,在以色列開始約書亞的漫長的一

天孫奇跡。注地球的軸心是指出約18離太陽報》,這是1月/二月的正常傾向。

地球的軸是指出極星1239BC和不移。地球是不變。



看到以色列的太陽旋轉的點擊 這裡。注太陽的孫點不旋轉,面臨著地球的結

束。在太陽的奇跡喬杰裡科或梅12小時後採取的另一方的孫正面臨著地球的

太陽旋轉,在25天。這動畫描繪的孫繞了地球的戰斗,也許在2月7日,1239BC梅

為約書亞一年後的第一個約書亞孫奇跡在杰裡科,雖然你會看到以色列停留在

中午十二時的立場,太陽就像它並在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你將看到的第一個地

球繞著太陽,扭轉移動順時針方向行駛。然後,孫移動的輪換,留在地球的中午,

以色列立場,然後你會看到地球流出的扭轉軌道的太陽。地球正左轉繞著太陽,

像正常。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的太陽還涉及約半的地球,地球的自轉12小時後,仍在中午

十二時的立場而不是以色列。現在你可以看到太陽已走在保持地球的同一季

度。

在這場戰斗的孫梅,可能有停滯不前,這12小時。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一個3D星球Java applet程式:

你可以動議和傾斜地球等行星正如太陽將傾斜的行星的公轉當它搬上落,使地

球在同一季度在這種Java applet。

芒特埃爾曼:

2corithians4:6"神、人的指揮燈,照亮了從黑暗、哈特燦在我們心中,給輕的知

識,上帝的榮耀,面對耶穌基督”。

加拉太書3:5“因此,他說,給你的精神,和worketh奇跡,你們中間行他的作品,它的

法律,或由聆訊的信仰呢?

2哥連泰斯3:9:“如果慈惠的譴責是光榮、很多更確實的慈惠義超過在光榮”。

在以色列

-太陽往往與愈合。太陽提供了最大的維生素D,這是非常重要的是保健和治

療。第三天標志著突然晨曦在東 要有一定要有5 8月17日上午,1240bc。同樣,“

小”是指晨曦並提到以賽亞書9及其說明的戰斗,基甸。因此,"小"可提到一個相

似程度和亮度的突然晨曦5 8月17日上午,1240公元前的小可,也提到一個孫奇跡

般的日子,在4月5日(星期日)耶穌復活33特。因此,突然和輝煌晨曦法官8:5月13

日上午發生在復活。

《太陽報》今天中午在戈蘭高地的以色列9月18日,2010年。





《出埃及記34:10"10,他說,看哪,我提出一個《公約》:在所有你我會做奇跡

,例如在所有尚未這樣做的 地球,也沒有在任何國家:和所有的人的工作,你將看

到神:它是一個可怕的事情,我將做你。

11觀察,我命令你,你這一天:看哪,我驅動器之前,你的amorite、 南、赫梯、和

perizzite、和hivite、和場」。

他說,“奇跡”(弼^我)強烈的名,前面有“修女”命令,(懇求)。「奇跡」,是令人費

解。指定或宇宙奇觀或歷史成就 代表以色列.........外,是不尋常,超越人類能力

的奇跡......這是至關重要,是不正常的,除非是莫名其妙的展示神的護理或報復”

。

馬克5:19“howbeit耶穌遭到他沒有告訴他,但聲言, 回家,你朋友,並告訴他們如

何大事的主哈特做你,和哈特憐恤你。

5:20,他離開,並開始公布在德如何大事耶穌為他做了:和所有人都感到驚奇”。

在陡峭的山丘 的gadarenes凡當魔鬼進入豬、豬二千跑入水,淤塞。豬消失了,

魔鬼消失了。軍團在他心中權:







申命記29:29秘密事物屬耶和華我們神,但這些事情,都顯示屬於告訴我們,我們

的兒童,為以往任何時候都是我們可以做的一切的話,這項法律。」

上帝如何做,是他的秘密。但是,我們現在所知,這意味著,該運動的太陽和地球

。基本要素,我們了解太陽和地球,我們的世界和上帝的力量。

耶穌希伯來語名字是約書亞,征服的迦南的船長 ,我們的拯救是總結:“你愛已完

全被征服,我完全還是象你”的第一個孫奇跡當未來入許的土地可能是一個早期

晨曦,屆時約書亞在杰裡科:

喬舒亞6:15",它發生在第七天,他們年初上升,在即將來臨之際,繞過七倍的城市

。

16日,在發生的第七次,祭司的號角吹,和約書亞說,大聲喊的人的上帝!給你的城

市。

20和人民的號角叫道,發生爆炸,並與它發生時,聽到人民的喇叭聲的人,大聲喊

喊了一個很大的牆,屬於它的人;和來到城市,每一名男子,他的公司,抓獲了城市”

。

《出埃及記34:22",你看到的盛宴的周的第一個成果,小麥收割的盛宴,並在四

年的目標。

他說:「在這一年的結束”是指“新一輪、電路的時間或空間”的“革命”-

“T”qupa-強時的。

在開始時從尼散月每月約書亞進入土地的承諾,可能已有六個月後的第七個月,

在8月16日,約書亞1240BC征服迦南。

神知道地球環繞太陽和很有可能摩西和約書亞太知道這是結束。這一年的秋

天收割的8月/9月在杰裡科,這將是關乎時間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的戰斗和對德

布拉和巴拉克和吉迪恩8月16日,1240bc。“在第一天,一個聖評議會和第八天,一

個聖評議會”,我猜想,將不需要有一個盛宴的節的兒童,如果以色列順從神的旨

意,他們將在許的土地已被征服它的盛宴的節,是為紀念亭的盛宴,在曠野四十年

。

利未記23:36"七天葉應提供一個提供由消防耶和華:關於第八天應是一個聖評

議會告訴你;和葉應提供一個提供由消防耶和華:它是一個庄嚴大會;和葉應做

的事不從屬工作內。」

約書亞約會的漫長的一天在中國的紀錄。



一個月食在日落8月29日,1352BC: 「經過七天的時間,在從基偉(56),每天天庚

申(57)月球掩蓋了。” 有兩個題字,也許是同自然發生月食。這是應該的月食將

在八月十四日,1166bc。“這些專家在現代天文學可以計算時間和日期,所有早

期月食非常准確的結果,考慮從甲骨文和資料推斷出一起,這一年的,月食已經被

確定為1166bc。”-這是公然虛偽。

他說:「如果,月食記錄實際上是指,這次月食於8月14日,1166卑詩省,這是最有

可能正確,那麼吳可以不可能開始周王朝在1122卑詩省,因為有八個國王之間的

賢景,這次月食和吳。明確inscriptional証據顯示,該規則在這八個國王遠較44年

”。

他說:「至於普遍存在的這些8賢國王發表我估計,我已在中國,基於証據的題字

,它是我認為,這些普遍被至少140年長”。

劉xueshun

這是因為國王武定誰統治達147年前 下跌的殷商王朝在1174bc。

景灣的夢想,2月7、第1239BC可能是當他是中年和在對抗景文鼎,那麼從文鼎

的12次年號、第1239BC將景灣的第一年當鳳出現在Mount K'E6個月後的長約

書亞那一天孫站仍為約書亞再次在這場戰斗的梅。

“35次周文王年,1次,每月13日,在宗教bingzi滿月的國王宣布,「很多.........日月

食是不合時宜,你應該開始規劃的繼承。” 衣周淑。蕭啟杰。Ch.17 這必須是月

食 明顯隻是日落之後在中國9月23日,1205BC13 60循環。

他說:「他在23年,他被監禁的總的紅豆杉在西勒”。

中國經典的,第三編年史上的竹書,第110頁

德仙的第一年是1226bc。然後他23年是在這個1205BC當景灣被監禁,也許就在

他的聲明,他說:「食是生不逢時”,監禁將可能在景灣的聲明。

然後,前文鼎chonology1250BC-1235BC必須是在吳丁1402BC- 1343BC如果按

時間順序排列的竹書之後,最好的測試,這將有下列月食: Oracle骨Eclipse v.

在文鼎的12次,每年收集鳳山K'E. 中國古典名著。第138頁。

所有的片適合的戰斗,可能會對梅景灣的夢想,二月七日,1239BC當孫翠鳳回到

一年的戰斗後的杰裡科。然後文鼎統治1235公元前3年來,那就Te-益統治9年

,1226bc。然後Te-仙統治52年來,武帝1174bc。



景灣的第一年應該是64年秋季之前的殷商王朝的農歷日期。如果武帝是

1174BC,然後65年早於公元前第1174是1239bc。

他說:「在吉-兩天(第1天)在過去1個月的秋天,一個紅鳥馮來與一個在其書面

嘴,付諸表決,在門的Ch'ang」。

中國經典的竹書,第三,在周王朝,第143頁

這次紅鳥的鳳凰,必須記錄在公元前第1194。這可能是第一天,11月13日星期五

,1194bc。當所有五個行星是明顯的芳/天秤座在日落:







10月9日第1142BC是1月的最後一次農歷秋季開始,10月2日第1142卑詩省的行

星。但是,不致於在芳/1142BC不能將這天秤座和權利的日期。Ch'ang是景灣。

國王灣死亡的1186BC仍然活著,在公元前第1194。因此,一個孫奇跡11月13日

,1194BC將解釋一下這種記錄的紅鳥,無疑是由鳳凰的范圍內。

在德仙的第32年有這樣的記錄:

他說:「一個紅色烏鴉照明的祭壇上的精神,在該土地的周”。

中國經典,竹書,第140頁

從字面上「紅鳥」的紅鳥的紅色鳳凰可能會有這樣的記錄,也有一個地球五起,

然後方可在附近的行星,太陽位置搬過去芳在開始時的孫奇跡的孫是在芳11月

13日,1194bc。

他說:「在甲子,1天的太陽和月亮,是想與玉annuluses和五個行星,像珍珠聯系在

一起,在國王的曙光即將來臨之際,吳達穆耶市郊尚和隨後的天堂的命令在懲治

國王的商周的刀片。因此,這些武器不流血和所有在天國是釋然。」

東亞繪,第241頁。

這是書面的1135卑詩省,但必須1194bc。因此,這是第一天起行星的同一天, 紅

鳥出現的菲尼克斯太陽,也許是暗淡的足以看到五天的行星,陽光。這是對地球

是反映出的行星轉為黯淡,但陽光是不變灰。如果在公元前第1142為中國,看到

所有五個行星一旦這將有時間,中國是下午一時以色列每日上午七時,太陽在上

升時,當時的行星,“而失去秩序”和“堆在一起在一個坑」的孫奇跡就像在景灣

的夢想,最有可能的路線,11月13日,1194BC當孫翠鳳回到180至芳/天秤座。七

年後在1186BC景灣的死亡後:

他說:「當周武王襲擊了國王的商周的彗星,似乎和招標”的處理,賢

東亞繪,p.107.

孫奇跡,155BC, 149BC和142BC是七年之外,因此有可能是Sun奇跡每七年。

詩篇74:“我們看到我們沒有任何跡象:沒有更多的美國也沒有先知:任何,他如

何長”。

這種活動可能推動了搜索:“雖然一開始就一天的到來之際,是一個地球五聯發

生在黎明,一個新的開始,春文,並將真正開始,所有的周期,他說,日歷庄家,這一刻

也將一個理想的起點計算天、幾個月,年期和行星。」

中國日歷

http://manetheren.cl.msu.edu/~vanhoose/astro/0001.html


這一事件的第一天,一起的農歷月上午六時失蹤的日期是唯一的春天,這是在

秋天。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就不可能是一個新月球上,因為這是明顯文景灣的

夢想。甚至不可能在春天的天,因為聯是在六天月球。可能鼓勵了這些奇跡的

13世紀持續到公元前尋求1280特當他們結束這種神奇事件以前從來沒有發生

。但是,有一個星球上五聯記錄在公元前1059年表,竹書,而這確實是出現在天文

學方案,年4月起,然而,錄得芳、...,當它是在thesky180走在金牛座,那麼這

1059BC日期必須是錯誤的日期,1122BC是確定的部分,這起芳九年前在1135BC

據稱灣死亡。這將使它約公元前第1142時是木星附近芳在低地球軌道的行星

。但是, 同時,很難的。

也許這聯9年前在1186BC國王灣死亡是一個孫奇跡,1194卑詩省,就像兩個可能

出現在1179BC太陽是一個孫奇跡,孫移動180東方或西方。

49年周期的出現在公元前458,490年4月3日,耶穌的死亡,33,特尼希米的牆上,完

成了在澤爾士」從477BC20多年,然後把這個周期的49年周期可能已開始在

1194卑詩省,也許在這個孫奇跡,或當孫翠鳳回到一年後,1193bc。

他說:「在他(皇帝Te-仙的1179BC)48次年,E山羊

(如精神動物-多姿多採懷疑)-是看到一起出現。兩個太陽。”這是由於被征服

的4年前的中國,國王灣已死亡和友成為對所有的中國皇帝,E山羊也許就像在麒

麟的麒麟。

這顆彗星或龍常出現的一個孫奇跡。

他說:「經過他的魚燒的犧牲,並宣布這項活動,天堂。羅!火從天而降,並由超過

王呃,逐漸浮走入一個紅鳥一樣,有一個穰的嘴。在糧食是在紀念tseih王子的美

德,是一個吉祥火從天反應,燔祭的魚。友接著向東和攻擊 顯示,.."

中國經典的,第三編年史上的竹書,第144頁。

另一個翻譯:

他說:「為太子FA已經爬到中間的流(Stream)在他的船,一個白魚進入它的國王

跪下來,把它了。他接著的銀行和燒毀,在犧牲,天堂。所有的杜克斯說:「這是

吉祥!'. 第五天,是一團火球從上述後裔的,直到來到國王的房子,並有溶解到一

個烏鴉。其顏色是紅色;它的聲音是平靜和決定;五倍,是把一個穰......」。



他說:「當國王的何,吳正橫過一個白魚跳進他的船在中游。國王吳彎下身去,

撿到的,用作一個犧牲後,過境點,有一個消防中下來降了下來,從上述的屋頂,國

王的住所和轉變成一個烏鴉。其顏色是克裡。其呼吁,他說:「p'O-P'O-P'O”。

在這次會晤的封建領主人在孟欽編號前沒有任何八百。封建統治者都說,他說:

「周可以直罵!」王吳邦國說,他說:「你不知道的神聖使命。他不能直罵,但”,

然後他撤回了他的部隊和回家。」

大隸的記錄,第一卷,第60頁。

落下來的火警,火警可能是一個球,一個火球,往往伴隨著孫奇跡的紅烏鴉在注意

到,好比「火鳳凰的起重機”。



也許景灣的夢想是二月七日,1239BC

他說:「景灣的夢想,他是衣著的太陽和月亮。鳳凰鴨相山K'E.第一個月的春

天,在6日,五個行星起了一個方,然後一個男性和女性鳳凰走約灣的資本,寫在他

們的嘴,說:「皇帝的賢沒有原則,但壓迫和失調帝國的法令。這是很大移除:賢

不能享有它再強大的精神,地球已離開;所有的精神,是吹走,加上五方添上神採

行星的范圍內的所有的編年史上的四海。”的書籍,部分的竹王朝的第五周的第

143頁,中國經典

約書亞設想的漫長的一天

也許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是8月16日,1240bc。

喬舒亞10:13B條,「那孫站仍然處於的天堂,哈斯特德不走了一整天的時間"

他說:「走」、「屈服」也就意味著返回。因此,孫可能回到了東方地平線上,

如果到了這一天,可能是Sun留在中午十二時的立場,24小時。

喬舒亞10:12A條“孫立場你仍在吉比恩;而你呢,月球上ajalon」。

(吉比恩的31:50緯度和經度和約書亞35:10 10英裡西 ajalon谷。

Givat Zeev移民點是建立在這個位置,你可以看到的第一季度月球,或雲,約在約

書亞看到月亮的這一天,這是2006年4月8日10月在下午四時,這並不是建議提交

人的照片在Givat Zeev支持這論點。月球隻是上升8月16日中午12時40分,在公

元前的六天月球。約書亞面臨著南在“走,貝-賀-關於")

喬舒亞10:11",它對通過之前,他們逃離的以色列,並在不斷下降,beth-賀的,該 主

主演下大石塊後從天堂告訴他們azekah,他們死去,他們更多的死亡的歡呼,石頭

的人比他們的以色列兒童轉用刀劍。

當時的悶約書亞12日在主的神交付前的你的孩子,他說,以色列的立場看,你仍在

以色列,孫吉比恩;和你的文在寅ajalon」。

喬舒亞指揮的太陽和月亮,立場仍在不斷下降,beth-賀的。他說:「屋宇的洞穴-

bethoron的通行証,是一個困難的部分,從耶路撒冷的海路之間的高層和低,或是

陰bethoron距離的1 3/4 英裡的後裔,700英尺。其後的山溝,擴大低bethoron出谷

的aijalon」劍橋聖經、聖經字典、Beth-Horon。

http://www.bibleworld.com/aijalon.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Image:GivatZeev6854.jpg


太陽或許直接南對他的右手和月球設置在他留在該 河谷的ajalon-很像第六天

的月球作為記錄的景灣,中國在日落2月,一個網站使用Google地球描繪這場戰

斗在一個陡峭血統,南方幾英裡西從吉比恩從平原鎮對面bethoron。

拉馬塞繆爾墓:



在左側你可以看到的隻是高原西北約書亞,追逐你的後裔,因為要 看,將會面臨

的下滑,在西南bethoron。這一切都發生在小面積最接近吉比恩。在一個荒蕪

的權利之間的道路,吉比恩(公路)是在以色列archeaologists是挖痕跡的運動,天

約書亞,對於左上角是特姆納-赫雷斯的約書亞,這也可加載赫雷斯在談到你的

意思。埃雷斯的太陽。

要查找北從拉馬,在塞繆爾的陵墓,吉比恩,一個非常小的城鎮,在該中心剛剛低

於。





這裡,你將看到下調的bethoron。這是下這陡峭山坡上,面西南的高原結束時,

約書亞提出他的要求,神的,是現代城市的bethoron的左上角,在西面臨北約書亞

後裔,然後對bethoron形容這裡的北上的山溝。







谷的開辟了以下aijalon谷,向接駁的南谷的小兵立大功。約書亞必須已南行駛

時,他要求,上帝,太陽和月亮,故步自封。

詩篇44:3",他們得到的土地不擁有自己的劍,也沒有自己的手臂節省他們:但你

右手,還是象你的手臂,和你的臉,因為你贊成告訴他們。」

這可提到的右手的約書亞指揮的太陽。“根據你的臉”,可參閱亮度的神來為自

己辯護和動人的太陽,天空中的固步自封。歡呼和雨可能已過去了,因為在哈巴

谷書3:10,10:11Joshua的歡呼。不過,亦可與太陽的奇跡:

耶利米書10:12"他哈特的地球,他的權力,他哈特成立的世界,他的智慧,和哈特

伸出天由其酌情決定權。

當他13uttereth他的聲音,由於有大量的水域的家伙,他在使該蒸氣升的目的,從

地球的;他maketh著雨,和神的風提出了他的財富。」



也許約書亞在進入河谷的ajalon當他指揮的太陽,立場仍在吉比恩和月球,故步

自封,東部的溪谷ajalon。一些建議月球的是,在西ajalon。但是,該命令是月球,

留在月球。如果是設置在東部地區,這必須是一個為期六天月亮!然後179天稍

後在二月七日,1239bc6天的是,文景灣。

從東北面bethshemesh。你可以看到紅塔: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山泰伯。吉迪恩、和巴拉克和德博拉追逐甸下山。

喬舒亞10:11",它通過,因為他們逃離以色列前,在去bethhoron、神主演下大石

塊後從天堂告訴他們azekah,和 他們死亡:

法官5:20:「他們爭取從天上的星星;在其課程sisera斗爭”。

以賽亞書9:4“為你的枷鎖,打破他的工作人員的負擔,和他的肩膀,棒的他,因為

在壓迫者的米德延天。

9:5,每一場仗的勇士的喧嘩、服裝、滾血;但這須與燃燒和燃油火的”。



流星雨的答案可能是神對五個國王的追逐,喬基甸甸、巴拉克和德博拉追逐。

熱門殞星可能造成的森林大火。殞星可能會被拖入的路徑的地球的太陽,都是

圍繞著地球的。

此外,太陽在西午夜後不久,在午夜後是地球的小行星其道路上面臨的舉動,6萬

英裡左右一個小時的太陽。在8月初我們現在有群淋浴。「最早的記載perseid

活動是來自中國史冊,凡有人說,在36特“超過100個流星飛到那裡 的."' 今天上

午 在31-33特有幾個孫奇跡,可能會使流星雨,地球是在一個扭轉軌道自二月八

日,1240bc。這樣的一半,8月軌道後,地球是在正常行駛persied立場8月在扭轉。

因此,以色列民要見殞星色彩的天空跨越前太陽在西方,他們可能目睹了殞星遵

循神的軍隊,罷工的你,他們在吉比恩和達成的最高襲擊。吉迪恩可看到淋浴

100英裡的同一北進一步在同一時間,然後再歡呼這兩個地方的風暴,閃電。

路加福音10:18",他說告訴他們, 我看到撒旦的閃電從天而降」。

芒特塔博爾:



赫齊卡亞的標志



二王20

5",並再次告訴赫齊卡亞船長的人,因此我的上帝,David你父親,我已聽到你祈

禱,我看到你哭:看哪,我會撫平你:在第三天的房子你去告訴了的耶和華”。

6“和我將 告訴你天15年;和我將提供給你和本市的手中的亞述王;我將捍衛自己

的利益,這座城市的排雷和我的仆人戴維的緣故。」

8"和赫齊卡亞說,直到以賽亞書所須的標志,神將愈合,和我,我應轉到了第三天

的神的房子呢?

9和以賽亞書說,這你簽署沙爾特神,神會這樣做,這件事,他的影子哈特說:應向

前走十度,或轉回十度呢?

第10和赫齊卡亞回答說,這是一個小點的陰影,走十度:啊,但讓影子返回落後十

度。

第11和以賽亞書先知喊道:耶和華和他的影子帶來十度落後的,它已經走了 下

來,在撥號阿哈茲」。

2國王20:8至10日在希伯來語MP3播放機



他說:「在他(王尹氏)第二年(312 BC)在該國的TS'e, 在地上,衡量 的長度的太

陽的影子較長的時間超過10肘,是提升了肘”。

詹姆斯萊格說:“我們已經看到過”的性質,是為較長的時間再延長真手段或突然

較長的時間。中國古典III,第175頁

Ch'在擊敗Ch'u丹楊在312bc。 大士紀錄、卷7,第149頁譚楊孫傳播手段。梁惠

王的Ch'在公元前死亡,311,也許他是被在簽署本孫奇跡。

因此,影子可能已向前邁出同樣的一個簽署關於阿哈茲的死亡。



耶利米書6:4"編寫葉戰爭;對她產生,並讓我們轉到了中午告訴我們,悲哀!一天

的陰影,格特走,為的是晚上伸出」。

死海滾動1qisaa 11-44完整、1qisaa 38:1-22,1qisab 38:12-22。(同一帳戶是

在 以賽亞書38 和歷代志下32:24:“在這些天赫齊卡亞是病人的死亡,並祈禱耶和

華:和他悶告訴他,他給他一個標志

5月的太陽有退,過去的曙光立場和主張,遠遠低於地平線上,3x24小時,或這是

一個長時間的夜當赫齊卡亞哭了起來,祈禱。所以當以賽亞書問赫齊卡亞的影

子,應在孫前進10步驟或落後10個步驟,這可能意味著每一次整個天空。太陽可



能有上升的西赫齊卡亞及設置在東在結束三天的黑暗的太陽。然後突然上升,

可能有精辟的東屆時赫齊卡亞痊愈的標志。然後赫齊卡亞也許就像今天上午

的復活。因此,孫動議東7x180和增加關於第三天的東。因此赫齊卡亞簽署的是

類似的黑暗中的三天的休息弟子sabbaton-一個星期五晚上七夜的後裔和太陽

從西到設在東,星期六,然後在太陽的東突然和精辟,復活星期日早上的復活,可

將之比喻的療傷的七倍。 孫突然上升,從東的陰影,從而將這兩個倒退再向前10

步驟=180度,因此赫齊卡亞可治愈了一個由七倍太陽在晨曦經過三天的黑暗,一

個標志,復活的。

太陽的影子的晷撤退後,一開始,在中興在東方的陣地,被比喻為神作赫齊卡亞

純粹作為一個兒童生活在每天的生活,他為神。

《箴言》4:18:「但該道路的公正的 ,是光明的,直到shineth更多和更多的十全

十美日”

他們一開始的晨曦,作為根據正午陽光的燦爛,永遠是一天,耶穌拯救了永恆。

32:25:「但赫齊卡亞變得不再根據所做的好處告訴他,他的心是取消了:因此,在

他身上,並在猶大怒,耶路撒冷”。

後五天的新月亮的四月十二日,711BC可能已被聖靈降臨在感謝提供是強制性

。

以賽亞書38:8:“看哪,我將再次帶來的陰影的程度,一去不復在太陽下撥的阿哈

茲、十度落後。因此,孫翠鳳回到十度的程度,它已經走了下來。



死海滾動案文,文中用斜體:以賽亞書38:8"見現在,我將作出的影子的步驟的 上

層 撥號的阿哈茲、標記 的夕陽,返回落後10個步驟”。

也許是很高的撥出的太陽,撤退到開始的撥號上東方地平線的從西方視野。或

這兩個字可能會要求 (第一個三封信是一樣的高層和在希伯來語)也許暗示神

已赦免了罪孽,扭轉赫齊卡亞的這種疾病,因此,他說,扭轉了過去和給他的一個

孩子的心。盡管如此,一個高層晷可能標志著之間10個步驟的太陽和落日的家

。

大賽的滾動:以賽亞書38:8:“看哪,我將會造成的陰影,返回的程度有所下降,在

晷上阿哈茨 的孫落後十度和孫翠鳳回到十度的程度,已下降。」

以賽亞書38:13:「我估計,到早晨,作為一個獅子,所以將他打破所有我國骨:從

天晚上,即使你難道要我作出一個完的。

也許這一天,孫套在東,開始一個新的一天上午,返回的立場,然後在一天,第二天

,第三天,赫齊卡亞痊愈和頂禮膜拜的神殿的。

以賽亞書38:17:“看哪,我對和平有很大的痛苦:但你愛我的靈魂交付它從坑的

腐敗:為你主演我所有的罪孽落後於你回來」。

以賽亞書38:22“赫齊卡亞還說,什麼是標志,我須走上了神的房子嗎?

http://www.ao.net/~fmoeller/qumdir.htm
http://www.ao.net/~fmoeller/qumdir.htm


這些步驟可能是要在撥號的阿哈茲。如果你可以想象的孫降臨的橄欖山,在東

部地區的 背景,在地平線上的陰影下,可能標志著10個步驟。同樣的孫降到了西

可能標志著對這些步驟10。後牆,在西方,不存在。因此這些聖殿教步驟可以作

為一個晷,甚至有可能是 一個gnomen在中間,撥打的阿哈茲蒙上陰影,這些步驟

。這些都是為人所知,所採取的步驟的詩篇,二度的教學步驟。這些都是在耶穌

的神殿,如:





15的歌曲,詩篇120-134度被認為已被書面的15年的主已延長至赫齊卡亞,成攀

登10個步驟上升到廟前,由10詩篇赫齊卡亞可能標志著10個步驟的 孫撤退。其

中有13詩篇一起在一個古老的兩個集團的死海古卷,最後兩個其他地方找到。

詩篇120 121 123 125 126 128 129 130 132和134被認為已被書面的赫齊卡亞,詩

篇122 124 131 133是大衛和詩篇127所羅門年代詩篇130可承受的相似之處,赫

齊卡亞祈禱和孫回到上午的立場。

也許這美麗的門神殿:







赫齊卡亞打下良好的腳,在他的床,這些步驟。這些步驟可能是在阿哈茲的孫

撥十個步驟,然後於4月19日(星期日),711, 公元前,孫可能已上升和卓越的孫赫

齊卡亞暴露在輕可能找到治療和上升到寺廟這些步驟。

有評論的約書亞記是改寫的,當時的sennecherib清家,在現場的孫 奇跡的赫齊

卡亞似乎幾乎完全相同的太陽,在西星期五晚上,也許仍在中午十二時常設24小

時,然後設置在東部地區,星期六的太陽,然後突然和精辟星期日早上屆時以賽亞

書痊愈的關於第三天的活動。他們可能已經恢復的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當時

的約書亞記在711bc。然後再在這些事件的cruxifiction和復活神。

中國記錄的孫扭轉從日落到經絡的:

懷南子六四

看到中國的左(上下、右至左:懷-楠梓200人住在公元前約漢的上升,寫權力。

這一事件之間必須有某個時候發生515BC和450BC.可能這是圓,或者477BC當

他成為皇帝、或470BC當他死了,銀河不明顯,中國在公元前504。也許孫站仍

在中午十二時前一 天,504BC和長期的黃昏銀河不明顯的是中國的孫子。呂楊

是在初平王人死亡,515BC--共同的日期為結束以色列對被關押。不過,中國必

須有看到同樣的事情,或許在711BC,當孫退回到天亮,赫齊卡亞和中國經絡,公

爵的呂楊引述吳景在1174BC當他征服中國,這是同一周王朝。國王吳開始他的

運動1月27日第1174BC和完成其征服。中國的第四個月,在5月,王紹爾也被選

中,也許可1122BC.小麥之,可在山中和在5月初,約旦的河。這是吉勒蓋勒在約

旦谷小麥收獲。在吉勒蓋勒將約公元前5月4日,1122聖靈降臨。皇帝清逝約在

公元前1130-1126bc。一個孫奇跡隨即將意味著應該有一個新皇帝在中國的人

。這表明,以色列人犧牲,這是聖靈降臨:

1塞繆爾11:14說:「當時 的人,到塞繆爾,讓我們去吉勒蓋勒,並重申王國的存在

。

11:15和所有的人前往吉勒蓋勒;並在那裡,他們提出索爾國王在神的面前,吉勒

蓋勒;並在那裡,他們犧牲犧牲奉獻的和平;和在神的面前有索爾和所有人的以

色列感到歡欣鼓舞大大”。

塞繆爾12:16說:「現在因此立場,看著這件,其中主會做,你的眼睛。

12:17,它不小麥收成,天?我會請耶和華,而他須發出雷和雨;葉可看到,看到你邪



惡是巨大的,你們做看在眼裡,主,在問你一景。

12:18,Samuel稱為耶和華,耶和華派雷和雨,天:和所有人民十分擔心耶和華和

Samuel」。

這可能是時間的孫扭轉當國王吳搖著矛的夕陽:

他說:「他在十二年,(第一年的王武帝)領導的部落的西和王子,攻擊賢,並擊敗

顯示在曠野的米。他在自己手展示囚犯的大樓,在南丹,進入參與的光明任命天

堂」,

中國經典、編年史上的竹書籍、44頁。

1174BC“當國王吳征服景鄒殷商,一個掃把星似乎和招標的處理,賢。”》Ch.15

一個例子,一個weilding矛:

“公爵,632BC晉文王戰,是關於鄭在文朱,一個掃星出現的國家,astromical朱。

朱weilded其處理,在考慮到聯檢組的范被問到這。他回答說:“在做斗爭結合在

一個掃把星,一舉措,相反,它取得勝利”論衡Ch.5

因此,或許太陽在西和設置的,那麼吳東搖著 矛的太陽,然後在陽光燦爛的東方

上升。這可能是同第四個月,吳返回和犧牲在廟。從太陽奇跡,1194BC9年,景灣

的死亡。11年,吳興國的第12次,每年1174BC當吳成為皇帝。

第五天的農歷月是聖靈降臨,從五十天15天是農歷5天,50-聖靈降臨,從而可能

這可能是天的聖靈降臨在1174bc。在中國經典說,它的光明任命吳收到的 天堂,

在第四個月的月是可能的聖靈降臨。

太陽上可能已扭轉以色列jephthah時表示,1178BC約當國王吳前往戰斗的殷商

的皇帝。然後,在中國,是吳發動戰爭的孫扭轉還和吳說出這些話,成為中國著名

的孫possiblility。有一個奇跡,1178公元前國王可能的情況下,吳當他“把握一個

黃金岳”。然而,在公元前國王1174吳下降,打擊在看到太陽奇跡。然後再一次

當這公爵的呂楊發動戰爭的孫可有扭轉還促使他再一次復述他的祖先金湖。

埃是女王和妻子,在第十個月,塔貝澤爾士570bc。因此,孫奇跡,這一天的太陽在

中午十二時看到立場後退的到來,在以色列立場的太陽在西=在中國的崛起,西

至中午十二時的立場在中國。元=呂楊人死亡的統治後的七年,他可能已躋身

中國在一個奇跡寶座時孫澤爾士還登上寶座的persion在477BC和圓成為皇帝

。



有另一個時間的國王時揮舞一槍,這次彗星對一個:

他說:「當晉文公爵約國王的斗爭的朱鄭在文,一個掃星出現的星座在空間的國

家的朱。朱揮舞其處理,在考慮到聯檢組的范被問到這。他回答說:“在做斗爭

結合在一個掃把星,一舉措,相反,它取得勝利”。

東亞考古、第111頁。

大約在這個時間喬賽亞是國王所作的猶大清除那些來自猶大偶像明星,掃的龍,

可能是上帝的榮耀。

然後在139BC這是書面的,你看到的,在離開,為中國的皇帝,皇帝的,現在的漢代
:

他說:「金湖的左手把握一個黃金悅(古代的精密武器,在一個hook)他有權擁有

一個白色旗幟鮮明,謙虛地說:“沒有一個在全世界都決不會損害我!」隨即微風

艾滋病的運動的浪潮。呂 楊公爵和韓關系難戰爭激烈孫日落適用矛和Swang

孫,呂楊扭轉三檔。他們[金湖和公爵的呂-楊]已保持其性質不變,保持其

genuiness和避免傷害其人,當他們會見了危機和被迫的困難,其實質與合並天堂,

如果它們尚未開始擺脫其起源如何,他們不可能取得成功,那麼在所有其經營!

」

他說:「長前,黃帝言(黃帝2698BC)管轄下所有投標實力與天堂。泰山點了點

頭,就在一旁,太陽和月亮皇帝是能夠管理和作出的法律的人的生活。皇帝的規

管齊下賢和楊、分攤的長度的季節和糾正的日歷的數目,分男子和婦女和杰出

男性和女性動物、明確的區分這些以上和以下和分類的崇高和共同的行列。

他一直從沉重的強有力的薄弱和許多從壓迫少數的人,履行其壽命和不符合生

不逢時與死亡的有利時機成熟,收獲,沒有任何損壞的災難,一百人正直和沒有利

益。這些以上和以下的和諧和不挑剔。法律和命令是明顯的是,沒有混亂。部

長們熱心公益,而不是部分土地柄沒有違背,卻不願和漁民並 不超過爭吵深-水

渠道,人們並不適當地離開了沿公路和價格是不固定,推動市場的大門,在內部和

外部城牆留下未鎖定了,都是免費的小偷和強盜。窶相互yeilded貨物老百姓,每

個其他和狗、豬吐出糧食和小米的路邊,都是沒有攻擊性心中。隨即,太陽和月

亮照亮了純璀燦和明星和星座沒有離開其課程。風和雨來了一個應時時報》

和《五穀豐收增長的成熟。虎、豹不咬罔顧後果地與猛禽不隨意罷工,男性和

女性鳳了超過了院子和麒麟流浪在農村地區,飛行了綠龍的黃色的彎曲成黑北

部,大家都在每個其他的國家分擔責任”。

翻譯的湯姆杰克遜的西基洛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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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呂楊公爵和韓關系難戰爭激烈孫日落適用矛和Swang孫,呂楊扭轉三檔
”

讀字的中文解釋在這裡 :“盧揚是頭一個縣的朱。他的孫子的朱平王和兒子的

西馬子氣。他是誰的人郭玉(標題的一個歷史文本)要求呂楊文子標題。朱超越

其統治者和(國王)要求本身的首長,稱自己是個縣的公爵。因此,該案文,要求呂

楊公爵。現在南洋的地方是呂楊。韓手段(他)打面對面和感到高興。許裡手段

(他)命令(《太陽報》),回返和(SUN)退三她。她連續手段大廈”。
查爾斯勒布朗翻譯CI秀(?作為“歷任太陽能(或天體)大廈”。

他說:「太陽報》開始,他(公爵)提出了他矛和放棄在太陽報》、《太陽報》回

復三宅對他的代表。

呂楊沒有指揮的太陽,他指出,上帝卻動議的太陽,也可能已跟以色列,南洋手段

南孫,呂楊指表面:Dull孫,也許呂楊成的新名稱。這種特性有關的麒麟。因此,

或許是一個在神面前的四個獸與太陽的寶座,看到同其喇叭。

第一年,清英是在469BC--去年的圓=呂楊。第一年的澤爾士可能478bc。因此

Esther的救贖的猶太人在第十三天,阿爾達月,12個月,在十二年的澤爾士可能是

公元前465 465/466,然後在公元前Luh-Ch'ing成功譚'志在四年的11個月,因此一

個奇跡,孫Adar/二月將使猶太人輕和喜悅和勝利。

當第一個月是2月,十一月十二月,然後是太陽的星座,究竟在Scorpio座的孫是

在公元前12月11日,466,公爵是父親的陸-清清鬆。他目睹了火星的心臟星座,如

它通常不那麼480BC在10月。見火星

-你可以看到的性質,是一樣楊孫。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Jy2nQg3Kya4C&pg=PA105&lpg=PA105&dq=meaning+of+place+%22lu+yang%22&source=web&ots=DmWDQvkrpB&sig=LvYhAtWeFI8vV6GcFBYxpuinhQw#PPA106,M1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Jy2nQg3Kya4C&pg=PA105&lpg=PA105&dq=meaning+of+place+%22lu+yang%22&source=web&ots=DmWDQvkrpB&sig=LvYhAtWeFI8vV6GcFBYxpuinhQw#PPA106,M1


Esther8:9"然後是國王的士稱,當時在第三個月,即月西旺,在三和第二十天人”;

Esther8:14"這樣的員額,騎在騾子和駱駝走了出去,是加快和壓在了國王的命令

,該法令是在舒珊的宮」。

埃斯特8:16“猶太人有輕、和歡樂,和喜悅,和榮譽。

8:17,在每一個省,並在每一個城市的王者,他的誡命和法令來,猶太人喜悅和歡

樂,A節和一個好日子。和許多人的土地成為猶太人;害怕猶太人降臨到他們。

」

我國r1b1祖先可能已成為猶太人在這段時間,當然在1200特他們仍然猶太人。

我匹配的萊維特在1200特。

這是關於公元前465後在夏季的盛宴的聖靈降臨。

在這時,在長沙省的韓、有一個雕刻一家餐廳外,這非常事件外,與酒店的

dolton本來可能呂楊挺他矛。不遠的地方是從長沙呂楊。我看到了從簽署的公

路。我問劉xueshun約,這是他說:“在事件中,孫扭轉三檔,呂楊、沒有具體日期

早在中文本,至少,我不能找到任何。據指出,這種情況下,你把一個鏈接,盧揚不

是劉邦,第一個皇帝的漢代的說明,如果是正確的,是一個孫子呂楊平世國王的

統治朱朱從528BC,515bc。因此,呂楊之間可能活525BC(?和450(?).公元前的日

期,這種情況下,如果這是事實,應在這段期間”。

陸-清成功他的父親在公元前465,澤爾士的第十二年,甚至澤爾士的12個月可

Luh-清的第十一個月,他可能已成功他的父親在這場戰斗的孫時上升後,確定在

西方,它必須有470BC對呂楊=鑾,也許是同一款式的孫奇跡是經常重復。如果

這就是那一天,為普埃斯特的猶太人,將有12或36或60多小時的日光。這可能是

在1月/二月或可能在12月。

如果孫正義玫瑰上述的發展和套再次、孫必須旅行很快東。即使孫是常設仍

在發展,必須增加一些30,它曾前往一個海靈沿黃道超過一個傾斜地球和黃昏約

12小時,因此,呂楊應至少有三個多小時的日光,478BC當他成為皇帝或470BC他

去世時,如果孫上升了30-的最大的28農歷大廈、呂楊將有超過一個小時以上日

光。因為孫必須有動議至少180東呂楊大概有12個小時的日光。

如果孫扭轉三檔將意味著3x180這場戰斗可能已持續了36個小時在光天化日

之下。



今天的中國人口超過90%,從他們的勝利,認為自己韓202bc。

他說:「根據中國古代天文學,有12CI,每一個,它們包括不同秀(星座、大廈)。

因此,即使在漢代,annotator並不知道她的意思CI或秀。應慈將譯 為“集團的星

座”呢?我不相信。”劉xueshun翻譯的。

第3組2=6或180。你可以很容易看到描繪的底部在“三檔”,三個太陽能大廈可

以簡單地意味著孫動議3x360。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幾百年前國王的孫赫齊卡亞

將看到從務虛會的地位,增加在黎明的西和撤退到天亮立場和疾病的匯,走到了

這一天的太陽,突然登上或許因為這可能對耶穌復活的星期日;和上升到第三

天的廟。

二王20:8B“什麼須簽署的,我的主將愈合,我應轉到了第三天的神的房子嗎?

公元前約900在安息日:

2國王3:22:“他們上升到了一大早,太陽的照耀的水,水的moabites看到另一邊的

紅的血:

3:23,他們說,這是血:國王肯定是被殺害,他們有自己的另一個:現在的破壞,因此,

摩押”。

他說:「在 第一年,王毅(900BC)在第一個月的春日的來臨,兩次在鄭”

有一個像孫奇跡,呂楊在470BC或477bc。

他說:「王子頭的賢是一個非自願的客人,國王時,中國的孫翠鳳回到 經絡的;

它被理解為一個標志,讓王子”返回首頁

呂-亨II,176

的時間的孫奇跡,230BC必須已大約午夜時分在3月,然後將旅行的孫180東金

星,然後將通過Aquarius 的孫原來的德才在西通過子午線,孫可有540東走過了,

但這必須在3月份大約午夜時分金星通過德。這座牆創下的地震,因為經常發生

地震時,有一個孫奇跡。

他說:「這是一個地震在232BC」。

他說:「這是一個地震在230BC和人民遭受了嚴重的飢荒來臨。」

大隸的記錄,第一卷,第132頁。

飢荒和干旱之後往往孫 奇跡的行星的動議時,有一個孫奇跡。一個白彩虹鑽穿



的太陽,397BC和在這種230BC.新元平認為,這一問題的一個狀的孫翠鳳回到子

午線還在公元前163。有可能是Sun奇跡 ,210BC和203BC還,還有孫奇跡在公元

前155,148BC和141BC。這很可能是菲尼克斯的托勒密三246BC-222BC。這從

玉鳳的漢代從公元前230-206BC可能已經看到,最近的一個代表鳳。

注意到雞梳或而經典金曲。從這方面它看上去像一隻鷹有兩套翼像四獸,以西

結書1和啟示錄4:

玉鳳兩套翼

注意到了底部的爪,把握孫振宇:

玉鳳爪,

太陽烏鴉是描述三隻腳的。在一個配置文件,有時隻有三個四隻腳的看到,前

四獸神的寶座的四 隻腳,鳳凰必須有四隻腳。

他說:「他在第十五年,文帝、166-165BC,一個黃色龍出現在CH-en-遲浩田在

這.發出一個主權的法令,他說:“一個超級自然是出現在CH-永志,這將完全無損

的平民。今年將會有一個好收成的儀式......所有有關官員說,他說:「古代天堂

的兒子在夏季親自付稱謂和祭在郊區的最高,這”。

這可能是一個 孫奇跡的166可能在公元前一年後,也許孫奇跡,5月31日,167bc。

他說:「他表現的儀式在回應吉祥天上標志的第四個月的第一個月的夏季」五

月六日-6月4 165bc。在五月十七日166卑詩省有 一個太陽能Eclipse可見從中國

,總的遠南。有時孫奇跡發生在同一時間,月食。

信元平,一名男子的趙,有一個觀眾憑藉他在看到一個狀」。

注:

他說:「信元平說,他已看到一個狀的一個神的東北的資本。」

大隸的記錄,第二卷,第176頁,Ch'ien思-馬、威廉.H.nienhauser、蔡FA鄭曹衛國

。

,他看到了這可能是他看到的天使在太陽報》動議的太陽,或許是在當天的聖靈

降臨星期日五月十一日165bc。

他說:「皇帝的韓文,第十五年的 統治期間,在春季乾元,在太陽的性質,是王(國

王)”。

東亞繪,第152頁。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x14nnLsLoAEC&dq=the+grand+scribe's+records&printsec=frontcover&source=web&ots=hRE1WauN25&sig=mp0AZG1ecpqla0Dq1FAfv7y_JRM


該法利賽人的聖靈降臨保持應算作50天的逾越節後,撒都該人認為,它將從計

算在內的安息日的逾越節後,因此,法利賽人將會有慶祝聖靈降臨在5月24日(星

期日)33特和撒都該人將是一個星期後,然後再得孫奇跡的法利賽人分從這

165BC對這50天之後,每天的逾越節-聖靈降臨-5日(星期日)或6月10日,公元前11

165 165BC、和利未記23將會給予理由,特別是關於盛宴的聖靈降臨。

信元P'ing等待孫回到Meridian和看到它的時候,十二月十二日,164BC.的士紀錄

大第二卷,第176頁

孫後回到了子午線一次,他說,他說:「我預期的皇帝的孫升至兩倍的 子午線.]" [

在一天

過了一會兒,孫真子午線的上升,再一次。

也許孫撤退的立場,在中國的曙光。也許這是開始節和孫留在黎明的立場,為84

小時7X12小時,長時間的夜夜在以色列,歷時八小時。7X12日夜間加目前 12小

時。

梁羽生認為,這一事件,使文帝的日歷改變。當他改變了17次年,第一年。-在十

七年,164-163BC玉杯,一個獲得和它的文字刻有“是的統治者的男子將活得久”

。在這天的兒子,改變統治的年數的第一年。

敘利亞國王奧四褻瀆聖殿在公元前168,200年前耶穌受難日。

在中國的新月球上,在以色列5月31日,167BC,隻是 一個幾天前的盛宴的大麥

的收成,聖靈降臨的開始,第三個月:

省長的大谷倉,Ch'i,師父Ch'un-Yu,犯下了罪行應該受到懲罰,這是關於農業和

季節的明星,也許不出現在其季節。這是1290天至12月12日,164BC節。

丹尼爾12:11"和時間,每天須犧牲帶走,和憎惡maketh百業蕭條,成立,則須一個

千兩個百和90天。

12有幸是他,專、和[492]的300名和五和第三十天。

13但去你你直至最終是:為你休息,站在你很多在天」。

的1305天將普1月25日,163bc。經過kislew(kislew II)shebat,然後Adar。阿爾達

月15日的最後一天的三天的普。因此,兒童的以色列人交付的上帝在埃斯特爾

在同一天,這一年,15日,阿爾達月、十二月十三日,466bc。當時的以色列民將會

全面交付1月25日,163BC維持同一1335天。



我排。4:52:「現在的5和第二十天的第九個月,即所謂的月kislew(十二月),在

第141和第八年(公元前164)上升了他們的犧牲的上午,並依法提供了新的神壇

燒冥鏹,而他們已作出”。

約翰福音10:22",它是在耶路撒冷的盛宴的奉獻精神,它是冬季。

23和耶穌走在神殿在所羅門群島的門廊」。

的盛宴的奉獻精神,是今年12月18日至11月,在農歷十二月十八日,164BC--因此

12月12日,164BC-當寺是清洗。

他說:「一顆彗星出現在秋季東北」。

一顆彗星出現在西南的12個月的1月15日至二月十五日,155bc。

兩個單獨的事件。

在秋天出現落雹在恆山、大衡量5ts'un,深層的深入,兩個Ch'IH.火星動議在倒退

和防護北星,月球出現在附近的北星,Jupiter retrograded而陷入困境的星座T'ien-

T'ing。一個延期星似乎在西。(二月154BC)”。

注:“T'ien-霍意思大概是個火。這是唯一提到這phenomemon在施志。關於個火

,一般,見William H.nienhauser,Jr.,“飛碟在古代中國:一個比較研究的碧芳(火鶴

) 及其西方類似物」,

亞洲文化季刊》,第十七條(冬季1989年:69-79

大士的記錄,第二卷,p.197-199號決議。

《漢書記錄“上浦福星”的西季在秋季的天空。T'ien-霍簡直是神-火警。火警起

重機的菲尼克斯是可能的,往往是菲尼克斯在中國的所在的紅鳥。此外,埃及的

鳳凰bennu被形容為 一個鷺、白鶴。他說:「謹慎」是指遷移到火星,因此將會

動議180以北星附近,也許在太陽奇跡...也許在7月/8月,180,火星通常是在8月,金

牛座,是....木星附近同樣搬到北星也許孫奇跡的晚上在1月/二月,中國在法國,英

文:「這個星球上的這一年的錯誤,直至該星座T'ien-庭”。因此木星可能已進入

軌道的孫兩次,直到今年的孫翠鳳回到在公元前第154和木星是在2月的星座,天

秤座的星座的孫是在冬天,因此,這可能是北星座 彗星,可能是龍、神的榮耀,因

此一個孫奇跡在2月,一個孫奇跡的軌道半 於8月下旬開始的秋季,和一個中國的

孫奇跡,再次與2月的下一顆彗星。還必須有一個孫奇跡一年的孫奇跡後在8月

。

他說:「在藝海天的第六個月(7月27日)154BC赦免的皇帝的部隊,已導致和衣國

王的兒子元的Ch'U、和其他人都參加了陰謀叛亂”。

第201頁



因此,這可能是公元前七月二十七日154的天,孫翠鳳回到和地球的逆向流出的

軌道。這顆彗星,開始了叛亂集團必須已在1月27日的一個孫奇跡154BC彗星。

這是與叛亂的第一個孫奇跡,那就必須有被七月二十七日155BC,計算在內的秋

天的軌道後,然後又半的彗星或消防起重機必須有一個孫奇跡出現在1月27日

154bc。

他說:「皇帝晶的韓、3年的qianyan統治期間,7個月,在北部天空有紅色對象就

像一個墊子。它是超過十張長,有些說它是一個紅色蒸氣,有些 說它是一個裂開

的天堂」。

東亞繪,第188頁。

8月1日開始的第七個月,154bc。

木星和火星從未更改超過2從飛機上的黃道。因此他們無法正常的做法,既可

以北星的 月球。因此,這必須做的是描述在地球軌道和行星的反向移出的飛機,

其軌道的行星。所有似乎倒退,出現在其季節,地球是在一個扭轉軌道。

170BC jubile的是,因此,在公元前169 9月的兒童可以在以色列制造。同樣7年

後,在162BC和在公元前155 155公元前的夏天。因此,在以色列的兒童將挨餓,

因為第七年的土地是休耕。同樣在太陽在秋季奇跡 的148BC和在2月141bc。

這些孫奇跡可能已被用於安息年。

申命記31:10"和摩西,吩咐他們說,在完每一個七年的嚴肅性,在這一年的推出,

在這場盛宴的節,

11日,在所有以色列是前來出席聆訊的耶和華你上帝的地方,他須選擇,你讀這項

法律面前所有以色列在其聆訊。」

因此,法律將會改為當時的明智的男子在所有的耶路撒冷深感不安,九月十五

日、5卑詩省。

《出埃及記40:1"和主悶告訴摩西說,

40:2的第一天的第一個月的沙爾特你設立的帳篷,會幕的教會。

40:3和你所提出的方舟的証詞,並涵蓋的方舟, 低垂」。

尼希米記8:2的牧師帶“和拉法的教會前兩名男子和婦女,和所有與了解,可以聽

到,在第一天的第七個月。」

後一年耶穌誕生,是九月十二日、6和公元前的第一天的第七個月。



10月22日,148,公元前可以在第一天的第七個月,在新月球。有一個日食記錄在

中國的這一天,當沒有太陽,-隻有一個新月球。因此,這可能是在時間 的第七年,

將會有一個孫奇跡般的其他孫奇跡,那就可以在軌道上的點半在2月7月31日。

同樣,154,公元前可能標志著新的月亮和第七個月,正如它曾於約書亞的漫長的

一天,八月十六日,1240bc。

有一個地震和它在很大程度上149BC歡呼。或許有一年後的新月球上10月22

日148BC:關於第十一天10月22日148公元前有一個Eclipse記錄。但是,沒有

Eclipse接近,時間,有一個Eclipse記錄 為11月10日35 147卑詩省,沒有發生,也沒

有關於第十一天日食的軌道。10月是半從4月,因此這次月食記錄可能是一個孫

奇跡。然後還要有一個奇跡孫4月21日148bc。有可能是一個奇跡孫於4月23日

在公元前149的逾越節前,一個軌道半10月22日148bc。在第三個月(4月18日至5

月17日148BC)被傳召的皇帝的國王,劉江來的資金:他死後不久在辦公室的資本

司令官”。第207頁 ,國王時往往被殺死,是一個孫奇跡。有一個關於5月31日宣

布大赦148BC.和什麼可能有preceeded它“地球裡,它在恆山和歡呼元的大石塊

測量與涂一尺八吋的太陽”,然後應返回4月23日147BC:“在第三個月(四月十八

日至五月十七日)在西北彗星出現。在第四個月裡的地球。”因此彗星的可能

是龍,因此可能是一個孫奇跡144年前耶穌出生在公元前7。

他說:「在最後一天的第十二個月(2月11日,戰斗141BC),孫紫出現倒退。五個

行星的動議,守衛的星座T'AI-偉文通過,該中心的星座T'ien-T'ing”。

大士的記錄,第二卷,第213頁。

2月在雷被視為一個標志的行星。因此,現在又在所有五個倒退議案近T'ien-

T'ing的北星。這就像是記錄;翻天覆地標題皇帝泉-heuh卡烏-楊。他說:「他的

母親被稱為neuchoo。她看到的亞烏-光星(benetnasch)經過文像一道彩虹」月

球附近從未有的處理,北斗星、benetnash時,孫dimed可能出現在紫色的孫奇跡

。一個法國的太陽似乎翻譯為英文「紅色」的孫必須為灰色,離開了同一線每

日珊瑚。此外,為避免經濟過熱的一方的地球氣候模式和令人不安。因此,這說

明了在地球軌道的扭轉與行星的五個倒退的明星對通過這一年的最後一天,是

一個新的第十二個月在以色列月球。如果這是相當三月十二日,這可能是第一

天的日產的,今年年初,甚至二月十一日141BC可能是第一天,在農歷月產如果

以色列民讓他們的日歷回了一個月,也有29.5天在一個農歷周期。因此,中國可

以計算在內的30,2月12日,在月底。然後今年2月12日的新月亮應 在以色列,農

歷備11天一年,那就必須有一個孫奇跡般的贖罪日187天後在年底,這可能是公

元前八月十六日141,孫必須返回一百八十六天後於今年八月十六日141的公元



前十天農歷七月希伯來文。如果看到中國的孫立場仍在2月12日中午十二時前

141BC以色列應該看到的太陽固步自封,退,或突然上升,在東,在夕陽八月十六

日141bc。

在幾個月前的太陽和月亮被記錄為紅色,為期五天,因此一個紅太陽可以正常,

一個紅色或紫日是不正常。他說:「這是中央宮的預測的帝國的首都,居住

的 主權,或是懷-Nan-子》中寫道:“星座”[]T'AI-偉是我們的法院的一個很大的

星座],[紫宮的住宅,是一個很大的。北極星本身作為永久居住的很大的一個符

合的皇帝的立場。” 這是一個很大神的紫宮,可能已被命名為紫的顏色的太陽

在一個孫奇跡。

有可能被另一個孫奇跡在六月十一日139卑詩省:

他說:「皇帝的吳漢,第二年的期間,夏季的建元, 4個月,明45天,有一個燦爛的光

芒,猶如太陽似乎在夜」。

東亞考古,第189頁。

約會的關押和返回

T公司預測的一次月食中,據稱發生在5月28日,585bc。不過,他隻預測這一年,

沒有証據的方法,其實他預測的時間在一個次月食。耶路撒冷落在了九天的第

四個月的時候,這是將太陽的恥辱prophessied在耶利米書而不是就開始在農歷

月。這次月食的五月二十八日,585BC隻持續了幾分鐘,黝黑的太陽在以色列的

第九天的中午十二時,將在農歷月最後一個小時的太陽,都是圍繞著地球的速度

輕。中午12時以色列時間約為12時30分 在下午的戰斗在哈利斯土耳其加入了

的下午,反而更為有效的士兵在可怕的是,放棄戰斗小時的黑暗五月十五日

,591BC poplular日期的學者,因此一直下降。見五世紀經典太陽能月食-1999年

至+3000,讓梅烏斯和弗雷德espanek,2007年。

他說:「雖然lydians和研究所的 掙扎,仍然佔了上風,在這場戰爭期間開始的戰

斗在第六年,這時發生的戰斗,已加入,天突然變得夜。當lydians和研究所都看到

,它已成為在夜間發生中斷的天,他們的戰斗和加快在與雙方甚至更快的速度,實

現和平。”

耶利米書15:8"其遺孀有增加,我以上的海域的沙子的;我已提請他們對母親的

年輕男子的一個破壞者卻在中午:我已造成他落在它突然,和恐怖的城市的。

http://www.uni-hamburg.de/Japanologie/noag/noag1995_7.pdf
http://www.uni-hamburg.de/Japanologie/noag/noag1995_7.pdf
http://www.uni-hamburg.de/Japanologie/noag/noag1995_7.pdf
http://www.uni-hamburg.de/Japanologie/noag/noag1995_7.pdf
http://www.uni-hamburg.de/Japanologie/noag/noag1995_7.pdf
http://www.uni-hamburg.de/Japanologie/noag/noag1995_7.pdf
http://www.uni-hamburg.de/Japanologie/noag/noag1995_7.pdf
http://www.uni-hamburg.de/Japanologie/noag/noag1995_7.pdf
http://www.uni-hamburg.de/Japanologie/noag/noag1995_7.pdf
http://www.uni-hamburg.de/Japanologie/noag/noag1995_7.pdf
http://www.uni-hamburg.de/Japanologie/noag/noag1995_7.pdf
http://www.uni-hamburg.de/Japanologie/noag/noag1995_7.pdf
http://www.uni-hamburg.de/Japanologie/noag/noag1995_7.pdf
http://sunearth.gsfc.nasa.gov/eclipse/5MCSE/5MCSE-Maps-04.pdf
http://sunearth.gsfc.nasa.gov/eclipse/5MCSE/5MCSE-Maps-04.pdf
http://scholar.lib.vt.edu/ejournals/ElAnt/V3N7/worthen.html
http://scholar.lib.vt.edu/ejournals/ElAnt/V3N7/worthen.html
http://scholar.lib.vt.edu/ejournals/ElAnt/V3N7/worthen.html
http://scholar.lib.vt.edu/ejournals/ElAnt/V3N7/worthen.html


她說,哈特9 7承擔languisheth:她哈特放棄鬼;她孫就消失了,而它卻是天:她哈特

感到羞恥和混淆:和殘留物,他們將我的劍之前交付他們的敵人,”。

此外,計算從約書亞的征服巴勒斯坦在1240BC,49年開始一個jubile,jubile將會

在603BC、和12次年591bc。因此,12次年當耶路撒冷被抓到可能已提到的

jubile年以及澤德基亞的第十二年。盡管如此,jubile還算每50年。

因此,在第一年的jubile1240卑詩省,在公元前590,少70年被關押,然後從公元前

520jubile的最後一次是8月17日,31特當耶穌曾在以賽亞書61。

因此,也從20多年的澤爾士在述舜時,在耶路撒冷周圍的牆是公元前完成,458,是

10jubiles的49年來,490年,在33特耶穌受難日。另外,點票49年jubiles1242從公元

前,從以色列的第38次年在卡迭石-巴爾內亞、不斷的70年的33特沒有關押。

太陽從天上掉下可能已在五月十五日,591公元前九天,而不是在農歷月的第一

天,有一個Eclipse。此外,這可能是五月十五日的日期,591卑詩省的一個太陽在

中國,是不食不過是第9天的第四個月。當時所記錄的一個Eclipse在一個希臘戰

斗而有幾天之後,第九天,當孫跌在耶路撒冷,甚至年是相當591bc。

2國王25:1",它對通過的第九年,他的統治,在十月十日,在每月來,尼國王的巴比

倫,他和他的所有東道國,對耶路撒冷,並對它投興建炮台;和他們對這輪左右”。

第十個月或十一月十日的12月,一半,因此軌道後,五月十五日,591bc。因此有

可能是兩個孫奇跡,11月17日,592BC 和5月15日,591bc。一個漫長的一天,每天

一個短。因此也有可能是一系列的四個孫奇跡,扭轉軌道年的長期天必須補充

一點,達50小時,短天-12小時,然後在這10個月,在第十天的第九年 ,必須有一個

孫奇跡。因此,確切天錄得尼來。因此,如果巴比倫人便可計算孫奇跡和扭轉軌

道要他們可以其他天文外,尼將知道他的支持對耶路撒冷的天堂。

此外,因此必須有的太陽從天上掉下中午時間五月十七日591bc。因此,中國將

看到夕陽突然和沒有日落黃昏,但突然黑暗和記錄了日食的40天,這將是農歷40

天算起,前一個月。因為有不同的一天的開始,在農歷月,這將是希伯來語農歷九

天的第二次農歷月。

太陽從天上掉下Amos今天中午在太陽。從天上掉下來的三天摩西,開始對埃

及在出埃及記在黑暗中,在太陽還從天上掉下phaethon,或許可以追溯到很多孫

奇跡從孫奇跡般的低約2350BC和尼羅河。這次月食的五月二十八日,585公元

前的時間是下午四時很難「當戰斗已經加入,天突然變得夜”,也是第九天的第



四個月,就不可能一個太陽能Eclipse或月食,相當於5月28日,585BC太陽有可能

從天上掉下在這一仗,在秋季的耶路撒冷5月17日第591BC九天的第四個月的第

九天,在第四個月才幾天的聖靈降臨。

因此,被關押在耶路撒冷而可能已從5月17日第591公元前九天的農歷月錄得,在

《聖經》,一個孫奇跡而不是一個太陽。

2國王25:3"和關於第九天的第四個月的飢荒的普遍存在的城市,並在沒有面包

的人的土地。」

哈巴谷書1:9:「他們應是所有的暴力: 他們面臨著應燮的東風,他們應收集被

擄的沙子。」

沙的兩個字,可意味著在鳳凰的 就業29:18,也許這顯示了孫奇跡般的下降後的

耶路撒冷。

2國王25:8"和在第五個月的第七天,在每月的第十九年,這是對尼國王國王的巴

比倫,來到nebuzaradan,船長的警衛,受雇的國王的巴比倫,直到耶路撒冷:

9和他的房子燒毀的神,和國王的房子,和所有的房子的耶路撒冷,和每一個了不

起的人的房子燒他與火”。

尼寫道:

丹尼爾4:2:“我認為這樣做是好,休的標志和奇跡,高神哈特鍛朝我。

4:3究竟有多大 ,其標志!和如何強大,他不知道!」

大流士寫道:

丹尼爾6:27:“他從和rescueth,和他worketh標志和奇跡,在天國在人間,他們的權

力從丹尼爾哈特發表的「統一獅」。

也許是一個孫奇跡,賽勒斯的時間,賽勒斯指「像太陽」。賽勒斯出生在576bc

。

以賽亞書45:5“我的神,再沒有其他人,沒有上帝在我身旁,雖然你鬆:我不知道你

賜我:

第6條,他們可能知道的上升,從太陽,從西,這是沒有在我身旁,我的主,再沒有其

他人”。



丹尼爾,出生約612BC,導致從被關押在595BC大流士510BC.的大流士的梅德在

丹尼爾是一個不同的人比大流世國王的波斯在拉。同樣,賽勒斯在《聖經》可

能不賽勒斯的偉大,這可能是康比斯的兒子,賽勒斯還任命賽勒斯,他統治了八年

前大流世國王的波斯。因此它可能有這種賽勒斯,使該法令,返回的猶太人

,515BC當康比斯戰勝了埃及的彗星出現。 大士紀錄,卷五、1,第106頁 的70年

的以色列被擄可能已經從590BC,520BC.515BC可能已是第六年的大流士。賽

勒斯,很可能會有寫的法令所返回的猶太人,在70年被擄,70年後喬賽亞的死亡

:589BC-519BC。因此,第二聖殿時期開始,520BC。

在公元前532,他說:「十三年的王靜周,在春。一個出現在五星」。

東亞繪,第129頁。

70年被擄後耶利米書警告說,耶利米書26:1.賽勒斯的偉大的第一年是539bc。在

524BC五中國報告上浦福星案文在冬季,然後搬到了...在銀河的龍,是美好的,若

有很多中國記錄本上浦福星,它可能有相當的神的榮耀。

第二編年史36:22:「現在的第一年的賽勒斯波斯國王,這兩個字的《神發言的

口,可能會完成,耶利米書的主掀起的精神,這對賽勒斯波斯國王,他提出了一個

宣布他的王國各地和付諸表決,以書面形式,它還說,

36:23因此Saith賽勒斯波斯國王,所有這些王國的地球哈特神給我的天堂;和他

哈特交給我,他建立一個家,在耶路撒冷的猶大的是,有誰在你的所有的人?主神

藉著他,並讓他走了」。

耶利米書1:1"的第一年,現在的賽勒斯波斯國王,這兩個字的主口耶利米書可能

必須履行主掀起的精神,這對賽勒斯波斯國王,他提出了一個宣布他的王國各地

和付諸表決,以書面形式,它還說,他說:“

以斯拉記1:2“從而Saith賽勒斯國王的波斯、主神的天上哈特給了我所有的王

國的地球;他委托我建立他的房子在耶路撒冷,這是在猶大人」。

“公爵璇、8次年、7個月,天家子,太陽是掩蓋和它的總”。

提到一個日全食,601BC9月20日,從:Ch'un-Ch'耀、書第七章(中國)。

從總體上看的道路上經歷了中國和歐洲的太陽,是有可能是100%的模糊不清

的月球記錄時從中國根據新Eclipse地圖的美國航天局,到2007年的時間。這是

對的,被關押。但這次月食紀錄是11日在這次月食發生在60天。第十一天將贖

罪日的第十天,在以色列的希伯來語農歷十月1 601bc。因此,也許這次月食的記



錄,記錄是相當的孫奇跡,601BC是國王喬賽亞的第28次年開始他的統治。他在

他是8,因此在601BC他將是36歲,當他被釘十字架的耶穌。

2國王23:23",但在第十八年的國王喬賽亞,其中這逾越節是霍爾登神在耶路撒

冷”。

喬賽亞的18次年將611bc。

他說:「一個掃把星進入佩圖、斗,在該月的612bc。

8月4-9月2日,Ch'un Ch'UI說

他說:「那麼,作為一個掃掃把什麼都是老舊,使一些新的地方,應該是一顆彗星,

預示著轉變”,詹姆斯萊格說,這是在公元前611,威廉姆斯和溫施恩慈說這是

610BC」。

cometography:一個目錄的彗星,Gary W kronk,第1頁。

這顆彗星的龍,而5月的榮耀神。因此有可能是一個孫奇跡,這在611逾越節在公

元前3月4日或2月19日,從尼散月的第一,一個孫奇跡,這種“Comet”在9月1日贖

罪日,611bc。

他說:「原發現的原因,月食()是在希臘的T公司的人,米利都在第四年的第48

次奧林匹克(585BC/584BC)的預言次日食的統治,在發生的,在第170次alyattes年

的基礎後,羅馬(584/3BC)”的日食的585建筑小組委員會的新月亮的同一天,太陽

是不會 從天上掉下的關於第九天的關於耶路撒冷的農歷月紀錄。這次月食可

以描述一個次月食的下降,但沒有耶路撒冷。阿哈茲可能已經死亡,725bc。耶

路撒冷毀滅,591bc。大流士的第一年,507bc。重新開始建設的第二聖殿,504bc

。達賴'31次年480bc。591BC可能是年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的神殿已完全被摧

毀。這次月食的紀錄,可能是一個記錄的一個孫奇跡8月10日,591BC,而不是一

個Eclipse可 公元前28,585,並不是真正的工作時的農歷九天隻發生月食的農歷

29天。

還有一個Eclipse記錄的成立,在羅馬在春季753公元前,當沒有Eclipse,年, 可能

會比較:

阿莫斯8:9"和它應成為過去的一天,聲言的主神,我將會導致孫,走在中午十二

時,我將會籠罩著地球的明確天"。

他說:「在(王金氏)14nth年(504BC)乳方式是不明顯的天空」。

-可能是天寺的開始後又一個15年失效,見撒迦利亞14:5-9,然而,jubile計算是從

http://books.google.ca/books?id=Umxbb68tmZMC&pg=PA301&lpg=PA301&dq=Tung+Ching+constellation&source=bl&ots=QFL9RIai0k&sig=Vvcs9JrL1UauAlmttV9IUON1Mzg&hl=en&ei=f2DRSb6JJIq-M5ableQC&sa=X&oi=book_result&resnum=1&ct=result#PPA2,M1


521BC professies吃的,這本身的groweth的第二和第三年必須意味著一個安息年

49遵循一個jubile50年的保証。然後,神將不會接收他們的jubile擄然而,在公元

前,690,然後當耶路撒冷是被擄beseiged再次出現在8月10日,591,公元前的人帶

走,也不吃的土地,在第三年,當耶穌的福音,它是第49次和50年不動搖,也隻,吃的

人在第三年的土地,這是今年四月五日的復活,33特和聖靈降臨5月25日,33特當

他們吃的,第一次作物的大麥的聖靈,是由於公元前520,是一個共同的日期,埋設

的基金會的廟和可能是正確的 ,然後離開了建廟為15年。有一個隧道周圍的牆

上 的保安宮的排水剛發現在2011年,因此,即使是一個很大的工作奠定基礎。一

般都認為是完成神殿的約15年後在530BC賽勒斯作了法令。這將是515bc。

但是,如果接受按時間順序排列是錯的,這可能是公元前約504。這可能是,這場

戰斗的薩拉米斯已經在470bc。也許這是同一天Esther是蜂王澤爾士在十月,塔

貝澤爾士贈送,那就像是jubile當時,有可能是一個孫奇跡,480BC,在這場戰斗的

馬拉鬆在公元前480,通常是月480戰斗的薩拉米斯的戰斗和公元前的馬拉鬆490

卑詩省的戰斗。“我代表我的馬拉鬆的開始,在傍晚的下午,和結束。如果它已

經進行了一天,希羅多德將有可能提到這個事實,它是傍晚結束,我認為,証明了

該線的“NidusVespae”,我已引述,並提請注意,我的愛德華布爾弗利頓的帳戶,主

席先生的戰斗”, 相反在秋季軌道的 480BC表示的火星的運動,在中國 可能 已

開始與孫 落在天空中的這場斗爭的馬拉鬆的戰斗,可能是在9月的馬拉鬆的

480BC和孫奇跡,470BC是9月在澤爾士的第五年,也許這是10月,第十個月塔貝

。記錄的國家,每年的奧運會。因此,如果這種錯誤Eclipse是478BC然後2x4年

後,470,公元前的實際日期的薩拉米,是一個Eclipse480bc。有一個總Eclipse可見

從希臘2月17日第478BC孫奇跡。一個在九月的480BC必須遵循的一個孫奇跡

的軌道半稍後在公元前3 479。同樣地,兩個半冬季扭轉軌道添加了一個小時時

間淨失蹤。然後在3月或四月,479卑詩省的太陽似乎可能會圍繞地球的一個小

時的速度在輕,因此不應隻將太陽黝黑像一個次月食中,它將會暗了下來,突然在

東或西 ,因此,孫將“消失”。同樣在春天的471BC、或469公元前,當澤爾士離開

蘇薩:“為太陽消失在一個雲和晴朗的天空,和天變成夜」。

有一個總Eclipse10月2,480bc。但是, 隻有50%是在希臘,很難將涵蓋速度除非

在一個星的太陽。《聖經》中的戰斗同伴日期的薩拉米斯10月20日22日的農

歷月,如有的話,這不可能是一個月蝕。

澤爾士可以來統治的戰斗,478BC和薩拉米斯是七年後,在公元前470,接戰的馬

拉鬆是在公元前480。



達賴統治30年,因此,或許從509BC,479bc。第二聖殿可能已開始在公元前

520,70年後,已被摧毀。然後是從建設15年的古廟,那就可能已在2月10日,504bc

。有一個Eclipse記錄這一天在中國,隻能是一個孫奇跡般的銀河。然後,也不明

顯,504BC,也許是同一孫奇跡。有可能在5月,月,包括在504BC,廟建設是再次開

始。該年銀河不明顯的是,使中國的神職人員輕,建立了聖殿。

他說:「在(王金氏)14nth年(504BC)乳方式是不明顯的天空」。

這可能是一個不斷的黃昏,廟內置可日以繼夜在1040。同樣,在公元前的5月份

的第一,包括聖殿是開始。有可能這是在中國還黃昏。

他說:「在他(趙氏)14日,在今年的夏季,在4個月,經常明星是無形。」

或許有黃昏,建立天一夜,但是,504BC看上去更像完成的第二聖殿和趙的十

四 年增至40年的索爾,因此一個孫奇跡的David在ziklag當索爾在一個獨立作戰

下降,因此一個孫奇跡的月份,包括當索爾成為國王的以色列在第1126BC和

K'ang成為國王在中國+26年,趙的十四年來第1186BC當薩烏爾死亡和David成

為國王的猶大。

黃昏的說話,在撒迦利亞14神的聖殿的精神。耶穌的神殿是在8月16日,32特,在

世界末日的盛宴的節黃昏時。

約翰7:37 :“在最後一天,這一天的盛宴,耶穌站和大聲說,他說, 如果任何一個男

人,讓他渴望來告訴我,喝。

7:38 他信說,在我,因為《聖經》哈特說,他的腹部須河流流量的生活用水。

然後澤爾士可能有統治從478BC和他二十年當該牆的jerusalam是建立在

458BC,這是490年從耶穌受難日於四月三日,33特。

一個孫奇跡可被視為一個不祥的一個新的領導人或一個征兆去 作戰。澤爾士

被遷往希臘,攻擊月正式在公元前480,可能這場戰斗的薩拉米斯是在公元前470

因為國王tabnit統治從470BC,公元前465。因為tetramnestos命名的戰斗手段“四

倍的薩拉米斯令人難忘”,並可 將tabnit"模式,形象”。如果丹尼爾的490年從20

年,在尼希米,在舒珊伯爵主耶穌的33特,然後在受難日的第一年必須已在公元前

478。



丹尼爾9:24“七十周是確定人民對你和你的聖城,以完成余下的違背,並作出一

個完的罪孽,並使和解的罪惡,並使在永恆的正義,並密封的遠見和預言、並抹油

最神聖的。

25因此知道和了解,從 現在的誡命所提出的恢復和建立耶路撒冷的彌賽亞告訴

王子的七個星期,並須threescore和兩個星期:街須再興建,而牆壁,即使在

troublous倍」。

七個星期內再次意味著七十個七天。“周”或七年,因此70x7=490年或天開始和

結束。尼希米的牆在耶路撒冷周圍地區的20多年,在舒珊。這就必須458bc。這

可以使所有日期比最近7年以上的普遍接受按時間順序排列。

5月20日的年度計算,從公元前478。

《聖經》案文在尼希米的牆,耶路撒冷是國家的20次年完成,在舒珊。有一些

証據,478BC被澤爾士的第一年,然後他第三年將476 BC當他的180天盛宴。有

農歷月食180天,除了這兩個明顯的在波斯2月6日,477BC和8月1,477bc。也可能

是Sun奇跡在這些日期,然後澤爾士的第七年前一年將jubile470BC當財產被恢

復之前出現。埃澤爾士在七年的jubile也許年470bc。那麼,有可能已是一個孫

奇跡一年前是女王Esther六個月,當時的奇跡”,然後,孫甜六個月的異味,孫翠鳳

回到特在第四次年2月12日月可能已466公元前幾個月。如果離開了倒退,月食

可以在12月26日466bc14日的12個月,Adar的 十二年。

有 的奉獻精神,正是從490天廟中,25日的第二次kislew逾越節490天後無論哪一

年,從11月29日第25日,31特kislew,在4月3、33特當耶穌被釘十字架,正是490天

。

約翰福音10:22",它是在耶路撒冷的盛宴的奉獻精神,它是冬季。

23和耶穌走在神殿在所羅門群島的門廊」。

我排。4:52:「現在的5和第二十天的第九個月,即所謂的月kislew(十二月),

在 第141和第八年(星期六、十二月十二日,164BC)上升了他們的犧牲的上午,並

依法提供了新的祭壇燒冥鏹,而他們已作出”。

也許這八天的節是一個長時間的夜,歷時8天的太陽,然後退到了中午在以色列

立場的上午在中國立場,主張仍然在上午在中國立場,8x12小時,然後,長時間的

夜,以色列將最後8x12小時,96小時,然後奇跡的其他三孫的太陽,年將旅行180西

、或-12小時。9x12-3X12=60小時,那麼就有了一個扭轉軌道上,就有三個+12小



時天和一個-12小時。因此,兩個扭轉軌道長期天將增加到96小時或2x48小時。

因此-48小時地球是加快這一年將是對付+48小時的時間,淨額長期天/夜數。

盛宴的180天,埃1:5月4日象征著有180度或180天孫兩個奇跡,甚至在農歷月食

的時機,出現月食。474BC可能是第三年在舒珊。瓦什蒂可能已通過的第一個

六個月的淨化,那麼,下一次180天的淨化的盛宴。十二年的澤爾士可能是公元

前465。

埃斯特2:16,Esther是採取「告訴國王ahasueus入他家在皇家第十個月,是該月

tebeth,在第七年,他的統治”。

維持50年jubile必須有計算從第一年的聖殿的基礎 是埋在公元前520,耶路撒冷

是屬於,如果在591BC將是八月十日,591,公元前第九天的農歷月《聖經》的國

家,而不是太陽在五月二十八日,585bc。中國Eclipse,591BC是從2月4日在第六

個月的40多天,因此從7月3日在40天的同六個月,591BC是8月10日,不能有任何

日食九天的農歷月計算,然後被擄從585BC令人懷疑。太陽5月28日,585BC不能

孫敗壞當耶路撒冷所採取的。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事件。太陽暗了下來,三個

小時,耶穌在十字架的孫必須已暗了下來,在同一方式是在耶路撒冷採取孫奇跡,

而不是一個,一次月食的第九天,在農歷月,而不是 第一,孫可能已經移動的速度

在地球的輕,因此,孫將陰暗的孫元勛,然後再給予不輕,地球-時間仍是站在太陽-

和採取一個小時左右,完成了一個電路的地球。因此,在8月10日,591BC日食在

中國的40天可算有從以往農歷月9日在加30天每天加一天的調整,希伯來語農歷

月=40天。此外,在第30年的開始 ,以西結書必須在30年的50次的jubile,610BC佔

上風的。然後,猶大的君王,從那時開始,591BC以西結書所述,那麼這次月食T公

司預計可在同一事件在以色列和8月10日,591BC而將在這場戰斗的哈利斯,然

後在5月28日,585BC Eclipse可能沒有被記錄和8月10日,591BC黑暗一小時很可

能會更錄得的日蝕的湖。

Sothis的日歷和 分鐘失蹤40

埃及Sothis日歷是根據一年365天沒有閏年二月二十九日的第一天,在Sothis周

期的是第一次出現的星Sirius的4時,幾乎都是七月十六日,這是該產品的精度和

這Sothis日歷,所以七月十六日,第4236BC將是第一天,然後365x4年後,1460年後,

再一次的周期將開始7月16日,2778公元前後,有五天的狗天360天,是對Sothis。

因此,該日歷已經備份到的第一個為期五天假期在公元前七月二十一日,2797

1440年5月,埃及日歷本來已經12基地=duodecimal。因此1440年隻是



100duodecimal時報》10=12X12X10分鐘,如果我們計算失蹤的一半,我們得到扭

轉軌道24小時或1440分鐘。如果一個半扭轉軌道是180天,然後(至

/180)x24x60=1460分鐘的相同。 數額為分鐘,在一個有年Sothis周期的第一半,

扭轉軌道必須有1420分鐘或23小時40分鐘,第二軌道半扭轉 的180天必須有24

小時20分鐘的加快軌道.失蹤日計算的類似故事。第一個軌道半188天;(》

/188)x24x60=1400分鐘=23小時20分鐘,然後從失蹤有40分鐘的漫長的一天24小

時,約書亞。第二軌道半扭轉的177.5天;(365.2422/175.5)x24x60=1481分鐘,24小

時四十一分鐘。1400分鐘加1480分鐘=2881分鐘=2880/60=48小時,因此有兩天

的48小時少,扭轉軌道年失蹤。48小時時間。23小時20分鐘失蹤的第一時間從

半軌道。這使得失蹤的40分鐘的時間失蹤日故事。然後24小時40分鐘的時間

失蹤的第二軌道半扭轉,因此將有 365天,而不是367天在一個扭轉軌道年離開沒

有証據,那就可以有一個網絡的48小時的太陽花時間的停滯不前的天空,在沒有

留下任何淨失蹤時間。-12小時突然晨曦、孫旅行180西的下降,在2月8日在杰

裡科1240BC+60小時,8月16日,1240BC,太陽在西方,停了下來的天空的24小時,

東=5x180度的太陽必須解決東。-12小時,8月17日12時40分,在公元前孫前往

180西,+12小時,2月7、第1239BC, 太陽停了下來的天空,12小時180東行駛。48

小時失蹤時間反駁了48小時內離開花時間沒有淨失蹤時間,也沒有証據。

在東方的星所遵循的智者耶穌在《 馬太福音, 2

Arcturus公司是提到的隻有星的名字在《聖經》。

詩篇147:4"他telleth數目calleth他們所有的星星,和他們的名字。」

他說:「學術協商一致,基於約瑟夫的古物,猶太人的是,赫羅德死在3月底,或四

月初4BC」。

- 「至於其他馬賽厄斯曾掀起的煽動,他(赫羅德)已被活活燒死,他與一些他的同

伴,在同一天夜裡,是一個Eclipse的月球。但赫羅德的疾病已成為更多和更嚴厲

”。

他的兒子開始有效地控制在4BC-幾乎不可能如赫羅德仍活著。如果耶穌誕生9

月12日、7BC,然後當智者是在九月五日BC,Joseph逃離的同一天晚上到埃及在

赫羅德認為他是嘲弄的智者,赫羅德必須已殺害所有男童的在兩個在伯利恆幾

乎立即,九月十五日、5卑詩省,因此赫羅德知道從智者,Arcturus公司首次出現間

接在午夜九月十二日、7BC和殺死了所有的兒童2和根據在伯利恆在九月十五

日、5卑詩省。

http://www.isracast.com/Articles/Article.aspx?ID=634
http://www.isracast.com/Articles/Article.aspx?ID=634
http://www.mreclipse.com/Special/quotes.html
http://www.mreclipse.com/Special/quotes.html
http://www.mreclipse.com/Special/quotes.html


路加福音2:39:「當他們完成了所有事情根據法律的主,他們返回到加利利,他

們 自己的城市拿撒勒”。

赫羅德死在4BC和耶穌的誕生可能已在7bc。然後約瑟夫和瑪麗可從居住在伯

利恆和耶穌公元前5 7BC,可能是兩年老的智者時來到耶穌崇拜。Arcturus公司

可能是在伯利恆之星,但東Arcturus公司指出,像一個關於處理北斗星的季節。

然後奇跡的太陽在9月12日、7BC將意味著孫是在其他方面的地球和明星標記

對面的季節從9月的正常夜空。太陽會從室女星座在9月至9月12日晚7雙魚座,

公元前,然後在8月/9月5日BC Arcturus公司將會上升,東在日落和通過上述伯利

恆在午夜十二時的智者,然後可能已經讀過就業 38和Arcturus公司之後,他們可

能注意到一個孫奇跡或許對耶穌的出生9月12日、7bc。然後在8月/9月Arcturus

公司將會上升,東在日落和點直線 在午夜十二時起,那麼Arcturus公司可以在東

星的,可能他們遵循丹尼爾的預言和耶穌會知道這一年的出生和簽署。然後他

們抵達後,在耶路撒冷Arcturus公司的智者,然後可能找到耶穌在約瑟的主頁在

伯利恆。

《馬太福音2:1",但經過了耶穌誕生在伯利恆的Judea,在該天的赫羅德的國王,

看哪,從東山、丘陵來到耶路撒冷,

《馬太福音2:2說:他在那裡,誕生了國王的猶太人的呢?因為我們看到他星在不

斷上升,並已提出崇拜他。”

《馬太福音2:7說:「那赫羅德在秘密稱為山、丘陵、詢問他們的嚴格的時間,

在出現的明星”。

《馬太福音2:“當他們聽到了國王,他們離開;和,羅、星、上升,他們看到在東、

去見他們,直到它是站在 那裡的年輕孩子。

2:10,當看到在星,他們感到歡欣鼓舞,超過十分高興。”

因此耶穌必須已經兩歲。

因此,在:

伯38“不能幫你做mazzaroth出現在其季度”和“不能幫你指導Arcturus公司與他

的兒子”。

Arcturus公司將點直線上升的扭轉軌道在午夜的8月/9月7日BC-九月五日BC.

斗和Arcturus公司通常點直直落在午夜12時在九月。



該季mazzaroth,生肖,會出現不同的跡象 ,這是一個有十二生肖當孫奇跡。

Arcturus公司的處理,對北斗星,將指向該新的跡象,在十二生肖的季節。不過,有

可能是一個奇跡孫當天在耶穌的誕生,也許是九月十二日。7BC前記錄。這次

月食赫羅德的死亡,4BC可能已是一個記錄的一個孫奇跡的月食將在9月15日晚

,9月5日BC=2分16,公元前5以色列時間。9月15日的帳目符合公元前5比月食的

3月13日上午4BC,可能已經簽署的阿哈茲突然日落也許724BC3月,可能有一個

平行關系和希德羅阿哈茲。或許有一個孫奇跡在農歷3月13日蝕。4BC為好。

耶穌將兩年半的舊赫羅德的死亡,3月30日、4BC。

伊曼紐爾前會說我的父親或母親的土地將會放棄她的兩大天王:

以賽亞書7:14",因此,主自己應給你一個標志;看哪,一名處女應設想,並承擔一

個兒子,他起名叫伊曼紐爾。

15奶油和蜂蜜須他吃,他可能知道,拒絕罪惡的好,和選擇。

16日,在兒童須知道,拒絕罪惡,和選擇的良好的土地,這一點你abhorrest須放棄她

的兩大天王”。

在簽署的阿哈茲可能已是一個標志的耶穌的誕生,724BC,717年前耶穌誕生。

「 四百年的奴隸制答應亞伯拉罕的種子

尼13:6",但在所有這一次是我不認為在耶路撒冷:在兩個和第三十年來,亞達薛

西王的巴比倫的國王,告訴我,我離開後取得某些天國王"。

所以尼希米記清洗的廟在第32次年446BC,440年誕生之前的基督在7bc。此外,

在442公元前第一年的杜克陶一顆彗星出現。大隸的記錄,第一卷,第171頁。中

國經常改變皇帝的,有一個孫奇跡:“現在已經進入通行証,他 已採取任何財富也

睡在任何一個女子Ch'的。這表明,他認為是不確定的小事情。我有一名男子觀

察他aeromantic標志,和他們一直在這種形式的小龍或老虎出現在所有五種顏色

。這是aeromantic簽署了一個兒子的天堂,套在他身上快速,千萬不要錯過的機

會。」的大士記錄,第一卷,第190頁, 然後這顆彗星可得到的龍,有可能是一個孫

奇跡而nehehiah仍在耶路撒冷。這442BC是三百年前,孫奇跡,141bc。這可能是

孫奇跡,給了瑪拉基的靈感,寫的:

瑪拉基書4:2",但你們,擔心我的名字應太陽與愈合的義出現在其翼;和葉須轉

述, 和成長為小牛的攤檔”。



瑪拉基可能已被寫的這一年,在jubile420bc。有可能有一些孫奇跡,這一年的

jubile:“普利尼的年老寫在77,470,公元前,一顆彗星的cerastes類別(如月牙兒)時

出現的希臘人的戰斗在薩拉米斯最後一戰」 cometography:一個目錄的彗星

Gary W kronk,第2頁, 因此有可能是一個孫奇跡的jubile時470bc。COMET的龍,

可能已在榮耀 神的出現,其中有一個孫奇跡,這可能是Sun奇跡般的「天燈和歡

樂」在埃斯特8:16,史學家diordorus siculus寫的102 100BC,在奧林匹克(公元前

776年舉行的第一是每4年)、371BC,370BC jubile的是:

他說:「當alchisthenes執政官的雅典是......有一天的期間,看到許多夜火炬燃燒

一個很大,從其被任命為形成一個燃燒射」。

他說:「無論如何這火炬璀燦,他們有這種報告,及其輕,這種實力,它蒙上陰影的

地球類似主演的《月球。」

cometography:一個目錄的彗星,Gary W kronk,第4頁。

中國的龍,是十分光明的。

亞是大祭司在公元前370 jubile的是,去年在大祭司的舊約聖經》中提到的,是

大祭司的唯一的人可以進入至聖殿的最神聖的關於贖罪日。

尼希米12:11"和曾貝加喬納森、和喬納森貝加亞”。

從400年,亞耶穌在31特當他完成了以賽亞書61當他站了起來,就讀的贖罪日。

這可能是並行不悖的400多年的同一的兒童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前奴隸的《出埃

及記出埃及的摩西,但都同樣400年從亞歷山大大帝在征服Judea,333BC的毀滅

性武器,在Judea,70特和逃生的基督徒,佩拉。如果一個平行的可能引起的王國

停留在埃及和以色列在從大衛,然後是1070年兩期,2349BC1280BC是1069年,這

可能是Sun奇跡,姚明的第一年,也許2349BC、孫奇跡在他70次年時,也許約瑟死

在110。然後1000年的《出埃及記。從我的法老ahmose1680在公元前的《出埃

及記在1280公元前400年。從受膏者國王大衛在1097BC少七年的英女皇

athaliah,破壞了 在公元前廟592 500年來,然後被擄70年的完成。從第二聖殿

,504BC主耶穌的誕生是在公元前7 500年來,或從大衛王的第一年,在公元前

1083,少七年,是女王athaliah500+70年前完成的第二聖殿是在公元前504,第1070

年戴維主耶穌的出生在公元前7。從瑪拉基 在公元前約400,耶穌誕生在公元前

7 400年後,沒有瑪拉基書,神是沉默,這段期間的黑暗到耶穌降臨。因此400年的

黑暗的jubile470從公元前的彌賽亞的到來,耶穌後,他的關於以賽亞書61jubile八

月十八日、30特的土地,因此看到一個很輕,天的逗留。然後在埃及1069年是從



四月一日,在公元前二三四九的430次Sothis年,有400多年奴役ahmose我從法老

在1679卑詩省的人口外流,在4月 19日,1280BC 。

創世記15:12"和當孫正在下降,一個深層休眠”後下降;和阿布拉姆羅、一個可

怕的大黑暗降臨到他。

15:13,他說,直到Abram擔保人,你知道的一個種子須在一個陌生的土地,並不是

他們, 並須為他們;他們須困擾他們四個百年;

15:14,還說,民族,他們須為,將我判斷:和隨後將他們出來的巨大物質”。

夜很可能是一個黑暗Se'nnight夜夜,一個七夜持久+84小時,在這三個黑暗的日

子,埃及的人口外流,這可能是一個標志前的黑暗耶穌復活的黑暗。我們知道,我

們會見了耶穌。

行為26 13:“在中午十二時,澳景,我看到的方式, 從一個小的亮度的天堂,上述的

太陽,光輝輪後,對我和他們與我」。

他說:「在第十六年,369BC桃樹蓬勃發展,在冬季”。

他說:「在十八年,367BC,下雨金屬子彈,岳-楊」。

許偉從370盛行,公元前宣Ch'u統治369從公元前國王璇韓元,一項主要戰斗在

369bc。戰斗往往在戰斗和韓元的時間,孫奇跡。孫奇跡被看作是一個標志,為

改變了國王的時間,以反叛。國王統治的一個開始的時間往往是一個孫奇跡。

太陽站立在天空的可能導致桃樹開花的冬季,流星雨可預期的孫奇跡後一年時

曾到過地球的路徑,作為astroids地球現在處於一種不同軌道。因此,369公元前

400年前是耶穌站起來,改為以賽亞書61 8月18日:31特。

中國的紀錄孫奇跡,



他說:「他在10日的五年,行星走了出去,其課程。在夜間,明星落像雨。地球震

撼,E及蕙干涸。」

另一個翻譯:“在十年的五個行星皇帝GUI的夏動議在克裡斯-字的方式;在半夜

明星落像雨和地球裡”。



-中國皇帝貴的10次是1807年的孫動議如果BC:180的行星必須與它 出現在天

空像正常。(5星級的有形的行星)5,每一個星球上必須已個別動議,外星球土星

的速度在三分之一的輕的行星動議後,在180 的行星必須停止和扭轉其軌道的

行星,似乎在夜空,當時他們通常會,外星球必須非常迅速-土星一英裡和120萬的

內在同一星球的速度在扭轉正常公正。這是因為行星地球趕上在一個正常軌

道將會使從在地球軌道的反向極端需要的速度外星球的跡象,以維持正常的。

同樣,一年半孫搬回或一年或稍後,所有的行星倍數有關將180走,他們應與動議

180與環繞地球的太陽,時移回, 一直留在其同一個相對位置,另一個行星。因此,

將出現在其季度同樣的距離太陽,他們將不得不在扭轉軌道的背景,然後將完全

不同的明星的扭轉對行動的明星非常快速和突出的明星,將不正常的標記的行

星的運動。因此,行星的過程中去。一個長時間的夜在中國,一個漫長的一天,將

使它在西可能看到一個360夜空包括所有5可見行星的明星。其中一半的天空,

將重復的黎明前,所有行星的明星對必須扭轉其軌道。有形行星必須動議180。

如果不扭轉的行星,沒有動議180其出現的夜空,將是非常不同的觀點,他說:「該

行星,走錯路”和文子:“這 五個行星將失去其秩序”的証據,這些扭轉軌道和可能

証據的行星,有時也 不保持其命令。這是在時報》,在入伙後180與太陽報》,扭

轉,出現在同一點鐘時間在其季度。是的,中國將有注意到,如果該行星動議180

。他們並通知他們做記錄,並在約書亞,正如他們的漫長的一天,從中國的行星,

似乎停滯不前的長期日落的動議,從金牛座,180...。他們兩夜的行星的走錯了,E

及蕙議員的河流干涸。,他們在地球軌道的扭轉是可以預期的天氣變化,就可以

從地球引發太陽能活動以及8分鐘的時間較短的日子扭轉軌道。他說:「明星

下降如雨”,可以從流星現在在地球軌道的性質,對地球手段"地球的關系,這是天

堂”,是不正常的地震。皇帝發死在了第七年,聖殿山t'愛震撼, 就在桂成為皇帝

1817約公元前的埃及人認為,當有一個地震於神的兩手打一起的地球。這是一

個外,他們認為,這種部隊的一個孫奇跡,造成一個地震。月球必須動議180還有,

誰的嚴重性應造成地震、洪水、火山活動,就像孫奇跡也可能與水浸在姚瑞中

第73次年),公元前火山活動,也可能與火山克裡特和其芒特艾達的故事,在

phaethon火。最近在希臘,2007年8月之後,干旱和一個熱浪可有類似的火

phaethon也許是在七年飢荒在埃及和地區2350BC,2345BC.干旱有時接著一個

孫奇跡如採用同一套孫奇跡,是中國在姚皇帝。

甚至可能出現的天正常和仍然地球流或成為一個扭轉軌道。如果孫動議180

東的夏季或附近,例如冬至1月26日2287BC、和地球的軌道轉移40左轉在同一

時間的明星似乎旅費2倍的速度更快的夜晚西側的地球,但孫似乎動作就像正常

東到西,隻是略有變動取決於您的觀察,在地球,因此,孫可以動議180度的地球和



地球周圍流入或出於一個扭轉軌道,很少明顯不同於一個正常天。唯一的明星

看似“替”,不過,最可靠的記錄的孫描繪奇跡的太陽和月亮往上移或下,保持在地

球的同一季度,而不是地球轉移。

"(第二十九年的皇帝桂,1788BC)" 部隊的商用了3具台晟,太陽一起出現在天空

」。

-也許孫動議180對貴的漫漫長夜然後180或54019年後,地球的逆向流出的軌道

。有時似乎有三個星期日在天空當孫是 在地平線上,呼吁 孫狗狗孫。我隻看到

的第一次在奧卡諾根,十一月七日在2005年1:45PM-6C這圖片的詹姆斯埃德

加 在加拿大的皇家天文學雜志,2008年2月在冬季在-19C顯示似乎是三個星期

日在日落。同樣,孫常設仍在發展可產生孫狗,一個較長時間,往往孫狗是在冬

季看到在 -6攝氏度左右。如兩個畫面,孫狗隻的杰克牛頓的書“一瘦面紗的高

空Cirrus或層雲層可提供完善的條件,太陽能光環和孫狗輝煌。有時足以媲美的

太陽的亮度、sundogs是隻看到附近的視野。」這兩個圖片 在一個發展中採取

的降雪。這將是罕見的緯度,中國是在。

http://ww2010.atmos.uiuc.edu/(Gh)/guides/mtr/opt/ice/sd.rxml
http://ww2010.atmos.uiuc.edu/(Gh)/guides/mtr/opt/ice/sd.rxml


他說:「在他的1891BC)(皇帝健8年,有一個不祥的征兆的天空(不幸)10太陽一

起出現。這年皇帝建死亡”

一詞可能還意味著不吉利的季度的下降,但是,中國皇帝常常改變時,是一個孫奇

跡,這可能是意義的死亡原因皇帝建這一年,在公元前2357的孫站住了,姚阿徹開

槍9倍,屆時它再次提出,有10天,中國的10日星期一天,因此一些持久12小時以上

的太陽站可能會記錄為仍為一個很長的時間就像是10日星期一段長時間。

12x144年後,孫翠鳳回到在中國的經絡,163BC.1400年後,491BC蔚藍色的綠色彩

虹出現,月球是掩蓋在大流士的20多年沒有月食。

有一個傳統的斐濟群島的一個長期日落。- geocentricity 海洋神話Roland

B.Dixon1916年:(新西蘭毛利人)中午十二時的太陽在中國將是一個夕陽的新西

蘭毛利人。

http://www.geocentricity.com/index.htm


也許在公元前1872年:“你應該知道的上升,Sothis發生的8個月16日,宣布它交給

祭司,該鎮的sekhem-usertasen anubis和關於山區和suchos。並將本函送交存檔

的廟記錄。”(舍費爾計算Sirius將2000年7月17日似乎比較BC)見《Sothis日歷

。

SIRIUS的唯一途徑將出現在天亮前七月十六日在一個扭轉軌道是如果孫動議

180度的4月17日至 10月13日星座,然後對Sirius將最後一次 出現在天亮前的7

月16日在7月16日立場的情況下,這可能是如雅各布進入埃及時4月18日

,2349BC和當以色列離開埃及在《出埃及記4月18日,1280bc。孫奇跡標志著開

始姚的2357BC統治的結束,在黑王朝1765卑詩省,然後結束的商代1240BC-約書

亞的漫長的一天,並開始了周王朝1174bc。

他說:「他的人民都成為閑置在他的服務,並將不協助他。他們所說的「孫屆

滿時將所有滅亡?我們須與你。” 中國經典的書,第三,尚,講話的唐代,第175頁

。 這時須有一個孫奇跡和一個變化的時代?

唐代(商代)打記(黑王朝:“在過去,1765公元前後,很多疑慮唐代採取實地對其主

權,就會有任何疑問,其結果。天地同男子相結合,顯示他們的暴君的表示。兩個

太陽的戰斗在天空。地球震撼。山區都是從其堅實的基礎。河流干涸。基於

路,並逃到南,TS'阿 烏拉,.. 因此甚為可憐的王朝,結束黑,439年。」-1765bc。我



已告訴早日egyptologist也發現許多人提到兩個太陽戰斗和在一個損失,解釋他

們的400多年的奴役問題,在希伯來書在埃及是86年開始,稍後在1679BC.T'ang

然後寫道:“當孫將屆滿的滅亡?我們將與你所有的過程中,這是黑的主權。”

孫奇跡:1891-1807-1788-1765BC兩倍或四倍太陽的奇跡,扭轉軌道年。他們認

為這是世界末日,那麼你?「河流枯竭”--一個天氣變化和一個地震將會跟你所

期待的一個扭轉軌道。地球軌道的一個扭轉可能被形容為「天地與男子相結

合的過程中。」他說:「這是可以在參考」,十二生肖的下降,地球的軌道上的

改變,以往1765.中國經典的書,第三卷,黑,p.171。

在這兩個太陽1765BC可提到的太陽移動180度的地球圍繞著太陽。這三個公

元1788年BC To The Sun移動540環繞地球的兩個太陽,在公元前1178可能再次

提到的太陽移動180度的地球周圍。它是如何寫著「太陽和月亮灣和友」,大概

是因為在其一生的孫奇跡。

他說:「卡烏宗被犧牲,唐代的成功,當一個雉雞飛起來,和照明的耳朵上的一個

三腳架,並有擠逼。tsoo柯lessoned國王的問題上,並提出了天的補充,犧牲的卡

烏宗的指示,並向卡烏宗。」中國經典,前言的祥雄景,第7頁 的雉雞可能的是

Phoenix。這樣一個大點的天似乎可能是一個孫奇跡,這可能是周年的第一個孫

奇跡,1765BC當t'ang成為皇帝。因此,一個孫奇跡一天之後,孫翠鳳回到。

他說:「噢!很難靠天其任命的不是固定不變。」

中國經典的書,殷商、第213頁 1750bc。或許是一個結果,最近的孫奇跡和地球

逆轉,曾 與神和以色列在埃及,但上帝的訊息,這些新的世界奇跡,是站在他們的

孫公義,未來的耶穌。



他說:「在他(皇帝Te-仙的1178BC) 48次年,E山羊(精神像動物-令人激動不知

道)-是看到一起出現。兩個太陽。”到了最激動人心的麒麟可以e-羊的鳳凰。

也許他們直接望的太陽,見《天使的太陽。不望著太陽或它將導致不可逆轉損

害眼睛。也許孫動議180日光為期兩天,24小時,就像太陽停了下來,為約書亞,一

個類似孫奇跡的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可能與佑(出生約公元前一千二百六十四

皇帝,成為第1174BC)。“如何顯赫的灣和友!」從字面上解釋:如何太陽和月亮

灣和禹智元被!有可能被一個孫奇跡1174BC6月1日,吳宇時,是征服中國,是引述

的公爵的呂楊當落日扭轉三太陽能 大廈的光明。任命了天堂的4個月,可在

1174BC。



他說:「他在十八年,在春季,在第1次,每月的國王前往蕙議員、和解決的鼎的

地方,有了它的出現。鳳,並提供了一個犧牲附近的何”。

第一個月的年12月開始。第一個月的春日或2月。

他說:「當國王佑死亡、景清還年輕.聖靈像鳥和鳳出現;和myterious豆”長大的

神秘豆豆的日歷可能因此名為皇帝順一個千年前當鳳也出現在第一個月:“一

種草,此外,在每一個方面的增長的宮樓梯。在1日起計的1月,它制作POD等,每

一天,一直到POD的15次;而在第16次在橋上掉落,因此,每一天,一橋,以每月的最

後一天」

然後,16天的滿月月球將180離農歷大,是在前一天-還正在通過向前的農歷

Mansions-地球現在隻向後倒退下降1A Day in the扭轉軌道的草,兩側的宮樓梯

可意味著,月球移動180至另一方的天堂。



K'elins流浪的公園;鳳飛在庭院;景清了琵琶,和相:--

「飛鳳

所有約我館

有什麼好處,我

所以神要求呢?

“從前國王

這是影響;

他們的喜悅,戒指

人民的家園。”

這是一個確切的副本的宋記錄在黃帝的孫奇跡,也許是9月22日-的初秋-

2648BC.通知的同一K'Elin、麒麟的天空,姚記錄在他的第7次年5月,已開始在埃

及的七年來的飢荒。--第一個字符右-見林-麒麟。太陽和月亮鳳鳥是誰的太陽

和月亮180環繞地球的K'elins,可能燃燒的行星進行鹿人180圍繞地球運行了

,K'elins因為他們必須動議行星數以百計的每小時數以百萬計的哩。也許孫動

議180和地球流出,或進入軌道的一個扭轉的太陽在景清第34次年,1136BC,當下



雨黃金,這可能是Sun奇跡般的勝利,使jephthah heshbon103年,在從1240而不是

公元前300年前,有四個獸的寶座的上帝。一就像一個小牛。這可能是麒麟的

中國,一個像一隻鷹,這可能是鳳凰。一個像一隻獅子。這可能是中國白虎。見

以西結書1和啟示錄4。

-同樣彩虹描繪上述的埃爾克 的土著美國人成千上萬年前可能描繪了一個孫

奇跡,埃爾克可能已被中國麒麟、麒麟,也許知道,在亞洲移民穿白令海峽在阿拉

斯加。《埃爾克可能象徵的鳳凰,像中國麒麟、鳳雞腿鹿,非洲之角的麒麟、麒

麟,可能是官方的一個四獸在神的面前的寶座。一個玉鳳凰:-注意到官方。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一個雙彩虹的第一季的月亮的光明,彩虹左側是從日落西山

,第二道彩虹,這項權利可能會從反映了湖:





一些更多的中國孫奇跡

他說:「在(王金氏)14nth年(504BC) 銀河是不明顯的天空」的 中國經典

504公元前的一年的第二聖殿是完成,因此成為孫奇跡,是有可能,這次月食的記

錄,第三個月,504BC2月10日在中國已經可以讀古文的2月16日蝕505公元前二

月十六日,天48 505公元前1年後的是2月10日48 504bc。此外,這次月食/突然日

落可能要在農歷3天的太陽。月球通過2月4,504bc。月球是不可以看到一個新

的以色列文至今年2月6日,504BC.或甚至可能已經模糊的雲2月至今年2月7日

,504公元前三天,然後是2月10日晚些時候,504bc。因此,中國古典可能十分正確

。這次月食/孫奇跡可能要在第三天的新的月球計從其在以色列第一次引人注

目的是,也許這半返回軌道的太陽,突然日落之後,一個由12小時,在中國黃昏。

因此,銀河不會明顯 如果一個明確夜,504公元前二月十日在中國的記錄,那麼大

流士可從509BC30年的統治,579bc。因此澤爾士的20年的558bc。這次月食是

明顯的太陽,從中國將涵蓋約40%的國會。太陽的二月十六日,505BC不會陰明

顯的太陽。此外,一個Eclipse不會導致銀河,不應可見附近,一個孫奇跡是一個良

好的食方式,隱藏的孫奇跡。



分析的景灣的夢想國王和王宇清。,

他說:「景灣的夢想,他

是衣著的太陽和月亮。

鳳凰鴨相山K'e。在第一

個月的春天,在6日,五個

行星起了一個方,然後一

個男性和女性鳳凰走約

灣的資本,寫在他們的嘴,
說:「皇帝的賢沒有原則,

但壓迫和失調帝國的法

令。這是很大移除:賢不

能享有它再強大的精神,

地球已離開;所有的精神,

是吹走,加上五方添上神

採行星的范圍內的所有

的編年史上的四海。”的

書籍,部分的竹王朝的第

五周,中國經典

他說:「叔叔e-何杰出,如何被灣和友!仔

細沒有說明其美德,直到它上升明亮的知

名度高,並對它的以下廣泛傳播,因此沒

有造成他神有利於法令後,小西灣。

」 這本書的 周、書XXVIII、中國經典

三個百年後出生的,這種征兆景灣,最長

的日子定約書亞,是仍在談論的字符。這

裡的太陽和月亮,翻譯杰出,可能是指甚

麼中國時看到的太陽和月亮指揮Joshua

仍然是,在這裡的信貸給神的性格。你可

以看到,在同一性質牌為神使用的第一順

,描述的“總的四座大山”,在順的經典。

他說:「在

他(皇帝Te-

仙的
1178BC)48
次年,E山羊(

精神像動物-

令人激動不

知道)-是看

到一起出現

。兩個太陽

&O, 多姿多

採e-羊的麒

麟可以在鳳

凰,也許他們

直接望的太

陽,見《天使

的太陽。不

望著太陽或

它將導致不

可逆轉損害

眼睛。也許

孫動議180

日光為期兩

天,24小時,

像 孫當停了

下來,約書亞

,一個類似孫

奇跡的約書

亞的漫長的

一天可能與

佑(公元前出

生一千二百

六十皇帝,成



為對中國

1174BC)可

能有一個孫

奇跡在同一

個月的任務

吳receceived

從 天堂--可

能1174bc。

“如何顯赫

的灣和友!」

從字面上解

釋:如何太陽

和月亮灣和

禹智元被!有

可能被一個

孫奇跡

1174BC6月1

日時,吳宇、

=征服中國,

是引述的公

爵的呂 楊當

落日扭轉三

太陽能大廈

。





他說:「他在十八

年,在春季,在第1

次,每月的國王前

往蕙議員、和解

決的鼎的地方,有

了它的出現。鳳,

並提供了一個犧

牲附近的何”的第

一個月的年12月

12日開始的第一

個月的春天,1月11

日或9時,他說:「

王友死亡、景清

還年輕.聖靈像鳥

和鳳出現;和

myterious豆”長大

的神秘豆豆的日

歷可能因此名為

皇帝順 一個千年

前當鳳也出現在

第一個月:“一種草

,此外,在每一個方

面的增長的宮樓

梯。在1日起計的

1月,它制作POD等

,每一天,一直到

POD的15次;而在

第16次在橋上掉

落,因此,每一天,一

橋,以每月的最後

一天」的16日的

當時的滿月月球

將180離農歷大,是

在前一天-還正在

K'elins流浪的公園;

鳳飛在庭院;景清了

琵琶,和相:--

「飛鳳

所有約我館

有什麼好處,我

所以神要求呢?

“從前國王

這是影響;

他們的喜悅,戒指

人民的家園。”

這是一個確切的副

本的宋記錄在黃帝

的孫奇跡,也許是9

月22日-的初秋-

2648BC.通知的同一

K'Elin、麒麟的天空

,記錄在他7日,姚年

。-第一個字符右-

見林-麒麟。太陽和

月亮鳳鳥是誰的太

陽和月亮180環繞地

球的K'elins,可能燃

燒的行星進行鹿人

180圍繞地球運行了

,因為他們K'elins必

須提出行星數以百

計的每小時數以百

萬計的哩。也許孫

動議180和地球流出

,或進入軌道的扭轉

。第一個月的春季

他說:「景灣的太陽或

月球。他進一步減輕

與他的光輝,四分之四

, 西部地區。”國王灣

必須有長期的觀察到

日落的12小時的約書

亞的漫長的一天,因此

他將從中國已向西望

去,他將看到有最後的

日落和當明星似乎見

木星和土星出現 之前

...在西還設置。



通過向前的農歷

Mansions-地球現

在隻向後倒退下

降1A Day in the扭

轉軌道的草,兩側

的宮signifiy樓梯

可移動的月球180

至另一方的天堂

。

僅在4年前開始統

治宇在1178BC:"e

山羊是看到一起

出現。兩個太陽

」。

是1月/二月,也許孫

動議180,2月。

然後,孫必須向上

或向下的後大約180

革命的地球,因此必

須要孫奇跡半年後

或一年後或倍數有

關的孫遷回和地球

流 的扭轉軌道和地

球的軌道繼續似乎

什麼也沒發生過。

注意到,在公元前

2287在姚鳳的70次

年出現在這第一個

月,1月31日,春還徘

徊。也許K'elins是

明顯的5行星移動的

背景下與明星孫。

也許孫曾動議

180,1178BC,和早在

公元前第1174,使兩

個太陽的天空出現

在一起,地球的五起

芳在夜間在公元前

第1194。譚公爵的

周擔任雷根特為7年

,1158BC皇帝清因為

他是一個兒童。

他說:「從被體現,

它成為輝煌。輝煌,

它影響到其他國家

。 太陽站立在天空

可謂輝煌,影響整個

http://nothingistic.org/library/confucius/mean/mean02.html
http://nothingistic.org/library/confucius/mean/mean02.html
http://nothingistic.org/library/confucius/mean/mean02.html


地球。

太陽常設仍可在西

帝文鼎有明顯的戰

斗破壞那些景灣擊

敗在1239公元前的

兩個太陽,一起出現

1178bc。因此景灣

近100年,居住在傳

奇,從約公元前1270-

1186bc。

公元前2357可開始堯和約瑟,總督在埃及,約瑟夫是總督的七年開始的很多,然

後在第二年的飢荒是4月1、2349BC當雅各和他的兒子進入埃及的逗留,1069年

。這一年,雅各布的兒童的以色列進入埃及的430次年Sothis是今年4月開始

,2349公元前1年,已備份了107天從7月16日,2778BC.430年分四個=107天。

按時間順序排列的中國皇帝

中國皇帝, 奪篡 竹

. . .

姚
公元前2349
公元前2357

順 2248

奪篡 81 2198

. . .

余 2117

K'e 地段內 2106

T'AE-康 2090

涌-K'昂 2083

相 2055

奪篡 40 2044

shaou-康 2004年

Ch'雄 1983年

芬 1964年

馬努 1920年



seeh 慕尼黑1860

公眾假期-根 1822

強 1772

健 幌儾

K'雄基 1741

haou 1730

阿拉伯舉重聯合會 1725

桂 1718

. . .

唐代 1687

的-芬 1658

鄭鎮 1656

T'EA-基 1653

玉庭 1641

seaou-康 1623

seaou-基 1619

容克 1602

泰茂' 1590

鍾庭 1515

的鎮 1507

何-丹基 1498

tsoo-益 第1489

tsoo-仙 1470

K'EA-基 第1456

tsoo婷 1452

南康 第1444

康基 1442

pwan-康 第1438

seou-仙 1413

seou-益 第1410

宇婷 第1399

tsoo-康 1340

tsoo-基 1329



鳳仙 1296

康婷 1292

友-義 1285

想 1250

德益 1235

德辛 1226

. . .

吳 1174

通知篡奪添加到120年,這是兩個周期的60年來,就像有兩個周期,從60年失蹤的

周王朝從公元前第1174,1050bc。

約瑟夫姚的漫長的一天/

2357BC:中國皇帝姚記錄了“孫沒有設置為10天”。

這段話是常用的約書亞,切實、姚住1000年前,所以這必須是其他的東西:

姚是皇帝的權利,他於10太陽說完了,他記錄他季節。這是,在孫停滯不前的天

空,在中國,他雇了一個阿徹射9倍,並沒有和孫進行正常的。約瑟夫是總督在4月

在埃及2357公元前七年的開始時,很多,有一個麒麟在姚瑞中第七年,在第七年,

有很多在eygpt飢荒是一個也為七年。在姚瑞中70次年有鳳。如果姚明的第一

年的第一年,然後是約瑟夫約瑟夫將100在姚瑞中70次年的飢荒。我們知道,在

法老烏納斯的統治,我們知道,雅各布進入埃及的第二年的法民在430次年

Sothis2778從公元前春2349BC,因此,從而成為約瑟夫皇帝8年前的2357bc。

「 經典亞烏

隨即亞烏指揮,他和何,畢恭畢根據其意見 的闊天空,計算和劃定 的運動和注

重外表的 太陽、月亮、星星、和發行艙;等提供畢恭畢敬的季節的人。

他的第二兄弟吩咐他分別居住在余-e,在所謂的光明谷,並有恭敬地接受作為一

個客人的太陽,並調整和安排的春天,辛勤工作的。他說:「天」,他說,“是的,和

星是中等長度在neaou;你可能因此 完全 確定仲春時節,人們開始疏散;和雀鳥及

動物繁殖和交配”。

他進一步命令的第三兄弟他居住在nankeaou、和安排的變革的夏季,恭敬地觀

察的極限的影子。他說:「天」,他說,“是在其最長、和星何;你可能因此完全 確



定夏季中期,人民是較為分散;和鳥類與獸猶斗有其羽毛和頭發薄,和改變其外

衣。

他分別贏得的第二兄弟何為居住在西,在這就是所謂的黑暗谷,並 有恭敬地車

隊的夕陽,並調整和安排完成辛苦的秋天。他說:「夜」, 他說,“是的,中等長度

、和星是高濃縮鈾;你可能因此完全 確定中秋,人民開始感到安心;和鳥類與獸

猶斗有其外衣狀況良好。」

他進一步的命令,第三兄弟何居住在北部地區,在所謂的嚴峻資本,並有調整的

變化和研究的冬季。“日”,他說, “是的,並在其最短是maou星;因此,你可以完

全 確定冬季年年中,人民保持其安樂角落;和外衣的禽鳥及動物的霜及厚”。

《茂說,他說:「啊!你,他和何,一個回合年包括三個百,60,六天,通過了一個

intercalanary月你訂定的四季,和完整的決心 ,這一年。此後,在確切根據這一點

,規范各人員,所有的工程,這一年 將會充分履行”。

詹姆斯萊格、中國古典:“但韋納爾大廈去西和秋的東、扭轉方向,這兩個前

的 季節,反對當前的中國概念的春天,屬於東等。” 中國古典III.p.94 注意到,祥

雄景第18頁:“他的特別對象的觀察是,確定中的春天,Equinox韋納爾,是正確的,

固定;及最後的“辛苦的,是結束的東'可能調整。這些辛勤勞動的東是勞動力的

春天;和在其他Parr。南站夏季和秋季西和北冬季」, 當然,孫東方中午十二時,

是南、西是日落。不過,孫似乎動議西到東,一年的明星。此外, 太陽的隻能是

在十二生肖的東春在一個扭轉軌道。唯一的解釋是地球 在一個順時針方向行

駛,扭轉,軌道。他說:「當時的中國概念的春天,屬於東」-僅在一個扭轉軌道。

讓我們看一看這句話,姚明:

他說:「他的指揮分別為第二次兄弟他居住在余-e, 在所謂的光明谷,並有恭敬

地接受作為一個客人的太陽,並調整和安排的辛勤工作的春天」。

太陽隻上升,每一天的東,它在一個扭轉軌道。此外,這在太陽奇跡 2357BC一

年約瑟出任總督在埃及,約有4月1日之前2357公元前10天的韋納爾Equinox,因

此人們會期望一個孫奇跡約瑟夫的天任省長。姚可能知道一些關於孫奇跡。

姚的漫長的一天可能已經十月五日2358bc。一半的軌道後,四月一日,附近的弗

納爾Equinox2357BC,應該有一個孫奇跡和地球的逆向流出的軌道上的下一天,

那就另一個孫奇跡和地球流入一個扭轉軌道。一個奇跡,這兩個孫應該簡短的

孫天突然上升的東半的時候,有一天,中國將看到短的孫突然增加的東孫奇跡,然



後將在這種Equinox韋納爾。因此,或許姚的命令",恭敬地接受作為一個客人的

太陽」,一夜 星級的鳥星座將出現上述公正天黑。這樣就不會有一個奇跡的孫

二第二天開始,扭轉了第二軌道,星neaou鳥。這意味著,鳳凰。有鳳凰經常看到

的一個孫奇跡。因此,姚可以估計的星座,會出現上述那一年後隻黑也許是因為

地球已經在一個扭轉軌道,十月五日2358BC公正的時間,這一年開始在11月,不

過,姚的漫長的一天可能就很容易的2357BC4月1日和所提到的太陽是地球軌道

的扭轉。因此,必須確定立即春因為明星不會出現在不同的季節,通常也不會消

失。這些星星的西,這一年取得了進展,他們將會出現更多和更多的東每晚當明

星出來。

這些農歷大廈日期的時間,姚在2350bc。最早農歷3117大廈日期從公元前的最

常見。「司,最早的是,黃道28大廈。這些都是極不平等的程度,因此十分不便,

但為任何目的的星座"從未少月球是在第一個農歷簽署益或烏鴉座在1月26日

的孫奇跡2287BC或許所描述的日歷豆-見順進步左轉。這農歷十二生肖的月球

軌道地球左轉,似乎也在地球的正常軌道和太陽的農歷大廈是在正常序列,即使

是在地球軌道的一個扭轉的孫月球保持其軌道,隻有180度的明星,是在從。同

樣,在農歷月將開始的180走近一個跡象,生肖在扭轉,每一個連續農歷月開始的

太陽與中出現的跡象的逆向順序的生肖。在地球軌道的反向的太陽, 土星必須

經過所有跡象28每6個月,或一個農歷簽署每6或7天,土星軌道必須兩次的孫每

一個地球扭轉年出現在天空的季節。

中國不可能用所有大廈28 28天的29.5天農歷月當地球是因為在一個扭轉軌道

的孫進入28 26,27日,25,24,天進入軌道的地球的太陽在扭轉。這是孫行動,在地

球軌道的月球的正常軌道的太陽,離開了27和28日大廈,明顯是不明顯,在開始



的,因為他是農歷月有相反的情況,在一個扭轉軌道的太陽。因此,中國隻能使用

3/4,他們在一個扭轉軌道農歷大廈的太陽。在同一時間仍會 在農歷月29.5天。

還必須在農歷月比4小時縮短的正常農歷月因為年必須是48小時縮短。月球軌

道,將不會有更快,因為其軌道將會對地球軌道的4小時,少 一個月自動。這些大

廈的隻有大約司 的天空。然而,沒有看到一個季度,他們每月會辜負他們。

見的翻譯和評注的Ch'u 絲手稿 從公元前400。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的第一個農歷2月20日,1238BC.月球是在結束了對雙魚座:

http://abob.libs.uga.edu/bobk/chu1.html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太陽已動議東一個月,雙魚座十二生肖星座。你可以看到過

去明顯農歷3月20日,在本周期1238bc。三月二十日是28日,文在寅的雙魚座的

中間。因此,所有28可見農歷大廈均能計及:



在一個扭轉軌道上的兩個農歷大廈 將無法看到的,而不是因為孫正邁向雙魚

座的太陽似乎走,因此,過去兩個農歷大廈的雙魚座似乎不會因為雙魚座不會出



現。其中一些大廈被作為28農歷大作為一個發行簽署。因此,中國不會看到在

一個扭轉過去農歷大廈軌道。

姚瑞中扭轉太陽能生肖將進展順時針通過這些農歷大廈,也就是說,不是在正

常序列。這種方式的生肖進步取決如果您要查找南、北。不過,我們正在談論

的非常真實事件的地球軌道的太陽,扭轉,孫正通過生肖以逆向順序。“有明星,

贊成風和明星,贊成雨。當太陽和月亮動議,我們有冬季和夏季。如果月球如下

的明星[而不是遵循其路徑],將會有雨及風」的大隸的紀錄,卷五、1,第276。這

是,當地球是在一個扭轉軌道的孫月球似乎帶著走,生肖。這就是,月球向西移東

的軌道。在一個扭轉軌道的太陽的明星將動議西東,一年,東西方每晚,但西東,

一年。

《太陽報》在公元前2300年是在金牛座的春天」,是形容 這裡在西

他說:「但韋納爾大廈去西和秋的東、扭轉方向,這兩個賽季前,並在反對當時

的中國概念的春天,屬於東」

中國經典,第三節第94頁

它將不會有什麼問題,孫月動議180春季將始終是在東部地區的一個扭轉軌道

星座,因為這是在太陽的冬至將北韓。

他說:「我們必須記得小時的午夜12時與冬至是一個中國的大時代;一種重復的

T'AE-keih或開始的一切事物的循環。讓我們在所附數字代表的立場,在午夜十

二時的黃道年年中,在冬天就地球,代表中國 的一方空間的中心。在該季度和每

小時的時間問題,在低地球軌道的亞烏,將在Meridian、南的中間的頂峰,中國將

在西;金牛座,並在東Scorpio;它是正確地推斷, Aquarius,雖然無形的,將北的谷底

。因此,七個冬季的大廈,Aquarius的中心是被指派到北,和七個夏天的大廈,是低

地球軌道的中心則被派到南,到目前為止,安排同意,根據已經敘述的議案,很大

的承擔,但弗納爾大廈轉到西和秋 的東、扭轉方向,這兩個賽季前,在反對派的

普遍概念, 在中國的春天,屬於東等。」

中國經典III第94頁

十二生肖的星座的代表的是,在時間和孫自姚說的是孫,應該是沒有問題,這是一

個描述的描述 的韋納爾Equinox。不過,孫隻能在東部地區的一個春天扭轉軌

道。和概念,這是目前中國扭轉軌道必須如此頻繁,他們還以為是的准則。每一

個孫奇跡是由一個太陽報》2之後六個月後奇跡和/或一個孫奇跡的周年的第

一次,因此,必須至少100太陽從2700BC奇跡。



他說:「特別的對象,他的觀察是,確定中的春天,韋納爾Equinox,是正確固定;

及最後的是,「辛苦的東'可能調整。這些辛勤勞動的勞動力是東春的南站.夏

秋季的西和北,冬季”。

這是在晨曦中,孫... 在東春》、《太陽報》今天中午在低地軌道在夏季會有太

陽在東在春季...在一個扭轉軌道、太陽在日落的金牛座在秋季...與在東、太陽

對地球的另一方在午夜十二時,在冬季Aquarius與...現在再次明顯在晨曦在東方

的陣地,這一年來比喻一天的太陽,因此在一個扭轉軌道似乎從東到西,一年,通

過明星,正如它雖然天描繪。正如在這大時代的冬至在午夜十二時,這是唯一完

整畫面,地球是在一個扭轉軌道和太陽的星座,在晨曦立場在春天的夏季星座的

孫是在中午。上述圖描述了生肖。太陽的是,東2356BC十二生肖的春分。當然

晨曦在東 中午十二時,一個可以象征著春天的陽光的南夏季和秋季的日落西,同

樣明顯的協會 的一天,一年中出現的太陽,從西到東的明星,我們對軌道的孫左

轉,我們現在做。但是,在一個扭轉軌道的孫將通過旅行的生肖從東到西,春天是

在東詹姆斯萊格是正確的,沒有辦法在目前左轉軌道的生肖,描繪春天在東部地

區。

他說:「辛苦的季節,因此被稱為“變化。”TS'een已「隱藏東西』的提述的精

力 現在性質的工作在隱瞞”。

中國經典,佳能的亞烏,第19頁第21頁注。

他說:「隻有一個新秩序的東西,因為它得明星從東到西」。

貝拉米和男子,月亮神話,1938年,第69頁

這意味著必須在地球軌道,一個扭轉的明星逐步從西向東,一年, 幾個月裡必須

每年在扭轉的標志,對十二生肖的太陽,是在一個扭轉軌道。

見塞尼卡的十二生肖下降。

除了Aquarius沒有姚明的明星將有明顯的季度。

約瑟的夢想

創世記36:3“以色列現在愛約瑟夫超過所有他的子女,因為他的兒子,他是老齡:

和他提出他的 外套,多種顏色。

4時,看到他的兄弟,其父愛他超過所有他的兄弟,他們恨他,並不能發言和平告訴

他。

第5和約瑟夫夢想一個夢想,他說,他的兄弟:和他們恨他,但更多.

6 告訴他們,他說,聽到,我請求你,這樣一個夢想,我的夢:



7,看哪,我們都具有約束力滑輪在該領域,羅,我希夫時,還直立站;及,看哪,你束站

輪約,並提出了拜我希夫。

第8和他的兄弟,他說,沙爾特你的確戰勝我們?或你的確有沙爾特統治我們?和

他們恨他,但更多的夢想,他和他的話。

但另一個夢想9和他的夢想,他的兄弟告訴它,並說,看哪,我的夢;,看哪一個夢想

更多、太陽和月亮和星星十一拜了我。

10,他說,他的父親,和他的兄弟:和他的父親責罵他,並告訴他說,這是什麼夢想,

你夢想?我和你媽媽和你兄弟確實是屈服於你自己的地球呢?

第11和他的兄弟羨慕他;但他的父親說,他說。

創世記43:26:「當約瑟夫回來後,他們把他帶到本,是在其手的 房子,點了點頭,

他自己的地球。

27日,他問他們,他們的福利,並說,是你的父親,這位老人葉悶?是他還活著嗎?

28日,他們回答,你父親的受雇人的健康狀況良好,他還活著,和他們屈服的首長,

並提出了拜”。

我們不知道當第二個夢想的實現:

創世記36:9"和他的夢想而另一個夢想,並說,他的兄弟,並說,看哪,我曾經夢想

一個夢想更多;和,看哪,太陽和月亮和11個明星作出拜給我。”

約瑟夫是中央在第一和第二個夢想,也許是中央和地球的太陽和行星圍繞著

地球的日約瑟夫是總督對埃及在開始的收獲。這一天約瑟夫的brethern將看到

太陽固步自封,也許不知道在約瑟夫的夢想不知道他是被總督對 埃及的行星,必

須扭轉和面對的太陽在同一傾角如以往一樣,更有可能在十一明星提到十一在

十二生肖十二生肖,太陽已經從動議180的德弗戈、室女星座,因為沒有明顯的

孫翠鳳,在“星”,因此,其他十一個明星/生肖似乎屈服於太陽,生肖在扭轉現在正

在取得進展。這是,兒子,雅各將屈服於神的兒子,耶穌的榮耀,太陽。

《馬太福音17:1",經過六天,耶穌可以彼得、約翰詹姆斯和他的兄弟,他們為神

的高山除了。

2,如:和他的臉並光芒四射的太陽,他是過白光」。

法老叫約瑟夫的第一件事,今天上午,解釋他的夢想,據此:

創世記41:43",他提出他坐在馬車的第二,他已收到;和他們大聲說,他的膝頭:和

他提出他對所有統治者的土地的埃及”。



也許今天上午的太陽停了下來的天空,約瑟夫, 他作出法老總督和他走到埃及

。今天上午在埃及是一個下午陽光太陽在中國,那麼,或許今天下午在中國的孫

停滯不前的人,在混亂和幾乎12小時後姚似乎雇用衣,在拍攝的太陽,是一個中國

的一個星座旨在低頭Sirius/金牛座,就如孫將會在春天的陽光前動議的180的字

符串的皇帝拉動。在整整12小時,在第9次箭,姚沒有衣和孫 感動,於是他們作出

姚皇帝。姚以前的名字是芳,他被任命為兒子的天堂,天。

這種弓旨在金牛座可能已是第一個名為當太陽在金牛座四月十二日3637BC和

也許動議180的天挪亞的水浸的水浸。諾4月12日3637BC是10天前的春分正如

約瑟夫的長4月1日,2357BC是10天的春分之前。





姚的漫長的一天必須已十月五日、2358BC或三月三十一日,2357BC對這些明

星,標志著不同的季節。

《 聖經》 日期

公元前4548Adam出生在年800duodecimal1152年是從5700bc。

公元前4418Seth,2600年後,在中國是一個孫奇跡

在公元前1817-969-144-700年,耶穌的出生在公元前7。

公元前4418-969年3448BC-144-3300多年,耶穌的

出生在公元前7。

3448BC-969年,埃紹和雅各的出生在 2479BC當

艾薩克有69宗。

公元前4312eNOS1800年,當亞伯拉罕走,在提供高達伊薩克

2512BC.144+4200多年,耶穌受難日33特。

公元前第4222南

公元前mahalaleel4152

4088BC賈裡德1800年,太陽奇跡在2287BC 當約瑟

是100。

在同一162年從艾薩克的出生在2548卑詩省,

約瑟夫的出生在二三八八bc。

公元前300年3936Enoch Sothis從公元前第4236

公元前3910時也許是生生

公元前第3823或許當lamech誕生於methusalah87

在卑詩省年969從公元前有duodecimal七百年生。

187在死亡。

共有187個年從孫奇跡在2698BC,

太陽奇跡當亞伯拉罕whent提供了在艾薩克

2512BC.1200年前亞伯拉罕到提供高達伊薩克。

共有187個天從尼散月到贖罪日。

共有187個天從一個孫奇跡在冬季/春

,當孫可在盡快遷回。

公元前第3824lamech時出生。

3757公元前120年前的水浸。



第3737號BC Sothis年500。諾是在年500,或許當神

他說,以建立ark挪亞,然後將100年

方舟的建設。

就在這之後,當諾諾貝加閃20.

在公元前3642Sothis年595。182年至lamech死亡。

如果lamech居住了187年他會有

在這一年死亡的洪水3637bc。

777年出生,Adam Seth後。

使用的969年是從 duodecimal Sothis年700,7x144

從5700BC=有bc。

公元前3637是諾的水浸Sothis年600、2700+969年

後來耶穌被釘十字架,33特。

希臘的給予代130年,

幾乎增加了,那一代他亞伯拉罕terah在公元前二六四八。

有6年多,可能是由於四舍五入錯誤。

如果這些人是一個平均的32年,而

130年約有30從諾,亞伯拉罕幾代人。

這樣就不會有144代從亞當耶穌。

公元前3636arphaxad出生。

公元前3499Salah出生。

埃貝爾3369BC出生。

3287BC Noah死亡,1000年後,是一個孫奇跡在2287BC

當約瑟是100。

3235BC Peleg出生。

3105BC Rue出生。

公元前2973serug出生。

公元前2837nahor出生後,800年的水災。

公元前出生2718terah。2718BC-144terah的生命-969=1604卑詩省,

1600年前耶穌在公元前7。

3637BC-777-144=二七一六BC-144 =二五七二BC terah時死

亡。

2000年前國王所作的孫赫齊卡亞是奇跡,

阿哈茲國王的死亡。



二六四八BC亞伯拉罕出生。

公元前二五七二terah死亡。

2548BC艾薩克出生。

2479BC雅各布出生。

公元前2387Joseph出生。

公元前二三四九進入埃及的逗留40幾代人。

雅各布2335BC是144,2335BC-777-777-777=7BC耶穌的誕生。

1363BC郭富城出生

公元前出生1359摩西

.1280卑詩省的《出埃及記

1240BC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

公元前一千一百九十一jubile是第一。

1122BC索爾成為國王。

1083BC David成為 國王。

1043BC所羅門成為國王。

1040BC廟jubile年開始的。

724卑詩省阿哈茲死亡。

711公元前10個步驟的孫扭轉,180,赫齊卡亞。

公元前687,是一個孫奇跡記錄在中國,這可能是赫齊卡亞的標志。

591BC耶路撒冷採取的第二天是40個月,從以前的第九天。

586BC流行Eclipse日期時,耶路撒冷是採取了」,而不是一個蝕。

539BC賽勒斯

公元前520廟奠定了基礎。這是50年jubile計算在內。

504BC15年後 的第二聖殿是完成。

470BC是下一個jubile。

167卑詩省的希臘人的廟。

164卑詩省聖殿是再次出現,是一個孫奇跡。

6BC耶穌誕生。

30特是在去年,當耶穌jubile站起來發言。

33特耶穌被釘十字架。

代亞當:



從亞當諾10幾代人。

從8代arphaxad terah來。

第4代從亞伯拉罕,約瑟夫。

40幾代人在埃及,鮭魚。

第3代,戴維.

《馬太福音給:

(14代從亞伯拉罕,David)。

幾代人的14,拿走,巴比倫。

14代到了耶穌身上。

93代從亞當耶穌。

如果我們使用路加福音的列表:

從21日代亞當亞伯拉罕

14代從亞伯拉罕,David

40 在埃及代

從幾代人的流亡,David21

從21幾代人,耶穌

117代從亞當到了耶穌身上。

有24代說,路加福音,《馬太福音的名單。

同樣地,如有27個代將會有

144代從亞當到了耶穌身上。但是,

42代從大衛,耶穌在路加福音的清單時,

百分之一百准確的28年來一個genearation。

此外,144一代的25年的3600多年。

4548-4-3600=944年代長。

鄭少秋 130-25=第105條
Seth105-25=80



南70-25=45
mahalaleel65-25=40

賈裡德162-25=137

伊諾歐25-25=0
methusaleh87-25=62
lamech62-25=37

挪亞25-25=0

謝姆102-25=75

亞伯拉罕 100-25=75

艾薩克69-25=44

雅各布91-25=66
-------
581

所以944-581=363跑130=3

因此,平均年齡之間的一代remainding130

將是28,25+3。

因此,所有年齡的工作,產生144幾代人到了耶穌身上。

1哥連泰斯15:45",因此是書面的,是亞當第一名男子所作的最後一個活的靈魂,

是亞當了一個加快精神”。

鄭少秋的最後一名是耶穌。

這種做法,使用duodecimal年必須停止亞當 離開伊甸園。

然而,有700duodecimal年1008Decimal年,從太陽奇跡,約瑟夫的100周年,2287卑

詩省的人口外流,出埃及在1280bc。

年-參考大全-事件

:二五七二BC創世紀12:4Abram離開哈倫

創世紀16:16:2561公元前出生的伊斯梅爾

2548BC GEN17:17、21:5出生的伊薩克

2510BC GEN23:1人死亡,Sarah

2507BC GEN25:20婚姻的伊薩克



2478BC GEN25:26日出生,雅各布

二四七四BC GEN25:7人死亡,亞伯拉罕

二四二四BC GEN25:17死亡的伊斯梅爾

2401BC GEN28:10雅各布從Beersheba逃

2396BC GEN29 20:雅各布結婚Rachel/利厄

二三八九BC GEN29:雅各布30多年為7

公元前2387GEN30:25出生約瑟夫.

2381BC GEN31:38雅各布返回迦南

電:2370BC GEN37:2Joseph是賣作奴隸

2368BC GEN35:28人死亡,伊薩克

2359 BC GEN40、41:1的夢想和cupbearer貝克

2357BC GEN41:46約瑟夫進入法老的服務

2350BC GEN41:47 7年的豐富通行証

2349BC GEN45:47:9 6,11,雅各布進入埃及經過兩年的飢荒

2331BC GEN47:28人死亡,雅各布

2277BC GEN50:26人死亡,約瑟夫.

伊諾克住在300年。如果這是Sothis年300,這一年將有備份77天從7月16日,第

4236BC至5月2,公元前3936。有144+144+77天至365天的這一年。

更正聖經日期

《聖經》中有可能用一些埃及Sothis日期。

Sothis周期的第1460年開始,在2778bc。

一個可能性是亞伯拉罕的毀滅性武器的出現所多瑪2549約公元前和約瑟夫是

總督對埃及在公元前2357逗留。然後進入埃及是4月3日,2349BC從一開始的

430次年 7月16日開始的Sothis期間,2778bc。這是Sothis日歷已備份(430/4)107

天從7月16日至3月31日,2349bc。約瑟夫可能已經取得了3月31日總督 2357卑

詩省,是開始Sothis年2349BC當雅各布進入埃及的人口外流,然後從埃及是4月

19日,1280卑詩省,自同一天,這一星期,農歷年,每月的逗留,進入埃及的開始,幾個

月的《出埃及記一個農歷月尼散月,四月五日,在公元前1280的春分和4月19日

的《出埃及記,1280公元前開始的。因此,在幾個月約韋納爾Equinox主要集中

在逾越節和耶穌受難日的同一日期的4月3日,33特。這是因為韋納爾Equinox

是4月3日,1280bc。所以4月19日,1280BC是同一天的實際熱帶年的4月3日,33特

。



然後,總的逗留時間,在埃及可1069年:

創世記15:16“但在第四代他們須走到了這裡再一次:對罪惡的,你仍未充分”。

本來可改為"第四十屆一代。」

第四

第四十屆

你可以看到一封信中說,前後的信件的第四,一個隸可以miscopied這些信件或

故意留下的隻有「第四次的兩個字,因此這本節應改為:

創世記15:16,「但四十代他們須走到了這裡再次:對罪惡的,你仍未充分”。

4025=1000年。摩西的一代。《聖經》中所載原定要有40名,也許40 從約瑟,

約書亞或44從亞伯拉罕,戴維.A隸必須作出的決定,刪除它們,離開“他們須困擾

他們400年的《出埃及記」是在埃及和“從430次年”,似乎以色列是在埃及隻有

400年的時候 ,以色列是在埃及1069年。他們是奴隸,400年從1680BC1280BC.逗

留在埃及並沒有為430年,但從430次年Sothis從430次年從2778BC.2349BC1280

公元前四名,因此隻給了 四代同堂的四個百年來的逗留。而進入埃及是從

Sothis年430。同樣在創世記5歲的長800年秋,可能是一個Sothis日期等。第一

個Sothis周期可能已開始在5700BC,公元前第4236,2778 BC,1321BC至169特。

年為800 亞當可5700-800=4900BC或5700BC-1152(800)=4548duodecimal在公元

前。



在 年300 :

法官11:26:“雖然heshbon和她在談到以色列城鎮,在了她和城鎮,並在所有的城

市,是由海岸沿線的Arnon、三個百年嗎?

-可本來說:「一個百和三年”,它已被103年,後來士可能已由200年,使法官的法

官為一個在另一個而不是同時從不同地區的以色列。同樣士必須由240年,原

240年在以下詩句,使法官擔任繼承。

國王6:1",它是通過在四個百年後的兒童和第八十的以色列人走出來的土地的

埃及,在第四年的所羅門的統治,包括以色列,在該月的第二個月,他開始,建房的

耶和華”。

希臘的全文 "440埃泰勒"年,希伯來字為1年,是shanah8138,也意味著強烈的兩

個或兩年增加一倍,因此480是240年,以更可靠的希伯來文;然後1280-

(480/2)240=1040BC,所羅門的4次年,最有可能它最初是 240年稍後,然後再加上

隸200年,440年和一個後來隸由40年來,480年獎學金。現代切斷了從1020公元

前60年來,960BC對所羅門群島的死亡沒有明顯的理由。如果我們可以同意

jephthah1142BC對生活的人口外流,才能使4月19日,1280BC和征服巴勒斯坦至

八月十六日,1240BC:

他說:「在其第34次年下雨的黃金軒-楊」 的中國經典,第三部分,編年史上竹

書籍、臨148。這是在1136BC計算從武帝的第一年多的中國皇帝在1174bc。

因此,5年,34,吳清=1136BC103年之後,這是摩西在征服heshbon1140bc。因此,原

可說「一個百三年”,一個孫奇跡將使地球的前臉上,它軌道,以面對流星中午。

因此,或許是獅子座流星雨的黃金軸承流星,或流星發光黃金和落在白天。

德布拉和巴拉克在法官看來4和5與以色列民的土地已在當天的約書亞的征服

。然後Debra,巴拉克和約書亞也出現在這一天,杰賓和sisera。他說:「在1992年,

聯合以色列/西班牙代表團在挖掘的遺址的哈措爾、最大的中等城市的巴勒斯

坦的青銅時代,他們發現一片,記錄的強大的名稱,國王的城市(第317頁,fig.338)

。這個名字雅班,一樣的國王哈措爾人擊敗約書亞,記錄在約書亞11:送燒!哈措

爾年底的13世紀,公元前:1300-1200BC.朗塞二人統治,他的父親塞蒂我可能是朗

塞的《聖經》中提到,兩人的土地,因為在《聖經》:朗塞

創世紀47:11個“和約瑟放他父親和他的兄弟,並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擁有的土地,

在埃及,在最好的土地,在該土地的朗塞,



在法老的指揮。」

《出埃及記12:37"和兒童的以色列後從朗塞

以住棚節,約六百千呎,是男子,在一旁兒童”。

然而,提到這寶城,稱為 %,其中ramesses 已發現, 在埃及的至少自公元前600,是

以直接聯系在一起的法老朗塞二:

《出埃及記1:11",因此他們確實確定了它們任務大師困擾著他們,他們的負擔,

和他們建立了法老的寶藏城市、皮索姆和raamses」。

朗塞興建第二期的“pi-朗塞朗塞”域名的可能共同統治期間他與他的父親塞蒂

I而梅內普塔必須在法老的外流,淹沒在紅海,大概1280BC. 約書亞進入巴勒斯坦

四十年後,或許1240BC年表。在這我們可能會返回80年,從公元前1280 1360BC

和摩西的出生和法老塞蒂我可能埃及王,並不知道約瑟夫。我們可轉回四十年

的開始,1320BC和新Sothis時期和摩西的企圖,幫助兒童的時間,在以色列的一般

/法老horemheb。摩西的時間可能已認為是有權領導的以色列人進入一個新的

時代。

創世記15:16“但在第四代他們須走到了這裡再一次:對罪惡的,你仍未充分”。

這本來可以改為"第四十屆"新一代。摩西將這一代如果25年的第40次計算每

一代。逗留到埃及開始 2349BC和摩西出生1359bc。40X25=1000年可能有正

確計算摩西,然後他和他一代將離開埃及的應許之地,也摩西的父親在法律、杰

斯羅,隻見將通過與亞伯拉罕的兒子米迪安 的凱圖拉,超過40從亞伯拉罕幾代人

。

http://en.wikipedia.org/wiki/Pi-Ramesses


提到的hapiru在中等和已故青銅時代文學是會.........hapiru從事寶石的聖殿朗

塞miamum。 也許hapiru是希伯來書。

這裡是一個簡短的孫歷史奇跡:

在中國:2697在公元前黃帝的第一年出現鳳,2678在公元前黃帝的20多年,是一

個長期的綠色Flash形容為“孫站仍在晨曦,黃德(黃帝)50多年(公元前2648在秋

季),在第7次月,在天剛-Shin(九月二十二日)抵達鳳,男性和女性。」他說:「當哲

登基有吉祥的征兆。”(2597鳳BC)2512卑詩省一個黃色龍擔任的預兆泉-heuh成

為皇帝的漫長的一天,姚2357BC,可能2350BC"在姚的7年,是一個麒麟”2287BC

鳳看來,在公元前約2240順的14日的黃色龍年出現。二一五八BC他和何懲罰

當涌-K'ang成為皇帝-太陽和月亮不滿足於和諧...,1891年約公元前10個太陽,出

現下降約1807BC“明星像 雨..", 1788公元前三個太陽,1765公元前出現兩 太陽

打,一個孫奇跡,可能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1240BC預測的周王朝的興起,在景灣

的景灣的第一年、第1239BC鳳看來,1178BC2太陽似乎出現鳳,1139BC,約有

950BC(天來臨兩次)、711BC赫齊卡亞的標志,687BC歐“明星落 像雨"470BC呂

楊孫西在上升,312BC影子延長10肘及上升了230肘,公元前,孫翠鳳回到的經絡

,165卑詩省一個黃色龍出現在CH-永志,十二月十二日,164,孫翠鳳回到公元前的

經絡,103BC木星是描述一個扭轉軌道,100BC鳳似乎有太陽能月食,記錄在中國

的12月3日,103BC和5月17日,101bc。不過神仍然可以通過公司的月球太陽對

地球的天,如果是在一個自然軌道。

6月18日,這次月食的記錄549BC(548BC4月19日蝕記錄員不匹配這日期。

同樣賽勒斯放下手中的造成叛亂三年後,549BC.591BC-40年=552bc。這可能

是新的開始,文在第七個月的開始,在猶太公民年,以西結書是他躺在他身邊的40

天,一年為一天,然後從40年的囚禁於八月十日開始的是,591公元前第40次年在

農歷的七月在8月/9月。

以西結書29:13"但因此Saith神;在四十年的結束將我的埃及人聚集的人民從他

們何去何從的分布:”。

我國祖先似乎是一個古代埃及從這一次,成為猶太人,然後一個猶太人的祭司

。

http://www.ub.rug.nl/eldoc/dis/theology/e.j.van.der.steen/c1.pdf
http://www.ub.rug.nl/eldoc/dis/theology/e.j.van.der.steen/c1.pdf


這可能開始的第七個月,9月19日,552BC或新的一年的第九天的前夕, 在農歷

九月十四日,551BC-17日,在這次月食60是記錄,那就很可能會有一個孫奇跡因

為沒有Eclipse比賽。另外,耶穌誕生可能已是9月12日、7bc。

十二生肖的dendera斷絕與站在牛的中心是從月約100BC.見upsidedown.html

《 聖經》 按時間順序排列

《聖經》按時間順序排列的日期給予1012BC,所羅門的第四年獎學金。現代

切斷了60年從這種傳統日期的1012BC,952BC對所羅門群島的不合理理由,這是

為了配合法老shoshenk我誤會了,入侵 的猶大,由第五年,第二編年史12:1-4,其日

期,這是725bc。這是73年的76年太近,也許太最近日期為法老梅內普塔已被通

過,但未校正。或法老shoshenk我猶大而入侵後由73年的第五年的訂正按時間

順序排列。然後是87年太晚,與世界同步問題的歷史。索羅門必須已死於公元

前1003和由國王所作的10個約1000年部落立即強烈反駁之前出生的,基督在公

元前7。

如果赫齊卡亞簽署的是,711王國(公元前,以色列必須結束後7年成為赫齊卡亞

國王從724BC,717BC-2國王18:1,17:1.712BC+144年+600年是耶穌受難日33特,

流行的毀滅性武器的撒馬利亞的日期,722BC必須正確。因此他必須有統治了

九年,國王的毀滅性武器的以色列,以色列在717BC)《聖經》按時間順序排列的

公元前給予1002所羅門的第四年,一個失蹤37年,1040 BC根據國王的猶大的君

王。根據以色列的存在是41(63)年羅二和20多年的王(27)。(synchronistic長度

如下放在括號內,當它不一樣)。同樣ahaziah開始他的統治,他是22根據希臘的

而不是在歷代志下22:42 2的,那就不同長度可同意1040BC作為第四年的所羅門

。即使我聖經年表 在我聖經》隻有53歲的羅二何時應該63歲。

歷代志下25:1"amaziah是廿五歲那年他開始統治,和他統治廿九歲在耶路撒冷,

和他的母親的名字是jehoaddan的耶路撒冷”。

2國王14:17"和amaziah國王的兒子,喬阿什猶大的死亡後的生活jehoash

jehoahaz國王的兒子的以色列十五年。」

2國王15:1"的第二十一和第七年,羅景的以色列開始阿扎賴亞兒子amaziah國王

的統治,猶大”。



這意味著amaziah統治29年來,那麼阿扎賴亞統治38年來,那麼我們有所有這些

年來,如果佔azeriah統治從828BC和位於790卑詩省和喬薩姆和阿哈茲從公元前

,740,赫齊卡亞從724BC和赫齊卡亞梅納西曾和一個共同的統治,從公元前4年來

,696bc。

2國王15:7“阿扎賴亞睡著他的父親;和他們埋葬了他與他的父親在大衛市:和

他的兒子喬薩姆籠罩在繼任。

2國王15:8,第三十一和第八年的阿扎賴亞國王的兒子,猶大卻扎卡賴亞羅戰勝

以色列在撒馬利亞 六個月。」

2國王15:13"shallum jabesh的兒子,開始在統治的九和第三十年,猶大位國王的

統治;和他一整月的撒馬利亞”。

2國王15:32",第二年的王的兒子,王利喬薩姆以色列開始的兒子,猶大位國王的

統治,”。

27+38=65歲的羅二!不41年。

2 14:23“國王在十五年的amaziah國王的兒子,喬阿什羅猶大的兒子,王喬阿什

當皇帝的以色列開始在撒馬利亞、和統治四十和一年。」

隨後,阿扎賴亞位可能是兩個不同君王。然後我們可添加38年,按時間順序排

列的。該名失蹤38年的39次,位年5月的第一年,其實是位。有可能是一個孫奇

跡,753建筑小組委員會的成立,羅馬。這是第39次(第一位)年當shallum來到以

色列統治,有可能是一個孫奇跡,然後shallum引發的暗殺,撒迦利亞。

以賽亞書7:16“在兒童須知道,拒絕罪惡,和選擇的良好的土地,這一點你

abhorrest須放棄她的兩大天王”。

以賽亞書7:1",它是通過在該天的阿哈茲的兒子,兒子喬薩姆,猶大,這位國王,雷

津國王的兒子王的敘利亞,並對利的國王, 以色列對耶路撒冷,舉了起來,反對戰

爭,但不能戰勝它。」

這兩個國王和王可以雷津。

喬薩姆和阿哈茲可能已有一個共同的16年的統治。一個類別的赫羅德的死亡,3

月30日、4BC當耶穌可能已是一個和一 歲半。



阿扎賴亞可能已死亡的同一時間在羅的第二,正如阿哈茲和王可能已死亡的同

一時間對這首詩,或可適用於一個共同的統治喬薩姆和阿哈茲的16年。

2國王15:5"以及上帝的國王,所以,他於是一個列佩爾告訴他去世的天,居住在

一些房子。和喬薩姆國王的兒子的家,看的人的土地。」

如果阿扎賴亞和羅二人死亡,790建筑小組委員會jubile的,如果喬薩姆和阿哈茲

盛行的16年的一樣,則阿哈茲可能已經死亡,724bc。

以賽亞書14:27:“耶和華哈特目的,並將它disannul?和他伸出手,而應把它帶回

呢?

14:28年,約旦國王阿哈茲死亡是這一負擔。」

也許這首詩「和他伸出手,而應把它呢?」是指一個夕陽突然在西阿哈茲的小

時,或它可以在中午十二時的黑暗。如果太陽的速度行駛的輕型60分鐘,它必須

停止在下午三時立場和隻留下兩個 小時,埋葬在日落前,這是因為耶穌。

他說:「在他(Huan)3D年(從711BC,709BC)是基-子,第一年的王子慨的金錢。

” 中國古典III,第161頁。

這次月食的711BC42天可能是因為在4月12日711卑詩省的太陽 Eclipse兩年後,

同一記錄:

“公爵煥、3年、7個月,天仁Ch'en,第一天(月)。太陽是掩蓋和它的總”。

這是7月28日,天17 709bc。因此,“食”的第一年的Huan將會在公元711。天42

711BC將4月12日星期二,第三天的周時,可能會走上赫齊卡亞拜拜廟當他是醫

治後簽署的這一天,也許赫齊卡亞進入聖殿是因為他的第十二代 從露絲的

moabitess。今年4月12日,711BC是新月亮也。因此,中國將充分期望這是一個

Eclipse,可能有一個小時在黑暗中以色列時間四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的中國誤

解,711BC作為Eclipse在日落。然後在星期五晚上赫齊卡亞告訴他,是會死去,哭

了起來,以賽亞返回,問如果赫齊卡亞想要的標志的太陽的影子前進10個步驟或

落後10個步驟。我明圖片一長星期五晚上7X12小時的黑暗,然後在太陽西至中

午十二時的立場,停止在中午十二時 立場的24小時,然後設置在東部的天,然後

於4月17日(星期日),在聖靈降臨,711,公元前的孫突然和出色地上升,它將在東的

耶穌復活的跡象。因此,赫齊卡亞便會上升到寺廟的標志,是在死後復活。



然後阿哈茲必須已死亡,724BC和赫齊卡亞於聖靈降臨在696BC,5月4日,星期

一,696BC是28日和日的第五天,聖靈降臨在農歷月50天,來自以色列的逾越節。

這是第四個月,在夏季:

他說:「這一年的夏季687卑詩省,在第四,在月球,在該天仙茂(3月23日根據中

國參考書籍在sexagesimal日期)在夜間,固定明星沒有出現,但夜晚,明確(雲)。在

半夜明星落像雨”。

同樣赫齊卡亞簽署的是在時間上的sennerachib的包圍耶路撒冷也許比711bc6

年前,這是同一時間,在《聖經》按時間順序排列的背後,我國聖經。有一個同樣

一個4年的下降,分別從耶路撒冷8月10日,591BC和可能587卑詩省的太陽。然

後奇跡,在四月十二日,711BC赫齊卡亞,孫奇跡的阿哈茲在725BC和下降的耶路

撒冷,591BC加在一起就可被判罰款。所謂日食記錄的一個在585BC是相當太

陽落在天空的九天農歷月大概八月十日,591BC,而不是585BC,當寺是採取這次

月食,所以可能甚至沒有注意到或記錄。隻有孫奇跡也注意到,登記為一個中國

的日食的時間,所以由太陽的585BC可能不是在所有工作,那就需要更多年的22

的盛行,國王的猶大和以色列在這裡

所有這些加起來佔上風,123年以上,後又被暗殺的事件發生的一切。”這說明

了125年,所以從711BC,被擄是公元前120年,591,所以有可能是一個共同的統治,

梅納西赫齊卡亞的4年。他們可能有的同一年計算兩次在加入兩項佔上風。有

可能已合作佔上風。一個共同統治可喬薩姆和阿哈茲的16年。

從公元前的55年,梅納西的死亡和不明日食的645bc。沒有Eclipse在這日期。

本記錄可以有一個孫奇跡。

如果我們計算的死亡阿哈茲在公元前724,按時間順序排列的囚禁期間從所羅

門在591BC可能都適合。然後回去從724BC和阿哈茲的死亡,我們必須補充一

點38年,阿扎賴亞作為一項單獨 的人的16位數年的一個共同的喬薩姆和阿哈茲

-佔上風,那就按時間順序排列的工程,1040BC,所羅門的第四年的建設和神殿

240年後的《出埃及記在1280bc。

然後梅納西可能已經死亡,645卑詩省,有一個記錄的一個太陽,645BC在中國,

不符合任何太陽消失。



4月3日,記錄太陽能月食645BC:第十五年的第五個月_瓻_的皇帝是所有,是因

為,威廉姆斯指出,它是一個scrible錯誤,但是,4月25日每天3 645BC文當月食是新

的預期。4月3日,在33特標志著耶穌受難日。但是,沒有Eclipse4月3 645bc。因

此,這已是一個新紀錄可以奇跡,天暗了下來。如果太陽是一個小時,似乎是一

個Eclipse,他們也不可能知道黝黑的太陽是隻為7分鐘的日全食。

國王的以色列然後猶大,

國王 日期

索爾 第1124BC

戴維 公元前第 章1084

索羅門 1044BC

由 公元前1004

abijam 公元前986

阿薩 公元前984

法 公元前943

joram 926BC

ahaziah 910BC

athaliah 公元前901

喬阿什 895BC

amaziah 公元前858

阿扎賴亞 829BC

位 792BC

喬薩姆阿哈茲/ 741BC

赫齊卡亞 公元前725

梅納西 公元前

阿蒙 645BC

喬賽亞 643BC

jehoahaz 614BC

jehoiakim 公元前605

jehoiachim 603BC

澤德基亞 603BC-591BC



在公元前740是記錄:

他說:「他在24日,今年在提起TS'的犧牲的寶貝,Ch'”之地。

注:「這個故事是,兩名男童已作出改變,帝雉的外觀,它是為人所知,在一個奇妙

的方法;,他拿到女將成為主要的王子,雖然擁有的男性將成為國王。他們被稱

為 Ch'的寶貝,在的地方,他們經常出現。」看到女和男子鳳記錄。這是男性鳳

凰的龍和象征皇帝的計時從763BC二十四年是在公元前740。

秋天的撒馬利亞 是在赫齊卡亞的第六年從725bc。

這是在公元前719記錄:

他說:「在他的第43次年chwang偉喪生。清施煥運動的K'euyuh死亡是成功的,

他的兒子,誰是沈稱為黃-pih」。

(附注:從這一次的王子的淺談過的 義,是眾所周知的王子的義。

一個孫奇跡,可能是導致動議,一個征兆從天堂,有時還造成的,付諸表決,並向國

王和王子死亡。

在721卑詩省的記錄:

他說:「在其第41次年、仙海,第一年的chwang-pih、-在春季,有一個大風暴雨

和雪」。

中國經典III,第159頁。

孫奇跡可能會導致一個變化的氣候模式。

阿哈茲死在了月Adar約724BC2月的第一個中國。這春天的陽光,必須返回一

年 後,雨雲常常躲在鳳凰和龍因為他們是這麼樂觀。國王的統治常常開始就一

個孫奇跡,其神聖治理權。

從那時起我們計算佔上風的12年來,澤德基亞在八月十日,591BC當耶路撒冷

下降。然後赫齊卡亞可能孵化梅納西在712bc。梅納西來統治時期他十二。

以賽亞書38:19:“活著,生活,他須贊美你,因為我做這一天:父親的兒童,應公布你

真理”。

希臘神話的孫奇跡

一個個案也可以為方向的改變,在其軌道地球的過程中的孫振宇:“當政策是壞,

春、明星收縮,並將不遵守同往常一樣” 文子,這可能意味著明星上升後,而不是

每一個晚上早些時候的國王。宙斯,神,是要求孫套不是戰斗:伊利亞德3.331 “

宙斯神父!裁決對我們所有的開發協會,神的偉大,上帝的榮耀!Helios孫上述我

們來說,你看到的是,聽取所有事情!.是証人,保護我們在這裡具有約束力條約。



” 他說:「zues,但是,贊成atreus,並派赫姆斯,他說,“請thyestes,問他是否,如果孫接

著落後的撥號時,他將要求他辭職的寶座,在你 贊成?atreus並作為他被告知,和

thyestes同意放棄應出現這種征兆。隨即zues、資助的埃裡斯,扭轉了法律的性

質,到目前為止,已是永遠不變。 啟明,已在今年職業,奪走了他和他的馬車馬邁

向即將來臨之際, 在七個德,和所有其他明星,再次在其課程;和同情,晚上的第一

,也是最後一次,孫套在東。thyestes的欺騙和貪婪,因此顯然証明,atreus成功的寶

座的邁錫尼,他和放逐的希臘神話”。”他說:「由羅伯特墳墓,卷2,第45頁 ,所有

的星星再次其課程隻能意味著扭轉軌道。 他說:「阿波羅多羅斯(縮影2.10-

14)thyestes王位的索賠的基礎上,其擁有的黃金羔羊zues宣布他不滿,但在扭轉

這一點的太陽,使它在世界東方。貨車所 說:「那一怒之下zues出現,把星的 腳

背上的消防-心切的方式;耶伊、孫光彩的汽車燃燒、和霧灰色眼睛的上午,而

他的馬車-Flash車輪 返回-紅色漲得通紅的臉飛行的消失,天空的孫..................,

卻落後的激增,他在苦難償還凡人。”裡震怒,Electra,(transl。方式)ll。727段以

下各段 說明的邁錫尼文明下降公元前1100。太陽標題可以atreus的黎明的任何

一些孫奇跡的記錄的中國。多首贊歌阿西妮:“兒子的光明的Hyperion停住了一

段長時間迅速-腳馬匹” VS 可能是一個參考To The Sun常設仍為約書亞,另一個

提到一個扭轉軌道/生肖可以發現在 菲洛的第109、vs. 「就像每年四季輪和輪

圈,使每一個房間,其繼任者多年的訂單不斷運轉,但最矛盾,是建立的不朽像以

往一樣運行其種族倒退和轉發和不斷通過在同一道落」。

一個明確 明經常扭轉說 軌道上運行的socretes

politicus、柏拉圖、431-351BC

他說:「海峽沒有,而不是;但另一個部分的故事,其中告訴如何太陽和明星一

旦 上升,並確定在西方的東方,神扭轉其議案,並給他們,他們現在已是一個証明

atreus的權利。

海峽聽,那麼,有一個時間當神自己網站指南,有助於名冊的世界,其課程;及有時

間,在完成某個周期,當他讓我們去,世界是一個活的東西,而原本收到情報從其

作者和Creator曲折的,由一個固有必須圍繞著一個相反方向。

Y.soc。這是為什麼呢?

海峽為何,因為隻有最神聖東西始終不變,一樣,和機構是不包括在這類。天堂和

宇宙,正如我們所說,雖然他們已被賦予在造物主有很多輝煌、分享的一個身體

性質,因此不能完全不受擾動。但其動議是,盡可能、單和在同一地點,並在同一

種;,因此隻須作出一個扭轉,這是最不更改可能,神的所有活動都是單獨能夠舉

一動,自己;並認為,他將把它們移動在一次在一個方向,在另一個時間在另一個

http://eserver.org/philosophy/plato/politicus.txt


是褻瀆。因此,我們不能說,世界是或者自我動議既往,或所有發去輪到神在兩種

截然相反課程;或是兩個神,而相反而言,使它動議輪,但正如我已經說過(這是唯

一的剩余替代) 在同一時間指導世界是一個外部力量,是神和獲得新的生命和

不朽的革新方面,是造物主,再一次,時,讓轉,動作,自發地被釋放的時候,有無限循

環,在多年,一個反向運動:這是由於其 完美的平衡,規模龐大,而且,它每年輪流

在最小的契機。

Y.soc。您的賬戶的世界似乎是非常合理。

海峽現在讓我們思考並試圖從已經說的性質,這一現象的原因,我們肯定會對所

有這些人的欲望。它是這一點。

Y.soc.什麼呢?

海峽的逆轉,不時發生的這項議案的宇宙。

Y.SOC的事業。究竟是如何呢?

海峽的所有變化的神聖的議案,我們認為 這是最大和最完整。

Y.soc。我想這樣。

海峽和可以假定,造成最大的變化,該人的世界上的居民的時間。

Y.soc。這種變化將自然發生。

海峽和動物,我們知道,生存困難和嚴重變化很大的許多不同種類的時候,他們一

旦。

Y.soc。很真實。

海峽,因此有一定會出現一個巨大的破壞,對他們的生活,也延伸到-的人;幸存者

留下的賽事的,那些仍然成為問題的幾個新的和驚人的現象,特別是在一個,其中

發生的時候是過渡所作的周期,相反,而我們現在生活。

Y.soc。那是什麼聲音?

海峽的生活的所有動物一停頓下來,不再是致命性或研究老年,並在隨後扭轉和

增長年輕和微妙的老人;白鎖,黝黑的臉,再次留有胡子的男子 成為順利,並恢復

了自己的機構;前布盧姆的青年在其主要增長疲軟和較小,不斷的天一夜的性質

,吸收返回者和成為一個新出生的兒童在心靈以及機構;在隨後階段,浪費和完

全消失的機構,而這些人死亡的暴力,當時的快速通過像變化,並在幾天不再出現

。

Y.SOC,那麼如何、陌生的動物,是建立在這些天;及在 何種方式被他們所生之

一的另一個呢?

海峽,是十分明顯,蘇格拉底,沒有這種事情在當時作出的命令的性質,生育的動

物;另一個從一個地球-種族、出生的,我們聽到的故事,是存在的一個,在這些天

再次上升,從地面;和這一傳統,這是現在-A-天往往過分名譽掃地,我們的祖先,誰



是最接近的時候,結束的最後一個時期和誕生在開始的這一點,是我們的歡呼

。 並將標志著多麼前後一致的後遺症;香港回歸祖國後的故事》的年齡以下的

青年,在返回的人死亡,他們正躺在地上,生活的逆轉;同時,世界的一代的輪胎,已

經又走回來, 他們都是放在一起,增加,生活在神的相反順序進行,除非任何他們

走到一些其他很多。根據這一傳統,紛紛從地球的必要性, 姓名或名稱的地球出

生的,所以上面所抱持傳說,他們”。

他說:「早期的基督徒作為象征的雙魚座2魚會在相反方向” 的含義或許十二

生肖向前或扭轉。雙魚座被命名為約2350BC當約瑟出任總督時對埃及的孫是

在雙魚座和兩個魚可能意味著兩個送信員,你不能跟人走在相反方向,也許這些

早期基督徒”已打破了由下列的使徒部已經。或許,確定三月二十一日及春分而

不是與雙魚座與白羊座因為先行因為Equinox剛剛從Aquarius滑落,雙魚座象征

性意義。也許在五餅二魚和耶穌美聯儲的多種。或許,意味著春天的RAM,基

督與白羊座的復活和羊,也許還他們意識到許多早期的記錄的一個扭轉生肖/軌

道。如果孫動議180的明星,玫瑰的孫現在必須與所在,打破了天,在一個扭轉軌

道的太陽似乎從東到西 反對的明星,一年的明星似乎旅行,西到東,一年,而不是

地球扭轉其輪換。柏拉圖說,這是倒退的最大和最完整的所有變化。隻有一個

目擊者帳戶的一個扭轉軌道可以如此描述。這是一個非常明確和直接描述一

個扭轉軌道地球的軌道。,有時是自然和有時遵循神是顯而易見的,真正的一個

比較正常軌道,扭轉軌道。 在一個扭轉軌道地球的軌道必須的孫48小時的速度

更快一年365天,保持在一年因為輪調是反對軌道。然後人生活在一個扭轉軌道

可經驗+60日冗長的時間在一天。48小時,彌補這一年,+12小時,使一個180向西

移動未經打擊180度的孫向東移動,一個例子,讓人當時認為,在一個扭轉軌道放

緩時,是因為翻譯的羅伯特菲茨杰拉德 :

伊尼伊德維爾吉爾849“我們的生活是工作走在鐵矛扭轉。一個將鞭策一頭牛,

和一個緩慢老年enfeebles無芒英勇或生機。

855你人穿著黃色和紅色漂亮」,

牛的牛是北部寶星,更是不一定隻是speared。因此,有一個轉變,在十二生肖和

反向軌道和天8分鐘的時間較短的,那麼孫依然為12小時或60小時,心如紅相

當 於黃色。

最扭轉軌道看來是,在一年的時間,因此將有淨失蹤後時間在保理的長期天奇跡

本身的太陽。盡管如此,一個加速地球可能仍有明顯的古人。他們 可能有的長

http://www.crystalinks.com/precession.html


期天注意到,符合失蹤的時間,因此知道有多少時間不翼而飛,鳳在中國被認為是

好的征兆,帶來繁榮,雨,並使年輕男子。

他說:「濃縮氣空氣隱蔽的天堂的》、《星星的混亂,亂密商的消防和水分和

暴力下的風。太陽是不固定,一個unwandering和某些課程,以區分東方和歐美,

也沒有他帶回的季節,在命令。”普盧塔赫ISIS和OSIRIS協會,第49頁 風的影響,

但沒有留下任何蹤跡,風。他說:「因此,所有的神人統治的最大的地區,一起宇

宙的部分,屬於其負責;和現在,卻 對一個,已開始和一個,現在是結束,它制作了

一個很大的震盪本身,而這反過來帶來另一個毀滅性武器的所有種類的生活外,

在這之後,當有足夠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它開始從停止 的噪音和混亂,取得了平

靜的震盪;它自己的命令,為的習慣」,當然,屬於 柏拉圖,完成工程,第315頁的政

治家273 這可能是火山爆發聖托裡尼的火山的錫拉島minoan克裡特,俗稱

minoan爆發月16301600bc。地質 或1500原因,因此,埃及考古76年仍是太近,這

可能已開始的約400名兒童的以色列人的多年,是在埃及,奴役1680BC-1280bc。

那麼,有可能已是一個孫奇跡,然後由設計,也許引發這種爆發。

十二生肖的影響,孫移動180。當他們看到太陽動議180有時四倍,在一生的孫

翠鳳就會認識到不固定,但有時動議 180環繞地球的詩人說的,因此,地球是固定

不移的季節。還的跡象,即十二生肖的進展以及在扭轉。

他說:「居民說,他們看到這個國家,從其祖先的太陽, 現在它以前提出的玫瑰。

” solinus、polyhistor,XXXII。 太陽似乎將通過西往東的明星,一年,因此,生肖進

步順時針方向行駛。在一個扭轉軌道的太陽似乎在上升,從它以前上升,這 是孫

似乎旅行東到西,一年。這是今天中午在夏季的一個可以向東部發展到“星座”

的孫是在這春。

普盧塔赫:“太陽、月亮和行星五應運而生,界定以及 維護這項措施的時間。」

然後,行星必須顯示出在同一時間後,夜夜的孫動作180的行星,必須動議180和扭

轉其軌道的太陽還對繼續顯示出在同一時間,他們將有每一個晚上。

該運動的太陽和地球的軌道轉移



你看到上面的正常狀況的孫左在冬季的北半球的地球不震動,產生不同的季節

的變化,四季的變化是由於在太陽的角度來看,地球的軌道,地球的軸心點,在寶

星。 (附注:地球是離太陽最近在冬季,至多在夏季milankovich周期的變化,地球

的軌道,所以在冰河期的地球最遙遠的距離太陽在冬季。



上述你看到的結果如孫走遍了地球180,冬季在北半球和地球轉移至保持在同

一季度,而是孫必須向上或向下,產生同樣的效果。-保持地球在同一季度而不

是地球轉。不過,太陽能系統轉移或地球轉移是同一模式。通知地球的北半球

的角度去從太陽。如果地球轉移,地球必須樞軸180還保持同一季度的地球。這

樞軸的180是想歪曲地球全球180度的一個表,然後地球的北半球是有效地轉移

47遠離其前杆位次數。23.5+23.5=47因此你可以看到的效果,這180扭曲是把地

球47左從地球的正常傾斜以上,地球轉傾斜剛剛低於它使地球在同一季度,抑或

孫必須向上或向下,保持在同一 角度來看,地球的權利,因此你可以看到地球的

角度對太陽正確的,也有權地球的軸心國現在點45前寶星完成了一個180度的樞

軸上一個垂直軸。這例子生肖描繪了這樣一個轉折。地球似乎是「倒」 因為

北點180走。但是,如果孫搬出或將不需要改變了地球,保持在同一季度,這架飛

機,而不是將會改變地球的軌道。這種模式,轉移地球是一件好事,這表明有機會

在一個軌道半,孫遷回和地球調整,如果沒有發生任何事情。這是一樣,如果地球



的軌道轉移。在一個軌道、地球的軌道半可以轉變和地球流回軌道的扭轉的

太陽,如果它從來不是在一個扭轉軌道的太陽。沒有追蹤將會離開,你會覺得這

是很容易移動事物。但是,這是 唯一途徑。

如果孫動議180的Equinox,三月二十一日或9月21日,地球的軌道將不需要改變

。春季將繼續為夏、秋冬成之前,就像在dendera生肖。太陽是描述在天秤座,比

額表的太陽。如果動議180,或從天秤座的標志,9月,孫將不需要向上或向下移動

後180圍繞地球。

3月可能是一個奇跡是描繪春天的陽光,現在已有180度的天秤座。Arcturus公司

,主要與座雌貓被命名為極地區的古人。當古老記錄記錄孫奇跡出現,記錄他們

的孫正向上或向下調遷後180環繞地球,而不是地球轉移到指向一個新寶星。極

訂定的設備,星撥號,古代中國不工作,精度。他們是不使用或擬用作的極星的不

在於我們期望它的星撥號。我已有一個洞的寶星,大約是12個月的這一年的時

間。在這之上,在夜間,在這之上,是一個銅處理的時間點,根本的是,中心,每月的

寶星和排隊的唇處理的斗告訴小時,晚上的。

地球不需要改變。太陽可移或下,保持在地球的同一季度,因此,地球則維持不變

,可以有幾億年前的太陽,才需要時,提出動議,是一個孫奇跡。

有一個地中海信仰 "地球天翻地覆的改變”,我認為在第一是把一個全球的基

礎上的表和扭曲,產生一個地球轉變,保持在地球的同一季度,這簡直是不倒的。

但是,孫可動議上升或下跌沒有影響地球的海洋時,沒有各大洲。隻有非常輕微

的太陽地球地震引發的動議。

以賽亞書24:1:“看哪、耶和華maketh地球空,和maketh它廢物,和上它倒挂起來,

和scattereth在國外的居民須”。

本節是與耶穌再來的啟示。地球不需要改變,是一個孫奇跡時,才需要孫上下

移動,後有動議180沿環繞地球的黃道。古人認為地球天翻地覆的改變,已有一

個孫奇跡。北斗星將點直線上升,在午夜十二時的孫動議1809月,如果當時。

Arcturus公司和北斗星將在今年3月點直直落三天的黑暗的《出埃及記在埃及,

然後直接在午夜十二時。因此地球似乎是被天翻地覆的改變。

中國古代有366天年的姚提起。



這有可能被傳自閏年每4年在 埃及Sothis日歷從公元前第4236。新Sothis周期

開始2778卑詩省,因此這2357BC姚是閏年。相反方向的中國十二生肖在姚瑞中

Canon建議的方向,是地球的軌道,我們在扭轉。注:“亞烏不發言說,該輪的科學,

包括366天年, 我們一天intercalate每四年, 但沒有在該案文表明,每四年是366天

計算,如果這樣做的日歷,亞烏將有一樣,有的朱利安,就沒有必要intercalation的

一個月的時間,在某些經常是表示。雖然這366天時間可能已被恆星,這一點是,

天所採取的太陽,並有權在姚的漫長的一天(一個額外的一天,下一年,甚至將與

漫長的一天)。如果有366恆星天在一個扭轉 軌道必須有367個晝夜在一年,但

每日珊瑚線路將顯示,在埃及Sothis時期。還為 1460年是基於365太陽能天年。

這366天可提到的數目之間的天孫奇跡。這是必須的太陽,搬回了同一日期一年

後,或兩年後的數天,2分的。如果孫停滯不前9x12小時,少兩年後12小時的孫翠

鳳回到旅行180西便沒有失蹤時間108小時-12小時=96小時。2x48小時=96小時

。不過,這是極端的太陽。不過,仍必須站在一個為36小時的四個或兩個孫奇跡,

一個扭轉軌道年淨額將沒有留下任何失蹤時間。

在一個扭轉軌道的埃及人將不得不依靠365天的日程表直到進入軌道地球的

軌道,左轉,當前的方向,他們可以添加年,分為四個,減的天返回從7月16日,當



Sirius首次出現的新的一年,而不是第一,因為天狼星將於七月十六日在黎明前

出現的扭轉軌道。

埃及的Sothis日歷可能本來是在 duodecimal。就隻會有改變一個字,寫在一年

365天,隻是一個更為100的性質的十進制數制度的改變。因此從一個

duodecimal365天日程表,以一個十進制365天日歷是很簡單。

在一個扭轉軌道輪換是反對軌道。在獲得 同樣數目的一年》天地球的自轉要

慢。但是,如果地球的自轉速度減慢了一年,364輪調的海洋將低於800呎的赤道

。 如果地球的軌道是加快了48小時內將會有364次輪調一年沒有問題, 然後將

會有一年365天在扭轉軌道地球的軌道,是指地球橢圓行駛過幾天在冬季更快的

速度比夏天。這樣一個加快在地球軌道的一些更多天將不影響或地球。

猶太裔

我會告訴你我一個小的背景,不是因為我是誰,這是與事實不符。我是錯的長

約書亞述明是2月26日,1238BC和8月1、1239BC.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必須已八

月十六日,1240BC.贖罪日的第二天就會發生的一周的第九天的農歷月、八月

十八日,1240bc。因此約書亞征服以色列的國定假日的贖罪日。

我是錯了地球轉移的精度,保持在同一季度當孫移到另一方的地球,神是正確

的,它是孫正增加或減少搬遷之後180和傾斜地球的軌道,使地球在同一季度,地

球是不受感動。太陽可能保持在同一季度,地球的整個時間它涉及到的另一方

的地球,因此在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八月十六日,1240BC,太陽會留在了中間的

天空,24小時。

你將我的祖先是隻讀,顯示他們最大,因為我有這樣做,是不多,但我可以告訴了

我。不過,我已經做的工作,我做我的最好。



2塞繆爾19:28:“我父的家裡所有的人,但死者在我的主景:但你受雇人,其中規定

你吃,並在表還是象你自己的權利,因此,我還要哭任何更多的國王告訴嗎?

也許你會看到這一點啟示,是由耶穌並不是我,我不感到羞愧,說我祖先的放耶

穌第一,而以後的猶太宗教約10%,而歐洲 poplulation分享共同y-DNA的同一祖

先,是一個猶太人的祭司的時間約為基督。

我的祖先可能被猶太當他們emmigrated,蘇格蘭威廉conquerer在1066。並成為

基督徒當waldeve de coeuran帶土地在蘇格蘭1262.你不能擁有土地,是一個科恩

。我比賽約十幾個cochrans在科克倫姓氏項目在家庭大樹DNA從500年前,見ev

科克倫的velikovsky百科全書。我比賽ELY萊維特約675年前,科恩r1b1項目,亨

利貝內特出生在1621在英國,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一個清。塞繆爾貝內特

是第一個貝內特,emmigrate至massechusetts在1635和可能已被 亨利的父親。他

們是最重要的是基督徒。許多基督徒最近死在英格蘭試圖為神,他可能是最佳

他可以,亨利貝內特降落在萊姆康乃狄克約1645與他的妻子,他的兒子亨利尼爾

是出生在那裡 ,1647。從亨利扎多克貝內特離開的加拿大1760年,他們是清,請

見 thebennettstory.pdf

我父親的母親的父親的母親的父親可能已經是一個直接後裔的國王的西西裡

Roger二,從伊曼紐爾羅可能從西西裡或西班牙,和他的兒子在1542他姓Manuel

。最近一次共同的祖先是我國i2b1 Manuel堂兄弟930多年前的50%的可能性。

這是約1100特當Roger二出生。如果這是不明白,然後第二的其他羅姓我配合

一個共同的祖先在我國y-DNA900特應是一個祖先,Roger二第二,他的孫子弗談

判的同一宗教自由的朝聖者去以色列享有在2010年,我的座右銘是“第二,羅杰

基督駛進”羅杰二首任妻子的祖母是詩琳通公主宰達誰從伊斯蘭教改信基督教

或猶太教。她可能已從穆罕默德降臨。我也有一個共同的祖先從西西裡島上

的Roger y-DNA我大概1100年前,這將是科恩r1b1 Roger猶太人,因為他的名字,

羅杰可能是因為贊成羅二對猶太人。無論哪種方式,我可能從羅後裔二伊曼紐

爾羅i2b1,或是有關他見我y-DNA之前從這些猶太堂兄弟r1b1專營權費而成為

一場比賽。我從坦克雷德羅杰斯也許降臨在家庭和扎伊達測向儀就很大一部

分的染色體11.International是田礦工的歌和老的十幾代人,他們可能已成為已婚

猶太人田礦工從1290特.理查茲在田地雷可能從時間的理查德厄爾康和裡和通

婚,International。他擁有的所有猶太人的英格蘭和所有的專利稅的從錫礦。我

有一個共同的祖先在我國y-DNA,理查茲約1200和1050年前,因此這些理查茲我

比賽可能已被cohens。他們可能已被猶太田礦工。Richards名稱來自lanlivery



凡錫錠來自1290特被人發現,在希伯來語字母R C r D、理查德的形式的一個 景

。當時理查德厄爾康和裡在附近居住在博德明和也許是繳稅的田錠,然後還,一

些猶太田礦工可能emmigrated,蘇格蘭,1290當所有猶太人被命令離開英格蘭,我

的一些蘇格蘭祖先,也許我父親的母親的X染色體h1e來自何方,在地雷。h1e往

往是摩洛哥猶太人。

她表姐面前《馬太福音clelland的証明書或許從同一礦業學校的威廉歐文。他

是非常宗教和一部分的樂隊的希望促進《聖經》和沒有alchohol在一八七年代

或許有一個方面,真相,當時在蘇格蘭和愛爾蘭。我不知道,1899年,是一個方面

的真相。







的評論,以賽亞19:21 我像吉爾的博覽會的最佳:“作為猶太人認為,它已完成,又

的軍隊被毀,和所剩下的人,包括埃及和其他人,而遭解雇赫齊卡亞,並被用於善

良的他,接受 真正的宗教,並通過它與他們進入埃及”。

以賽亞19:21"和主須知道,埃及,埃及人須知道神的一天,並須犧牲和供奉;耶伊

的誓言,他們須誓言耶和華,和執行它。」

的誓約nazarite的是,不喝酒。

這種方式開始在天上的神與他的父親和兒子在一開始的時間。

我祖母用來引用這首詩:

撒迦利亞4:10 天的“為誰哈特鄙視的小事情呢?因為他們感到高興,並須應見的

大幅下跌(石的田)的手中,與那些七所羅巴伯;他們的眼睛是神的運行和來回穿

梭,通過整個地球。」

她是一個教師在 埃德蒙頓當一位老師,Annie普拉特、左教學,成為一個部長在

耶穌的卑賤的禮物送給她,他們都對她最後一天是一個。普拉特的36名已於我

r1b1萊維特科恩/家庭樹從基督時期即pratts。一些人之前成為普魯厄特普拉特

.普拉特是從神父。同樣價格是從神父。或許是普魯厄特也從神父。

我表弟,R.B.貝內特,加拿大總理從1930-1935年,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他可

以不聽過 福音到深夜在生活和精神上是可能失明。在1921年他競選威廉歐文

的數據,他可能已經指示他反對一個傳道者與同一名稱,威廉歐文從蘇格蘭,當他

要求他“危險”和“分化”的威廉歐文數據從促進社會信用,這兩次誤算錢,和促進

的工黨。但是,沒有錯誤的,原來的理論的威廉歐文從蘇格蘭。他的最吸引專門

教會裡的人與神的教會和分裂的外在1920年的」,因為沒有一個尚待去做的工

作。在1918年歐文又有點瘋狂的方式,試圖阻止他已開始的神,所以,R.B.尼可能

已正確地稱為歐文的歐文,或許從蘇格蘭,作為“分化”的方式,在很多神支持R. B.

貝內特人就像郭富城的棒.R.B.貝內特引述的詩句:

詩篇127:1"除非主建房,他們在勞工,但徒勞無功,建立"。

R.B.貝內特的母親是亨裡埃塔門挺。貝內特是在ydna有關斯泰爾斯的一個共

同的祖先約1100年前,所以,R.B.尼可繼承了一些遙遠的猶太基因在他的父親和

母親的身邊,使這些隱性基因。我的祖父,W.A.C.貝內特,要求我們子孫後代,如



果我們可以把手指一起,除了我們。這是科恩一行是應做的事,前人的逾越節的

字符,象征著申德萊裕、-根本意義的信,信全能的上帝,並作以色列民出埃及。

以下可從:

以賽亞書13:2“解除葉的高山上的一面旗幟,發揚告訴他們的聲音,動搖的手,他

們可進入的貴族的大門。」

以賽亞書13:6"嚎 葉;為了這一天的神是在手;它應是一個毀滅性武器的萬能的

」。

從一個死海評注在以賽亞書11:

事實上,隻有一個遺留下來的產物,將返回的遺物,雅各布萬能的上帝。

你可以看到這種新沙拉泰偉像一個:

你可以看到的左手的形式,這封信,信全能:



以賽亞書13:6"毀滅性武器的驅逐艦”或“毀滅性武器的全能”

《出埃及記6:3“和我似乎告訴亞伯拉罕,直到艾薩克和雅各布的名字告訴上帝

全能的上帝。”

這意味著全能的上帝的恩典和權力。兩個手指被放在一起,象徵的福音,是由

兩名送信員,如摩西和郭富城。

以賽亞書13:10"的明星的天堂和星座須不使其輕:孫須暗了下來,他要出來,和

月球不得致使她輕,照亮。」

這是說,當耶穌會來,我不覺得值得,是一個叫這個故事,不過,有權在這裡是這方

面,這方面簽署的《大祭司和未來的耶穌, 工人會告訴我們耶穌來。

我的祖父高興地告訴我,是一個模式的廟,在耶路撒冷。我一個部分,該 科恩項

目 裡,您可以看到這一點上簽署的上一頁,項目的B cohane。我不知道,如果有兩

條線的r1b1 cohens r1b1 cohanes,有一個共同的祖先1600年前,我與他們共同的

祖先根據DNA比方案是1600年前,如果我的理解是,他們開始haplogroups,是基

於一塊的DNA這是一個上限的最新的共同祖先。因此肖銀的r1b1a2a1a開始

約 三千年前,我開始r1b1a2a1a1a4約一千八百年前的實際,最近一次共同的祖先

可能一千八百年前,因此可能有一線的r1b1 Cohanim從基督時期。一個可能性

是,我們在東區Indonesia r1b1起源和傳播與西sephardim然後北克

dys,393=12Cohanim非常類似的dys393=13Cohanim的標記的其余兩個。 一個

dys393=12和A dys393=13場比賽二千五百年前我在95%的可能性。這可能意味

著共同的祖先是埃沃恩最近進一步回的可能性。當時這也許是ahimaaz兒子出

生的扎多克在公元前1080。因此,這一課程24 5%,是馬'aziah Cohanim或

1/24Cohanim的面,在荷蘭可能已有人居住的快速所說的那樣奈爾9名人質的愛

爾蘭國王在500特,祖先的面也可以被派到以色列北部從公元前500定居的人在

荷蘭的差距,因此這兩個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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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猶太人被驅逐出英格蘭1290特。所有猶太人從紐伯裡伯克希爾被開除

1242特。紐伯裡可能不被命名為新裡在1100特,這可能反映一個新的猶太人定

居點的名稱和貝裡在希伯來語新手段。一個貝納姆我見有關的是從伯克希爾

。我不知道,如果在這次我跟他們接受和信奉基督教的遵循。300多年,30年或

10幾代人的時候,1621亨利貝內特出生。

申命記23:3"一個ammonite或moabite不得進入該教會神;甚至在其第十代他們

不應進入教會神永遠:

23:4因為它們同你會晤,餅和不與水的方法,當葉站出來,因為他們的埃及;和雇

用巴對你的兒子的pethor beor的米、咒罵你”。

喬薩姆沒有進入聖殿和約的一代10次從露絲的moabitess。赫齊卡亞進入聖殿

和約的第十二代從露絲。

亨利貝內特已婚的舊萊姆在一六七三凡教會是政府,他的兄弟在法律亨利冠軍

JR同上,兒子的薩拉尼,生活在內務會議上,山、萊姆康乃狄克,亨利冠軍Sr.來自

諾維奇在附近1647葉士域治,土地的舊萊姆康乃狄克的冠軍,據說是烏格諾特祖

先的冠軍。一些有19遺傳距離我和分享一個遙遠猶太祖先。沒有分離的教會

和國家,亨利貝內特簡來自改良主義運動、清,還有其他本尼茨從紐伯裡伯克希

爾。我賽事的紐貝裡和貝姓約400特和它是一個共同的祖先就我的家庭共同遺

傳基因測向儀指出,不過,我從基督教的後裔從紐伯裡奇夫利四哩從1552,也許她

於是改名基督教反猶太古跡,一個遙遠。或她可能是更是從一個改革背景從這

段時間內,但是,它似乎沒有這種改革是真正基督教運動,這場比賽,顯示 作為第

四位堂兄弟當她離開有14代前可能意味著猶太DNA無論哪種方式。我非常見

有關,這些人是部分本尼茨的改革運動在紐伯裡從1500。一些在紐伯裡被

martyrd 當他們開始傳播福音在1530,有50%是一個可能性我有一個共同的祖先

一Bennett1650年前的一個基因的距離30。他也R-148,另一個尼,我們最近在一

個共同的祖先,95%probabiliy,生活在同一個基因距離下午六時三十年前的27

111,他們隻是作為宗教作為我國Bennett線的可能性。但這些本尼茨沒有成為

猶太人在基督作為我國加入並。

在這天失蹤的故事;“40分鐘的,是因為你發現仍有麻煩一千年,由現在」。

歌羅西書1:24:“在我的痛苦,他們現在感到歡欣鼓舞,並填補了,你的背後是痛苦

的肉體,基督在我對他的尸體的緣故,這是教會"。



我們如何與基督的基督教時代是重要的。耶穌的寬恕我可能有祖先所作的區

別,我二千年後,他們是猶太人的約1000年,然後基督教約一千年之久。他們是基

督徒,至少在過去12幾代人的精神,是不允許進入ammonite或moabite的聚集,在

第十代人的父親。這是依靠的方面。隻有耶穌可以原諒的過去,使不同的。

腓立比書1:9",這我祈禱,你的愛可多如牛毛但更多和更多的知識和在所有的判

斷;

1:10,葉可批准外,很好,這可能是真誠和葉絕無冒犯到到基督復臨;

1:11人充滿了水果的公義,這是由耶穌基督,一直到榮耀和贊美神」。

腓立比書1:10A款",葉可嘗試的事情,不同」。

耶穌差別。

小蘇格蘭群集我墮落的賽事的小百分比的許多姓氏的可能性,因此,我可以分

享這種直接祖先,隻是有人清Cromwell。英國政府開始,讓在猶太人民再次在

1650部分是因為一些清認為,這是十四萬四千贖回的啟示錄的猶太人民尚未聽

到福音的猶太人民。他們認為會使一個專業,為基督信仰。也許這是加強評價

的猶太裔的遠從約1066特。從1600是清開始採取聖經名字祥,部分是其中一些

清遠沒有猶太裔,這些人的姓名已自然。Cohanim被認為是從扎多克後裔,其中

一個我的祖先是扎多克貝內特。另外,也從一個自由教會運動在蘇格蘭1773至

1843年,我相信自由教會意味著它們不支付強制性稅項的蘇格蘭民族教會。約

8%的蘇格蘭和約10%的所有愛爾蘭和約21%的西北愛爾蘭比賽我 猶太y-DNA

的福音。這些都是人民的第一次來到了二十世紀。

《馬太福音10:5"這些十二耶穌差了,吩咐他們,說, 不去的外邦人的方式,並納

入任何一個城市的撒瑪利亞進入葉不:

上午10時第6條 ,但轉而失去的羊之屋的以色列”。

有一個 B cohane項目-背景與我有一個共同的祖先一些人在大約95%的概率

2010年,在一個百分之五十多年前概率1000年前的成員,但是,有dys r1b1 cohane

組價值393=12,ht35,而我dys393=13和ht15。有評論揣測ht35和ht15分裂七千年

前,不過,在r1b1科恩集團,我有很多ht15上市。甚至埃及姓氏我比賽卡1700年-

2300年前是我一樣dys393=13場比賽。我從2500年前的約瑟夫科恩一行,是

393=12,所以第一個r1b1科恩可能已經從公元前dys393=12分,從埃及。不過,國

王奪是dys393=13.那麼,或許我被關押的路線是通過走入,出現在公元前的荷蘭

http://www.familytreedna.com/public/R1bCohane/default.aspx


600線,所以,我曾在dys393=13的突變從12,然後他們保持其猶太信仰,但在歐洲

生活。 隨後又有了第二大遷移到歐洲ht35 dys393=12,100特。因此,或許在某些

血統r1b1 cohanes有一個更從一個科恩離開以色列,在海外的70特。也許見一個

祖先來自土耳其,成為在埃及法老,年紀最大姓氏是汗從土耳其國王意義。我有

一些遙遠場賽事在土耳其,但是,荷蘭是凡有人告訴我是從r1b1a2a1。不過,有一

個可能的祖先來自埃及,以色列在711BC在以賽亞書19,離開以色列與被關押在

manesseh亞述人,約有650bc。然後遷移到荷蘭,大部分是r1b1a2a1a1a1。猶太人

定居在德國的公元前400。這是關乎同一時間的第一,佛蘭芒r1b1定居者,那麼

我haplogroup148開始在公元前約500的同一時間這猶太萊維特來自以色列,這

可能已被埃及所davidic皇家線。專營權費可以給予保護移民的埃及。這可從

該兄弟 的國王奪的曾祖父4800多年前在埃及,甚至r1b1方面可能不需要4800多

年前,該法,這方面,埃及可2700多年前,因此,在這段短時間的711BC至650BC這

r1b1可能已成為稱為davidic。隨後數千年後我的一些遠兄弟道金斯的蓋爾語

,David的兒子,和一些是Davison,和一些是chezekah從扎多克因為這個埃及必須

有已婚入扎多克科恩線為好。我非常非常非常高祖父是zakok Bennett。埃及被

允許在教會的第三代,甚至在時間的David一些他的兒子已作祭司,因此有可能

是davidic,科恩和r1b1通婚。但是,最好的解釋似乎是第一個r1b1猶太轉換必須

從早期猶太住區的德國。有猶太定居點,德國在400bc。所以,我第一個猶太

r1b1祖先可能留在荷蘭/德國。他 將從後裔國王奪的祖先數以百計的年金奪之

前,可能是r1b1梅內普塔法老太,然而,在國王奪顯示在西雅圖至二零一三年1月,

他們說,國王奪是不相關,他的繼任者,他沒有密切有關,他的繼任者、朗塞,一個

不同時代,他可能已見相關。朗塞三不是血緣關系,朗塞二第二,所以朗塞可能是

一個步驟父親可能r1b1。因此法老梅內普塔。caiapaphas可能已經降臨的從法

和共享的名稱卡,所以caiaphas kayafa、美麗,國王,可能已被r1b1。在最後幾天

的第二神殿祭司似乎已經購買。在任何情況下我的祖先可能購買的權利,是科

恩一行。這可能是在該年的下降為耶路撒冷caiaphas。然後可以一個祖先。梅

內普塔甚至可能是一個祖先,雖然它可能是其祖先從公元前2000年,我們有共同

點。在沒收,購買的程度 科恩,我的祖先從結婚的後裔的家庭高神父可能在神殿

被毀,70特。這是不可能是這位祖先Joseph Ben caiaphas。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一個比較圖表r1b1科恩的日期的最新的共同祖先的50%的

可能性。因此,這是最佳估計,50%,最近更進一步的50%的過去,我是國王i5,愛爾

蘭在400特奈爾的九名人質是i15、卡從埃及是i16。因此,你看到的共同祖先與

卡是最有可能在基督的95%。在我國共同祖先概率與卡是在最二五六年前,不

過,你將看到一些集團卡是一個共同的祖先3030年前,卡-ME-weset是充分的兄



弟,法老梅內普塔的外流。他死在拉'55年前,1300BC,21年的《出埃及記。傳說

是,從法老smenkhkare的蘇格蘭的後裔,可能,但,這名稱是從教統局局長(神父)卡

-ME-weset。因此SEM卡-smenkhkare。他是一個牧師,埃及和恢復許多古代遺

跡。他 可能沒有意識到他的努力是在一個虛假的,正如今天許多人不知道他們

的努力是在一個虛假的,因此,塞納裡奧你看到的一個埃及找到真正崇拜可能在

711BC和成為猶太人和被計算在內的祭司。然後他表弟將仍然是埃及和仍然

是姓卡。不過,我比賽人在蘇格蘭三千年前,有可能從時間的《出埃及記

1280BC,從而可能的後裔,埃及祭司卡-ME-weset成為一個科恩祭司,你可以看到

Sean銀的r1b1 cohanes適合有權在與我和其他r1b1 cohens。然後,我們認為有可

能移徙的這些r1b1 cohens和其他猶太r1b1埃及人,蘇格蘭,我與一些在蘇格蘭約

三千年前,這可能是r1b1埃及猶太人越過紅海,然後逃離尼,西班牙隊和蘇格蘭隊

。丹德勒吉奇誰是猶太人從羅馬尼亞比賽我約800bc。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有

一個早期埃及轉換為猶太教約的時間,以賽亞書,它將是很有意思,如果這種共

同的祖先成為猶太人在出埃及記和因此戰斗中作戰的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你

可以看到,在95%可能性是否允許一個共同的祖先的時間,約書亞的戰斗。i16是

丹德勒吉奇猶太從羅馬尼亞。i17是布魯斯基一科恩姓名或名稱從德國/波蘭,

當然在一個50%可能允許一個共同的祖先的時間,以賽亞書在公元前,也許是埃

及人在以賽亞書19。





i17 v88是猶太人,你可以看到最近新增共同祖先的時間大約是在《出埃及記

3280年前,1280BC r1b1猶太祖先。然後,第一個可能已改為猶太教雖然以色列

是在埃及從2349bc。我最近新增共同祖先猶太v88與這是關於公元前1080的時

間,或約ahimaaz。在第二矩陣裡,您可以看到,在95%的可能性,最近一次共同的

祖先是約公元前二千五百多逗留。所以,從公元前在埃及,2349提出有可能被

r1b1轉換或許從r1b1法。





貝內特股一個共同的祖先r1b1 dys393=13名埃及人可能從公元前2000年移居

荷蘭,後來改為猶太教。希伯來人已經在埃及,2349bc。所以這種共同的祖先可

能已為人所知,神的希伯來文之前的荷蘭/德國在解決地區的後裔,那就必須有

結婚的早期進入猶太住區的歐洲。

我們在哪裡,25%,來自歐洲、r1b1a2a1a?沒有我們來自一個埃及人逃離尼猶太

人後裔?是我們從國王圖特和法?特克斯呢?

景奪的DNA,抓獲了一個屏幕相比,對排雷是:

姓名或名稱dys# 393 390 19日391 385a 385 439
389-
1

392
389-
2

458 437 448 加塔H4 456 438

景圖特 13 24日8 11 11 14 10 13 13 30 16 9 19日10 15 12

貝 特內 13 24日14 11 11 14 12 14 13 29日18 15 19日11 16 12



我可從景奪後裔除了dys389-2是29日,我和30個國王奪。突變普遍向前發展。

然而,計算為dys389-2是減去dys389-1,因為兩者都是在同一等位基因,總dys389

是44這兩個對我來說,國王奪。這樣一個不同的程序,作出可能意味著我其實是

從國王奪下了樓,可能他389-1=14 389-2=29,他像我一樣。另外,有這種事情突

變的落後的情況下,這可能與r1b1 cohanes dys393=12,是我。他們比賽約1600年

前的67使用標記測試,我們有著共同的祖先,可能是前國王在1400BC奪。我匹

配的約瑟夫科恩從公元前500,500名特、或也許1400bc。除非有一個倒退的突

變dys393從13日至12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有一個共同的祖先r1b1時間, 基

督降臨。然後我可從法老的外流,這種共同的祖先,或可能成為猶太人在埃及的

炎黃子孫的前大逃亡。從8至14日和9日至15,是六突變的突變,每500年三千年,

一個共同的祖先=約這1400公元前第二,拉了紅頭發,和一個由100BC石棺,埃及

是一個女人與紅頭發,被認為是一線的專營權費,有一個歷史的人,紅頭發被歸入

邪惡和焚燒在埃及,這可能有助於帳戶r1b1有如此之少。我有一位紅頭發也。

從古哈爾卡

的祖先,這些r1b1法必須有來自通訊社,土耳其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多汗,年紀最

大姓氏是從土耳其的土耳其,必須有被任命為王室國王在埃及的金字塔時,當時

住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布.可能有四十幾代人,從約瑟夫摩西,而不是四個,從

當約瑟法是總督在公元前2357,即使該法的金字塔中2500BC的父親,可能會奪

金的低,是在尼羅河2350公元前七年來的飢荒。雅各布進入埃及在2349公元前

第二年的飢荒的430次Sothis年2778從公元前在埃及逗留。因此,從430次年,而

不是為430多年的《出埃及記必須已,4月19日,1280卑詩省和梅內普塔拉人第二

、必須已在法老的外流。雅各布進入埃及在2349BC也是明顯的Y-DNA,有一

個猶太父親的J1線在公元前2300年或4300 年前的計算,這是找到共同的祖先的

所有J1猶太人民出版社,DNA計算錯誤。

從拉到受天雨影響孫,

拉是建造的埃及後,他是梅內普塔,那麼《出埃及記的以色列民出埃及。埃及

的拜拉”的“太陽。因此,埃及人沒有崇拜的神的《聖經》而受到懲罰。該《出

埃及記必須已四月十九日,1280bc。埃及是完全被摧毀,採取了許多未入帳年重

建。

卡意味著埃及景



一場比賽是一個關於ysearch卡從埃及。我比賽約公元前他在30遺傳步驟的67

標出。他的DNA像排顯示他也可以是一個子孫奪金的後裔。卡手段從法老年

代卡=景。根據申命記一個埃及的教會獲准進入後的第三代:

申命記23:7"你不憎恨一edomite;他是你;你不可厭惡兄弟的埃及;因為你一個陌

生韋斯特在他的土地。

23:8所生的孩子,他們都是他們須進入教會主在其第三代”。

bethshemesh-- 務的孫內

公元前1100:

塞繆爾6:13"和他們的bethshemesh中獲取其小麥豐收的谷:和他們取消了他們

的眼睛,看到的方舟,充滿了喜悅,看到它。

6:14和車時,外地的約書亞,一個bethshemite,站在那裡,那裡有一個很大的木材克

拉維石:和他們的車,並提供了甲燔祭耶和華。

6:15和列維捷斯下去了,方舟的神,和金庫,是與它的寶石,其中的黃金,並把它們

放在大石:和男子提供對bethshemesh燒犧牲奉獻和犧牲的同一天耶和華”。

711卑詩省:

現在談的是炒賣的邊界。埃及和以色列在bethshemesh和戴維思樂谷巨人是要

求的時間在零血。有零血的以色列人之間的士和埃及。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

地方,因為雙方沒有共同點,也許在公元前一個名為卡在bethshemesh埃及關於埃

及邊界的以色列提出了一個祭壇上的真正崇拜的神和以色列的這首詩是接受

入以色列似乎說明,也許這是個人對此表示歡迎,以賽亞和祭司和davidic線。也

許這人的孫子davidic線和已婚的科恩線。然後,這是炎黃子孫的埃及這項工作,

逃離以色列的尼,然後在蘇格蘭的西徐亞在信的蘇格蘭國王,教皇的後裔。然後

也許這r1b1埃及發現,在愛爾蘭和蘇格蘭,是第一個交給真正崇拜於1899年,然後

在提到埃及這項賽亞19:21可一 鍵入的真正基督教在愛爾蘭和蘇格蘭上升在

1899年,那麼這種真正的祭司的成立,以賽亞書5月19日的真實部是一個類別的

工人的幫助與神的信仰我跟在1899年設立。

Hoseah1:1"字的神,是告訴何西阿書,兒子的貝埃裡,在天之位,喬薩姆、阿哈茲

、赫齊卡亞,國王的猶大,並在該天的羅的 兒子,喬阿什,國王的以色列。

1:2的字的開始,由何西阿書的神主說,在何西阿書,去告訴你,採取一個妻子的

whoredoms和兒童的whoredoms:土地哈特致力大賣淫,離開了神。



1:3,他 的女兒,去到戈梅diblaim;其中設想,和裸他一個兒子。

1:4和主告訴他說,他的名字叫埃;但一會兒,我會報仇的血後,埃杰休的房子,並將

導致在王國停止以色列的房子。

1:5,它應是通過在這一天,我將打破弓的以色列,在瓦利埃的。

1:6,她設想,並再次暴露了一個女兒,和神說告訴他,請她的名字loruhamah:因為

我不再有憐憫的房子時,以色列;但我會完全帶他們離開。

1:7,但我會有憐憫的房子時,猶大,並將節省他們的主神,他們將不節省他們低頭

的,也不是由劍,也不是戰斗的馬匹,也沒有的,騎著馬。

1:8,現在她已摒棄loruhamah,她設想,和裸一個兒子。

1:9然後說上帝,要求他的名字洛米:你們不是我的子民,我將不被你的上帝。

1:10然而以色列的人數應為的海沙,不能 也不編號來衡量;它應成為現實,這在

的地方,是告訴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子民,但它應告訴他們說,你們是永生上帝

的兒子。

1:第11條接著的兒童應猶大的兒童和以色列將 聚集一起,並任命自己一個頭,他

們應拿出的土地,須大的天,埃”。

Hoseah的救贖主是兒子的貝埃裡、水井或坑。貝拉可能是同一人。

我記敘5:6"貝拉他的兒子,誰的亞述王tilgathpilneser帶走專屬自保:他是王子

,reubenites的。

caiaphas可能意味著被掏空搖滾。大就是那一天,埃。大天真正的福音是鼓吹

在1899年在愛爾蘭的首長是基督,並開始從天堂的永恆的開始。

的象征,孫翠園的阿倫祭司的可能是源自許多孫的奇跡,在以色列的祭司。人

們崇拜太陽,它 是在bethshemesh被廢除。不過,真正崇拜的神的孫翠鳳就動議

成立的,長期天的太陽奇跡是象征性的永恆的天的天堂。特別是象征性的光輝

突然上升是太陽在耶穌復活,戰勝嚴重的。

雙重意義 手段破壞手段的孫赫雷斯;heheres ,

以賽亞19:18個“五個城市的一天須在埃及的土地的語言發言的迦南,並發誓,耶

和華,一個名為heheres市的,

在19日,須有一個祭壇上的主的中間,在埃及的土地,一個支柱的邊界上的主計。

20,並須為一個標志和一個証人,耶和華在埃及的土地;因為他們須哭的,因為耶

和華oppressiors,並須向他們的救世主,和一個偉大的,他須提供他們。



21日和主須知道,埃及,埃及人須知道神的一天,並須犧牲和供奉,耶伊,他們須 宣

誓的誓耶和華和執行它。

22條和主須.埃及;他須.和醫治:,他們須返回到主,他須intreated人,他須盡快治愈

他們”。

這個城市埃雷斯、孫,必須bethshemesh、眾議院的太陽報》,在邊界的以色列

與埃及。虛假崇拜是被摧毀,唯一真正崇拜既定的耶穌是神保佑。沒有教堂裡,

您可能會認為,作為教會跟真正崇拜既定的耶穌,很多人試圖啟動一種方式派出

部長沒有薪酬和研究金的家園,耶穌注定,亦隻痛失敗了,因為他們不已的精神,

我很高興地說我感到的精神,每一個研究金開會時,我曾到過的。

崇拜太陽在 譴責。bethshemesh

耶利米書43:13"他還須打破的支柱,這是bethshemesh在埃及的土地和住房;在

神的埃及人,須與他燒消防」。

然後這偉大孫子的卡逃往西徐亞在 591BC在尼入侵的以色列,那麼他的兒子

逃到荷蘭,然後在蘇格蘭的傳統,然後在蘇格蘭國王可能是事實。

國王的來信蘇格蘭,

國王的一封信,蘇格蘭,教皇抗議的英文侵略:

他說:「最聖父和主,我們知道,從編年史和書籍的古人,我們認為,在我們自己,

聯合國其他著名的蘇格蘭增光,一直與普遍聞名後,他們從更大的西徐亞的第海

和支柱的大力士,和居住的一個長時間的過程中,西班牙最野蠻部落,但沒有一處

能持續疲弱,是由任何種族,但野蠻。從此,他們來到後十二個百年來的人的以色

列越過紅海,他們的家中,他們仍然生活在當代西方的英國人,他們的第一次駛出

,根據他們完全摧毀,即使很多時候,並由挪威、丹麥人抨擊和英文,他們擁有的

勝利和不堪言狀的主頁,很多努力;而且正如歷史學家的老時間証明,他們已舉

行了自由的所有役自從王國,在他們有十三個國王的統治一百和自己皇家股票,

不間斷的線的 一個外國人。”

也許是埃及的第一個猶太人早在埃及的前外流之間的共同祖先。當時我和王

可能奪幾代人返回。從這我們分享個人dys389-2=29,然後在40年的《出埃及記

,在曠野和征服巴勒斯坦,那麼早前的關押這r1b1 591卑詩省的祖先的通婚



davidic線和與科恩線。然後尼在公元前第591和這些r1b1猶太人離開以色列在

蘇格蘭和最終解決。

從卡,caiaphas

也許這人在荷蘭孵化r1b1a2a1a有可能是以色列,那麼這一新的第一個r1b1定居

在荷蘭,也許有些則繼續在 猶太信仰時,然後由400名猶太人民解決特在德國,這

些個人加入他們的萊茵蘭。

那麼,或許有些繼續姓氏卡.凱恩在蘇格蘭姓氏名單可能本來會從卡,隻有以色

列人認為它是西法斯,並要求他caiaphas=被掏空搖滾。因此,普通名稱的石。

一個被掏空空洞的蓄水池caiaphas'大祭司的年代,他們可能有宮讓耶穌下來的

晚上,他捕捉:

耶利米書2:13"對我國人民犯了兩個邪惡的噴泉;他們離棄我的生活水域、和

胝出來蓄水池、蓄水池,打破,可以容納沒有水。」



也許caiaphas是十分豐富和宗教,那麼他的兒子可能已前往耶路撒冷,與他從公

元前完整血統。那麼這兒子,Joseph,支付嫁妝的大祭司,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兒,報

的sanhedrin血統與他的《羅馬書》和進一步支付,使他大祭司,Kohen加多爾。

caiaphas可解釋在庫什-埃及--將kayfa=美麗景。

隨後審判的耶穌基督的復活的。這句話的 ELI,ELI,喇嘛大? ,即是說, 我的上

帝,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然後復活及仍約瑟夫抵制基督教caiaphas這樣深刻

的印象,也許他被任命為他的兒子的同一句話後,elionaeus,使他大祭司41特.赫

羅德詹姆斯殺害了一個神祭文像一個神的榮耀,不給吃的是,蠕虫和elionaeus被

廢黜。

赫齊卡亞的孫奇跡

bethshemesh sennecherib被毀約在公元前711,孫奇跡,這次月食的赫齊卡亞記錄

的四月十二日,711卑詩省,是沒有一個月從一個實際Eclipse日食記錄:

他說:「在他(Huan)3D年(從711BC,709BC)是基-子,第一年的王子慨的金錢。

” 中國古典III,第161頁。

在同一記錄:

“公爵煥、3年、7個月,天仁Ch'en,第一天(月)。太陽是掩蓋和它的總”。

這是7月28日,天17 709bc。因此,“食”的第一年的Huan將711BC.天42 711BC將

四月十二日。

他說:「在他,國王P'ing年代51次年的春天,在第二個月,在該天億-AZE42的周

期,有一次日食。在第三個月,在天剛-拾47次的周期,國王的去世。」

沒有Eclipse的第二天42或711bc。因此,第一年是從這天47 4月17日,711BC當

皇帝,在中國被廢黜的不祥之兆,這一天的孫赫齊卡亞奇跡。

愈合的孫

中國的皇帝,然後被廢黜 了聖靈降臨4月17日,711BC後太陽已經退到了西方的

陰影的曙光倒退十殿過去步驟的東方地平線的太陽,然後突然登上提出同樣的

步驟十殿第三日,星期日,屆時赫齊卡亞痊愈-標志的復活-可以是簽署了

Shemesh-太陽的後裔的一個“法進入真正崇拜和以色列的bethshemesh和愈合-

以賽亞19:22,sennecherib摧毀bethshemesh和永久的watersource填補與數百噸的



地球前一天的比賽,甚至我的姓氏卡在埃及可從這次的埋葬地點。甚至Mariam

的女兒的兄弟是caiaphas bethshemesh附近的情況 下,一個r1b1相對或祖先可能

已在24日在利當然Ma'aziah和埋在這裡,也許是一個r1b1 caiaphas相對而言,我是

說沒有r1b1親屬的巴勒斯坦人之間。但我有一個 在我annonymous比賽第一個

12 標出的138人從Beersheba。這亦非常接近imri凡caiaphas的房子,是從。此外,

古代以色列是十分重男輕女。如果您是家族打敗你DNA從以色列被淘汰出局

。

bethshemesh:



子子孫孫 繼續caiaphas



那麼,或許在羅馬elionaeus避難和逃離的有很多 前的神父的毀滅性武器的耶路

撒冷的70特。然後他也許兒童被視為專營權費是因為他們可以追蹤其祖先返

回當他們通婚的davidic線和與科恩線,因此他兒童最終成為 附庸國王和整個歐

洲。然後我在線解決猶太人社區在西班牙,然後再後裔奈爾的九名人質在500特

-剛結束的《羅馬書》離開了科恩與科恩妻子探名字,因為他是一個科恩以及國

王。然後是因為他成立了他的十二個兒子變成他們也有許多兒童和最終成為

poplulation的10%,在愛爾蘭和蘇格蘭,那麼這位祖先的排雷、一個堂兄弟的奈

爾呆在猶太信仰和生活在西班牙,他的一些 科恩炎黃子孫的名稱Cunha意義了

神父。巴斯克斯是一個賽事,我在西班牙和DNA是sephardic。然後遷移回荷蘭

一些與入侵的荒原,700特。

caiaphas,貝 特內

約有1200特有一個子孫waldeve de coeuran-科恩,在法國,一個遙遠的相對而言,

時間是從名為切凱和zajenkauskas後裔的大祭司的扎多克在戴維的天,一些比賽

,尼是道金斯=戴維的兒子,然後他進入蘇格蘭和簽署《憲章》的一個1262特和

成為基督徒,從他的後裔科克倫。

從“一個小蘇格蘭集束"一個DNA關系走勢圖表的名字在蘇格蘭和歐洲。尼雖

然沒有顯示出來,是有權在一旁科克倫、Wilson,卡特(戴維森)美國前總統卡特

是一個共同科恩名稱:







奈爾的九名人質被eochaid mugmadon高景的愛爾蘭可從elionaeus大祭司的以

色列。第一任妻子crimtham可從科恩,他第二個妻子cairenn可從美國國防部長

科恩也隻能結婚。一個科恩的女兒的一個科恩的姓氏。科威斯科恩在比賽我

r1b1項目。該線的愛爾蘭國王從羅馬時代可能已經設立。因此,意大利-猶太名

稱。

意大利magdon是為我的上帝,所以eochaid mugmadon可能意味著:Eli-我的神

elionaeus後,這些話的耶穌作一個強烈的印象。

現在的前提下,第一個r1b1,荷蘭還r1b1猶太人的第一人,讓我們計算回80幾代

人的第一個佛蘭芒人,讓我們看看這人可能已被一個埃及人後裔的法老的猶太

宗教轉換成公元前約700人。如果這個人逃離亞述人和尼為歐洲、荷蘭、蘇格

蘭的蘇格蘭傳統,然後逃離的蘇格蘭國王是在以色列的時候,尼西徐亞那蘇格蘭

名單,讓我們所有的明顯的名字叫r1b1名稱從頂部的第一組的蘇格蘭的底部:

從卡 姓氏r1b1

科爾森=Cohen,亞當斯=猶太人,Lewis=Levi,索帕-A賽事對我第一個12標記,曼

奇尼=帕裡西尼=一個意大利從波斯、勿地臣=希伯來文《馬太福音的兒子,拉

米雷斯=sephardic=Ramsey=埃及法老、價格=神父,貝裡=希伯來文的新的、

Davidson,多蒂=希伯來文 ,有幸一,鮑德溫,拉姆齊=法老,亞當斯科夫曼=克、

Cain=卡為埃及後裔的國王-法老,麥克拉肯,Lewis=Levi,歐文、therrell=從

aromuns在希臘的祖先的蘇格蘭國王逃往西徐亞從以色列和尼、勿地臣=《馬

太福音,Cooper=Cohen,穆爾=黝黑的皮膚或猶太ecaped的Moores在西班牙的700

名特,科菲像科夫曼=克、Simmons=西蒙猶太人,Lewis=Levi,貝裡=希伯來文的

新的、溫順、Elliot=elionaeus、Milam=意大利,布什、castrovono=意大利、石=

西法斯=caiaphas、帕特森=Peterson=石-埃及祖卡被誤認為是qaph亞拉姆語, 石,

然後在36名你見下文,威爾遜/Bennett/科克倫=coeuran=科恩.柯林斯= 科恩、

Elliot=elionaeus,德拉吉西=克、霍爾登=赫羅德、赫爾伯特=赫羅德、埃文斯

=Levin、孔斯=科恩、普拉特=神父,Lewis=Levi,帕爾米薩諾=意大利,帕特森

=Peterson=石=西法斯=caiaphas、繼續.Coleman=科恩、Winkler=克、

kaffenberger=克,戴維斯=戴維的兒子,李=Levi,米蘭=意大利猶太人試圖在米蘭

、Alger=阿爾及利亞、約旦、格雷厄姆、Alexander=亞歷山大大帝=aromuns、

Jamieson=詹姆斯的兒子,戴維斯=戴維的兒子,卡特=科恩猶太、Davidson,貝裡=

希伯來文為新,穆爾=猶太人逃脫Moores、Walker,石=caiaphas、科克倫=科恩、

羅森堡=克,價格=神父,帕特森=Peterson=caiaphas、卡羅爾=科恩斯=克、石



=caiaphas、Ramsey=維、價格=神父,Lewis=Levi,穆爾= 猶太人逃脫Moores在

700特,霍金斯克,愛潑斯坦=cocoran=,科恩、孔茨=科恩、Davidson,SADOWSKI

先生=克,玫瑰=希伯來文為團長、Davidson,科恩羅=科恩、馬西斯=《馬太福音

、橋梁=一個關於我的第一場比賽12標志-猶太人住在otheside水--因此大橋、

GARCIA=sephardic,亞當斯巴雷特=克,所羅門=所羅門國王猶太人,埃及在結婚

之前davidic祭司和科恩離開以色列。

80幾代人返回卡

因此,這可能日期r1b1樹從公元前600-r1b1到設在荷蘭的第一代。83x30年來一

個新一代=2500年前,因此,這500bc/bc600人,這可能是猶太人,他的一些後代有可

能 繼續在猶太教,從公元前400我們知道有一個猶太人社區在德國,一個埃及名

稱可能是從“國王”卡的後裔從埃及。然後是在希伯來語翻譯為qaffa石。因此,

這成為通用名稱彼得和石頭。 然後capha成為一個共同的姓名或名稱石,那麼

這後裔基督時提出了他的血統sanhedrin在耶路撒冷和購買的科恩祭司祝福他

們從羅馬。此人的父親的兒子,正在caiaphas 的女兒結婚,然後報被約瑟夫本

caiaphas。他被任命為Joseph,也許是因為約瑟夫的第一個猶太埃及。約瑟夫的

骨頭,進行的應許之地進入埃及。神的要求,希伯來埃及的死亡時 天使通過對他

們的家園。第一個出生的埃及人的死亡和被驅逐的埃及人的希伯來書中的人

口外流,因此,神說,他指出,埃及人。caiaphas可能已正確地認為他是從降臨的埃

及法,在我回Elliot家庭可能會從樹上描繪elionaeus。elionaeus在midrash qaph,也

許是兒子caiaphas的標志,是對科恩祭司的太陽。也許這徽來自上帝的孫奇跡而

不是進行的埃及孫神。

nolonger一卡或科克倫。現在是一個基督徒。

隻的姓氏,實在是科克倫賽尼從700年前,然後由1600A科克倫是嬰兒洗禮後,貝
內特教宗本篤意義福,這是個人,也許塞繆爾貝內特,同他的家人,massechusets約

1635.仍遵循的家庭的傳統,科恩科恩名稱。然後他的兒子娶了一個兒子在1645

和在1647。從這個兒子是凱萊布、塞繆爾亨利約翰,扎多克。也許這遠猶太

利 扎多克從祖先是為人所知,他們的後裔。科恩是應是一個後裔的扎多克。然

後扎多克移到Nova Scotia在什麼是成為加拿大在1765。從他的後裔.R.B.尼、

總理和加拿大1930-35,和 W.A.C.尼、總理的BC1952-72,和W.R.尼從1975-86。

我進入了基督的教會在第三代。



也許他們繼承了一些特征法從遙遠和Kohen神父r1b1來到之前,進入埃及r1b1

是從土耳其,年紀最大姓氏是從土耳其、汗的後裔。然後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r1b1法老住平行生命旅程,r1b1的崇拜,是從太陽的真正崇拜的神。

吉薩金字塔的斯芬克斯和:

科克倫克雷斯特的家庭有三顆心。但是,coueran可能不是來自法國的心臟

,couer詞,但從Word cohren,科恩一詞,指sacrificer神父。

詩篇51:17"的犧牲 精神的神是一個突破:一個破碎和懺悔的心,上帝啊,你不想

鄙視。」



cepheus是一個星座在天上指加冕登基的話語,處在希伯來文。cepheus本來是

兒子的鳳凰。caiaphas在埃及是卡、景。除Cohanim汗是科恩。在亞拉姆語

caiaphas可能意味著一個被掏空搖滾。

一個被掏空空洞的大祭司在蓄水池的宮殿裡,有可能讓耶穌的晚上,他捕捉下

來。

耶利米書2:13"對我國人民犯了兩個邪惡的噴泉;他們離棄我的生活水域、和

胝出來蓄水池、蓄水池,打破,可以容納沒有水。」

約翰2:7說:“耶穌Saith告訴他們, 填補waterpots與水,而他們的帽檐,填補了他們

。

2:8,他聲言告訴他們, 提醒了現在,和承擔告訴總督的盛宴。 他們裸。」

也許有一個來源的姓名或名稱caiaphas與加冕登基的星座cepheus caiaphas。

這是錯誤的,隻有耶穌就能 得到景,我們要下台,讓耶穌填補我們應該下台。索

爾戴維.和讓王。

2corithians5:17",因此,如果任何男子是在基督裡,他是一個新物種:舊事物都過

去了;看哪,所有事情都成為新的內容。

路加福音5:38 :「但新酒必須放入新瓶;和兩者都有保留。」

一個姓r1b1 Cohanim比賽中,西班牙是庫尼亞,這似乎是原產地名稱的姓名或名

稱從200特科拉斯在愛爾蘭的來源,可qapha、caiaphas。同樣一個姓比賽是彼得

森.彼得、或石,是在qapha亞拉姆語。

r1b1的猶太祖先的時間可能會有人在基督的。沒有証據証明是一個祖先

caiaphas純屬揣測。這是對我而言。

敘利亞教堂認為caiaphas改信基督教。chekijian從安條克土耳其在一旁敘利亞

是一個y-DNA比賽從兩千年前,caiaphas可提供了一個獻身於他仙的無知,利未

記4。但是,隻有耶穌的犧牲是可以接受。

路加福音23:34:「那耶穌說、父親、寬恕他們;他們不知道他們做”。

科恩意味著工人以及神父。一個科恩是沒有任何財產在舊約聖經》中的,然後

在新約聖經》中的部長、工人、不擁有任何物業的福音,但生活的共同祖先,兩



者之間,我和cohanes r1b1 cohens,可能是從第一個世紀特,請見一個小蘇格蘭群

集。小蘇格蘭群集是haplogroup21。我的第一組148是以下的樹,給予聯匯制度

涵蓋所有人在蘇格蘭。21是一個比我略有不同haplogroup R-148。然而,以下是

一批15霍爾登在綠色小蘇格蘭群集。我匹配的帕特森代前60的 Y-DNA,他是第

三次就家庭測向儀,你可以看到霍爾登下一頁,帕特森。有一些猶太名稱和很多

不同的樹,科恩在,所以我覺得相當肯定的猶太血統。這將解釋如何可以出現的

約60代五或六的數額在繼承的DNA。這是如何 就像帕特森也可能出現的第三

位堂兄弟當他們是在這樣一個事實60次,我覺得我自己在這棵樹在科克倫

/Massey/Wilson/卡特/斯派塞,一些好朋友已經科克倫,Massey和威信。我配合歐

文1100年前,一個Jamieson1600年前,卡羅爾1900年前,這隻是要指出我國祖先是

沒有任何改善或任何比任何其他人,一個引用威利賈米森、戰俘,在1943年在菲

律賓:

他說:「我們有 一個工廠在馬尼拉,如果你要出去的任何時間在夜間,看一看它,

你可以告訴剛朝什麼方向是太陽。我們必須面對需要保持對神的兒子在所有

時間,也為了得到更多營養,我們可以」。

拉8:1“這些都是現在的總的其父親的族譜,這是他們的努力,走了,我從巴比倫

的統治,在亞達薛西的國王。

8:4;elihoenai pahathmoab的兒子,兒子的zerahiah、和與他的兩個百男性」。

elihoenai手段對耶和華是我的眼睛。

以賽亞書26:3:“你枯萎保持和平,他在十全十美的心態是停留在你說:因為他在

它給你。”

第一個猶太r1b1可能已是一個羅馬約公元前100名。

定會有很早期的基督徒在 愛爾蘭有這麼多,但由431特教宗主教派出一個有的

可能性。有了這些早期的基督徒的一個方面,原使徒耶穌差。但是,這方面,愛爾

蘭與早期的基督徒可能來得更高版本。



觀眾與他的神聖教皇保羅六世在梵蒂岡。星期二,1963年9月21日。

梵蒂岡是說,已成立了家庭在早期的基督徒,也許甚至彼得滿足。很快在其去

世後,彼得教堂離開了該基金會的部長沒有一個家和教堂的家。我滿足的研究

金,在家中,部長們已離開其家園。



時報》項目.........總理說:「我相信。”他說:「五個職位申請人主席先生,相信

在聖條,一個完全是開明和一個 仍然看不到如何聖得到所有的房子周圍的一個

晚上......」。

在這天的莫爾斯代碼,有一個特的立場。申請人在輪候聆訊的候診室的clickity

擊。最後一站起身來走,他們在採訪的。然後openned秘書的門的位置,說“是填

補,您都可以回家。”他們回答:“你從來沒有要求我們的秘書說:「我」。已要求

在莫爾斯編碼的人來人聽到這消息,在這方面的狀況,填補。」

19:1“老天爺宣布上帝的榮耀;和霄handywork謹表明他。

19:2日晚,直到天uttereth講話,直到晚上謹表明知識。

19:3不講話也不是語言,在他們的聲音是沒有聽過。

19:4其線就消失了, 通過所有的地球,和他們的話,世界末日。在他們哈特他確

定了會幕的太陽,

19時5這是作為一個新郎從他分庭,並不作為一個強人,運行一個種族。

19:6,他提出的是從結束的天堂,他告訴電路的目的是:沒有任何東西,隱瞞其熱

」。



在最後一天,不能夠說他們從來沒聽說過的邀請,因為上帝性質講,大聲,我們的

神的至。

我的脫氧核糖核酸組賽納1440年前,也許我比賽約翰福布斯納什Jr.1440年前當

我的祖先r1b1 Cohanim的時間。這將是我比賽10%,愛爾蘭和蘇格蘭德勒吉奇

的是,你會看到從羅馬尼亞猶太人的時間,從我在一個共同的祖先,哥白尼可1700

年前根據《羅杰斯姓氏項目,我幾乎是一個成員資格的羅杰斯姓氏集團之間的

共同祖先,我和奈爾的九名人質,愛爾蘭國王在500特,是一人, 約有400名特。也

許r1b1猶太Cohanim成為歐洲的專營權費。eochaid mugmadon高景的愛爾蘭可

從elionaeus大祭司的以色列。第一任妻子crimtham可從科恩,他第二個妻子

cairenn可從美國國防部長科恩也隻能。一個科恩的女兒嫁給一個科恩。

馬太福音27:46:“和約的第九小時耶穌大聲說,大聲說, 埃利埃利喇嘛大? ,即是
說,我的上帝,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意大利magdon是為我的上帝,所以eochaid mugmadon可能意味著:Eli-我的神.

失蹤小時的黑暗2000年前當耶穌在十字架,需要加以反駁的兩個半扭轉軌道。

這是每小時每星期日。耶穌差了聖靈的,應當相信他。耶穌 的天使派提供彼得

elionaeus時是大祭司在1月46特,而這兩年elionaeus被廢黜的大祭司和caiaphas可

能已是60歲的估計,在他死亡的骨骸。或許是一個孫奇跡,給一個長時間的夜的

天使交付時,他是Peter出庭赫羅德阿格裡帕和交付他的期望從猶太人的福音,是

向北愛爾蘭的或許是炎黃子孫的這種elionaeus。如果可能,在第一個真正門徒

來之前,愛爾蘭Patrick caiaphas。如果我們的後代,我們需要的寬恕的耶穌,耶穌

差別。

我還與三個科拉斯的愛爾蘭。我與他們共同的祖先可能約200特。此外,卡羅

爾和柯林斯可共享一個共同的祖先約200特的姓氏和Y-DNA,可從科恩的名稱

。

炎黃子孫的本金的9名人質,奈爾-eochaid mugmadon,作出了10%的人口的愛爾

蘭,20%的西北愛爾蘭和蘇格蘭10%,西部和中部。因此,該聲明,10%的蘇格蘭人

有猶太裔的一個共同作者,在蘇格蘭是猶太人,大部分可從這國王的愛爾蘭在

500特。我十分祖母catheryn簡促進是從多尼戈爾、愛爾蘭和我很高祖父邁克

爾伯恩斯是從北愛爾蘭的好。



羅馬書11:25:“我不會弟兄們,你們不知道這奧秘,以免葉應明智地在你自己 ”;,

失明的部分是發生在以色列,直至恩的外邦人會來的。

11:26,所以所有以色列應保存:因為它是寫的,但應站出來的錫永的救贖主,並須

把客不從雅各布:

11:27 ,這是我的約告訴他們,當我拿走他們的罪孽。

11:28的福音,他們是為了你的敵人:但十分感人的選舉,他們是為了愛的父親的

。

11:29的禮品和要求,上帝不悔改之意。

11:30,正如葉;過去不相信神,但現在已獲得御通過其信:

11:31即使如此,這些現在還不相信,通過你們的慈悲,他們也有可能獲得赦免。

11:32,神哈特結束他們所有的信,他可能有憐憫,所有的。

11:33o的深度的財富的智慧和知識的上帝!如何個是其判決,以及他如何過去找

到了!

11:34人哈特為人所知的神的心態?或誰哈特被他參贊呢?

11:35或誰哈特最初交給他,並須得到再次告訴他呢?

11:36,他的,並通過他,並向他,都是光榮的事情:他們以往任何時候,阿門」。

更多的科克倫 樹/Bennett

你會注意霍爾登在綠色突出。這顯示了這個人是一個成員,很少的21 15蘇格

蘭群集組。這組你看到這裡有很大不同的所有其他團體在蘇格蘭。

所以,如果我們計算30年的一代的共同祖先,尼/科克倫和帕特森住約100個特帕

爾米薩諾在西西裡島。有一個連接到羅專營權費,他們與猶太人的Roger專營權

費可能在巴勒莫特在1100。或原Roger我和羅II的Y-DNA是十分相似,我同意,

即使一個共同的祖先1100年前的一個索賠人後裔,從坦克雷德羅二兒子的專營

權費。這將意味著許多原本由猶太人約900名特說,這一賽事這Roger共同祖先

。我與帕爾米薩諾是約700名特。如果帕爾米薩諾是專營權費的連接,可以從

khazars。我完全匹配的帕裡西尼的第一個12標記。帕裡西尼是不從巴黎。它

是一個名字,在意大利人從波斯。我比賽福克斯特還約700人。福克斯可能來自

福爾克或克、約旦國王的耶路撒冷的征戰中,他便可能有遠從猶太裔的khazars

。他是非常宗教 .福克斯是從沃,是從德沃德沃是類似。(猶太人的名稱可能是

猶太人帕爾米薩諾德伯勒)則從khazars以及第二,一直系後裔,克裡斯托弗是我

國haplogroup148,有一個可能是這個遙遠猶太專營權費從國王赫羅德,因此,其



方式為歐洲專營權費。我從比賽一哈伍德赫羅德1100年前,我就完全匹配的霍

華德的第一個12標記的名字。許多上述的差異,科恩和赫羅德。有一些比賽在

亞美尼亞,有一個皇家連接到以色列。但是,許多猶太人被驅逐到亞美尼亞。先

驅德沃特被任命為在1065綽號赫羅德外邦人的姓名或名稱。他frankish hunfroi

德沃是一場比賽,我也從西西裡Roger sephardic甘比諾從巴勒莫西西裡和一個

共同的祖先。我與甘比諾約900名特,賭約1000特。他們可以有來自羅II的襲擊,

希臘的猶太絲工人的底比斯特在1147。因此,大多數的是從甘比諾 巴勒莫皇家

國會。除非該人通婚Roger是甘比諾與當地猶太人口的巴勒莫可能是猶太人。

帕爾米薩諾的時間,在意大利南部的穆斯林的名字是從該領土在那不勒斯的帕

爾馬在意大利南部的Roger國王擁有的一段時間1100特.帕特森可能會從彼得森

。

我還有關於迪克斯、迪克斯,約有1000多年前,有可能從紐伯裡,伯克希爾、英

格蘭隊。我就是在一個貝裡的第一個12標記。希伯來字為“新”是貝裡,我完全

匹配一個關於第一個12Dickinson標記。我甚至匹配的迪克森,在約100人的家

庭大樹DNA測向儀的家庭。然後我可向有關的新民主黨領導人目前在公元前,

阿德裡安迪克斯。我y-DNA有可能是來自希臘的荷蘭,法國,然後在蘇格蘭,另一

個事務組可從希臘和已被逮捕的Roger二成西西裡的共同祖先,似乎到目前為

止從1000至1500年前的范圍。這是我對比賽猶太r1b1。如果我們得到25年來

一個新一代的60代我們得到1500年。但是,一代可能是30年來的,那就最近共同

的祖先可能已生活1850年前的時間,約為基督,然後再從猶太人尼,賽事 我從一

個猶太裔r1b1聲稱,由於社會100BC可能是正確的。有是遙遠的可能性這位祖

先是誰放棄保羅德馬和前往尼。一些似乎有21組蘇格蘭遷移到蘇格蘭約970特

。我國148似乎類似,霍爾登看似與21的其余148。有評論揣測的互聯網上的共

同祖先的148和21約2000年前,其餘還有約30幾代人,可能有被猶太從100到1000

特特。有一波的猶太人在第一個世紀轉換特。可能早前的祖先從基督的荷蘭

成為猶太人和遷往希臘 或可能以色列入侵,羅馬書的荷蘭在公元前約100人的

未來。猶太人皈依者然後作出羅馬人可能有很多人,然後在愛爾蘭和英國後裔

可從這些第一個猶太人,很多人在萊茵河流域比賽我 148,許多早期的猶太社區

生活的萊茵河流域,他們可能已被英國-薩克鬆斯 衛生組織入侵englad148也有

很多,約2009年,從700的皇室寶特被發現。還有發現《聖經》報價刻在銀和黃

金。許多祖先成為貴族的我國科恩一行。

也許148是一個古老的朝聖者,成為猶太人的前神殿被毀,70特.威廉conquerer雇

猶太人從法國在1066因為他們都精通寫和算術,金錢是很重要的是政府,然後在



1290猶太人被驅逐出英格蘭和許多前往蘇格蘭的姓氏Bennett。是從本篤,意義

非常幸運,這可能是一個洗禮名基督教也許從猶太教的是,有可能是我的兒子,在

貝德(扎多克-該教派)節的有信徒有手段的《聖經》,那麼或許這些猶太教派分

離。我找到對應的其他人從500與猶太裔的科恩特和1000特在項目,但若埃爾切

凱和zajenkauskas從1000特,一個確切的比賽將於12標記是第一個從貝納姆伯克

希爾英格蘭,我賽事1300年前,我的祖先亨利貝內特JR是兩歲時父親去世,1650

。我不知道有多少代人,他是Bennett。r1b1 猶太人可能有來自約80代前在歐洲

的早期猶太定居點。佛蘭芒r1b1可能共用同一祖先的猶太r1b1 80代前,如果你

申請30年,這是一個代公元前400。如果你申請25年,這是一個代100BC.見訴訟

的俄羅斯科學院的DNA譜。

原產地的姓氏,也許就像r1b1考恩的科克倫姓氏,是一個祖先約700名特根據書

當蘇格蘭是猶太人的輝煌。此外,一些從蘇格蘭mathmeticians可能已從猶太移

民後裔在約1000 特從立陶宛的混合物。有推測r1b1a2a1a1男子從荷蘭相當大,

因此增加的遺傳基因的猶太人從這一領域的混合物,在遺傳基因是估計約有

55%,因此,我不知道如果我的祖先 成為猶太人在700特或如果有一個共同的祖

先是與其他r1b1猶太群體的人成為猶太人在基督的時間。我可配合的人成為

猶太人在幾個世紀初在西歐的一個共同的祖先在荷蘭,或 甚至土耳其之前的基

督。一個共同作者唐納德耶茨,這本書,蘇格蘭是猶太人在接受採訪時說,猶太呼

聲,一個在八個浪費的猶太裔的家庭,在小樹蘇格蘭群集可能採取的約10%。 蘇

格蘭人,那麼這10%,可能會有一個遙遠猶太祖先的時間,基督,可能的原因有很

多猶太人r1b1等小猶太J1可能是,金奈爾的九名人質有許多兒子及其兒子有許

多的兒子。還猶太r1b1從萊茵河流域可能有乘過移民的猶太人民來自以色列

的100個特。如果你看的PDF文件的小蘇格蘭群集,您會看到很多姓上述科克倫

和威爾遜,下一個是朱伊特,那麼所有這些上述我還必須有一個共同祖先,一個猶

太人的祭司。

有一個共同的祖先最r1b1約三千年前,它是公正,r1b1男人還有更多的兒童,他

們現在作出了70%的人口,西歐的共同祖先。該聲明的銀行姓氏項目

r1b1a2a1a1a4前是基督教的時代,似乎可能意味著我國共同的祖先來自蘇格蘭

銀行與猶太人科恩是基督之前,這是DNA比建議 的可能性。還有小我的祖先是

來自caiaphas後裔在《聖經》。caiaphas可能不已的郭富城的血緣。他的女兒

結婚的報大祭司。因此他的立場可能已經通過婚姻,他甚至已幾乎一個奴隸,他

的父親在法律報,他被任命為大祭司,羅馬。他可能已從羅馬祖先的荷蘭,因此,

或許他強烈效忠於羅馬。他是大祭司特,從18 37特.y-DNA姓氏場賽事的中東暗



示在這種可能性。一場比賽是從埃及姓卡 為國王,也許「caiaphas後,另一個是

為joachin或許是一個科恩在一個提示,最符合共同祖先猶太內約400信心的50%

特,前50%,這一日期之後,這似乎是一個很好的近似值。但是,至少一個r1b1

Cohen,約瑟夫科恩,50%的時間大約是信心的caiaphas。他的名字是Joseph Ben

caiaphas caiaphas,也許是指一個搜索者,也許caiaphas Joseph Ben caiaphas的父親

是一個外邦人後,成為猶太人尋找神。不過,他的孫女的陵墓名稱24次利司與

Ma'aziah caiaphas。這是利司名為大衛和尼希米的,他們沒有DNA,檢查適當血

統。一是襲擊加多爾科恩與檸檬上的時間約贖罪祭司委任的羅馬。如果一個

猶太人的祭司是我的祖先,至少我可以做的就是愛基督,所有我的心。

大眾報有5個兒子成為祭。他們將會在兄弟-caiaphas-法,這可能是設置的寓言,

有錢人的“地獄:

路加福音16:28:“我有五個兄弟,他可証明;告訴他們,以免他們也來到這個地方

的折磨。」

喬舒亞3:17"和神父,裸露的方舟,《公約》的堅定的主乾地面上的中間,約旦和

所有以色列民通過了關於干地,直到所有的人對約旦通過清潔”。

方舟的《公約》是由兩個萊維特神父。這次步行的方舟的祭司進行的生命,對

神父的備份了他們步行。神的存在是在方舟的方式,使一個字,以保存倩女幽魂

。

我有一個共同的祖先內與這些cochrans700年前,也許甚至500年前,cohane可能

已被改為科克倫。條例草案科克倫和赤柱watchorne是第一,使福音,在1910年的

奧卡諾根。他們稱自己的方式在信徒。他們來到一個家庭在銀行、BC、關於

這一次的兒子死亡。



雷gellatly約12時,她的家人去到福音gellatly會議在一家銀行在1910年的。





列王記14:13"和所有以色列應悼念他,和埋葬他:他隻須對羅來嚴重的,因為在

他那裡是找到一些好東西走向的主神的房子,在以色列的羅。」

列王記14:17"和羅的妻子離開,出現,並就來到tirzah:當她來到了門檻,兒童死亡;"

赤柱watchorne強調,這群年青人相信他們是在真誠。這名男童,用這些字眼,可

能已進入一個永恆得救。

耶穌是大橋上天堂。

從議員信息的權利,R.B.尼、總理,在加拿大的猶太新年之際,我感到非常高興

地借此機會通過加拿大猶太人審查我的最好希望謀求幸福和繁榮的新年,所有

的猶太裔加拿大人。根據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統治1931年,當時的希伯來語裔

人在加拿大156,726 151%,或在整個人口的傳統方式,在遵守的到來,在他們的日

歷年受將提供機會讓全世界的猶太人,打坐在過去和未來的設想。過去的歷史

揭示了一個人民,他們的痛苦,塑造出一個種族、宗教信仰和愛國主義的生存和

繁榮都不幸。他們的信仰是基於教義的偉大先知和使他們這種精神遺產,生活

在不斷地希望,以維護其種族身份、和遇到的影響不失去其自己的其他文化。

從歷史上看,他們的後代古 以色列有助其配額的學習、藝術和文學的人類,從早

期猶太人在加拿大作出了自己的家園。在這裡,其余的時間裡,大英帝國的充分

享受權利的公民身份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猶太人民從事所有的專業和追求,其

中許多人已達到財富和高的地位。而每日新聞不斷提醒我們,我們仍生活在一

個令人不安的世界,加拿大一直比其他國家更幸運。經濟改善,我們現在正經歷

著承諾,維持本身使猶太人連同所有加拿大人可期待更光明和更繁榮的時代。

貝內特總理條例草案正式生效的維多利亞教會emanu-el恢復項目。

我的一些y-DNA姓氏場賽事的布裡格斯和特拉弗斯的大橋,但往往是一個大橋

,從猶太季的外來人口。

W.R.貝 特橋內 。

http://www.jewishmuseum.ca/node/2934
http://www.th.gov.bc.ca/WilliamRBennettBridge/
http://www.th.gov.bc.ca/WilliamRBennettBridge/
http://www.th.gov.bc.ca/WilliamRBennettBridge/
http://www.th.gov.bc.ca/WilliamRBennettBridge/


大橋的廟。隻剩下的是,開始對阿。







《出埃及記5:8"和童話的磚,他們並 使迄今,葉應落在他們;葉應不應該削弱其:

他們是閑置;因此,他們哭,他說,讓我們去和犧牲,我們的神」。

《馬太福音20:1"的天國是想告訴一名男子,是一個住戶,而到了一大早,雇用勞

工進入他葡萄園。

2 ,當他已同意勞工一分錢一天,他派人到他葡萄園。

第3 和他走了出去的約三小時,並看到其他人在長期閑置的市場,

的W.A.C. 貝內特壩:



W、A、C.貝內特壩。

克壩和哥倫比亞河條約水壩。

http://www.bchydro.com/community/recreation_areas/w_a_c_bennett_dam_visitor_centre.html
http://www.bchydro.com/community/recreation_areas/revelstoke_dam_visitor_centre.html


W.A.C.在那裡的儀式上,把水壩的網上的客人,很多,他們的辛勤工作在水壩,是

在上述領域的大型開放式的渦輪機。W.A.C. 站和拉的開關。風輪機開始,整個

房間搖了搖。權力現在流向家庭和工業在卑詩省。

W.A.C.Bennett1976年在 25分鐘MP3播放機。 WAC.html。

他說:「你覺得你是最值得驕傲的時刻,總理最大的成就,如果你想要這樣說呢?

他說:「最大件事我們做的是,兩河政策。和平和哥倫比亞沒有任何機構都會

有內置的。雙方、自由和保守派、派出了最牛肉,戰勝我們對它。美國拿出在

這裡,跟著我,每次會議上,我有一次會議上,看到我是說,他們從來不認為我是要

建立的和平。他們認為我是使用,作為一個杠杆作用,得到 了哥倫比亞。當然我

希望他們這兩個。我們最大件事是,對別人的意見和每一個機構的批評我們興

建了兩條河流中的eartly六十多歲而NDP想建立他們在1984年,即使他們建立甚

至 就在最近的這一點,社會信用,我們拯救的人,這個省20億美元的資本成本。

」

他說:「50或100年之後,現在如何將您喜歡你和你的管理,是盡管?

什麼形象您想要留下的歷史,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他說:「我們找到公元前國家的數目不省,有一個在21年成為該國的數目已有

一個省,我們作出這種方式的公共部門的私營部門,我們作出方式”。

有一個省是一個省,有助於在加拿大的均等支付其他省份。

W.A.C.貝內特的經濟的社會主義:“我是一個擴張主義。我相信在增長,這些人

,說沒有增長,必須愛看失業,師父譴責、人民閑置的市場。」

W.A.C.尼認為主要是在《新約聖經教義的耶穌,本來是一個部長如果他不走

入政治,他強烈標志著這句詩:

《馬太福音19:21說:“耶穌說告訴他, 如果你枯萎是十全十美,去賣,你賜,並給

窮人,和你已十分珍惜在天國:來跟我”。



的條件,這是跟從耶穌在他部無家可歸者,他會見了我們的朋友crawfords 在韋

斯特洛克,艾伯塔於1927年前他曾結過婚銷售奶油。他是因為他想起過他的奶

油給他們,W.A.C.貝內特購買的一個partneship韋斯特洛克存儲在二月十九日

,1927年6月,在結婚。

的封面上 《時代》雜志9月30日的蓬勃發展,1966年:無一看到太陽,通知在嘴

的Thunderbird:







R.B.貝內特對為何他不回來,加拿大:在星期日唱halleluja的國王。一個星期後,

在星期五,他們釘死你,真的沒有R.B.貝內特可以做的大蕭條時期在1930年至

1935年,這是一個世界性衰退和R.B.貝內特得到的指責。他是十分豐富,並給他

的所有金錢作慈善用途,第二次世界大戰,甚至在他任首相他給出了大約100萬

美元的信件,個別赤貧加拿大人,他的口袋。

即使caiaphas 是一個祖先,他並不知情的情況下基督釘死。

1哥連泰斯2:7",但我們發言的智慧,神的隱藏在一個謎,甚至智慧,這是神的面前

注定世界告訴我們榮譽:

第8條沒有王子的這個世界知道:如果他們 知道,他們不會有釘十字架,神的榮耀

。」

歷代志下26:16",但當他是強有力的、他的心是取消了,他對違反的毀滅性武器

:他主神,他和進入神殿的神燒香的後 香壇。

26:17和阿扎賴亞神父,在他之後,他與fourscore神父的主,這是英勇男子:

26:18位,他們經受了國王,並告訴他說,它appertaineth不告訴你,位於香,直到主,

但交給祭司的兒子,郭富城,這是神聖化,燒香:出外的庇護所;為你越過;也不應是

還是象你的主神的榮耀。

26:19位則是羅思,並已在他的手,一個香爐燒香:雖然他是羅斯牧師一起,麻風病

甚至上升到了在他的額頭上的祭司面前的神的房子的旁邊,從香壇。

26:20和阿扎賴亞特神父,和所有的神父,望著他,看著,他是在額頭,和他們把他推

了,他本人從從此;耶伊哈斯特德還要走了,因為他自己的主所。

26:21和位於景是一個列佩爾告訴了天,他的死亡和居住在一個幾家,是一個列

佩爾; 他是被切斷的房子主:和喬薩姆他的兒子是超過了國王的房子,看的人的

土地。」

約翰福音11:49",其中之一,名為caiaphas,被大祭司,同一年,說告訴他們,葉無所

知,

11:50也不 認為它是合宜的美國,有一名男子應死的人,整個國家滅亡不。

11:51和這個悶他不是自己,但在大祭司,年,他預言,耶穌應死了,國家;

11:52,不是隻為該國,但他也應該聚集在一個神的兒女,是分散境外」。

馬克12:6",但一個兒子,他因此德,他派他還說,去年告訴他們,他們會尊敬我的

兒子。

7 ,但這些 husbandmen說自己之間,這是繼;來,讓我們殺死他的遺產,並須我們。



第8 和他們把他帶,打死了他,他和主演的葡萄園。

9 什麼須因此神的葡萄園做呢?他就會來摧毀husbandmen,並將給予的葡萄園告

訴別人。

10 ,葉沒有看過這經文;石的建筑,是拒絕成為團長的角落的:

11 這是神的事,它是神,乾脆在我們眼前嗎?」

馬克12:35和耶穌 回答說,雖然他在聖殿教, 怎麼說的士,基督的兒子是David呢
?
36 ,David自己說的聖靈,神說,我的上帝,你坐在我的右邊,直到我還是象你敵人:

你。

37 David,因此本人calleth他主;和從那裡是他那麼他的兒子? 和普通市民聽到他

很高興。”

如你聽?你聽到耶穌?或你聽到另一個耶穌,全世界宣揚?你部長真正門徒或是

他們部長的撒旦?所有部長我去聽他講是真正門徒。

必須有r1b1之間出現的猶太人至少到基督時期開始,或者也許可由瑪拉基在

430卑詩省:

瑪拉基書1:11A款"的上升,甚至在太陽下進行的同我的名字應很大的外邦人之

間;"

瑪拉基是所有關於科恩祭司和基督的未來。

喬舒亞9:23“現在,所以你們罵人罵,並須有無可能擺脫被你bondmen,和自己的

木材和抽屜的水的房子,我的上帝。”

《gibeonites是受雇在該寺和可能已經嫁到科恩祭司,是否通過關於其y-DNA

我不知道。索爾殺害了許多gibeonites。一些人受雇在該寺可能已經嫁到科恩

祭司。如果該科恩方面是正確的,其中一些基因可能已經通過了下來,科恩後裔

。

法官21:18“howbeit我們可能不讓他們的妻子女兒:我們的兒童,以色列已宣誓,

他說,是罵他,是一個妻子,本杰明。

19日,他們說,看哪,有一個盛宴中主Shiloh每年都在一個地方,是北側的貝塞爾東

側的公路,格特從貝瑟爾,示劍,和南方的lebonah。

20因此他們指揮的兒童的本杰明,他說,去躺在等待在酒廠;



21和見,看哪,如果女兒的Shiloh出來舞蹈,舞,接著是葉的葡萄園,和漁獲你每一

個男人的妻子的女兒,並轉到Shiloh的土地的本杰明。

22日,並須在其父親或其兄弟來告訴我們,抱怨,告訴他們,我們會說,是有利告訴

他們,我們為了:因為我們保留不每一名男子的妻子的 戰爭:葉沒有給予告訴他

們,在這次,葉應該是有罪。

23和兒童的本杰明這樣做,並把他們妻子,根據他們的人數,他們的努力,跳舞,其

中他們發現:和他們去了又回來告訴他們繼承、和修理的城市,居住在他們。”

我國y-DNA是19遺傳距離,15名來自甘比諾gambrel。我有一個共同的祖先

1050年前在一個50%的可能性的甘比諾年代名稱是最常見的甘比諾在巴勒莫

西西裡(Roger II的資本)家庭的甘比諾克雷斯特是一個站的名稱是認為,已給予

一個祖先,是一個很好的出馬。這裡的法官在benjamites已婚的女兒的列維捷斯

從Shiloh的方舟,將《公約》之間通婚。或許有一本杰明和科恩祭司。

法官20:46:「所以,它們都屬於這一天的本杰明是第二十二和5 000名男人,提

請劍;所有這些人是男性的勇氣。

20:47但六百名男子回過頭去,逃到曠野的搖滾告訴rimmon、和居留權的搖滾

rimmon在四個月。」

塞繆爾18:27 2"和《看守員說,我的thinketh運行的最重要的是,就像是正在運行

的兒子的ahimaaz扎多克。和國王說,他是個好人,和[492]的喜訊。」

ahimaaz可能的創始人的第24次課程的神父、Ma'aziah,因此是一個兒子的扎多

克。

1金4:15"ahimaaz是在納夫塔利;他也basmath的女兒,妻子的所羅門」。

5月的女兒basmath已在維和埃及,所羅門的妻子,她可能已被視為一個老師,因

此她嫁給一位神父。

因此,或許這可能是因為我的一些遙遠堂兄弟r1b1名為自己道金斯、或

Davidson,而不是兒子的扎多克。

第24次caiaphas是Ma'aziah過程中。

馬可福音10:17"時,他已經走了出來,有的方式來一個運行,並向他跪,問他,好師

父,我應怎樣做,我便可承受永生?」



這位年輕有錢人可能已是一個萊維特,因為他是有錢人,那麼耶穌問他要跟他

到該部,一個原因可能是,新約聖經》是即將開始,永生的年青人將不得不離開利

服務無論如何,他來運行也許是因為一個繼承能力來運行。即使我的祖先扎多

克尼可能已通過關於這些運行基因,也許是基因的這些快速運行benjamites被轉

嫁到cohens。我的祖父,W.A.C.貝內特蘭的100碼沖在10和第2/5秒,為自己,我贏

得許多帶在越野跑。

這是最後的跨國家運行的奧卡諾根谷在1979年,我有一個主演我右手腕後,經

過前,我看了,看到一個離開的結算的選手遠遠低於入山的滑雪的 樹木。我給它

所有我不得不螺栓下來,奮起直追。我那麼奔跑著像一個瘋狂男子的樹木,我可

以不通過他,沒有房間。接近他,加快背後,然後我一個高長腳出馬試圖通過我,

他提出了一個沃普像它是一個容易 取得了勝利。我跑了我的生命。一個結算

和陡峭山下的家伙。我看到了未來的我通過終點線的頂部。我給它所有我已

和越過終點線第四,他給我一個握手的運行。我並沒有給我後面的研究員的握

手雖然。因為太接近。第四個地方,我隊就意味著我們所有人都會為前往斯闊

米什公元前的決賽。但我們所有人都目睹了在斯闊米什得獎者,在學校堛。在

道義上的運行的故事,像瘋狂,如果你想要的獎也一樣,為種族的永恆生命的獎,

把你的全部入它,你將不僅有助於你,你將有助於其他人也。

耶伊phillipians3:8"無疑,我點算所有事情,但閣下的損失的知識,我主耶穌基督

為誰我遭受損失的所有事情,並把他們算但勇,我可以打贏基督”,

phillipians3:13“弟兄們,我相信我可以不被逮捕,但這一件事我做的事情,而忘記

背後,是提出告訴,達到這些事情,都是前,

3:14,我對新聞界的紀念獎的為高的要求,上帝在基督耶穌”。

我鏟馬勇幾乎每一天出生。第一個性質已移至使一個清潔室的第二次出生性

質的基督。

我的祖父W.A.C.貝內特從未進入的種族的生命。他相信,我收到了一個磁帶

採訪他的“W.A.C.貝內特在76”。他是問如何他想要記住,“我們竭盡所能,這是

所有"

耶穌也可能運行繼承這些基因的先驅。他是在希伯來書12名為。耶穌母親的

姐妹elizebeth zecharias曾結過婚,在大祭司。



林前9:24:“不知道你在運行,他們的種族、所有運行,但確實的那一個獎?所以

運行,您 可獲得。

25和每一個,為striveth refraineth自己的好本領,從所有這些事情:他們確實是,他

們可能會收到一個受腐化官方;但我們一個廉潔公正的。

26因此,我所以運行,而不是在一個不確定性:我的打擊,而不是作為一個 毆打的

空氣:

27日,但我責罵我的身體,並使它成為遭受:以免或許,當我傳福音給別人,我自己

應成為一個失寵兒。

25和每一個,為striveth refraineth自己的好本領,從所有這些事情:他們確實是,他

們可能會收到一個受腐化官方;但我們一個廉潔公正的。

26因此,我所以運行,而不是在一個不確定性:我的打擊,而不是作為一個毆打的

空氣:

27日,但我責罵我的身體,並使它成為遭受:以免或許,當我傳福音給別人,我自己

應成為一個失寵兒”。

希伯來書6:19",希望我們已為支柱的靈魂,是兩個肯定和stedfast,其中entereth入
內的面紗,;

6:20何去何從的前身是為我們進入、甚至耶穌,作出了一個大祭司 的命令後,以

往的基」。

希伯來書12:1“為什麼要看到我們也對華與如此巨大的雲的証人,讓我們撇開

每重量,以及仙,確實如此困擾我們,很容易,讓我們耐心與運行的賽事,是 擺在眼

前,

12:2看耶穌告訴我們信仰的作者和隊;人的歡樂,原定在他之前經歷了十字架,鄙

視的恥辱,並訂下的權利在手,坐在寶座的神」。

2塞繆爾8:18“和benaiah jehoiada的兒子,是兩個以上的cherethites和pelethites;和

David的兒子被首席統治者”。

代理首席統治者是真神父,因此有可能被異族通婚的David之間的兒子,亞倫的

兒子。

使徒保羅是從降臨國王 索爾本杰明保羅。因此,也許是一名參賽者也。也許

這就是為什麼他提到運行在一個種族多於一次的共同祖先,兩者之間的納塔涅

爾約旦和zerdanowski的約1,140年前在一個50%的可能性和在1650年前的95%

概率。有一些猶太科恩J1在蘇格蘭的猶太r1b1科恩時,對一個千年前-J1在蘇格



蘭 的格雷厄姆也,很多,在蘇格蘭的姓氏j1c從郭富城。科恩J2和eb3也在蘇格蘭

的猶太人,大部分都是在蘇格蘭haplogroups科恩一行。

以賽亞書60:“當然,群島須等待我的船隻,並對泰爾希什第一,以使你的兒子遠,

其銀及其黃金,他們的名字,直到耶和華你上帝、及聖是以色列,因為他哈特榮耀

你”。

有兩個來源的金屬,tharshish印度和泰爾希什西班牙和一個第三次圖薩的西西

裡。可能會有一些r1b1又科恩在印度。塔爾西什是一個城市,西班牙還。

以西結書27:12"泰爾希什是你的商船的眾多的原因,所有種類的財富;與銀、鐵

、田,並導致他們買賣,在你展覽會」。

田特別是來自西班牙,因此泰爾希什認為是最能將在西班牙。

第三位是圖薩、西西裡。我的一些遙遠y-DNA的堂兄弟帕爾米薩諾來自圖薩

、西西裡。我與他們共同的祖先是約60代前的時間,或約為基督。有 的可能性

是他們的後代從耶路撒冷的猶太奴隸,也有可能陷入他們從一個猶太人社區的

猶太人在圖沙,這是港口泰爾希什在《聖經》時代。

以西結書27:7“細紡亞麻紗,broidered工作從埃及 是,其中你spreadest出來作你

帆;藍、紫從該群島的Elisha是,其中包括你”。

以西結書27:16“敘利亞是你商戶的理由是,大量的陶器,你作出:他們佔領在你

展覽會,翡翠、紫、和broidered工作,和細紡亞麻紗,和珊瑚、和瑪瑙」。

該島的Elisha是被認為是西西裡.珊瑚被發現在豐富約西西裡。這種類型的珊

瑚,可以讓每日層的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8月16日,1240BC可能會在這裡找到,價

格的珊瑚是約十七萬元一公斤。

一些猶太r1b1可能來自西班牙。10%的猶太人是r1b1。約3%的荷蘭籍的混合

物。一些,這是從中古時代的猶太人口在荷蘭,他們被接受。一些這荷蘭r1b1是

目前在人民sephardic與祖先。20%的人口,西班牙是直接從猶太人後裔的Y-

DNA,雖然很多,一些人聲稱,這是從腓尼基早些時候,所有猶太人民已經將其轉

換為catholism在1492或被殺。許多選擇改變和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10%的世

界的古老猶太裔住在西班牙,在一點,約有150名特,10%的羅馬帝國是猶太人。

我的祖先從原來的可能是荷蘭人來到東到希臘和前也許以色列可能的時間,基



督和從此返回立陶宛、荷蘭、蘇格蘭遠親。一個從薩洛尼卡、thessalonia,有一

個傳奇的血統,從猶太人民從130bc。一猶太姓氏我比賽在我y-DNA2700多年

前,就有可能我 r1b1猶太祖先可能已成為猶太人700BC.可能沒有一個追蹤幾代

人的第一,雖然大多數估計,似乎是關乎時間的基督。一個西班牙姓氏我比賽將

於12標的是,在500sephardic巴斯克斯特,那麼,我必須猶太祖先已在西班牙在500

特北移,然後向荷蘭約800特。然後從法國,英國的蘇格蘭/1100特。塔爾西什

phonecian,將是一個城市的時間,從索羅門,並可在那裡已取得一些黃金所羅門

聖殿的田,當然,我的祖先的田礦工可能伊曼紐爾羅也加入了猶太人民從猶太田

礦工炎黃子孫,在歌和老可能成為基督徒和繼續排雷的康和裡,猶太人民常常靠

高貴的保護,因此有一些人,像是i2b1 International的索賠人從歌和老祖先

sephardic從 西班牙。velikovsky寫信給人的海洋。我有很多r1b1a2a1a1a4場賽

事是從亞速爾群島。

這是科恩神父r1b1 cohanes與J1cohens或許在廟的時間,在基督:

6:7行為"和神的話語增加的數目;和門徒乘在耶路撒冷大大;和一個大公司的祭

司 順從的信仰。

我的禱告,在耶路撒冷的西牆上的第一天,爾蘇庫特的盛宴的節,在2010年9月,

是基督,將會擴大。

有的貿易與蘇格蘭之間波蘭和立陶宛。猶太商從 立陶宛可以有一個千年前解

決在蘇格蘭,可能是,雖然他們抵達的猶太人來自法國的受雇在蘇格蘭的威廉

1066conquerer。jewishness被認為是從母親自100特。我母親的X染色體I3已經

是一場比賽,在巴勒斯坦的300多場賽事,與測試猶太人在伊拉克和烏茲別克米

斯拉伊。一場比賽是Ishaq Al-sulaimani 誰是y-DNA J1、科恩和遺傳i有一個可

能是遺傳她anciently猶太遺傳科恩。在這場比賽,我母親比賽16129a 16166、

16223t、16391a 16519c,正是這三個我haplogroup與會者,但更有可能我父親的

母親的產婦h1e是猶太人。我的妻子h2a2a已hvr2 152C、協定和315.5c遺傳的

賽事四科恩在這兩個152C和H 315.5c。她比賽至少一個猶太人-雷希

oberlandr[1868-1918年]。當猶太人民離開以色列的70特其妻子,唉。希伯來語

法說該名男子不能保留其妻子。因此,女線可能已失去母親,我的父親的Y-

DNA可能完全相同,1865年美國總統喬治昂德希爾r1b1a2a1a1a4-同我父親為她

的祖父是喬治霍金昂德希爾出生在1855之間的共同祖先,喬治昂德希爾和

Andrew Bennett,約有800特。然後,同一部分,第19條染色體分享我的父親和母

親都可以繼承了從遙遠r1b1科恩一行。這部分是同Joel切凱以及chezekah手段,



從一個高神父認為血統,從扎多克。我祖父移民加拿大的1760從萊姆康乃狄克

是扎多克貝內特。或許是一個家庭傳統的遙遠猶太裔,他們是為人所知,科恩隻

能嫁女兒的一個科恩。我父親的X染色體h1e是難得的、可能是摩洛哥猶太人

。何多倫貝亞爾報告說,摩洛哥猶太人的最接近的原始猶太人在遺傳基因。 即

摩洛哥猶太人是最接近的猶太人,埃及從《出埃及記出埃及 在1280BC,似乎已

是一個接駁比賽在希臘,摩洛哥,比賽在西班牙,並在比賽在芬蘭,比賽在亞速爾

群島,蘇格蘭,一些姓氏的比賽是猶太人,就像Winkler和abrahamsdaughter。他說:

「即三隨機選取樣本,共享一個hvs-我rcrs單體型,被發現躺在三個不同部門的

HG H(表3),因此隻有一個非常偏遠共同祖先,可追溯很久以前的猶太流亡人士

被確定。” 同樣我國 y-DNA的近場賽事在亞速爾群島的歡迎,並對應返回芬蘭

在希臘,因此,我父親的遺傳和Y-DNA有可能是來自猶太人在希臘的時間,基督

。

使徒行傳17:6"和當他們發現他們,他們不提請Jason和某些兄弟的統治者,直到

的城市,哭了,這些,都變成了世界倒也都是到了這裡。”

這是基督倒在最高層和我們在底部的兩個字,也可以指起義的太陽,突然上升

時,精辟的東 於晚上九時在耶穌復活。太陽亦很可能已9月12日、7BC當耶穌

誕生了一個可能的幾天之後開始時的盛宴的節有吹的號角。可能這些人看斗

。一個孫奇跡時在九月的北斗星點直直落在午夜12時將意味著北斗星便點直

線上升在午夜十二時,在東星的智者遵循。因此地球倒會出現。在這些猶太人,

也許很遠親,我與地球的軌道,有關扭轉天翻地覆的改變的,至少我可以做的,是

把我們地球的基督在最高的。

我國y-DNA也已比賽在中國(穆斯林)、烏茲別克、阿爾及利亞、貝寧,可能

是 因為一個r1b1祖先在以色列當時的基督。有猶太移民在湖南中國約1000特

。有些人可能已改信伊斯蘭教。現在的DNA我們知道有猶太人移民到中國。

R.B.貝內特不喝,也沒有我 祖父W.A.C.貝內特,可能是我的祖先亨利貝內特出

生一六二一不喝酒的,可能我的祖先來自100多特為1000特不喝酒,他們是科恩

神父,甚至從1500我出生時他們可能不喝酒是因為他們是清,我從來沒有喝的。

利未記10:9"不飲紅酒喝,你也不強,也就是你兒子,你說的,當葉進入會幕的教會

,以免葉死:它應是一個規約以來為你代:

10,葉可付諸表決,並分別與神聖和邪惡不潔及清潔;



5月11日,葉教授的兒童的法規,所有的以色列的神哈特發言的手,直到他們的摩

西”。

希伯來書5:1",每一個大祭司採取從男性注定是為男子有關的事情,他可向神,

提供禮品和犧牲,所有的罪孽:

2人有同情心的無知,並對他們說,是不可能的方法;為,他本人也正華,欠妥或衰

弱。

3、 因應陳述他的人,所以也為自己,提供所有的罪孽。

4、沒有人可以告訴自己這項榮譽,但他說,是神的要求,是郭富城”。

一個例子,是如何進行的改革運動得到了在葉士域治、薩福克,英國在1538九

人,一開始是martyrd.托馬斯比爾尼是在1527他提請第一和一群提供聽到他在葉

士域治鞋匠。克裡斯托弗是在英國的第一位烈士在1518在紐伯裡。威廉貝內

特,我非常見相關1800年前,是新的基督徒在紐伯裡伯克希爾在1556當許多人

martyrd威廉貝內特是在布業務和研究金,julins Palmer人殉職的1556。紐伯裡有

一個布業務時,從早期的就業的猶太人民前有1242。lollardry蔓延到諾維奇和葉

士域治和薩默塞特在15世紀congregationalists/改革派/清,(同一件事)來自該提供

人被殺害的1400年代的前提供的一些基督教徒wycliff會見了在安老院在早期

像新約聖經》中天的太陽。wycliff寫道,沒有立場仍為約書亞,隻有,太陽是暗淡

的。是一個重大錯誤的教義。太陽還停了下來的天空,《聖經》國家,提供,他

們沒有採取一個名字,也會見了在安老院,但遭到強烈迫害。

R.B.尼是加拿大總理在經濟大蕭條時期,1930年至1935年,他閱讀《聖經》每

一天,我 也這樣做。他通過羅斯福的新協議,其中雖然被最高法院為省管轄權後

來通過的省份。新協議是因為在一個很大一部分,托馬斯加德納科科倫本杰明

維克托科恩人顧問,羅斯福.R.b Bennett作出一個$10億貸款,中國在1931年,他開

始的銀行,加拿大和美國政府能汲取其保守的財政管理,因為銀行法例在R.B.貝
內特,加拿大銀行的最大的當今世界,美國政府應該削減開支,這樣我叔叔條例草

案,W.R.貝內特,並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在1983年,這意味著立即減薪和裁員的

公務員,赤字是壞,人均債務在美國是一樣在希臘的破產。太壞貴國總統是不夠

嚴厲。一連串的 加稅和削減開支將開始至二零一三年1月1,除非美國政府的干

預,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保守派就像我相信一個開放的政府,不會使削減政府開支

是壞。面對它,這僅僅是黑白。一些人仍然使我因為我叔叔的冷漠了削減條例

草案在1983年,克林頓政府開支是100%的國內生產總值,加拿大政府開支是84%



的國內生產總值。中國政府開支的17%的國內生產總值。 相信它或不大規模

削減,是未來和大規模增稅。加拿大聯邦政府已經作出大幅削減現在他們有一

大部分。我叔叔發射了許多政府雇員在1983年條例草案,他收到了許多死亡威

脅。

在1982年 的條例草案是主席貝內特的人制訂《憲章》的權利和自由在加拿大

,從政府 網站,這意味著什麼:“《憲章》保護你的自由,按照你的宗教信仰和意見

,有你,表達自己,以收集在和平團體以及聯同其他國家。它也保障新聞自由的保

障。”因此,這是根據《憲章》網頁的權利和自由。如果美國政府不斷耗盡其債

務的最終結果可能更甚於經濟大蕭條時期,我們的自由是已經被帶走。

但這並不是為何我祈求基督前來。世界,其毒品文化是簡直危險,您可能會失

去一些,您可能會失去你的生命,讓你的靈魂。有人說,拉爾夫賽恩斯,他有一個

良好的精神狀態,神會來到事情其實是不可能。

加拿大今日(星期一),4月16日,2012年,通過條例草案C-10的一個最後表決的藥

物。這是在回應條例草案,所以許多加拿大人、家庭的正常工作環境、衛生組

織已被吸了毒工作時或在家裡,即使汽車保的公司都支持路邊藥物測試。

尼希米記2:1",它是通過在該月尼散月,在二十年的亞達薛西的國王,酒在他之

前:和我的酒,並賦予它告訴國王。現在我已經不被beforetime傷心,其存在。」

尼希米的杯嘗到前國王的喝。如果有人中毒,尼希米將生病的不 景。

R.B.貝內禁止在加拿大在1932年手槍。今天有大約10倍的謀殺手槍的人均計

算,比美國在加拿大。

在2010年開始的刺激消費的美國和加拿大)(政府將使我們相信是我們為自己

的利益,當然在2012年的總統選舉沒有參加這次大規模的動機超支的情況,很多

人認為美國航天局的聲明的失蹤天的故事,大部分時間我都認為政府是要掩

蓋 了當它使一項聲明任何事情。我的祖父是自豪,他醫療照顧計劃: 「我們的

醫療服務計劃設立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7月1,1968年以來,已成功地完成了我國

政府的期望,向所有居民的省的全面醫療保險,預付郵資的合理費用。省級計劃

提供額外的好處和保証服務以後,需要根據參加省的聯邦醫療行為。” 因此

W.A.C.貝內特比其他省份去進一步採取R.B.貝內特的新協議。 這是一個繪畫

的W.A.C.貝內特的涵蓋《時代》周刊,9月 30日的通知,1966年的太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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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nderbird的嘴。在這裡是一張照片 W.A.C.尼與主席林登約翰遜和總理萊斯

特皮爾遜在簽署了《哥倫比亞河條約:W.A.C.尼是走在一旁主席林登約翰遜。

W.A.C.貝內特上升至發言在這一歷史性事件。

W.A.C.滿足雷根當他是總督的加州,在雷根的第一個運行在擔任主席期間,他

預計裡根會主席。主席吉米卡特可能是一個y-DNA相對。卡特安排的戴維營

和平條約。總統威爾遜也可能是一個y-DNA相對。他著名引述:“如果我是發言

10分鐘,我需要一個星期的籌備工作;若有15分鐘,三天;如果半個小時,兩天;如果

一個小時,我准備現在」,兩國總統約翰亞當斯和約翰昆西亞當斯有一個共同y-



DNA祖先與我約1100年前根據《羅杰斯姓氏項目。一個杜魯門是一個

12Marker賽事。主席米亞爾菲爾莫爾是一個堂兄弟的我的祖父。有一個菲爾

莫爾從賓夕法尼亞haplogroup G g被認為是從中東和往往是猶太人,他的表弟魯

本菲爾莫爾,我的祖先,有一個祖先馬杰裡約旦,他可能已經降臨的jordans在

ftdna.com誰是墮落 郭富城從《聖經》裡,你看了ftdna.com (DNA)家庭樹為約旦

和Y-DNA裡,您會看到納撒尼爾喬丹wenhasten薩福克1753人如果你看地圖的後

裔,從郭富城的聖經,Phil約旦告訴我,他成為他的DNA的基石,郭富城的聖經。

家庭大樹DNA已花了多年的《聖經》界定,是有信心的郭富城的結果。馬杰裡

約旦出生在Brundish薩福克納撒尼爾在1572和約旦的ftdna.com出生在20公裡東

wenhasten薩福克在1753之間的共同祖先,約旦和zerdanowski從納撒尼爾的猶太

社區的斯克維拉5月的時間已到了基督,至少從大約300名特。可能約旦行這已

是一個千年的基督徒,就算馬杰裡亨利的父親是不J1,他可能被r1b1科恩一場比

賽。我r1b1 y-DNA約旦在我國y-DNA。不過,我匹配的約旦從愛爾蘭,這可能是

J1約旦,還我賽事作為一個范因斯坦的數額在第五位堂兄弟的DNA共同在 家

庭樹家庭DNA測向儀。他是從烏克蘭的J1jordans。來自斯克維拉烏克蘭和范

因斯坦是J1還可能降臨,從郭富城的《聖經》。在這場比賽中,一部分是與范斯

坦和一個共同的約旦人的祖先。 馬杰裡約旦的姊姊是基督教約旦1569和約翰

約旦的兒子是基督教約旦1435法國布列坦妮。這証明一個良好的信心肯定。

我們的祖先自稱基督徒,但其實他們是不。嬰兒洗禮不是聖經。如果他們是基

督徒就不會有記錄下來。

一名研究人員從家庭大樹DNA寫信給我:

感謝您對您的電子郵件。這是很難評論的結論,家研究文件記錄我們專門進行

分析的DNA測試。我看到,在杰霍埃爾切凱被列為第4次遠的數額為基礎的堂

兄弟DNA你分享。這表明在一個小的一場比賽的可能性,125年分享一個共同

的祖先的周圍的同一系列的一個偉大的祖父母大很大,雖然它可能是你可以更

見有關的,你是從一個猶太背景。這些猶太裔有時展示場賽事,預計將比他們更

密切的關系,是因為實際上又廣泛異族通婚的范圍內同一個群體。

這是共同在猶太裔猶太裔也許甚至遠從基督時期即可能是一樣。切凱y-DNA

的扎內的高祖父zajenkauskas嫁與列弗(萊維特-科恩)約1820在立陶宛,顯示一個

基因的距離超過67 19標的Y-DNA的遺傳距離超過67標志,是在綠,顯示16和絕

對有關。最共同的祖先是50%可能性1160年前,850,A95%可能性特內1600年前,

切凱手段,等待和zdanowski手段,等待chazakah。科恩是希伯來語為所有cohens



任期。自70特所有文件的血統人失去了一個科恩一行。自那時以來所知,因為

他的父親或祖父是科恩是或一個墓碑或其他可靠的証據,因此切凱的名稱。另

一人一賽事兩千年前,garouj chekijian,什麼是安提阿保羅、aintab、土耳其。這

是對以色列北部。這是r1b1a2a l49+l23+l150+l51 第迄今。因此,共同的祖先可

能來自土耳其和不是荷蘭。兩者都必須有被r1b1雜質cohens和J1Aaron cohens

。甚至贊恩是在我國haplogroup r1b1a2a1a1a4,那麼一個明顯例子可以作出的科

恩r1b1血統。我還匹配的帕特森從蘇格蘭就家庭測向儀的第三位堂兄弟。我

與他在我y-DNA60代前!他的一些祖先是波蘭、和蘇格蘭姓氏我比賽在我國y-

DNA。

或許這10個部分的染色體基因19是猶太人,繼承了從一個千年前,姓氏 ,共享這

部分的染色體19也遠y-DNA親屬的時間,從威廉conquerer一人。在2010年第四

次報告有兩個堂兄弟測向儀的家庭,其中一個一個卡希爾從蘇格蘭和另一個由

羅馬尼亞的德拉吉西與猶太裔堂兄弟。兩者都是非常遙遠的我國y-DNA,另一

場比賽是dot或多茲,在希伯來文這意味著“祝福”之一多滕主教是一個手段。德

克爾棕櫚樹,也許猶太姓氏比賽一千三百年前,迪肯森易貨。也從意大利南部帕

爾米薩諾可從棕櫚樹的棕櫚樹,是在猶太聖殿特寫。有幾個姓氏從英格蘭我比

賽在19遺傳距離似乎也作為炎黃子孫,馬杰裡約旦。同樣的名字出現在賽事,這

部分的第19條染色體。也許他們似乎是因為他們是加倍的比賽遺留下來的

r1b1科恩線,從約旦的J1科恩線以及或許一些。 其中23場賽事來自新英格蘭和

馬杰裡約旦凡他們移居的清由於 一個要想成為真正的基督教徒。但是,至少一

個方面,科恩r1b1 ydna,幾乎可以肯定。

一道金斯附近一樣,我國y-DNA作為cochrans、五個基因步距離超過67標記是

蓋爾David。道金斯的兒子,Daw=David、健=幾乎沒有一個,那麼我可以見到有

關理查德道金斯,甚至Stephen Hawking可能是一種形式的道金斯。的家族?的

幾乎完全消滅,因為他們是激烈的戰斗人員。我從一個20遺傳距離,也許肖斯卡

利斯卡利的航空航天局,我甚至從一個斯卡利後裔。達爾文r1b1,是因為國王是

奪。我甚至匹配一個關於我Ramsey y-DNA。這意味著,如果這些人是有關對我

來說,他們可能還需要寬恕的上帝,為什麼他們直接y-DNA祖先或祖先曾到了耶

穌身上。這是很難從後裔的科恩線和沒有祖先,也有當耶穌被釘十字架。如果

我是從維r1b1寬恕,他們可能需要為他們所做的摩西和神的 在埃及人民。毫無

疑問,是一個方面的r1b1法老的關於時間的流失,至少從一個共同的祖先從4800

多年前,達爾文。然後,道金斯可的r1b1維,並不比埃及,他們至少是有關他的心,

沒有更好地趨於強硬,比caiaphas,思樂耶穌。



馬太福音26:59:“現在祭司長,和長老,和所有安理會對耶穌,尋求假証人,使他死

亡;

60歲,但沒有找到:耶伊,雖然許多假証人來了,但他們沒有找到。在去年兩個虛

假証人,

61和說,這種研究員說,我能夠摧毀神殿的神,並將其建立在三天。

第62和出現的大祭司,並告訴他,answerest你說什麼呢?那是什麼聲音,這些証人

對你說呢?

63但耶穌舉行了他的和平。大祭司回答說:你告訴他,我很著永生的上帝,你是

否告訴我們你是基督,神的兒子。

64耶穌Saith告訴他, 你說:不過,我說你們,此後應葉見人子,坐在右邊的權力,並

親自駕雲降臨的天堂。

65歲的大祭司,他的衣服,租金哈特說,他談到褻瀆;什麼進一步,我們需要的証人?

看哪,現在你們聽到他犯有褻瀆罪。

66什麼認為葉?他們回答說,他是有罪的死刑。」

羅馬書9:17",《聖經》Saith溫托法老,甚至在同一目的,我提出了你,我可能休我

的力量,在你和我的名字,可能 會宣布所有在整個地球。」

數字20:11"和摩西舉起手,並與他的岩石棒他於兩次:和水傳出充分的教會,喝

了水,他們也獸。

第十二條和《神告訴摩西和郭富城悶, 因為我不相信葉,在我的眼睛,聖化的兒

童的以色列,因此葉不得使本教會的土地,我給他們。」

克科恩說:e3b 4%、H 1%, J88%(J2 42%J1 46%,雅各布阿倫j1c 20%)、K 2%,
r1a1 1%,%. r1b1 2

的46%J1、有兩個組,也許是一個有血緣的David加入後cohens的神殿被毀,70

特。耶穌的父親,神父是耶穌的真實,Joseph,已婚,瑪麗亞倫的家,有可能被異族

通婚的之間大衛家的房子,甚至在《聖經》時代的郭富城,有兩個J1組,一個年輕

的3300多年前,一個舊約4200多年前的年輕,可能是公元前郭富城在1300。老J1

可從雅各布的兒子,猶大Levi,或在公元前2300年,是一個孫子的維和kohath是一

個兒子的Levi。有一些詩篇成了他們的子女在詩篇。是叛國,吞噬掉了的地球

的兒童。他站在一邊的一些與摩西和詩篇是他們寫的,這將支助,而不是四代同

堂,但四十代在埃及的血緣。戴維是猶大、郭富城的血緣維 。這r1b1 y-DNA線

和henery約旦J1祖先可能通過這些染色體部分,這使我第四位堂兄弟,Joel切凱,

當他們是從cohens。郭富城或可能是一個遙遠摩西祖先。約1%,西歐配合我國



y-DNA。一些,經歷了科恩祭司。約1%的以色列人測試賽事我y-DNA, 約1%的

猶太人民是從我余148,約20%的北愛爾蘭和10%的蘇格蘭共享一個共同y-DNA

猶太祖先,我從500特。國王奪是所謂r1b1a2。這甚至可能意味著從族裔的法老

的《出埃及記,梅內普塔,caiaphas。一個埃及景稱為卡,和我匹配一個姓卡約

1700年前在埃及+或-700年,他是haplogroup p310或r1b1a2a1a。這是我父母

haplogroup。

我們在余148類似於景奪-我們可以夢想

耶穌的犧牲是一個類別的逾越節的兒童時,以色列離開埃及,一個高神父說,是

有關的法老的人口外流,r1b1,將是一個真正的逾越節的類型。

景奪的 共同祖先r1b1與歐洲可從4800多年前的時間,這將是對第一維的埃及

法老線r1b1。因此,對國王奪和可能的,法老梅內普塔的外流的可能性,那麼,亦

是caiaphas r1b1後裔,有關的法老的外流。不過,如果他是r1b1高牧師,他會有一

個共同的祖先國王奪4800多年前,仍然是一個類別的法老後裔。我從一個r1b1

嫁到祖先的阿倫祭司的至少150特,我不知道,在150祖先特是從caiaphas後裔。

一些孫奇跡,指揮的摩西和郭富城,舉例來說,摩西的三天的黑暗和摩西的長期

日落。見 摩西.ppt,即使我y-DNA祖先沒有前往以色列,祖先的科恩妻子他們結

婚的有看到這些孫奇跡,甚至家庭CREST為科恩姓氏是主要的太陽。

詩篇77:13"你的上帝啊,是在聖殿:誰是如此巨大的神為我們的神呢?

你的神,藝術14行奇跡:你宣布你的人的力量。

你還是象你的手臂15贖回你的兒子的人,雅各布和約瑟夫.西拉。

16見到你的水域,澳 神的水域,看到你的深度;他們感到擔心:也有困難。

17《雲倒水:天空派出一聲:還是象你箭還到國外去了。

18天打雷劈的聲音,你是在天堂:著減輕世界:地球顫抖和震撼。

你是在海路19,和你的偉大道路的水域,亦步亦趨,你不為人所知。

20你leddest你像一群的手,摩西和郭富城”。

郭富城(星期五)也許死亡,6月21日星期五,1241BC、楊千嬅死亡 1月26日

,1241BC,和摩西死亡,11月15日,星期五,1241bc。耶穌必須已死亡,4月3日,33特

。

Google在以色列:

http://tech.groups.yahoo.com/group/R1b1c_U106-S21/message/2651


當有記者問,他有他的權力,W.A.C.尼彎下腰來堵塞在輕。有記者寫道:W.A.C.

插入上帝,我與祖父留給我的邀請,我們敬愛,聽取管家,溫妮厄爾的福音。耶穌

給我們留下的聖靈的承諾。他是一個棉被,我們因為耶穌已不再在這個地球。

這裡有一些字句標記,W.A.C.在其《聖經》:







我承認我姑姑奶奶這是小慧的真正的上帝。我祖父,W.A.C.貝內特,常常面臨

無神論者在他的20 年,不列顛哥倫比亞,他的“罪惡競選社會主義者”。雖然他在

政府推動在宣讀了主的祈禱的學校。我的老師、劉伯克,幫助我精神搜尋當她

的類別,7年級念主禱文。這是唯一的《聖經》我學到了這一點,我的老師教我

尊重上帝。所有這類加入全心全意。我祖父說,他說:「不要再隻是發生"。他

所知的經驗,政府不要再隻是發生的時間,就讀封面專題,1966年9月30日, 他放在

一起的哥倫比亞河條約。根據這本書的花園城市”的“野蠻人發表在公元2000

年,總BC債務在1972年在公元2000年美元是20億元後,巴雷特和尼民族民主黨

後,我的伯父條例草案在掙扎的18%的通脹,1980年的經常開支下降,在1986年

的總債務是16.9元。W.A.C.尼是在政府從1952年-1972.W.A.C.尼還清所有債務

公元前直接在1959年,明示卑詩省是債務免費燒他的政府債券的一艘駁船在奧

卡諾根湖。兩年後,總理下台舅舅條例草案經過三年削減公務員的總理法案范

德扎爾姆的數以百計的數以百萬計的盈餘在1988年和1989年的衰退。在公元

前打在2008年戈登坎貝爾說,他將採取不同做法。現在在2013年債務是在公元

前特的價值五千二百萬元的省級NDP說,當他們形式政府在5月,至二零一三年

立法會廢除的平衡預算在卑詩省,世界各地的政府正在爆發的時候,它的無笑話

。

在公元前的社會信用公約在1990年10月,是一個投票改變《憲法》從支助的新

約聖經》中的教義的信仰耶穌,僅僅在上帝,我是有一個房間。有220人,有一些

人發言,雙方發表講話。一名猶太男孩,他是冒犯了《憲法》堅持基督的表決。

然後是為保留constituion的要求。我和20多人提出了我們的手,然後進行表決的

改變《憲法》,《憲法》讀剛才支持的信仰,神。200手舉了起來。人們不知道

在天上隻有一個政府,耶穌在《千年,才會有耶穌後,我和許多其他我所知,失去

了興趣。領導人不斷改變,和道德不斷改變。目前,總理克裡斯蒂克拉克,每天讀

聖經,她是值得嘉許的。不過,尉健行在他的聖誕節講話,鼓勵我們尋求共識,是

基督教在加拿大被邊緣化?

我國基督教証詞

我問我祖父的神和他給我一本書,男子不單獨存在。

他說:「我期望一直在廣泛領域中的宇宙。和作為它展開對我來說,變得更加

美好的,我知道我這麼小,地球是宇宙是如何的很大。這小地球是宇宙的一部分

不是一個億。和我認識到,一名男童,男子不單獨存在,是另一個力量。」-一個

引用W.A.C.貝內特。我問他關於上教堂當訪問他在維多利亞和他說我不得不



自己去了,沒有一個在公元前精神意見從我的祖父,除了我,有一個老工人給他的

証詞,舅媽溫妮的爸爸,雖然不同意,我與我表弟。他剛剛聲稱,他散步,一個與他

和全教會站起來!好了,我明白我有機會聽到Charlie威爾遜和站起來,1980年的

時間,約於一九七八年他發出一份電報,納爾遜堡:“納爾遜堡,你沒有忘記”。歐

內斯特納爾遜是 老工人,在公元前,他一直在我們的家。他是沒有忘記。我寫信

給他的失蹤日約我的研究工作。他回信說他喜歡我,說《聖經》版本節在約書

亞足夠了。即使在今天,我仍然相信神動議孫360環繞地球的天空,立場仍在進

行24小時的約書亞,但我懇求上帝不知道如何以榮耀他。

1提摩太後書2:1"我敦促,所以,首先,帝、祈禱、次交涉,並給予的感謝,我們會

為所有人;

2,國王,並為所有,是在管理局;,我們可能會導致一個安靜、和氣生活的所有同

和誠實。

3,這是良好和可接受的,我們看到神的救世主;

4衛生組織將有所有男子才能得救,並提出告訴,了解真相。”

在這次訪問在維多利亞我祖父告訴我回家的時候,基洛納前往公立學校,他並

不認為是私立學校的地方,找到上帝。他還向同一意見,我的父親,因此,我留在

我的爺爺奶奶前往學校,在1979年2月,W.A.C.貝內死亡。然後我們在4月,我們

家老板慧儀姑媽深情地要求,是即將退休的人士,但如果我想她可能會留在來到

福音會議的時間。但在她沒有告訴我,我要福音。她問會議在4月,我是當他們

開始再次聲稱在9月和5個月後在1月,卻不知道這種方式,正是我一直在尋找的

東西,她不相信剛才發生的。她留在另一個10年,60年來,在所有來幫助我找到一

個基礎。一個朋友說,他認為,失蹤的故事,每天在1987年和1994年約為我問我姑

姑溫妮的副本。 在1999年我發現地球軌道的扭轉。在2007年才做 我的研究發

現類似計算失蹤日故事。隻有在春季,我在2013年發現的現有模式和日期。當

我的祖父是在醫院在1977年我們的一些朋友,Charlie和Edna geall來看望他,他們

說 我們知道溫妮厄爾,他答道:“她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大聲說。在1973年溫

妮問W.A.C.尼如果他和可能要談一談,鲑魚公約在手臂。他說是前一天晚上,但

他們離開我祖母來溫妮和告訴她Bennett先生是頭痛,這一年也我是十分惆悵,因

為我的祖父已經失去了在1972年的選舉,約有時間,我認為如果有一個正確的方

法,將會有一項公約,它將是十分注重家庭和婦女將有長發。在1980年,當我走到

我的第一公約》,這是完全一樣,我的構想。他的兒子 條例草案是Bennett總理

至八月六日、1986年,我是在他下台,在展86。條例草案尼說,她在接受採訪時後

在1981年被總理的公元前五年:



他說:「我是一個瘦,體重不足、嬰兒。溫妮厄爾來幫助我母親當我誕生,溫妮

從未離開過,她的老房子仍有很大的,在基洛納,BC以外。我的父母,她可能是最

大的影響了我在我成長歲月。她的一個非常好的,誠實婦女--一個基督教的最

崇高的術語的定義。她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她這樣慷慨和無私,和一個好伴

侶、太”。

他說:「我以前是一個相當公平出馬,我也逃離這一切從我祖父(詹姆斯理查茲

永森。」

當她死我們家庭的要求。當離開養老院,一名男護士-在煙霧打破,叫:「五十年

,現在沒有人會記得,評判報!」

瑪拉基書3:16 “那麼,他們往往害怕悶勛爵的一個,另一個:和新的主,並聽取了

它,和一本書是書面的紀念前為他擔心,他們的神,認為在他的名字。」

她最後証明是讀取:

喬舒亞24:19“和約書亞說,告訴人們,你們不能事奉神,他是一個神聖的神;他是

一個十分珍惜神;他將不會原諒你也不違反你的罪孽。

24:20如果葉拋棄神,神助奇怪,然後他將把你傷害,和消費後,他哈特做你,你很好

”。



喬舒亞24:15",如果它似乎惡給你們的事奉神,選擇你這天將有助益;其中的神,

你是否父親送達,則是另一側的神的水浸,或你的,在其土地葉住:但我和我的家,

我們將有助耶和華”。

她是十分明確,她送達。她進入安息1999年10月與白衣,沒有一個剛剛發生的

事情,使它的天堂。







馬克5:18,當他是“進入船舶,他說,一直擁有魔鬼祈求他,他可能會與他。

5:19howbeit耶穌遭到他沒有,但Saith 告訴他, 回家,你朋友,並告訴他們如何大事

的主哈特做你,和哈特憐恤你。

5:20,他離開,並開始公布在德如何大事耶穌為他做了:和所有人都感到驚奇”。

重要鏈接在本網站:

jasher和法官

景灣的夢

太陽和月亮不滿足於和諧...

地球天翻地覆的改變

Sothis日期在《聖經》提交給 個奧卡諾根中心

挪亞的水浸

http://www.ocrasc.ca/


phaethon
塞尼卡

鳳凰衛視

鳳凰衛視上升 提交 個奧卡諾根中心

喬舒亞的漫長的一天提交美洲國家組織

圖表的程序,在一個行星軌道扭轉

《皇家天文學會的加拿大大會在基洛納2005年5月我國海報展示 鼠標,單擊該

框的右放大。

奧卡諾根中心的皇家天文學會的加拿大“太陽能現象」介紹,到2009年9月1日

之後,Power Point演示用於:earthsift.ppt 喬.ppt kingwansdream.ppt 摩西.ppt 軌道

.ppt 扭轉.ppt solarphenomena.ppt yaoscanon.ppt 有人問那一部分的鳳凰發揮。

我回答的是Phoenix的天使,飛到太陽和動議的太陽,另一方的 地球。代理主席(

譯文)是很深刻的印象都提出和海報議會。他承認我是一個男子的信心。他認

為這是非常好,他打的頭上的指甲,我們無法解釋的物理--這才是信仰的到來。

結論

我們可以非常感謝中國天文學家的細致,完全和也許件已下降以及我們現在有

很大的圖片。中國是不理智和瘋狂的紀錄是真。卡爾薩強烈質疑velikovsky和

抗議,不可能的氣氛,海洋和地球的地殼是在一個仍然是國家。波蘭將水浸和干

燥土地將響赤道。制止地球的輪換,遠低於一年將使地球成為搖滾熔融和需要

更多能源價格比太陽報》說,在一年。採取地球的大眾,例如:(5.976x10e27克

)=5.4X 10e41焦耳=42.6sunyrs美元,它將採取42美元,年的太陽,大規模的燃燒的

地球。

他說:「當一個 電費是由一個以輪換的輪換,身體變慢,因此,養護角勢頭的數額

。所需的電荷地球自轉速度緩慢,每一天(毫秒的所謂“丹戎效應")是約1萬倍比

地球電荷可以在一個扭轉舉行。”地球軌道應不那麼令人難以置信,“Triton被抓

到一個扭轉軌道的海王星的強大引力拉”,“在總結時,從上述情況,一個星球將曲

線時留下的軌道,太陽的輪換的方向。這引起了旋轉的行星的一個像輪流為概

述和証明的軌道使用數據,計算的旋轉的地球。但是,如果一個星球或粒子分離

造成的,例如碰撞,一個扭轉軌道將出現在弧固化的權利,在沒有其他部隊”。

梅爾溫菲爾德。

http://www.ocrasc.ca/
http://okskies.org/
http://130.15.144.99/rasc/pics/ga/2005/
http://130.15.144.99/rasc/pics/ga/2005/20050521-032.jpg
http://www.spacetelescopes.com/additions.html


扭轉軌道是共同的性質,埃克索地球已注意到在 軌道上扭轉其星的輪換。這

被認為是一個高傾角軌道和一個不久通過的一個物體所造成的星球,越過邊界,

因此軌道,星在扭轉,一個碰撞將摧毀地球。然後扭轉軌道形容這裡必須已仔細

管理的神移動的太陽,另一方的地球。如果太陽移到另一方的地球,地球要被小

心控制的其他部隊。

天文學家告訴我們的宇宙是由5%,25%和70%暗物質暗能量。黑暗事件一直是

通過觀察旅行,不受影響嚴重。暗能量是駕駛事項-也許嚴重扭轉,銀河系-宇宙,

除了快的速度。暗能量可反物質。我們正在旅行,從一個銀河群集的空間

,Aquarius室女星座的空。

在 田納西VS約翰斯科普斯的「猴審判"1925年 威廉布賴恩 是問:“如果有一

天是延長停止或地球或太陽,它必須有的地球?和死於心臟病發作六天後,他還

問,“如果是,洪水?」 的計算方法是在 這裡。

現在的creationist贏得這一天已支持証據,77年後,威廉布賴恩需要不死,一個破

碎的心,相信在約書亞10:12是認真認為,在這裡,沒有理由不能聖經的教導,宗教

真理,因為法院沒有允許建立,是在學校任教,而不是學校的地方是,是因為缺乏

証明。這不僅証明《聖經》准確頁,它証明上帝是我們的創造者和有權力,幾乎

沒有留下任何的想像力,有一個正在進行的攻擊的真理,《聖經》和他們往往從

約書亞10:12,我希望我已向那些為這頁的真理,《聖經》,其中一個天文館主任

告訴我,這些傳說的唯一途徑可以是真實的,就是如果太陽的移動地球和地球是

十分激烈,將被摧毀。不過,如果孫乾脆搬環繞地球,應該是沒有明顯影響的潮水

涌入的。 太陽和月亮也會一樣,沒有分別。但即使如此,這些事件可能會觸發一

個地震和地震記錄往往與孫奇跡。

美國航天局國家隻有兩種可能性:(1)或(2)地球停止輪流的孫動議。我問美國

航天局(3)如有可能已被拆地球繞著太陽,產生同樣的效果。然而,他們說地球就

會看到一些很不同了他們沒有說什麼會有所不同,他們的答案似乎表明他們知

道的東西,要扭轉軌道,他們相信地球繞著太陽,是不動議作出的太陽似乎停滯不

前的天空,他們可能隻是數字意味著我們將會有所不同,並與輕或有災難性的增

加,甚至嚴重性的速度,你辦法輕。但是,該物體的速度,並不認為任何根據加重

。

http://www.law.umkc.edu/faculty/projects/ftrials/scopes/scopes.htm
http://www.spartacus.schoolnet.co.uk/USAbryan.htm
http://sunnyokanagan.com/joshua/flood.html


詩篇93:1",他是神沐浴在神的英國;沐浴他哈特鬆與實力,他自己的世界:也就是

備,它不能搬了。

地球是不變,隻留下的孫動議。因此,在上帝必須沒有動議在地球的數以百萬

計的每小時裡,地球沒有“落”這首詩是真正的行星。一樣,必須已被拆的繞地球

的太陽在極高的速度,出現在同一立場,在同一時間的夜,在今天晚上天空和繼續

留在同一天晚上的 地位,因為他們會有時間。如果地球繞著太陽很快就拉約書

亞的漫長的一天上升,中國將見...東及藍轉移隻是日落之後接著...向西旅行和紅

轉移和設置在6小時,中國對其他180的明星,在十字架的夜空6小時。輕的恆星

和行星紅可以轉移和藍移出的可見光譜,紅外線和紫外。

幾乎沒有什麼景灣記錄在一個非常類似孫奇跡不是很多年的約書亞後很長。

此外,在與地球的速度,每小時24美元,1/30英裡的速度,輕、地球人都會衡量更

明顯。這項研究顯示神動議孫在極高的速度非常嫻熟技巧環繞地球的另一方,

因此,地球的前進的勢頭將之帶往一個扭轉軌道和太陽,他的動議,或使季節繼續

下降,能源,進入該系統必須已被迫離開地球,並沒有改變。因此,最大扭矩,可能

不得不將同樣適用於海洋的固體可能未有一個問題,甚至地球角勢頭不可能有

被轉移到其他的東西,就採取行動的一切,繞地球.地球可能已是不變。因此,該

法的保護能源和傾斜軌道的勢頭是照顧。隻有軌道被改變。雖然,他們被控制,

繼續同樣的距離太陽,他們會有一般來說,因此完全隱藏從科學的奇跡。

賽40:12"誰哈特衡量的空洞的水域,在他的手,並判天堂與久遠的塵埃,並考慮

到會對地球的一項措施,並衡量在山區的山丘和比額表,在一個 平衡”呢?

哈巴谷書3:6"他主張,和衡量;他的地球,看見了聯合國的發抖;和永恆的永恆山

山已被打破;並屈服;他是往來的舊的”。

上帝知道大規模的地球。有小地震記錄時中國神動議孫環繞地球,他知道如何

隱藏他的權力:

哈巴谷書3:4"和他的亮度是作為根據;他曾對他的手,光明橫梁:,躲在他的權力

。」

科學並不是上帝給予的信貸為其創造的宇宙。這表現在一個有秩序地唯一途

徑是隱藏神的權力。他說:「有各種科學挑戰的年輕-地球creationist立場”,太陽

能系統必須已完全沒有舊的重組。美國航天局並不需要找到辦法,把從地球的

彗星的路徑,例如其實驗Comet滕佩爾1,因為如果上帝,上帝的力量,要是如此之



大,是無能為力。神的權力,把太陽圍繞地球的權力可在使用神創造了宇宙,有些

東西是未能做到科學家。神不遺余力地推動了太陽能系統圍繞著地球的。

彼得後書3:3“明知這第一,但應在最後一天scoffers後,走自己的情欲

3:4,他說,在那裡的承諾,是他未來呢?因為父親睡著,所有事情繼續作為他們的創

作,從一開始就”。

1提摩太後書6:20"O蒂,不斷,這是致力於你信任,避免褻瀆和徒勞無功babblings

、反對科學附有虛假所謂:

6:21,一些自稱有錯誤的信仰有關。寬限將與你,阿門」。

科學教導,地球已進入軌道的太陽報》,並繼續無一例外,同樣的方式為億萬年

。這是偽科學,太陽一直有為億萬年。不過,孫感動了許多時間在舊約聖經》時

代,科學家將堅決否認孫動議,但我知道神動議孫很多時候,他說:「很大的動力,

穩定失實陳述;但科學史表明,所幸的是這項權力並不是長期維持下去。”達爾

文。

今日科學神完全排除在外。科學」的孫從來沒有動議。這是歪曲事實。

反對偽科學的聖經的真理。真正的科學支持,《聖經》,有些人會說這是不科學

。但是,這就是我真誠地相信,美國航天局建議科學 一方偽造這奇跡,科學可以

測試,是偽造或核實。這是科學,這是科學的方法和假設,是充分核查與所有在這

裡我沒有計算顯示,因為可核查的示范工程和適合觀察,這是不起的結論和推論,

從那裡,這是很容易找到你正在尋找東西時,你知道,我認為這是有的。

科學的方法是:

A.第一個想出一個問題或一個問題。一個事件是指出或暗示。

B.然後嘗試猜測的答案是什麼。這樣一種假設。

C.那麼一個實驗,驗証的假設。

D.再看看結果和結論的形式。如果假設符合它已被採納,可能是正確的,並成為

一個理論的結果是,當不同於預期有一點,從中吸取教訓。

A.觀察: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與會者指出,以色列和中國的亞述人。

B.假設:上帝的移動半孫繞了地球,地球的自轉12 小時,地球的軌道上不斷變化

的黃道軸,保持在同一季度,地球流入扭轉軌道的太陽,孫搬回剛好有一半的軌道

後所記錄的聖經,地球的逆向流出的軌道;然後太陽移到另一方的地球和地球流

回扭轉軌道的太陽,然後搬回正好一年後的第一個孫運動和地球的逆向流出的



軌道、地球的取向的軌道轉移返回其以前方向和地球繼續進行,猶如什麼也沒

發生過。

C.這種假設符合現有的數據在這個孫奇跡和其他人在中國天文紀錄,在《聖經

》的確切日期使用一個專業人員方案thesky和離開沒有體力追查和沒有淨失蹤

時間,地球是沒有觸及。這一模式還答覆問題多於它創建了。

D.神動議孫圍繞地球180開始的戰斗的杰裡科與2月8日,1240BC和地球軌道進

行反向流入的太陽。神動議孫環繞地球的太陽為360,立場仍在夏季天空的24

小時的約書亞8月16日,1240BC當孫是在返回的軌道點半,地球是已經在一個扭

轉軌道和太陽在西和遷往設在東那一天的太陽,然後在東和、突然和出色地在

東上升。亞述人的記錄和中國孫六個月後仍在常設的天空12小時,這動議180與

地球的自轉和地球的逆向流出的軌道二月七日,1239卑詩省的模式,孫奇跡,是十

分喜歡奇跡的太陽在耶穌復活的死亡。神可以提高生命。神可以做任何事情

。

我們學到東西當hypothoses是不同的結果,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太陽可能停滯不

前上升後,在24小時在西方,進而建立在東。然後突然登上在東在星期日真像在

耶穌復活的復活相似程度。這是不可能。這一主題是重復了很多次,《聖經》

。

《約翰福音8:43:為什麼你們不明白我的演辭?甚至因為葉不聽我的話。

44 葉是你的父親是魔鬼的情欲,和你的父親葉將做的事。他是一個凶手從一開

始, 並沒有居留權的真理,因為他是沒有道理的。當他speaketh speaketh一個謊

言,他對他自己:為他的父親是一個騙子,並對它。

45 ,因為我告訴你的真理,我不相信葉」。

隻有基督的靈,你可以說實話,我如何知道如果我說這是真理?這是最好代表,我

相信,我可以提供。

隻有神可以動議孫環繞地球,因此對上帝的信仰是核實和無神論是偽造,上帝

的話,必須有打算把太陽圍繞地球的前創造的太陽能系統50億年前,他可能試圖

提出一個星之前他動議的太陽報》,他甚至有動議一項星約一個星球後不久成

立星球120億年前,他可能有打算把一個星前約一個星球上創造的。因此,神居

住在永恆。



以弗所書4:14",我們今後將更多的兒童,沒有丟,來回穿梭,帶著風的理論,和每

一個由斯萊特的男子,和狡猾,使他們心躺在等待著欺騙;

15歲,但說實話的愛,可能成長為他在所有事情,這是他的頭部、甚至基督"。

光明與黑暗的距離。偽科學,反對《聖經》告訴我們是世界除了真理的最脆弱

部分的這一理論,是如何神沒有。

這是可能的重力場,可能出現和消失。這會造成一個平等部隊在每一個原子-加

速及減速將不被認為是太陽。但是如果地球周圍的拉拔除了應孫。同樣在幾

分鐘之內的嚴重性應催淚的浪潮、太陽系外行星崩潰。黑洞撕裂明星和部隊

將孫在這些速度將是一樣,如果拆了一個黑洞。如果空洞的領域,也許是空洞的

嚴重性,對神的手中放繞著太陽和行星,可以使他們在任何一個統一的速度梯度

的嚴重性,他們將不被四分五裂。這是一個理論,並有神, 是毫無疑問的速度在

旅行的嚴重性,輕,因此可能嚴重程度已使用的行星,必須非常迅速地出現在同一

時間第二天晚上,地球的最明顯,土星,必須有三分之一的速度在動議的輕,似乎

與其他行星那天晚上,...每景灣的夢想的行星,月亮的環形軌道內維持一個不受

影響的小行星。同樣所有的太陽能系統必須中樞點的地球。

他說:「因為大幅增加接觸的傾向,小傾向的軌道,維納斯及火星附近的多種掩

蓋-碰撞的概述velikovsky」。

他說:「如果神要利用其神奇的力量,產生很長, 它一定會不必要援引金星阿斯

特拉爾公司或其他一些機構,也要為他。” 他說:“

軸的火星市緩慢的過程中,超過10萬元至100萬年,其傾斜可以改變的火星幾乎

超過20度。”當然保持其 取向,太陽的極地不斷飆升,是一個結果,這自然軸傾斜,

因此不應追查SUN奇跡的火星上的變化。但是,太陽是影響到我們現在: 全球

變暖對火星:可能不僅僅是獨一無二的地球 也許是因為孫部分負責- 2007年5月

8日,因為海王星越來越光明的太陽越來越熱 -2007年6月28日在哈勃發現木星

是變色,可能因為孫越來越熱。

他說:「http://www.skepticism.net/discussion/fullthread$msgnum=349" the Max

Planck研究所對太陽系研究在林道,德國已確定,太陽是更積極現在比它一直在

超過八千年。他說:「http://www.futurepundit.com/archives/002242.html"「太陽

已更美好的過去60年比一直在任何時間在過去1,150年。」

神是在控制全球變暖、氣候變化,並不是一個問題,神。神將恢復一切當耶穌

再來。所有這些胡言科學家對全球變暖,揮舞著他們的手在空中的公正全面的

http://www.csinfo.org/Longday.htm
http://www.csinfo.org/Longday.htm
http://www.itwire.com.au/content/view/11107/1066/
http://www.itwire.com.au/content/view/11107/1066/
http://www.globalwarming.org/
http://www.globalwarming.org/


熱空氣。科學得到了很多的錢的嚇人,而他們知道他們將失去其籌資,如果大家

都明白神是在控制。這項研究証實了大多數科學家今天在這裡,研究氣候變化

、和一些如何獲得男子控制它,是浪費時間和金錢。無神論者抗議基督教界的

一個天堂和地獄的恐嚇手段,拯救是永久的和一些你可以做些事情,隻是跟隨耶

穌像我這樣做。氣候變化是你不能真正做些什麼。

明顯的五個行星的記錄,也出現在古代, 他們通常會出現。在一個扭轉軌道的

生肖是在扭轉和背景明星的行星,扭轉,否則,沒有改變。星球上升和設置在同一

時間在他們的夜季節那麼一年半後,一 年後或倍數有關地球時稍後可以調整正

常的星球將180離在那裡,一個順利移運方便。土星和木星將軌道的一年兩次太

陽地球時是在扭轉軌道重新分配的問題。他說:「內或在地球的先行將改變,但

將重新分配一個巨大須出示的道路上的明顯的變化。”的杆,第362頁 的奇跡,包

括必須維持地球的不斷升級到太陽或出於 太陽系或正進入一個倒下。“地球是

一個龐大陀螺儀的軸心。嘗試移動的一個紡織陀螺,他們抵制的動議。在這情

況下, 地球的核心是一個獨立的內熔化獨立陀螺,將抵制的變化,甚至地殼的外,

亦是一個陀螺儀被迫改變。因此,兩會滑的其他每一個,一個不斷變化的多。」

的其他核心內未來的一次輪調吊帶裙的地殼外每700至1400多年的太陽。任何

模擬將顯示應四分五裂的重力和不斷不工作,但是,隻有小地震記錄的時間,在

這些孫奇跡。隻有神可以這樣做。《聖經》是真正的現實,有關地球地震是証

據的實際生活中的事件。地球並轉變,先行360二萬六千多年,這是現在所謂的

太陽能大地影響的民眾理論。通過密切的一個由一個星球將催淚地球之外的

不平衡,因為梯度的嚴重性和將不可能實現的理想的結果。這是第49次平行的

邊界,實際上100英尺南因極徘徊。沒有密切跟蹤的一個經過電磁。他說:「我

們甚至沒有任何直接証據,軌道的地球或任何其他目的的改變。」,他說,一個軌

道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神的確定和控制,沒有實際証據是離開。科學無法解釋的

權力和技能的工作。科學稱,這是不可能的,目的是在這篇文章指出,所有事情都

是上帝的可能。

耶利米書32:27:“看哪,我的神,神的所有肉體:是否有任何事情太難了呢?







每一個角度探討了專家:隻有一個新國家的法律,可以使太陽物理學,故步自封

的天空。

目前科學無法解釋的物理現象,這些孫奇跡正如目前科學無法解釋的物理學的

確切時間的建立。科學聲稱有大的圖片的宇宙。的宇宙沒有神是什麼都沒有

。專家們並沒有說這是不可能。一個專家、天體,承認對我來說,如果上帝動議

孫和動議又回來智能想不可能有跡可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工作。”斯蒂芬

擺賣,在一個歷史很短的時間,結束“太陽和月亮可能仍是神,但他們都是神就是

服從嚴格的法律,但顯然沒有任何例外,如果我們打折後價格故事的孫停車的約

書亞」,科學不能打折後價格的歷史和示范,適合它。科學無法解釋的孫停滯不

前 或設置/上升突然或尚未向後退甚至倒退突然或地球的一個扭轉軌道和48小

時少一年或木星和土星繞地球一年兩次在地球的反向軌道!兩土星和木星 軌道

一年,似乎是正常的,因為軌道反對輪換。科學無法解釋的豐富歷史獨立的長期

天和長期夜,短天和短夜從世界各地。

你不需要或問一個科學家了解在這裡的模式。你 不需要一個業余天文學家。

你隻懂得這的太陽能系統。科學教,地球一直在同一方向進入軌道繞著太陽旋

轉的薄以來雲的氣體和塵埃發生的事情,凝聚形成的太陽和行星。公正事實剛

好相反,地球已成為一個扭轉軌道的孫許多倍。太陽也不總是仍然仍然。太陽

圍繞地球的數十倍,人不能找到一個跟蹤。可能超過100倍。

人認為這種宇宙學騷擾必須留下証據,但上帝離開無,我想是沒有錢花在科學

研究,以測試這種理論主要是因為我相信神已沒有留下証據,找到,即使孫必須有

動議180也許50或100倍的紀錄顯示因為孫奇跡是在福爾斯和可能有更多在

4000卑詩省,有可能是一系列的四個孫奇跡往往在舊約聖經》中天和到《新約

聖經》中,難得足夠,不一定很多時候記錄,也就夠了,他們曾發生過一般人認為

他們是正常, 但即使如此,模擬的這種模式的地球和太陽能系統將顯示出偉大的

上帝的力量和照顧,而許多並行 歷史的日期,這些孫奇跡可連接從而核實這些日

期很多,我已在這裡。

申命記32:11"作為一個鷹巢stirreth了她,她對flutterth spreadeth年輕,她在國外,

他們可以beareth翅膀,他們在她翼;

12,僅在主並導致他,並沒有與他奇怪神”。



地球是指導為扭轉軌道,保持在扭轉,如果在正常軌道,並遵循的扭轉軌道得無

影無蹤。地球是100%安全每次迷惑。科學時說,在孫一直是在同一地點,為億

萬年,將會在同一地點有幾十億年從現在的孫。他說不能動議?神並沒有創造的

太陽和離開,有的。他用太陽在影響整個世界,動搖了他們提出來的耶穌,創造不

笑話和沒有意外的答案。這頁基本問題,我們需要知道:「欽點或是我們生活在

一次意外?我們已經知道為什麼我們在這裡。

我們又怎能害怕未來當神已計劃的方法?神可選擇遷的太陽,想再在約書亞日:

喬舒亞10:21",所有的人返回該營在makkedah約書亞在和平:無動議他的嘴巴,

反對任何的兒童的以色列”。

耶穌的未來可能不被改變,但是一天一個啟示,沒有人會不相信上帝的力量。

幾乎每個人都知道今天的太陽是一個萬倍的地球,並沒有太陽地球是失去了的

世界,是的,那麼高新技術孫走動的地球將完全羞辱和警報科學家。

太陽和行星情況不是偶然發生的存在,他們創造了創建和管理。他們是由神的

《聖經》:

以賽亞書45:12:「我已經作出的地球,並創造了人類的一點我,甚至我的手,伸

出的天堂,和所有其東道國,我命」。

有人問他說:「這是甚麼要做的演變和創造一切嗎?”。如果上帝動議孫環繞地

球的創造者,也要對宇宙的手,而他是隱藏在這些孫奇跡他的手,還隱藏在演變。

這是不應該盲目地收到以下一個傳統的《聖經》是如何使用。相反,這種分析

是現實的真理,我的最大的能力。

有些人建議在最近的法院案件超過智能設計,一個基督徒不已,相信上帝是我

們的創造者。耶穌是神的形象,因此一個基督徒必須相信神是我們的創造者,神

創造了男子在他的形象。

科學家與誤解,是歷史的演變和對我們的太陽系。《聖經》說上帝創造了個別

物種:

創世記1:25“上帝造的獸之後,他的地球和牛類後,其種類、和每一件事, 在地球

上creepeth後他種:和上帝看到,這是一件好事。」



在我這就意味著神的物種指導演變,產生我們現在已演變為指導,上帝對人類

產生,和他派他的兒子的形式,在一個保存人贖回文倩女幽魂。這是人生的目的

。

梵蒂岡的首席天文學家喬治科因寫道:“如果他們的成果方面的現代科學、和

實際上的最佳的現代《聖經》研究、宗教信徒必須擺脫這一概念的一個獨裁

者神或神的設計師,牛頓神的宇宙所作的觀察,沿扁虱定期”,上帝不離開地球,失

去。

什麼是說是神夸納是一個旁觀者無關的太陽能系統。神動議環繞地球,很多時

候他不能說是無關。虛假宗教導致失去倩女幽魂因為神是不參與。你不要被

愚弄民眾科學理論,可以讓我們失望。正如托勒密和亞裡士多德的那樣的人,當

時認為,一切都是已經知道了,太陽和議案的明星。人是今天的相同。達爾文寫

道:“當它是第一次說,孫停滯不前和世界轉過頭來,人類的常識,宣布這一學說虛

假的;但是,舊的沃克斯說,沃克斯dei20的聲音,(人=神的聲音),每一個哲學家知道

不能相信,在科學上的來源的物種。”,第四章“機關”的極端完善和復雜的問

題 也不能達爾文會相信。

約翰瓊斯法官在他的決定對智能設計說科學專家作証說,“在達爾文的理論並

不沖突,也不否認,存在著一個造物主神聖沒有智能設計。」演變直接否認存在

的一個造物主神聖。智能設計隻是國家,一切不偶然。如何可以有一個神如果

發生的一切機會?法官約翰瓊斯供認智能設計“可能是事實,一個命題,法院不採

取立場,ID是不科學。”他說:「但約22億多年前,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革。藍,也

被稱為藍綠海藻,學到如何做oxygenic光合作用使用陽光,二氧化碳和水,生產糖

和碳水化合物,和給予其他離氧作為一個副產品。” 他說:「該細菌可能是打算

作為犧牲品,而是它成為納入其攻擊者的身體將其變為祖先的每一棵樹,開花植

物和海藻在地球的遭遇,意味著對地球上生命的細菌可能演變成泥 我們今天所

看到的更復雜形式展,是一個驚人認為,一個單一間隨機遇到兩個小細胞可以有

很久以前曾說這種巨大後果falkowski。 聲音不大可能將這兩個小細胞融合的

機會,是不大可能演變的機會。然而,這項研究的孫奇跡是因為科學的模式適合

觀察,發現是因為神干預。

畢達哥拉斯、衛生組織提出地球環繞太陽,搬到意大利南部巴豆 在公元前530

。philolaus的克羅頓認為,地球是一個星球,都是圍繞著太陽行星與其他五個明

顯的是,柏拉圖和socretes輩。你會看到上面socretes的描述,地球軌道的扭轉。

http://www.ntskeptics.org/news/news.htm
http://www.ntskeptics.org/news/news.htm
http://www.ntskeptics.org/news/news.htm
http://www.ntskeptics.org/news/news.htm
http://www.ntskeptics.org/news/news.htm


其他偉大mathmeticians從錫拉丘茲西西裡還認為,地球環繞太陽。他們將經歷

了扭轉軌道,也為他們作出計算,可能類似於失蹤當日計算的。

他說:「沒有一個美國航天局電腦科學家發現一個“失蹤日的一個方案在用來

計算的行星的立場,作為預測在《聖經》? 美國航天局的答覆:“一個單位!但我

並沒有,因為我不可能有美國航天局的電腦,和 這個星球上的立場是很簡單,但

有助於機械的孫移動不360但180和地球流入扭轉軌道。這是當時的備份的扭

轉姚十二生肖和景灣的夢想和許多其他証據在這個頁面。-“你不能找出一個

干預活動的一個數學模式的基礎上行事東西一樣,當時他們現在對天體力學。

」-這是我所做的簡單天體力學。

美國航天局的結論:“我們傾向於認為事情,健全和可行,因為幾乎沒有一個除科

學家了解天文學.這是很容易看到能夠生根想法如何牽強,很容易"與一般人很

少時間和努力,才能了解這裡的模式。有些東西是未能做到科學家說,美國航天

局關於其網站,沒有証據的孫正走遍了地球。沒有地質証據,但有很多的直接証

據從古代天文紀錄,神動議孫圍繞地球許多倍。而不僅僅是我們的紀錄,我們現

在有的模式。當記錄的國家站著太陽,或在孫翠鳳回到以兩倍的經絡,有一天,或

退到中午12時,在東方地平線,這些陳述的事實,這些都是不”,並不僅僅是被解雇

。如果他們不能解雇他們必須解釋清楚。這是我在這裡所做的事。這是不足

夠,隻是使感隻雞蛋,相信要紡織 關於Equinox,這是不正確,或火星出現大如文,

這再一次是不真實,但十分微弱我國努力可能是,我知道這是真實的東西。這是

不truthiness/proofiness:“藝術使用假數學論據,証明有些東西,你知道在你的心是

真實--即使它不是」,是沒有出路。這是不得已這些事件必須真實,真實。

我們不能取悅所有人無論如何,因此,為何不設法請神隻?這網頁從來不是中國,

從來不誠實地將。可能是計算約書亞的漫長的一天都在這裡被發現的第一次

。美國航天局否認他們發現它,因此,這可能會。

如果我們使用奧卡姆的剃刀、最簡單的解釋是,我們看到最佳的孫動議180和

地球流入一個扭轉軌道的太陽。然後,太陽,天空中的立場仍然一整天,太陽圍繞

著地球,地球旋轉,固步自封的天空,在24小時。這是科學,這是很簡單。

美國航天局的新政策:“科學和技術資料或約(空間)機構方案和項目將是准確

和未經」,

http://www.astronomycafe.net/qadir/ask/a11497.html
http://www.astronomycafe.net/qadir/ask/a11497.html


美國航天局已經指出的可能性的孫神動議環繞地球,3月25日、1997年:“(2)孫

將已開始走動的太陽能系統,在一個非常具體的方式 ,所以,它似乎對我們地球

旋轉站仍沒有証據,發生這種情況。」

從這項研究在這個頁面,開始成形,1998年,我們現在知道神並動議孫圍繞地球

很多時候,你可以在你繼續幻想,或你可以相信的真理。

耶穌說:

馬克4:21",他說告訴他們, 是一個蠟燭帶來一個布謝爾,或在一張床?和不被套

上一個燭台?

22日 ,是因為沒有躲,但不得表現;也不是什麼秘密,但是,它應是境外」。

閱讀《聖經》

在這項研究的証據備失蹤日故事。美國航天局的回應,每天的失蹤的故事,美

國航天局公共事務辦公室在華盛頓說:“沒有道理的,經常發現一個故事,美國航

天局的運動中失去了天,美國航天局的地球”,可能沒有發現約書亞的漫長的一

天,但我肯定會有的真理,是十分明顯。地球已經過深入討論,出於扭轉軌道至少

50倍,甚至1000倍,有可能是Sun奇跡每7年,那麼就可能會有1000多名孫奇跡自

2700bc。所有直接參與的地球的軌道,並直接違背美國航天局的發言,可能無法

找到美國航天局的文件或也許這些孫運動已被發現的第一次在這裡。美國航

天局隻是下令 清洗機的數據,會嚇怕你2007年10月30日。 如果他們甚至不會去

告訴你關於飛機險生意外,1266,他們肯定不會告訴你,孫繞過地球的漫長的一天

。約書亞8月16日,1240 公元前可能沒有小姐附近。美國航天局剛發表的報

告 ,1月31日,今天的公開2007年僅僅是因為他們是被迫的國會,美國航天局的新

聞辦事處的誤導公眾之間對全球變暖2004年和2006年,美國航天局在最近在接

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我看過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網站,約有毀衛星 高,
說古人認為神干預天體事件。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古人的權利和美國航天局是

錯誤的神貽笑大方。科學喜歡告訴我們的太陽為中心,我們的世界,沒有上帝,我

認為美國航天局將永遠不會承認神動議孫圍繞地球而不被牽著鼻子走,大聲尖

叫踢所有的方式。他們永遠也不會承認,發現該名失蹤日失蹤日的故事,也許這

些計算已被發現的第一次。

見 驅逐,不允許情報。

http://sunnyokanagan.com/bib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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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航天局的結論: “在一般,試圖証明發生的事件,是說,發生在《聖經》,利用

科學原則,不工作。」然而,這一模式並努力証明許多《聖經》事件,使其確切

日期和提供証據材料的美國航天局是尋找形而上學的桎梏,這不是因為這些孫

運動是在這裡可以驗証和証明。

科學處理事情我們可以看到,觸摸、基督教處理事情我們可以看到和處理和感

到精神,一個基督徒生活的人,並編寫一個拯救了永恆的天堂。基督教處理後,科

學與前,基督教的信仰是帶著確鑿的証據。不過,在這個頁面應關心的讀者,來跟

小市民的耶穌。美國航天局的國家在其網頁的底部"問題是關於這個專題的“

不再回應要求一個天體"服務。”如果你問我有任何問題,Andrew

Bennett:sunnyokanagan@telus.net ,我會尊重任何希望私隱。一些信心十足地說

上帝不會把太陽再次。我也不會如此肯定。這是不打算分析的教條,基督日期,

然後才可以肯定,他們的目的是顯示,大部分的奇跡的孫可發現,並解釋了《聖經

》和所有可能隻被解釋為上帝的力量。証明它為你自己。

版權所有1999年11月30日-2013復制權登記號碼1058489。Andrew Bennett,保

留所有權利。

sunnyokanagan.com

http://imagine.gsfc.nasa.gov/docs/ask_astro/answers/970325g.html
http://imagine.gsfc.nasa.gov/docs/ask_astro/answers/970325g.html
http://sunnyokanag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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