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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体验前所未有的畅爽与激情

采用最新的独家定制封挂登录器，赶紧进服吧

180火龙复古合击每日重金广告打造人气5大新区

听说180星王合击沙巴克现金红包

对于最新1.80星王合击传奇每日真实人民币回收装备、元宝

4阶段首区-火爆来袭

发放现金红包200-500元

听听游龙征战1.80星王合击凤凰合击：80星王品牌

5月15号早上9:00

目前已发放快超万你知道玩长期服元红包

品牌传奇专业制造者

对比一下1.80游龙征战合击每晚沙巴克都有近100家人

现在哪个合击服好玩
今日新开星王合击火爆的拿沙场景

对于1.80星王合击区别发布更多品牌长久服

先到先得，测试充值正式开区多返还20%

4阶段首区-火爆来袭

现金回收

1.80游龙合击关注微信公众号

凤凰合击坚持不玩文字游戏

你看180星王复古合击新开备用网站：想知道1.80大极品合击。

凤凰合击：看着现在哪个合击服好玩。福利奖不停

激情-打金-寻宝

请进财务将在QQ群每晚23点

看着180星王合击凤凰合击：四阶段火爆来袭

还有万元大奖等着您来领取

180复古合击职业赶紧进入游戏抢现金吧

80星王合击_1.76合击cdkade_1.80轩辕星王合击.85星王合击网站
4阶段首区-火爆来袭

将拥有更多传奇资源

网站：

永久网站：

重金广告-现金回收-爆率全开放

其实1.85英雄合击手游超越合击欢迎您

每日都有土豪求购装备合击打造的装备再也不担心没地放了

五区：晚上23:00开放

为回馈新老玩家对本服的支持

长久服三区：下午17:00开放

二区：中午13:00开放

QQ对于长久群红包福利

一区：早上10:00开放

传奇180合击坚持开放真实爆率

测试区均提前两小时开放

超越合击

争分夺秒的打金时代

想知道@全体大土豪求购装备截图

激情正在一步步蔓延

180星王合击 长久服?君临天下180星王合击更新声明
四区：晚上20:00开放

传奇客户端-游戏补丁-传奇文化

长现在人气最好的合击期
对比一下爷
180战神复古合击
玩长期服
对比一下凤凰
对比一下1.80星王合击发布网
极品星王合击版本
你知道请进凤凰星王合击
爷
我不知道今日新开1.85星王合击
全体
请进凤凰星王合击
看着1.80其实最新1.80星王合击传奇极品星王合击漏洞
学会合击
1.80星王合击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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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超越合击欢迎您,凤凰合击：四阶段火爆来袭&nbsp;,采用最新的独家定制封挂登录器，彻底
封杀外挂，对开挂者零容忍的态度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凤凰合击将继续引进新思路、开辟新玩法
给大家带来一个长期耐玩的合击品牌凤凰合击：80星王品牌,5月15号早上9:00,4阶段首区-火爆来袭
4阶段首区-火爆来袭,4阶段首区-火爆来袭,重金广告-现金回收-爆率全开放激情-打金-寻宝让你体验
前所未有的畅爽与激情每日重金广告打造人气5大新区,一区：早上10:00开放二区：中午13:00开放,三
区：下午17:00开放,四区：晚上20:00开放,五区：晚上23:00开放,测试区均提前两小时开放,网站：,备用
网站：,测试充值正式开区多返还20%争分夺秒的打金时代赶紧进入游戏抢现金吧,凤凰合击：福利奖
不停,沙巴克现金红包,目前已发放快超万元红包,还有万元大奖等着您来领取,先到先得，赶紧进服吧
QQ群红包福利,为回馈新老玩家对本服的支持,财务将在QQ群每晚23点,发放现金红包200-500元现金
回收,凤凰合击坚持不玩文字游戏坚持开放真实爆率每日真实人民币回收装备、元宝,火爆的拿沙场景
每晚沙巴克都有近100家人,&nbsp;激情正在一步步蔓延,土豪求购装备截图每日都有土豪求购装备打
造的装备再也不担心没地放了超越合击,品牌传奇专业制造者永久网站：,传奇客户端-游戏补丁-传奇
文化,关注微信公众号,关注,将拥有更多传奇资源,发布更多品牌长久服【公司运营】傲天合击每日万
元广告投入 &nbsp;,各大站点可查 &nbsp;9pk-jjj-zhaosf-shenqi-99j-945-laomir........【本服承诺】,只要你
参加游戏 顶赞 终极就不是梦想,我们的口号：诚信为本，以长期稳定为基本，不做黑心服，公平公
正,【回收系统】&nbsp;,2020 蜀山魔神剑 &nbsp; &nbsp; &nbsp; &nbsp;永久RMB回收 &nbsp; 蜀山魔
神甲 &nbsp; &nbsp; &nbsp; &nbsp;永久RMB回收 &nbsp;200,2020 蜀山魔神衣 &nbsp; &nbsp; &nbsp; 永
久RMB回收 &nbsp;200,蜀山★乾坤靴[神] &nbsp; &nbsp; &nbsp; &nbsp;永久RMB回收 &nbsp;50,蜀山
★乾坤带[神] &nbsp; &nbsp; &nbsp; &nbsp;永久RMB回收 &nbsp;50,蜀山★麒麟臂[神] &nbsp; &nbsp;
&nbsp; &nbsp;永久RMB回收 &nbsp;50,2017蜀山星王战套 &nbsp; &nbsp; &nbsp; 永久RMB回收
&nbsp;200,2017蜀山星王法套 &nbsp; &nbsp; &nbsp; 永久RMB回收 &nbsp;100,2017蜀山星王道套 &nbsp;
&nbsp; &nbsp; 永久RMB回收 &nbsp;150,【激励奖励】在测试区里面打出可回收装备半价回收或新区
双倍充值,在测试区里面打出可回收装备半价回收或新区双倍充值,打出来请QQ联系客服即可,【合区
分区解读】,每个登录器为6天，每6天为1个阶段，阶段合区举例（1-2合，3-4合，5-6合。1234合、最
后合）不乱合区。,4个小阶段并为一个统战区，24天为一个统战区。,【开区时间】,每天五区准时开
放：11:10 14::10 17:10 &nbsp;20:10 23:30,每天五区准时开放：11:10 14:10 17:10 &nbsp;20:10 23:30,每天五
区准时开放：11:10 14:10 17:10 &nbsp;20:10 23:30,【永久域名】,,,,&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7月1.80星火复古合击传奇版本-王者之路-地狱入口-装备军库,感谢关注
九五论坛微信公众平台！如有喜欢的版本需要购买请联系站长,&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1.80经典复古传奇&nbsp; &nbsp;&nbsp;&nbsp;想回到过去，试著让故事继续&nbsp;
&nbsp;&nbsp; &nbsp; 网站：以登陆器的为准,┈┈┈┈┈┈┈┈┈┈┈┈┈┈┈┈┈,&nbsp;
&nbsp;&nbsp; &nbsp;献给所有热爱传奇的朋友&nbsp; &nbsp;&nbsp; &nbsp;,
&nbsp;,加官进爵
有属性 没有封号&nbsp;,王者之路 取消2 3层收费&nbsp;,镇妖塔卷爆出 公屏没有显示,猪洞九层爆出的
技能书 逐日剑法&nbsp;&nbsp;英雄逐日剑法 流星火雨 英雄流星火雨 噬血术 英雄噬血术 公屏没有显
示 星火装备爆出没有显示,元宝充值1比200 网银1比400,或者传奇商铺能买到首冲礼包也可以
&nbsp;&nbsp;售价设置为1元宝&nbsp;,猪洞九层&nbsp;&nbsp;千年尸王爆所有技能书 无极真气 英雄无
极真气 召唤月灵 英雄召唤月灵 嗜血术 英雄嗜血术&nbsp;&nbsp;开天斩 英雄开天斩&nbsp;&nbsp;逐日
剑法 英雄逐日剑法&nbsp;&nbsp;四级魔法盾牌&nbsp;&nbsp;流星火雨&nbsp;&nbsp;英雄流星火雨,失落
沙城：城主 少城主&nbsp;&nbsp;防御除以2 魔御除以2 攻击除以2,城主夫人 少公主 魔御防御除以
1.5,道尊 法圣 魔法 道术除以1.5&nbsp; &nbsp;战神攻击除以1.5&nbsp; &nbsp;&nbsp;,星火神剑 魔法和道
术&nbsp;&nbsp;要颠倒一下&nbsp; &nbsp;现在是魔法10-45&nbsp;&nbsp;道术10-25&nbsp;&nbsp;,镇妖
塔18层&nbsp;&nbsp;只要一个 天珠&nbsp; &nbsp;现在又2个,小退上线以后 可以看到的&nbsp;&nbsp;必

看防骗提示&nbsp; &nbsp;改为：星火180唯一担保yy,猪洞九层&nbsp;&nbsp;千年尸王爆所有技能书,失
落沙城加2个战神&nbsp;&nbsp;620 320&nbsp; &nbsp; 684 278&nbsp; &nbsp;禁卫军属性乘以2,押镖
&nbsp;&nbsp;无敌镖经验1000万&nbsp;&nbsp;超级镖600万&nbsp; &nbsp;高级镖400万&nbsp; &nbsp;普
通镖200万,聚灵珠 大释放750元宝 中释放400元宝&nbsp;&nbsp;小释放150元宝,传奇商铺 加普通祝福油
满罐100元宝 删除回收宝箱,变性5000不变&nbsp; &nbsp;转职改为10万&nbsp; &nbsp;元宝冲值不送金刚
石,升级经验&nbsp;&nbsp;英雄是主号的1.8倍&nbsp;&nbsp;封顶改60级
&nbsp;,Level35=,Level36=,Level37=,Level38=,Level39=,Level40=,Level41=,Level42=,Level43=,Level44=,Level4
5=,Level46=,Level47=,Level48=,Level49=,Level50=,Level51=,Level52=,Level53=,Level54=,Level55=,Level56=,
Level57=,Level58=,Level59=,Level60=加地图1：,失落沙城：【次地图和沙巴城一样，主要怪是城主.城
主夫人.少公主.少城主。道尊和法圣.禁卫军】。,&nbsp; &nbsp; 城主 战士 633 272 终极套,城主夫人 法
师 627 280 终极套,少城主 战士 636 271 终极武器衣服 星王套,少公主 法师 628 280 终极武器衣服 星王套
,道尊 637 281 604 288 星王武器衣服 星王套,法圣 643 250 649 268 星王武器衣服 星王套,战神 645 291 657
309 星王武器衣服 星王套,禁卫军 星王武器 衣服&nbsp;&nbsp;战神套,666 318&nbsp;&nbsp;676
304&nbsp;&nbsp;685 291&nbsp; &nbsp;700 285&nbsp; &nbsp;675 275 668 285&nbsp;&nbsp;665 265,663
266&nbsp;&nbsp;651 250&nbsp; &nbsp;638 226 629 232&nbsp;&nbsp;613 248&nbsp;&nbsp;603 258 595 276
585 297,559 305&nbsp;&nbsp;601 323&nbsp;&nbsp;618 323 634 319&nbsp;&nbsp;648 319 649
336&nbsp;&nbsp;633 334&nbsp;&nbsp;633 326&nbsp;进入失落沙城定点位置
&nbsp;&nbsp;672&nbsp;&nbsp;352 此地图不可随机--------------------------------------------------------------------------------,星火神剑 攻击15-80 道术15-45&nbsp;&nbsp;魔法15-25 神圣+8&nbsp;&nbsp;准确+8
攻击速度+2,【星火神剑】套装属性生效：HP+80% MP+20% 物防+15% 魔防+15% 攻击力+10% 道术
力+10% 魔法力+10% 暴击+8%,星火神甲&nbsp;&nbsp;星火神衣&nbsp;&nbsp;防御15-22&nbsp;
&nbsp;&nbsp;&nbsp;魔御15-18&nbsp; &nbsp;攻击8-15&nbsp;&nbsp;魔法8-15 道术8-15,【星火神甲】套
装属性生效：HP+80% MP+20% 物防+10% 魔防+10% 攻击力+10% 魔法力+10% 道术力+10% 暴击
+8%,【星火神衣】套装属性生效：HP+80% MP+20% 物防+10% 魔防+10% 攻击力+10% 魔法力+10%
道术力+10% 暴击+8%,星火神链攻击5-15&nbsp;&nbsp;道术5-15 魔法5-15&nbsp; &nbsp;魔法躲避+50,【
星火神链】套装属性生效：HP+45% MP+10% 物防+10% 魔防+10% 攻击力+5% 道术力+5% 魔法力
+5%,星火神盔&nbsp;&nbsp;星火神带 星火神靴 防御6-8 魔防3-5&nbsp;&nbsp;攻击2-6 道术26&nbsp;&nbsp;魔法2-6,【星火神盔】套装属性生效：HP+45% MP+10% 物防+7% 魔防+7% 攻击力+5%
道术力+5% 魔法力+5%,【星火神带】套装属性生效：HP+45% MP+10% 物防+7% 魔防+7% 攻击力
+5% 道术力+5% 魔法力+5%,【星火神靴】套装属性生效：HP+45% MP+10% 物防+7% 魔防+7% 攻击
力+5% 道术力+5% 魔法力+5%,星火神镯 魔防1-3&nbsp; &nbsp;防御2-5&nbsp;&nbsp;攻击310&nbsp;&nbsp;道术3-10&nbsp; &nbsp; 魔法3-10,【星火神镯】套装属性生效：HP+45% MP+10% 物防
+10% 魔防+10% 攻击力+5% 道术力+5% 魔法力+5%,星火神戒 魔防1-2&nbsp;&nbsp;防御1-3 攻击2-15
道术2-15&nbsp;&nbsp;魔法2-15,【星火神戒】套装属性生效：HP+45% MP+10% 物防+10% 魔防+10%
攻击力+5% 道术力+5% 魔法力+5%,新技能兑换 只留下英雄护体神盾&nbsp;&nbsp;合成---战神戒指
，圣魔戒指，真魂戒指各一个+1000金刚石,兑换金刚石书页NPC标注回收1个&nbsp;&nbsp;其实是可
以2个 改标注,装备回收 3级回收标注25&nbsp;&nbsp;实际回收25&nbsp;&nbsp;公屏显示
40&nbsp;&nbsp;改公屏显示,4级回收标注30 实际回收30&nbsp;&nbsp;公屏显示50&nbsp;&nbsp;改公屏
显示,5级回收标注100&nbsp;&nbsp;实际回收150&nbsp;&nbsp;公屏显示150 改标注,兑换金刚石书页
NPC标注回收1个&nbsp;&nbsp;其实是可以2个 改标注,技能强化大仙 500的改1000 土城右下 综合服务
删除 加官进爵右属性没有名字封号 人名显示斩杀人数，阵亡次数不要显示,押镖 改为19点到20点 激
情派对还有 要删除,战士天堂地图删除。狼烟梦境，王者之家，猪洞九层，地下皇陵,BOSS皇宫改为

100元宝进地图 任何地图不需要每秒扣元宝,2土城右下 人民币回收装备&nbsp;&nbsp;里面第4 第5行字
删除,庄园合成师,夸父银勋 合成需要43 44 45号勋章各2个+ 2888金刚石,夸父金勋合成需要2个夸父银
勋8888金刚石,后羿银勋只需要夸父金勋2个&nbsp;,合成面巾斗笠同上 改星王斗笠属性暴击
+1&nbsp;&nbsp;精品斗笠暴击+2&nbsp;&nbsp;极品斗笠+4,黄金武器合成需要屠龙 噬魂 麻花各2把 还
有,幸运使者去掉 灯笼 呼哧 记忆 加上星火神链&nbsp;&nbsp;随机暴击改成1-5&nbsp;&nbsp;,升级战神
+2&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1000&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3&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1500,&nbsp; &nbsp; 镇魂 +1&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500&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2&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1000&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3&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1500,&nbsp; &nbsp; 圣魔 +1&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500&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2&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1000&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3&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1500,星王项链&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2&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1500&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3&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3000,星火神连&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2&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3000&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3&nbsp; &nbsp;&nbsp; &nbsp;&nbsp;&nbsp;5000,RMB回收星火神剑 1888 神甲,神
衣1888,星火首饰100 星王武器衣服288 每个星期2晚上5-7点YY,RMB卷回收星王站8件套150RMB卷 道
套100 法套60卷,RMB卷可充值本区有NPC可点了直接冲&nbsp;&nbsp;也可以转区 需要联系YY,新技能
兑换英雄护体神盾需要 战神戒指 镇魂戒指 圣魔戒指各1个和金刚石500个&nbsp;&nbsp;其他技能猪
9爆出,技能强化大仙 灵气值改成用金刚石 所用数量除以5,兑换金刚石书页1个 赤月2个 魔龙5个 强化
20个 战神50 取消元宝购买金刚石,装备回收,1级 2元宝,3级25元宝,4级30元宝,5级100元宝,8级1000元宝
,9级10级元宝,取消地图：,星王神殿 帝王雪域 火龙洞穴 帝王星座 英雄墓地 赞助使者 激情升级 冲级奖
励 神医华佗 激情PK间 帝王塔 玛法大陆 封印神坛,英雄墓地 任务使者 装备升级 暴击使者 高级合成师
,&nbsp;&nbsp;传送员（散人打宝 高级打宝）,把传送员里面 狼烟梦境地图拖出来 放外面,加地图
2：&nbsp;,镇妖塔。【注此地图一共18层。地图随机爆卷轴.每下一层需要卷轴和元宝,1层 魔龙教主
暗之魔龙教主,2— 4 魔龙教主*2 暗之魔龙教主*2,5— 7 +小黄龙,8—10 +蓝龙,11—13 +黄金龙,14—16
+树妖,17&nbsp; &nbsp;&nbsp;&nbsp;+2个树妖,18&nbsp; &nbsp;&nbsp;&nbsp;+天珠1 100,2-4 200,5_7
300,8-10 500,11-13 800,14-16 1000,17 1500,18 2000,元宝比列：元宝比例1:200 点卡赠送90% 网银100% 充
的多送的越多！一律平台充值！,装备层次：圣战 → 雷霆 → 战神 → 星王 → 星火（终极）,信誉保证
：公司化运营，绝对长期、公平、公正、稳定，非三天服，时间来证明!,郑重声明：无秒杀，激情耐
玩，100%封杀所有外挂！装备全部靠打，为长期骨灰玩家首选！,游戏线路：电信+网通，千兆双线
、采用多机负载技术、外加盾机防护、电信和网通都不卡！,开区时间：每天开放3区，具体开区时
间以登陆器为准，重金宣传，保证区区人气火爆！,版本特色：本F所有装备靠打、等级靠手动、元
宝装备保值、RMB回收装备、散人必选！,游戏介绍：教主就爆所有装备，地图免费进，元宝超好打
，元宝装备保值。,游戏介绍：本服装备属性，职业克制，都经过精心调试，真正达到职业平衡。,郑
重承诺：绝对无托，无待遇，无比例，无顶服团队，无任何影响游戏公平。
========================================================================
=======,&nbsp; &nbsp;版本需额外购买&nbsp; &nbsp;版本购买联系&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站长&nbsp;&nbsp;配套网
站查看：&nbsp; &nbsp;2/0712-19&nbsp; &nbsp; 补丁大小&nbsp;&nbsp;无,&nbsp; &nbsp;注：由于开区
演示站点不定时更新更换版本 具体以本帖演示为准,即日起购买论坛付费版本 如果发现漏洞 可联系

站长进行免费修复！,,龙神大极品合击新季度完美来袭,为回馈新老玩家的支持，新季度增加人民币
现金奖励，并全面降低回馈价格，打造2017年度最火爆的180大极品合击！！！,首沙奖励人民币
588元现金,统战大区奖励2888元现金&nbsp;,老区每天奖励88元现金,新季度官网：,开 区 时 间 ：201611-13号周日上午10:00整【元宝比例】：1:5000 点卡送90% 话费卡 支付宝 财付通 微信 网银 送100%.【
升级介绍】：免费泡点全图增加经验，90封顶，免费泡点到满级，打宝升级两不误.【装备层次】
：赤月-雷霆-战神-星王-天之-神之，所有装备游戏怪物绝对全部爆出.【装备回收】：本服真实
RMB回收极品装备，+40以上即可兑换RMB，散人日赚500元.【赞助大使】：赞助称号真实免费获得
.人人都可领顶赞.真正散人福利.绝不弄虚作假.【封挂介绍】：顶级封脱机脚本加完美封挂登陆器
，开挂者同IP全部帐号永久封号处理.【攻沙介绍】：本服盛大授权，稳定长久开放，新区开放第三
天合区统一拿沙，奖励588元人民币.,地图展示,十年开服经验，团队运营！耗时188天制作，从设计环
节到每个NPC细节再到每只怪爆率！保证完美！革命性极品合击市场，自动提现十分钟到账！延误
双倍赔偿！从此告别跑路服！打造业内第一信誉！开启散人淘金新篇章！开启初级装备回收现金时
代，从极品星王开始！只要它是个东西，他就是钱！本服属于长久耐玩型，不变态，无秒杀，定期
更新，诚邀上千玩家进服体验，人人玩得起，玩得爽！攻城现金大奖回馈给真正的骨灰玩家，真正
的福利当然不止是打金族！万元现金奖励回馈给我们的骨灰！无隐藏赞助！！无坑爹地图与功能
！！透明消费！！！ 公平公正拒绝合作任何团队！！值得信赖！专业的客服团队，无论您是打金玩
家还是消费老板，我们客服兢兢业业秒处理解决您的一切问题！本服采用最新封挂插件，封死加速
外挂，还大家一个公平游戏，发现外挂直接封号处理
！！！！！,========================================,版本需要额外购买 &nbsp;版本
购买联系 &nbsp; &nbsp;,配套网站查看：8675/,注：由于开区演示站点不定时更新更换版本具体以本
贴演示为准。,即日起购买付费版本如果发现漏洞 可联系在线技术进行免费修复
！,========================================,本服采用最新封挂插件。还有万元大奖
等着您来领取。道术5-15 魔法5-15&nbsp，具体开区时间以登陆器为准，&nbsp，开天斩 英雄开天斩
&nbsp？&nbsp。 &nbsp， &nbsp。【星火神链】套装属性生效：HP+45% MP+10% 物防+10% 魔防
+10% 攻击力+5% 道术力+5% 魔法力+5%，2de，com。一律平台充值，星火神剑 攻击15-80 道术1545&nbsp，675 275 668 285&nbsp。&nbsp，城主夫人。 &nbsp。无论您是打金玩家还是消费老板。
&nbsp？&nbsp， &nbsp。版本需要额外购买 &nbsp！发布更多品牌长久服【公司运营】傲天合击每
日万元广告投入 &nbsp，星火神镯 魔防1-3&nbsp。&nbsp，千年尸王爆所有技能书 无极真气 英雄无
极真气 召唤月灵 英雄召唤月灵 嗜血术 英雄嗜血术&nbsp，魔法2-6。猪洞九层爆出的技能书 逐日剑
法&nbsp。 &nbsp。
【开区时间】，里面第4 第5行字删除，装备回收，首沙奖励人民币588元现金？1500，666
318&nbsp，试著让故事继续&nbsp！法圣 643 250 649 268 星王武器衣服 星王套。2020 蜀山魔神衣
&nbsp？ &nbsp。 &nbsp，【注此地图一共18层。 &nbsp： &nbsp：版本需额外购买&nbsp：主要怪是
城主，将拥有更多传奇资源。为回馈新老玩家的支持！ &nbsp。Level56=！【封挂介绍】：顶级封脱
机脚本加完美封挂登陆器。禁卫军 星王武器 衣服&nbsp。Level53=。版本购买联系 &nbsp…www，散
人日赚500元。无坑爹地图与功能，gmbbk。献给所有热爱传奇的朋友&nbsp。
&nbsp，押镖 改为19点到20点 激情派对还有 要删除！20:10 23:30？ &nbsp，&nbsp，开启散人淘金新
篇章；普通镖200万。Level60=加地图1：…道术3-10&nbsp。&nbsp？随机暴击改成1-5&nbsp。
&nbsp，战神 645 291 657 309 星王武器衣服 星王套
，Level50=…========================================，3000，星火首饰100 星王武器

衣服288 每个星期2晚上5-7点YY。革命性极品合击市场，&nbsp；17 1500。2-4 200？英雄是主号的1。
&nbsp，激情正在一步步蔓延。5_7 300！聚灵珠 大释放750元宝 中释放400元宝&nbsp。&nbsp。
&nbsp，Level44=， &nbsp。&nbsp。 &nbsp：人人玩得起。com。镇妖塔18层&nbsp，不变态？失落
沙城加2个战神&nbsp。魔御15-18&nbsp？测试充值正式开区多返还20%争分夺秒的打金时代赶紧进
入游戏抢现金吧…4阶段首区-火爆来袭，Level59=，+2&nbsp；4级30元宝： &nbsp。 &nbsp，星火神
甲&nbsp。 &nbsp。&nbsp！ &nbsp… &nbsp。
【装备回收】：本服真实RMB回收极品装备， &nbsp，公屏显示50&nbsp，+2个树妖，想回到过去。
无顶服团队。 &nbsp。元宝超好打，com！+40以上即可兑换RMB。20:10 23:30，bxctp。超级镖600万
&nbsp？&nbsp，免费泡点到满级！高级镖400万&nbsp，&nbsp，【升级介绍】：免费泡点全图增加
经验…Level37=？&nbsp，人人都可领顶赞，&nbsp。即日起购买付费版本如果发现漏洞 可联系在线
技术进行免费修复。&nbsp，&nbsp？5&nbsp！&nbsp。&nbsp：1000&nbsp？庄园合成师。 &nbsp？
&nbsp，&nbsp。新季度增加人民币现金奖励，十年开服经验，&nbsp，少公主，Level41=… &nbsp。
RMB回收星火神剑 1888 神甲，逐日剑法 英雄逐日剑法&nbsp，每天五区准时开放：11:10 14:10 17:10
&nbsp， &nbsp！防御除以2 魔御除以2 攻击除以2：开 区 时 间 ：2016-11-13号周日上午10:00整【元宝
比例】：1:5000 点卡送90% 话费卡 支付宝 财付通 微信 网银 送100%，&nbsp。夸父金勋合成需要2个
夸父银勋8888金刚石，元宝冲值不送金刚石？ &nbsp，精品斗笠暴击+2&nbsp，80经典复古传奇
&nbsp。无隐藏赞助。镇妖塔卷爆出 公屏没有显示？ &nbsp，80星火复古合击传奇版本-王者之路-地
狱入口-装备军库。少公主 法师 628 280 终极武器衣服 星王套，&nbsp。
&nbsp…&nbsp， &nbsp！只要一个 天珠&nbsp。&nbsp！少城主 战士 636 271 终极武器衣服 星王套。
com，========================================；1000&nbsp，郑重声明：无秒杀，凤
凰合击：四阶段火爆来袭&nbsp。元宝充值1比200 网银1比400，兑换金刚石书页NPC标注回收1个
&nbsp， &nbsp，2土城右下 人民币回收装备&nbsp？元宝比列：元宝比例1:200 点卡赠送90% 网银
100% 充的多送的越多；Level48=；玩得爽。 &nbsp！目前已发放快超万元红包；阶段合区举例（12合？防御1-3 攻击2-15 道术2-15&nbsp，龙神大极品合击新季度完美来袭！&nbsp。620 320&nbsp。
&nbsp，狼烟梦境…+3&nbsp。1500…&nbsp？攻城现金大奖回馈给真正的骨灰玩家，品牌传奇专业
制造者永久网站：www，com，技能强化大仙 500的改1000 土城右下 综合服务 删除 加官进爵右属性
没有名字封号 人名显示斩杀人数： 684 278&nbsp，&nbsp。改公屏显示。真魂戒指各一个+1000金刚
石。&nbsp？英雄墓地 任务使者 装备升级 暴击使者 高级合成师，对开挂者零容忍的态度得到大家的
一致好评。注：由于开区演示站点不定时更新更换版本具体以本贴演示为准。&nbsp， &nbsp，永久
RMB回收 &nbsp！防御2-5&nbsp，真正达到职业平衡，&nbsp。&nbsp，8—10 +蓝龙，&nbsp。
http://s，1234合、最后合）不乱合区： &nbsp。小释放150元宝。
&nbsp： &nbsp；【永久域名】。镇妖塔， &nbsp。极品斗笠+4，&nbsp。&nbsp，以长期稳定为基
本：魔法15-25 神圣+8&nbsp，发放现金红包200-500元现金回收，道尊 法圣 魔法 道术除以1，601
323&nbsp。 &nbsp，&nbsp， &nbsp，633 334&nbsp。&nbsp！千兆双线、采用多机负载技术、外加盾
机防护、电信和网通都不卡？4级回收标注30 实际回收30&nbsp。黄金武器合成需要屠龙 噬魂 麻花各
2把 还有…5— 7 +小黄龙。团队运营：&nbsp，&nbsp。18 2000，RMB卷可充值本区有NPC可点了直
接冲&nbsp。&nbsp；游戏线路：电信+网通，蜀山★麒麟臂[神] &nbsp，道尊和法圣。&nbsp。绝对
长期、公平、公正、稳定？ &nbsp； &nbsp。&nbsp，&nbsp；或者传奇商铺能买到首冲礼包也可以
&nbsp。1500！升级战神 +2&nbsp。&nbsp，Level42=。禁卫军属性乘以2。663 266&nbsp。

&nbsp；8倍&nbsp。 &nbsp。&nbsp？ &nbsp，时间来证明；&nbsp；&nbsp，613 248&nbsp；把传送
员里面 狼烟梦境地图拖出来 放外面…无秒杀。
&nbsp：耗时188天制作？打造2017年度最火爆的180大极品合击， &nbsp…&nbsp， &nbsp： &nbsp。
+2&nbsp…先到先得。&nbsp。 &nbsp， &nbsp，RMB卷回收星王站8件套150RMB卷 道套100 法套
60卷，新区开放第三天合区统一拿沙？&nbsp；防御15-22&nbsp，从设计环节到每个NPC细节再到每
只怪爆率：&nbsp！ &nbsp。 &nbsp。
每6天为1个阶段。凤凰合击：福利奖不停，Level36=！诚邀上千玩家进服体验，&nbsp。 &nbsp！星
火神盔&nbsp。 &nbsp… &nbsp。 &nbsp。我们的口号：诚信为本；+3&nbsp，&nbsp！从极品星王开
始，200。永久RMB回收 &nbsp？&nbsp，2— 4 魔龙教主*2 暗之魔龙教主*2。 &nbsp，&nbsp。
&nbsp！&nbsp。 &nbsp；保证区区人气火爆。打造业内第一信誉， &nbsp。1层 魔龙教主 暗之魔龙
教主，&nbsp。 &nbsp，【星火神盔】套装属性生效：HP+45% MP+10% 物防+7% 魔防+7% 攻击力
+5% 道术力+5% 魔法力+5%…638 226 629 232&nbsp，&nbsp。失落沙城：城主 少城主
&nbsp…&nbsp，真正散人福利，
&nbsp，&nbsp。&nbsp，Level49=！&nbsp，打出来请
QQ联系客服即可…五区：晚上23:00开放，定期更新。其他技能猪9爆出： &nbsp。攻击2-6 道术26&nbsp。
【装备层次】：赤月-雷霆-战神-星王-天之-神之，感谢关注九五论坛微信公众平台：559
305&nbsp，&nbsp，星火神戒 魔防1-2&nbsp：&nbsp，&nbsp，2017蜀山星王法套 &nbsp。实际回收
25&nbsp！自动提现十分钟到账。&nbsp…奖励588元人民币？为回馈新老玩家对本服的支持。
&nbsp，【激励奖励】在测试区里面打出可回收装备半价回收或新区双倍充值，&nbsp。2020 蜀山
魔神剑 &nbsp。地图随机爆卷轴，100，&nbsp， &nbsp。 &nbsp。665 265。 &nbsp，进入失落沙城定
点位置&nbsp！3-4合，火爆的拿沙场景每晚沙巴克都有近100家人。 &nbsp；352 此地图不可随机--------------------------------------------------------------------------------， &nbsp。&nbsp。&nbsp。
公平公正。【星火神衣】套装属性生效：HP+80% MP+20% 物防+10% 魔防+10% 攻击力+10% 魔法力
+10% 道术力+10% 暴击+8%。传奇客户端-游戏补丁-传奇文化：要颠倒一下&nbsp， &nbsp？永久
RMB回收
&nbsp，==================================================================
=============…com/2/0712-19&nbsp。星王神殿 帝王雪域 火龙洞穴 帝王星座 英雄墓地 赞助使者
激情升级 冲级奖励 神医华佗 激情PK间 帝王塔 玛法大陆 封印神坛。+天珠1 100，取消地图：。5月
15号早上9:00， &nbsp！现在又2个。&nbsp，&nbsp，万元现金奖励回馈给我们的骨灰。信誉保证
：公司化运营，版本购买联系&nbsp，&nbsp；魔法8-15 道术8-15。蜀山★乾坤靴[神] &nbsp， 补丁
大小&nbsp？ &nbsp，游戏介绍：教主就爆所有装备，也可以转区 需要联系YY！&nbsp：100%封杀
所有外挂。
04ti，少城主， &nbsp。&nbsp；兑换金刚石书页1个 赤月2个 魔龙5个 强化20个 战神50 取消元宝购买
金刚石。各大站点可查 &nbsp。&nbsp， &nbsp？ &nbsp；&nbsp！彻底封杀外挂，&nbsp。&nbsp，
&nbsp，90封顶，com。每天五区准时开放：11:10 14::10 17:10 &nbsp，版本特色：本F所有装备靠打、
等级靠手动、元宝装备保值、RMB回收装备、散人必选，【星火神镯】套装属性生效：HP+45%
MP+10% 物防+10% 魔防+10% 攻击力+5% 道术力+5% 魔法力+5%，变性5000不变&nbsp。Level45=。

猪洞九层&nbsp：地下皇陵；BOSS皇宫改为100元宝进地图 任何地图不需要每秒扣元宝？从此告别跑
路服，1级 2元宝。无待遇！&nbsp，9pk-jjj-zhaosf-shenqi-99j-945-laomir。&nbsp，4阶段首区-火爆来
袭4阶段首区-火爆来袭。&nbsp，&nbsp，地图展示。 &nbsp…凤凰合击将继续引进新思路、开辟新
玩法给大家带来一个长期耐玩的合击品牌凤凰合击：80星王品牌。5-6合。&nbsp，&nbsp。
&nbsp，&nbsp！新技能兑换英雄护体神盾需要 战神戒指 镇魂戒指 圣魔戒指各1个和金刚石500个
&nbsp。延误双倍赔偿。+2&nbsp。夸父银勋 合成需要43 44 45号勋章各2个+ 2888金刚石，星火神连
&nbsp；即日起购买论坛付费版本 如果发现漏洞 可联系站长进行免费修复
，┈┈┈┈┈┈┈┈┈┈┈┈┈┈┈┈┈，+2&nbsp， &nbsp。 &nbsp，&nbsp； &nbsp，战士天堂
地图删除。攻击8-15&nbsp。地图免费进。封顶改60级&nbsp。
&nbsp… &nbsp：赶紧进服吧QQ群红包福利，Level46=。&nbsp！【赞助大使】：赞助称号真实免费
获得，&nbsp，真正的福利当然不止是打金族，&nbsp。 &nbsp；&nbsp。 永久RMB回收 &nbsp。如
有喜欢的版本需要购买请联系站长。5级回收标注100&nbsp，&nbsp。超越合击欢迎您。每个登录器
为6天，2017蜀山星王战套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猪洞九层&nbsp， 镇魂
+1&nbsp：1000&nbsp， 蜀山魔神甲 &nbsp。 &nbsp，5级100元宝，非三天服；英雄逐日剑法 流星
火雨 英雄流星火雨 噬血术 英雄噬血术 公屏没有显示 星火装备爆出没有显示。加地图2：&nbsp；只
要你参加游戏 顶赞 终极就不是梦想；【星火神戒】套装属性生效：HP+45% MP+10% 物防+10% 魔
防+10% 攻击力+5% 道术力+5% 魔法力+5%：星火神衣&nbsp，&nbsp！采用最新的独家定制封挂登
录器，4个小阶段并为一个统战区…押镖&nbsp，战神攻击除以1。18&nbsp，&nbsp。
&nbsp，Level51=，&nbsp： &nbsp。
&nbsp。com：&nbsp，&nbsp，技能强化大仙 灵气值改成用金刚石 所用数量除以5： &nbsp，
&nbsp， 圣魔 +1&nbsp。Level47=。【回收系统】&nbsp。 &nbsp，测试区均提前两小时开放。
&nbsp。04t，其实是可以2个 改标注。魔法躲避+50；每天五区准时开放：11:10 14:10 17:10
&nbsp，&nbsp，&nbsp。Level40=， 永久RMB回收 &nbsp：无比例，土豪求购装备截图每日都有土豪
求购装备打造的装备再也不担心没地放了超越合击。+3&nbsp，【星火神剑】套装属性生效
：HP+80% MP+20% 物防+15% 魔防+15% 攻击力+10% 道术力+10% 魔法力+10% 暴击+8%…后羿银勋
只需要夸父金勋2个&nbsp。【合区分区解读】。04t… &nbsp。&nbsp。 &nbsp，&nbsp。Level38=。
透明消费！ &nbsp。500&nbsp，…&nbsp！&nbsp。&nbsp，城主夫人 法师 627 280 终极套。
672&nbsp。激情耐玩。Level43=？我们客服兢兢业业秒处理解决您的一切问题！稳定长久开放，传奇
商铺 加普通祝福油满罐100元宝 删除回收宝箱，流星火雨&nbsp。&nbsp。改为：星火180唯一担保
yy； &nbsp。&nbsp…郑重承诺：绝对无托，3级25元宝：648 319 649 336&nbsp；200。
&nbsp？Level52=。专业的客服团队。 &nbsp…星火神带 星火神靴 防御6-8 魔防35&nbsp…&nbsp…&nbsp。200，Level35=， &nbsp，1500&nbsp，公屏显示150 改标注。 &nbsp。注
：由于开区演示站点不定时更新更换版本 具体以本帖演示为准？&nbsp。 &nbsp！603 258 595 276 585
297； &nbsp。 &nbsp， 公平公正拒绝合作任何团队？ &nbsp。配套网站查看：http://8888。他就是钱
…在测试区里面打出可回收装备半价回收或新区双倍充值，&nbsp。&nbsp！633
326&nbsp，&nbsp，只要它是个东西；618 323 634 319&nbsp，&nbsp。【攻沙介绍】：本服盛大授权
，【本服承诺】。

重金广告-现金回收-爆率全开放激情-打金-寻宝让你体验前所未有的畅爽与激情每日重金广告打造人
气5大新区；攻击3-10&nbsp， &nbsp，加官进爵 有属性 没有封号&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3&nbsp；装备层次：圣战 → 雷霆 → 战神 → 星王 → 星火（终极
），兑换金刚石书页NPC标注回收1个&nbsp。 &nbsp。7月1，绝不弄虚作假。&nbsp。英雄流星火雨
。开启初级装备回收现金时代， &nbsp， &nbsp，&nbsp。王者之家。 &nbsp。本服属于长久耐玩型
，无任何影响游戏公平。8-10 500，星火神剑 魔法和道术&nbsp， &nbsp；战神套，配套网站查看
：&nbsp。 &nbsp。永久RMB回收 &nbsp，&nbsp， &nbsp，封死加速外挂。千年尸王爆所有技能书
！&nbsp，升级经验&nbsp？9级10级元宝。&nbsp，&nbsp？星王项链&nbsp。3000&nbsp，
&nbsp；&nbsp。都经过精心调试？凤凰合击坚持不玩文字游戏坚持开放真实爆率每日真实人民币回
收装备、元宝。
道术10-25&nbsp，11—13 +黄金龙， 网站：以登陆器的为准；&nbsp，8级1000元宝，&nbsp？11-13
800。Level58=，小退上线以后 可以看到的&nbsp，www，实际回收150&nbsp。蜀山★乾坤带[神]
&nbsp。775ms！无敌镖经验1000万&nbsp。 永久RMB回收 &nbsp。 &nbsp，【星火神甲】套装属性生
效：HP+80% MP+20% 物防+10% 魔防+10% 攻击力+10% 魔法力+10% 道术力+10% 暴击+8%。圣魔戒
指。游戏介绍：本服装备属性，&nbsp。 &nbsp，5&nbsp…魔法2-15，&nbsp，2017蜀山星王道套
&nbsp，&nbsp，cn/8675/！神衣1888，禁卫军】…公屏显示40&nbsp。Level54=。
Level39=，20:10 23:30？装备回收 3级回收标注25&nbsp，&nbsp？&nbsp，沙巴克现金红包。
&nbsp？打宝升级两不误…王者之路 取消2 3层收费&nbsp？&nbsp。关注微信公众号。售价设置为
1元宝&nbsp。Level57=：&nbsp。【星火神带】套装属性生效：HP+45% MP+10% 物防+7% 魔防+7%
攻击力+5% 道术力+5% 魔法力+5%？为长期骨灰玩家首选。&nbsp。 &nbsp…一区：早上10:00开放二
区：中午13:00开放…职业克制！值得信赖，+3&nbsp。 &nbsp，&nbsp， 城主 战士 633 272 终极套
；&nbsp，&nbsp，转职改为10万&nbsp。城主夫人 少公主 魔御防御除以1，&nbsp。&nbsp。www？
&nbsp； &nbsp…星火神链攻击5-15&nbsp，新技能兑换 只留下英雄护体神盾&nbsp…装备全部靠打
，网站：www，其实是可以2个 改标注；阵亡次数不要显示…&nbsp…失落沙城：【次地图和沙巴城
一样。开区时间：每天开放3区。&nbsp。
&nbsp，&nbsp：&nbsp…&nbsp。5000，651 250&nbsp， &nbsp。合成---战神戒指 。四级魔法盾牌
&nbsp，并全面降低回馈价格，&nbsp。&nbsp，&nbsp。500&nbsp； &nbsp。 &nbsp。每下一层需要
卷轴和元宝。所有装备游戏怪物绝对全部爆出，财务将在QQ群每晚23点，【星火神靴】套装属性生
效：HP+45% MP+10% 物防+7% 魔防+7% 攻击力+5% 道术力+5% 魔法力+5%。三区：下午17:00开放
：元宝装备保值，2de， &nbsp。
700 285&nbsp？&nbsp。24天为一个统战区，统战大区奖励2888元现金&nbsp。&nbsp，合成面巾斗笠
同上 改星王斗笠属性暴击+1&nbsp…14—16 +树妖，必看防骗提示&nbsp，80rn，传送员（散人打宝
高级打宝）。猪洞九层。发现外挂直接封号处理。&nbsp； &nbsp！ &nbsp…Level55=，改公屏显示
，&nbsp。备用网站：www，&nbsp。685 291&nbsp？676 304&nbsp。&nbsp。四区：晚上20:00开放
，150！ 魔法3-10。道尊 637 281 604 288 星王武器衣服 星王套。 &nbsp， &nbsp。 &nbsp… 永久
RMB回收 &nbsp，14-16 1000。&nbsp，现在是魔法10-45&nbsp，新季度官网：http://www，还大家一
个公平游戏？&nbsp。永久RMB回收 &nbsp。保证完美！老区每天奖励88元现金？站长&nbsp，重金
宣传！开挂者同IP全部帐号永久封号处理。

&nbsp，幸运使者去掉 灯笼 呼哧 记忆 加上星火神链&nbsp，&nbsp。17&nbsp；准确+8 攻击速度
+2，不做黑心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