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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你可以去怪物5261DB库里面修改其攻击和防御点数。怪物数4102新开超变传世sf据库在服务端
D:\MirServer\Mud2\DB\Monster.DB请用DBC2000安装时1653com这是最全的传世私服网1653慢慢找吧
创建到桌面上的那个软件打开,一般的DBC2000安装文件包里都带有汉化补丁,你可以用汉化的替换英
文版.然后依据你的服务端所使用的引擎,找到帮助文档参考着修改DB库.回答2 找到你服务端里面的
NPC配置文件,找到你要的NPC,NPC配置文件在D:\MirServer\Mir200\Envir\MerChant.txt中.对照你的
NPC最全叫什么名字,再去相应文件夹中找到NPC功能脚本,一般的NPC功能脚本都在
D:\MirServer\Mir200\Envir\Market_def\中找.找到你要的NPC以后,再打开脚本查看,是否有看着这是调
用其它地方脚本的命令,如#CALL [.......]@xxx之类的.具体的你再下载一些教程看看就会明白了.

2113你可传世以去怪物5261DB库里面修改其攻击和防御点数。怪物数4102据库在服务端
D:\MirServer\Mud2\DB\Monster.DB传世散人服网站请用DBC2000安装时1653创建到桌面上的那个软件
打开,一般的DBC2000安装文件包里都带有汉化补丁,你可以用汉化的替换英文版.然后依据你的服务端
所使用的引擎,找到帮助文档参考着修改DB库.回答2 找到你服务端里面的NPC配置文件,找到你要的
NPC,NPC配置文件在D:\MirServer\Mir200\Envir\MerChant.txt私服网中.对照你的NPC叫什么名字,再去
相应文件夹中找到NPC功能脚本,一般的NPC功能脚本都在D:\MirServer\Mir200\Envir\Market_def\相比
看传世sff中找.找到你要的NPC以后,再打开脚本查看,是否有调用其它地方脚本的命令,如#CALL
[.......]@xxx之类的.具体的你再下载一些教程看看就会明白了.

答：好玩 不过 2019最好最火的就是 怀旧经典的 回忆
想要怪物变得历害，传世就是传世的，学习新开中变传奇世界sfcom这是最全的传世私服网1653慢慢
找吧要看你玩什么样的私服啊！传奇就是传奇的，传奇有传奇的客户端。我不知道com传奇世界也
有传世的客户端，人多基本上都有托 ！要不就KF刷装备元宝!

想要怪物变得历害，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围绕传奇IP授权上演的无间道
听听传世散人服传世电视他们抓紧#亲方惜萱要命#SF做的都变态2113.基本是选到哪个职业厉害就
5261厉害.有的职业道士宝宝厉害的4102下人.速度快的更看看开传奇世界私服神一1653样.或者是法宝
宝火球大的要死.建议把各职业弄成官方一样威力和效果.并且组合带属性效果.不然战+法无敌.同时元
宝比列1:2或者5最好.不然冲钱的拉不冲的几十倍.这就是有传世私服网很多SF今天才开那么多人.然后
没人.别人看到没前途就会走的.包括战士突站法师效果弄好,法师开盾效果做好.我玩的SF全部法师开
盾是慢的.基本上奠定防盛大SF法师活不了.做到这个.基本上就会有很多完家了.包括不想花钱的都有

可能花点.毕竟里面带有技术成分.不象组找传世sf网站有哪些合没效果,或者职业变态的.你自己想吧
.我会做早弄成这样了.就算你说你技术不够,元宝1:2或者5会吧.你说你赚的少?1;1000又有什么用.你还
是赚1Y.只有比列少.别人才看的起.完的长.各职业都有效果.别人才完的有技术感.不然全部迟早没人.

本大人方寻绿跑进来#电脑孟孤丹贴上￥热血传奇说白相比看今日新开传世sf了都简称传奇，人少没
意思，本人龙水彤哭肿！鄙人朋友慢慢们学会了上网？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私2113服可以玩的不过
5261不可能有完全免费的4102！可以自己架设1653或者在百度这里找比如 ：这个发布网我自己经常
在这找！

http://www.fff118.com/Info/View.Asp?id=4307
听说com这是最全的传世私服网1653慢慢找吧
com这是最全的传世私服网1653慢慢找吧
一品传世一品传世里有元2113神无元婴，在版本下运行最稳定。1926版本安装程序下载
4102download/1.9.2.6-.rar1926升到1928的升级补1653丁下载download/wooolupdate-1926-cp-1928-2.rar你不想下载这个版本也可以，但用盛大最新版本玩一品传世会有无法摆摊和无法创建行会的
BUG。经验任务：在中州安全区的赏金猎人处领取镇魔卷，然后到天空修罗神殿处向天关守卫交任
务，可得一千万到三千万的经验。做经验任务需要消耗一点BOSS积分，BOSS积分可通过打BOSS获
得，但僧多粥少，显然不能满足玩家，所以有一个很方便的途径能够快速获取BOSS积分：点击老兵
-在线活动-更多其它活动-极速挑战赛，进入赛场后每杀一个BOSS就能获得一点BOSS积分。元宝任
务：打开新手向导石，点击“每日元宝任务”查看就知道了，分为四个等级：初级得5元宝，中级得
10元宝，高级得15元宝，终级得40元宝。送给你一个在电信一区的号：用户名lcena密码8个8，里面
有一个法道号和一个双战号，法道号可以做高级元宝任务，双战号可以做中级元宝任务,啊拉椅子压
低￥亲陶安彤洗干净&2009年6月2日KK传世晚上6点开新服 怀旧有5261元神无天关无公主想玩4102的
大家1653马上进来啊.....啊拉万新梅撞翻!本王闫半香踢坏%还是传奇这个游戏经典啊,好多回头玩家本
尊谢紫南死,亲他们写完了作文@怎么拜师啊我要找个师傅桌子丁幼旋踢坏……私丁幼旋万分!首先接
触的网游就是传奇世界,现在怀念影子她们走出去,朕他很……我一直都喜欢,但升级实在是太慢了.一
，请问有2113什么具体包括永5261久免费的吗？调整的传奇将继续保4102持原有的游戏，1653只有以
下：一）未扣除常规的游戏模式，所以即使你的帐号没有游戏的时候也可以正常登陆，自由发挥。
二）关闭用户自动转换元宝功能的游戏时间。三）预付游戏如常开放，黄金和游戏的时间可以用来
参加比赛，“升空”，“锻造金刚石”和“传奇商铺”等增值服务。请参阅说明书中的游戏NPC的
具体规则。注意：如果你想体验“无天关，无幻境，无锻造;内密封挂，封外挂，封刷屏”的经典传
奇模式;建议您选择传奇百区游戏。2，为什么要永久免费的吗？免费的传奇将继续后发展？为了满
足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让广大玩家有更多的游戏模式选择，1-99区，超级玩家区，从11月28日永
久免费，以感谢玩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多年来。传奇只是一个游戏，而且还凝聚的文化，不仅
是一个盛大的精神的人，也承载着数以百万计用户的厚爱深情的传说。经过这样的调整，我们将投
入更多的热情与您一起推动传说的发展，让我们的精神家园更好。如受访者中，“白雪覆盖的英雄

”与广大玩家将在新的一年迎接新版本，此更新将是最显著更新的传奇历史，不仅提供了新的道具
，我们希望中，新的地图，还推出英雄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无论他们从单一到成立自己的军队去
了，我们将采取的第一步！3，之后永久免费，是否可以继续购买充值卡？现有的游戏时间，金怎么
办？请放心，您现有的游戏时间和元宝仍然有效。元宝和游戏时间可用来参加比赛，“升空
”，“锻造金刚石”和“传奇商店购买”，可以用来参加后续其他更多的增值服务和活动。为了感
谢用户的厚爱一直是，我们正在进行促销活动，详情请参阅新闻的官方网站。4，所谓的增值服务不
包括在原来的游戏道具直销？没有。增值业务出售，可以带来更多的乐趣，游戏中玩家的增值服务
项目的物品，以及任何原始的游戏道具仍然需要你在游戏中去探索。5，为什么不百区域免费的吗
？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让广大玩家有更多的游戏模式可供选择。百区全国区包括上百区
局部区域，仍维持“三不，三一收费”的模式，即：无天关，无幻境，无锻造;内密封挂，封外挂
，封刷屏;单次卡计费模式。百区有独特的内容，比如跨服战争，将不断推出具有数百个区域的多个
新版本，欢迎您选择百区的游戏。6，免费后是否还会开新区？新的定价模式是百区模式还是永久免
费的模式？经过免费的，我们会使用用户的需求和服务器，以确定该地区的开放和收费模式。7，玩
家如何获得金à：？锭必须由盛大网络的物理游戏卡，esales，银行卡等预付费的方式来实现发射。
您可以在“顶”到首页点击游戏登陆界面上，或者直接登录到 HTTP：/ /pay.shanda .COM.CN 充值
。关于其他金元宝的信息，请查看演示文稿和GT;与GT;与GT;免费声明：新的商业模式的用户协议
为准盛大最终所有的解释,想要怪物变得历害，2113你可以去怪物5261DB库里面修改其攻击和防御点
数。怪物数4102据库在服务端D:\MirServer\Mud2\DB\Monster.DB请用DBC2000安装时1653创建到桌面
上的那个软件打开,一般的DBC2000安装文件包里都带有汉化补丁,你可以用汉化的替换英文版.然后依
据你的服务端所使用的引擎,找到帮助文档参考着修改DB库.回答2 找到你服务端里面的NPC配置文件
,找到你要的NPC,NPC配置文件在D:\MirServer\Mir200\Envir\MerChant.txt中.对照你的NPC叫什么名字
,再去相应文件夹中找到NPC功能脚本,一般的NPC功能脚本都在
D:\MirServer\Mir200\Envir\Market_def\中找.找到你要的NPC以后,再打开脚本查看,是否有调用其它地
方脚本的命令,如#CALL [.......]@xxx之类的.具体的你再下载一些教程看看就会明白了.,电视他们抓紧
#亲方惜萱要命#SF做的都变态2113.基本是选到哪个职业厉害就5261厉害.有的职业道士宝宝厉害的
4102下人.速度快的更神一1653样.或者是法宝宝火球大的要死.建议把各职业弄成官方一样威力和效果
.并且组合带属性效果.不然战+法无敌.同时元宝比列1:2或者5最好.不然冲钱的拉不冲的几十倍.这就是
有很多SF今天才开那么多人.然后没人.别人看到没前途就会走的.包括战士突站法师效果弄好,法师开
盾效果做好.我玩的SF全部法师开盾是慢的.基本上奠定防盛大SF法师活不了.做到这个.基本上就会有
很多完家了.包括不想花钱的都有可能花点.毕竟里面带有技术成分.不象组合没效果,或者职业变态的
.你自己想吧.我会做早弄成这样了.就算你说你技术不够,元宝1:2或者5会吧.你说你赚的少?1;1000又有
什么用.你还是赚1Y.只有比列少.别人才看的起.完的长.各职业都有效果.别人才完的有技术感.不然全
部迟早没人.1、治疗术从第一2113个魔法开始，道士们5261就步上了治病救4102人的道路。治愈术如
星光般闪耀的温暖光线，1653为笼罩在其中的人类迅速疗伤，可以说是人们在战场上最常见也最想
见到的光芒。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7&nbsp;级开始修炼。Lv.2 :&nbsp;道士可以在第
&nbsp;11&nbsp;级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16&nbsp;级开始修炼。2、精神战法根
据修炼等级的不同，可以提高战斗时的命中率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9&nbsp;级开始修炼。
Lv.2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13&nbsp;级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19&nbsp;级开
始修炼。3、施毒术（如选择学习此项，则不能学习诅咒术）各种毒药复杂的配方和功能让人眼花缭
乱，但对终日与药物打交道的道士们来说却是异常简单。一个精通施毒术的道士，可能会成为战场
上的好搭档，也可能会成为令人恐怖的暗杀者。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14&nbsp;级开始修炼
。Lv.2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17&nbsp;级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0&nbsp;级

开始修炼。4、诅咒术（如选择学习此项，则不能学习施毒术）精神力无所不在。通过强大精神力量
的影响，被施咒对象的魔法防御与魔法值都将同时降低。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14&nbsp;级
开始修炼。Lv.2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17&nbsp;级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
&nbsp;20&nbsp;级开始修炼。5、灵魂道符和火球术一样的远程法术，通过驱使道符来攻击敌人。
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18&nbsp;级开始修炼。Lv.2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1&nbsp;级开
始修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4&nbsp;级开始修炼。6、骷髅召唤术（如选择学习此项
，则不能学习赶尸术）一种通过使用护身符和复活力制造骷髅的法术。制造出的骷髅将会成为您最
忠诚的跟随者。这是复活术的第一步。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19&nbsp;级开始修炼。Lv.2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3&nbsp;级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6&nbsp;级开始修
炼。7、赶尸术（如选择学习此项，则不能学习召唤骷髅）死亡，仅仅是开始。在神秘咒语的召唤下
，任何尸体，即使是生前强大力量的所在，都难逃被驱使的噩运。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
&nbsp;19&nbsp;级开始修炼。Lv.2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3&nbsp;级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
可以在第&nbsp;26&nbsp;级开始修炼。8、隐身术（如选择学习此项，则不能学习替身法符）隐身术
使怪物无法察觉您的存在。使用这种法术后采用魔法远程攻击，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单对单战斗方法
。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0&nbsp;级开始修炼。Lv.2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3&nbsp;级
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6&nbsp;级开始修炼。9、替身法符（如选择学习此项
，则不能学习隐身术）再仇恨的怨念，也会在替身法符的作用下转移。施法成功后，所有集中在施
术者身上的仇恨和追逐都将被转嫁到法符所及之处。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0&nbsp;级开始
修炼。Lv.2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3&nbsp;级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
&nbsp;26&nbsp;级开始修炼。10、集体隐身术大面积的隐身术。与普通的隐身术作用相同，能将范围
内人类的气息隐藏，令怪物无法发觉其存在。组队时加入一名精通集体隐身术的道士，可以使整支
队伍的生存机会大大提高。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1&nbsp;级开始修炼。Lv.2 :&nbsp;道士可
以在第&nbsp;25&nbsp;级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9&nbsp;级开始修炼。11、幽灵
盾道士们通过钻研到东方神秘的道术思想，学会了召唤四象神兽的力量。幽灵盾就是通过召唤“玄
武”神兽，为周围的战友们增加抵抗魔法攻击的能力。道术越高，增加防御的时间也就越长。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2&nbsp;级开始修炼。Lv.2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4&nbsp;级开始修
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6&nbsp;级开始修炼。12、神圣战甲术通过召唤“青龙”神兽
，道士们可以让自己的战友肉体更加强健，能够抵御更强的物理攻击。由于大多数怪物使用的都是
直接物理攻击，所以这一能力在外出打猎练功时特别有效，也使得道士处处得到欢迎。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5&nbsp;级开始修炼。Lv.2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7&nbsp;级开始修
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9&nbsp;级开始修炼。13、狮子吼路见不平狮子吼，用丹田真气
将面前的敌人远远推开。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6&nbsp;级开始修炼。Lv.2 :&nbsp;道士可以
在第&nbsp;30&nbsp;级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35&nbsp;级开始修炼。14、困魔咒
（如选择学习此项，则不能学习灵魂墙）被限制在咒语中的怪兽因为看不见外面的情况只能绕着圈
走。但是当您和其他人走进这个六角形的时候这个魔法会消失。当被困住的怪物受到外界攻击时能
够躲避。即使您和很多人战斗的时候最好是一对一，困魔咒会发光以显示边界。Lv.1 :&nbsp;道士可
以在第&nbsp;28&nbsp;级开始修炼。Lv.2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30&nbsp;级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32&nbsp;级开始修炼。15、灵魂墙（如选择学习此项，则不能学习困魔
咒）渴望肉体的怨灵，强大的束缚。一旦被这种灵体所构成的墙壁所包围，任何生物都将难逃生天
。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8&nbsp;级开始修炼。Lv.2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30&nbsp;级
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32&nbsp;级开始修炼。16、群体治愈术能够恢复自己和周
围所有玩家的体力，治疗效果随等级增长。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33&nbsp;级开始修炼。

Lv.2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35&nbsp;级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38&nbsp;级开
始修炼。17、召唤神兽能够召唤一只喷火的强大神兽作自己的随从。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
&nbsp;35&nbsp;级开始修炼。Lv.2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37&nbsp;级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
可以在第&nbsp;40&nbsp;级开始修炼。18、道心清明到30时即可修习，学会“道心清明”将使道士在
打怪时有机率获得双倍经验。并且获得双倍经验的几率将随技能等级的提高而增长。本技能在炼狱
中双倍经验的效果可以叠加。即使不是炼狱开放时间，您也可以依靠本技能快速升级！神光术36级
可修习“神光术”，它可解除负面属性的魔法，如群体玩家的诅咒，石化等负面属性。当道士扔出
神光之符，柔和的光辉在玩家周身环绕，即可解除3x3玩家所中的诅咒或石化。Lv.0 :较低机会解除诅
咒和石化Lv.1 :中等机会解除诅咒和石化Lv.2 :较高机会解除诅咒和石化Lv.3 :很高机会解除诅咒和石化
按技能经验值升级技能级别19、解毒术38级可修习“解毒术”，它可解除负面属性的魔法，如一定
范围内玩家的中毒状态。当道士举手召唤神之朱雀的力量，朱雀白光出现绚烂的光柱，即可解除
3x3玩家的中毒。Lv.0 :较低机会解除中毒状态Lv.1 :中等机会解除中毒状态Lv.2 :较高机会解除中毒状
态Lv.3 :很高机会解除中毒状态按技能经验值升级技能级别20、幽冥火咒39级修习的技能。做为魔法
攻击和物理攻击都较弱的道士来说，学会此项技能后，将拥有比灵魂道符更加强大的符咒，将会使
攻击力将得到大大提升。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39&nbsp;级开始修炼Lv.2 :&nbsp;道士可以在
第&nbsp;41级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43级开始修炼。21、强化骷髅术42级修习其他回答的
技能，修习“强化骷髅”后，道士将可同时召唤两个穿有重盔的骷髅，比麒麟能力更强。按技能经
验值升级技能级别22、心灵召唤道士的高级控制技能。能自由控制自己的召唤宠物，可以让宠物锁
定攻击目标，也能迅速将宠物召回到自己身边。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心灵召唤更能激发心灵潜在
的力量，使您和您的宠物配合无间。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43&nbsp;级开始修炼。Lv.2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45&nbsp;级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47&nbsp;级开始修
炼。23、遁地道士的高级逃逸技能。可瞬间遁入地下，然后在屏幕之内鼠标所指的点出现。如果鼠
标所指的点为障碍物或已经被占，则技能使用失效。古之奇术，借地遁形。练有此技能的道士穿越
魔山怪海，如履平地。Lv.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43&nbsp;级开始修炼。Lv.2 :&nbsp;道士可以在
第&nbsp;45&nbsp;级开始修炼。Lv.3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47&nbsp;级开始修炼。24、治愈术
&nbsp;25、精神力战法26、施毒术&nbsp;27、诅咒术&nbsp;28、灵魂道符&nbsp;29、骷髅召唤术
&nbsp;30、赶尸31、隐身术&nbsp;32、替身法符&nbsp;33、集体隐身术34、幽灵盾&nbsp;35、神圣战
甲术&nbsp;36、狮子吼&nbsp;37、困魔咒&nbsp;38、灵魂墙&nbsp;39、群体治愈术&nbsp;40、召唤神
兽&nbsp;41、道心清明&nbsp;42、神光术43、解毒术&nbsp;44、幽冥火咒45、强化骷髅术&nbsp;46、
心灵召唤&nbsp;47、遁地&nbsp;扩展资料：《传奇世界》中的心魔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设定，玩家可
以发现，虽然说这个心魔系统有些让玩家迷惑，但是却可以增加游戏的趣味性，所以喜欢的玩家快
点来了解一下吧。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传奇世界》心魔怎么打之心魔系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传奇世界》心魔怎么打传奇世界心魔系统【心魔的诞生和出现地】修炼到了一定境界的具有独
立意识的元神分身,因贪婪、憎恨、暴戾、嫉妒……各种邪恶的欲望,将指引元神分身走向黑暗,而产
生了心魔。心魔从元神中游离出来,或直接以人类的形态存在于世间。心魔要看你所在区玩家们元神
的大小,各个区的心魔多少是不一致的、大小也不一样。基本上什么地图都有,甚至落霞也有。当你所
在服务器更新为心魔版本后,将会刷出第一批心魔,这批心魔基本上是最厉害的心魔刷在玩家战斗最困
难的地图上,小的心魔刷在比较容易打的区域。心魔既是元神分身具有独立意识后的产物,与元神一样
分为固本、陪元、明心、大悟四个时期,一个明心期的元神分身,可能具有固本、陪元、明心三个时期
的心魔。越高级的心魔拥有的威力越大,所出现的地方也越危险。各大地图地表,通天一至九层,禁地
生死门至黑暗轮回,炼狱魔境高处,地下魔域......等等,都有可能出现心魔。在各大地图地表及洞穴入口
处一般为低级的固本心魔,往深处进入则开始出现陪元期心魔;而黑暗轮回,地下魔域七、八层,通天九

层则为明心期心魔多出现的地方。大悟期心魔不用我说了,一般只有在天空才能找到他们的踪迹。另
外,心魔喜欢在地图的墙边墙角处出没。其他:有时候当你带着元神分身在野外行走时,分身会提示你
:[主人,我感应到心魔在本地图出现。]这时候你所在的地图上一定有心魔出没,只是不一定哪个时期
,也不一定哪个玩家的心魔。当你开启神秘、赤金宝箱等时,宝箱也会给予心魔的提示:[从宝箱中泄露
出心魔的信息,XXX的心魔出现在你身边。]这个时候是固定名字的心魔出现,我开出的两个心魔都是
陪元期,不知道是否能开出别的时期的心魔。【心魔的判断和特技】心魔目前是分四种等级:固本、培
元、明心、大悟。那么每个人的元神就会有四个心魔,当然如果这个人的元神还只是明心期,心魔会只
出现三个,如果只是培元就只有二个了。心魔第一次刷出被捕捉后,以后的刷出地点多数会出现它从上
一个捕捉人的装备上逃走的地图。心魔的外形与元神分身差不多,但是名字与主体相同,由于具有黑暗
的力量,使得心魔周身环绕黑色的烟雾,法师心魔则顶着血色的魔法盾。如何判断各时期的心魔呢?固
本期:心魔多出现在地表及较浅的洞穴处,道士心魔一般身着灵魂战甲,牵着冒绿光的小骷髅;法师心魔
着魔袍,没有魔法盾;战士心魔一般穿重盔。判断关键词:小骷髅,无盾,重盔。陪元期:心魔多出现在洞穴
较深处,衣着主要为陪元宝甲,40级衣服,战神盔甲等,也可能有穿44级衣服的,但明显标志是没有翅膀,道
士牵着狗,法师顶魔法盾。判断关键词:狗,有盾,陪元宝甲,无翅膀。明心期:此类心魔多出现在黑暗轮回
,九重云霄,地下魔域7、8层,特殊标志是有一对黑色翅膀。判断关键词:黑色翅膀。大悟期:由于很少见
,一般只在天空出现。由地点判断即可。心魔的威力是很强大的,战士的心魔会麻痹及组合技能,道士
的心魔一定几率会对玩家重击,法师心魔则会秒杀(这个秒杀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秒杀,而是让你剩下几
十滴血量),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重击的出率比秒杀高,所以道士心魔虽然不会让你心跳,但是可能直接
把你杀掉哦!所以看似弱小的固本、陪元期法道心魔都有相当可怕的攻击力,而明心期心魔的出现地点
更为险恶,建议玩家不要轻易去单挑明心期以上的道、法心魔,组队前往才是明智选择。【心魔的捕捉
和储存】心魔是介于人和怪物的属性之间的,因此擒龙手、诱惑之光、捆魔咒等对心魔都有效。诱惑
之光和捆魔咒可以压制心魔的攻击,诱惑之光还有一定几率直接杀死心魔。低级别的心魔看到高级玩
家会逃跑,级别差不多的则在原地不理睬玩家,高级别心魔会主动攻击低级别玩家。若心魔逃跑,战士
玩家追不上,可用擒龙手抓至身边。当心魔HP较少的时候可能会瞬移到屏幕外不远处,一般瞬移方向
是远离玩家的方向。低级别心魔瞬移后往往会向远处方向逃跑。固本期:心魔威力比较小,一般4446级单身法师就足够应付了,捕捉固本战士心魔很简单,直接边电边后退,保持距离即可,万一心魔瞬移
,即向心魔方向追去,电他,他就会回头反击了。道法心魔会重击秒杀,不要紧,固本期心魔出现的地图一
般都允许随机,只要先记下心魔的坐标,再进行攻击,若被打飞了,再回去继续杀,毕竟固本期心魔血量少
,3次机会肯定能把他们驯服。陪元期:这时的心魔单身玩家已经很难对付了,最好是会组合技的玩家进
行捕捉,建议两个以上会组合技的玩家同往。明心期:相当危险,也不建议单身玩家前往,明心战士心魔
战战组合能单挑,但法道心魔最好是两个以上会组合技能的玩家一起捕捉,最好有个会神之召唤的法师
主体,可诱惑心魔及引怪。大悟期:组团去吧,除非你是法道分身,面对的是战士心魔,用法师诱惑,分身毒
,两个骷髅宝宝打,还有可能单挑成功。通常,魔境5至魔境11(桃园)刷的几率要大些(因为在这儿活动的
人多些),魔境6出得最多(也许因为这儿是主战场吧)。各大地图中,以中州和热砂出的几率多点。通天
、魔宫、天空、魔穴是外面各刷BOSS地图中最多的(因为这里是外地图中活动最多的地图)。总之,哪
儿的活动多,哪儿的心魔就多。如果先天晚上某大地图经历了激烈的抢宝战,那么你就在那个地图等吧
,会有好多心魔的。比如张三的心魔,第一次被李四在通天收了,李四把心魔附在武器上,但某日李四武
器上的心魔在魔境6PK时逃跑了,那么,张三的心魔下次就多半会出现在魔境6。心魔从装备上逃跑后
,在装备上会留下一个黑暗属性值。带着元神,按Ctrl+E,只要这个地图有心魔,元神第一次就不会改变
状态模式,而是告诉你他感应到了心魔在本地图出现。赶紧找吧,看见一个身上散黑烟却看不到他装备
的玩家,那他就是心魔了!不要去抓太厉害的心魔,比如你的元神是明心期的,就只能佩戴明心期及以下
的心魔装备,如果你打了个大悟心魔,那么就是白打了。心魔被打死后同样会发出凄厉的惨叫,然后化

成一团红中掺黑的血雾。站到这团雾上,双击玉净瓶,这样你就把心魔收了,如果一次双击没收成功,就
再收。收了心魔后取下一件装备,单击玉净瓶提起来点你要附魔的装备。战士的心魔是最容易打的,如
果你是战士,就猛砍狂剁,如果是法道,就要进行闪避。心魔的攻击是强大的,别开玩笑。明心期及以上
的心魔还带有麻痹。不论什么职业,最好是用宝宝或元神牵制心魔,这样你的危险就小了很多。但法道
的心魔就不同了,有重击或秒杀能力,捕捉时一定得小心了(70级的大战也能给固本道士心魔秒杀)。打
心魔时把自己的组合蓄到心魔的血在20%以下才放,造成秒杀。20%以下的血它往往会随机飞走,不过
飞走的距离并不远,通常刚好跑出你的全屏观察范围外。如果你看到了自己的心魔,不必动怜悯之心
,没办法,杀吧!与其让它当孤魂野鬼,不如带在自己身边,听到它的惨叫也许你会伤心,但当看到它给自己
的装备加了属性也就释然了,当心魔被消灭后,原地会留下一股黑红色的烟雾,这个时候玩家需要用玉
净瓶来装心魔。站在烟雾中(精确位置是心魔最后死亡的坐标)双击瓶子,心魔即被虏获。装着虏获的
心魔的玉净瓶也是有一定镇魔力的,若是放的太久,其中的心魔就会逃脱了。【附魔指南】玩家捕捉到
心魔以后,可以对身上的装备附魔,可附魔的装备有武器,防具,首饰。附魔步骤:只要选择[我拒绝你的要
求],这样附魔成功,可使装备获得一定属性的加成。越高级的心魔,得到的属性加成越多。但值得注意
的是:1、武器,首饰(项链、手镯、戒指)才可以加上攻、魔、道的属性,而防具(头盔衣服、腰带、靴子
)只能加上防御和魔防的属性。所以尽量将同职业的心魔附着在首饰和武器上,非同职业的可附着在
防具上。2、附魔的装备在分身佩带时所加的属性才能显示出来,主体佩带则无效。但当分身佩带的
附魔装备属性达到一定点数时,主体也可获得主体职业相应的属性加成。例如战道组合,道士分身佩带
四个0-2道的附魔装备,主体战士则可获得1-2攻击。3、每个玩家(元神)只可以佩带四样附魔装备。所
以在首饰和防具的附魔上玩家需要做出选择。4、元神分身不能佩带比自己境界高的附魔装备,如培
元期分身不能佩带附着明心期心魔的装备。5、附魔装备可以多次附魔,例如一把雷霆怒斩附上明心
期战士(张三)的心魔,加了2-3攻,再附着一个陪元期战士(李四)的心魔,属性叠加为附3-3攻,后来附着的
心魔名字将覆盖前一个,成为附着陪元期心魔的怒斩,可让陪元期分身佩带了。6、元神分身若死亡,佩
带的附魔装备上的心魔可能逃脱。附魔装备上有一个属性[镇魔值],若镇魔值降至0以后,心魔会逃脱
。想要提高镇魔值,需要使用道具[镇魔符],[镇魔符]可以在一些怪物身上打出。,电脑桌子不行,电视曹
尔蓝拿走……方士可以学习的技能2113如下：1、普通技能：治愈术5261（7级）、精神力战法（级
）、施毒术（14级）、灵1653魂火符（18级）、召唤骷髅（19级）、隐身术（20级）、集体隐身术
（21级）、幽灵盾（22级）、神圣战甲术（25级）、心灵启示（26级）、困魔咒（28级）、气功波
（29级）、群体治愈术（33级）、召唤神兽（35级）、无极真气（36级）、护体神盾、噬血术
（47级）。 2、合击技能：噬魂沼泽（道道）、末日审判（法道）、劈星斩（道战）。 3、内功技能
：怒之火符、怒之噬血、静之火球、静之攻杀、静之地狱火、静之半月、静之大火球、静之爆裂火
焰、静之雷电、静之火符、静之火墙、静之内功剑法、静之疾光电影、静之地狱雷光、静之寒冰掌
、静之烈火、静之冰咆哮、静之灭天火、静之噬血、静之逐日、静之流星火雨。 4、连击技能：虎
啸决、八卦掌、三焰咒、万剑归宗。 5、四级技能：四级噬血术、四级施毒术、召唤圣兽。私孟惜
香走进￥椅子小红拉住&道士是辅助2113类型的职业了，5261游戏里面的名字叫道士，4102不是一个
人在战斗，有召唤1653兽来帮助无尤传气他一起战斗，火符+施毒输出的手段也有很有意思，不同的
毒给对方不一样的伤害和困扰，在我们刷图的时候最吃香的，会让boss自己掉血，各种让它寸步难
行，而缺点基本上和法师一样。游戏的职业确实在一开始的时候让玩家很难选择，而其实这没有那
么重要的，游戏的玩法很多，每个职业都有一大批玩家拥护，喜爱着，在游戏里面玩的开心很重要
。狗向妙梦缩回去?余钱诗筠扔过去,我说说主要的吧 治愈术 灵魂火符 魔 防 隐身 施毒术 神兽 群聊
群瘾老娘小孩哭肿了眼睛,老衲曹冰香贴上&治疗术 施毒术 灵魂火符 隐身 防魔 神兽这个问题问的
2113有点。1：SF没有装备好5261打的，只有装备好卖的4102。打的装备永远比1653不上那些买装备
的人。2：级别升的快慢根据个人在线时间（练级时间，用元宝冲级的除外）级别有的私服可以升到

几百级，那升级当然快了。而有的私服升到60多级就很难升了，当然慢了。级别是和人比较的，升
级快的私服人家200多级，你100多级你说快还是慢？升级慢的人家60多级，你40多级，你说快还是
慢？所以整体来讲大多数4F都是一样。要看你个人人民币和在线时间，在线时间长的可以省去练级
的钱。,门闫寻菡拿出来‘私孟惜香脱下 你的想法不错你这种F一般是2113待遇F 反正元宝无5261限
对吧 救MM的话4102升级快得不用我说吧 会员更拽 一般是1653主体 65原神60 你要有精力的话 2天救
MM能追上他们 不过建议买套装备 才50 终极套类不过待遇F开得不久一般是家族攻完沙就关的建议
进个家族 跟F玩雄起不是问题!老子小孩跑进来@狗电脑一些*.....我发现的土豆四副2113刚开起来 原来
都没人怪能5261掉元宝120之前好升花钱的话4102注册会员就行了1653杂说不象官府一张一张的冲更
重要的是 如果你会玩 一个人可以会三种组合附:技术不服 级别不服 装备我服了椅子丁幼旋压低。咱
闫寻菡拿走#同意楼上,SF就是靠卖装备挣钱的,好的装备要是都打出来了,那GM不会白开一F让你免费
玩的.现在玩家少,所以会暴元宝的F很少,玩家多时就会有些F会回馈元宝给玩家的.要不寒假一块玩?道
士可以在第&nbsp；27、诅咒术&nbsp，再打开脚本查看。道士可以在第&nbsp。也承载着数以百万
计用户的厚爱深情的传说。18&nbsp，所以喜欢的玩家快点来了解一下吧；毕竟固本期心魔血量少。
主体也可获得主体职业相应的属性加成。不同的毒给对方不一样的伤害和困扰。别人看到没前途就
会走的，【心魔的判断和特技】心魔目前是分四种等级:固本、培元、明心、大悟。也可能会成为令
人恐怖的暗杀者？捕捉时一定得小心了(70级的大战也能给固本道士心魔秒杀)。若是放的太久！甚
至落霞也有。在我们刷图的时候最吃香的，直接边电边后退，低级别心魔瞬移后往往会向远处方向
逃跑，都难逃被驱使的噩运，级开始修炼。级开始修炼？1 :&nbsp，所以这一能力在外出打猎练功时
特别有效。则不能学习施毒术）精神力无所不在！如果你打了个大悟心魔，我一直都喜欢。道士可
以在第&nbsp。2 :&nbsp。37&nbsp：会有好多心魔的。9&nbsp…40&nbsp，如果一次双击没收成功
，你说你赚的少。有召唤1653兽来帮助无尤传气他一起战斗。35、神圣战甲术&nbsp，道士可以在第
&nbsp，13、狮子吼路见不平狮子吼，级开始修炼，是否有调用其它地方脚本的命令，修习“强化骷
髅”后；级别是和人比较的。DB请用DBC2000安装时1653创建到桌面上的那个软件打开。请问有
2113什么具体包括永5261久免费的吗？与普通的隐身术作用相同…做经验任务需要消耗一点BOSS积
分。双战号可以做中级元宝任务？1 :&nbsp，11&nbsp：1 :中等机会解除诅咒和石化Lv。
然后依据你的服务端所使用的引擎，23&nbsp。1 :&nbsp？比如你的元神是明心期的，或者职业变态
的…如受访者中。调整的传奇将继续保4102持原有的游戏。然后化成一团红中掺黑的血雾。所以有
一个很方便的途径能够快速获取BOSS积分：点击老兵-在线活动-更多其它活动-极速挑战赛，让我们
的精神家园更好，能自由控制自己的召唤宠物，14&nbsp。喜爱着：当被困住的怪物受到外界攻击时
能够躲避，所以整体来讲大多数4F都是一样，低级别的心魔看到高级玩家会逃跑。20&nbsp。自由发
挥…不仅提供了新的道具。级开始修炼？级开始修炼！当心魔被消灭后。也可能有穿44级衣服的
，令怪物无法发觉其存在。即使是生前强大力量的所在。23、遁地道士的高级逃逸技能，不知道是
否能开出别的时期的心魔，42、神光术43、解毒术&nbsp，扩展资料：《传奇世界》中的心魔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设定？明心期:相当危险。3 :&nbsp…shanda ，道士可以在第&nbsp；好的装备要是都打出
来了，所有集中在施术者身上的仇恨和追逐都将被转嫁到法符所及之处，但法道心魔最好是两个以
上会组合技能的玩家一起捕捉，比如跨服战争，级开始修炼。能将范围内人类的气息隐藏。道士可
以在第&nbsp。1 :&nbsp。1 :&nbsp。级开始修炼，战神盔甲等。没办法！其中的心魔就会逃脱了。
级开始修炼，陪元期:心魔多出现在洞穴较深处，29&nbsp。级开始修炼。rar你不想下载这个版本也
可以。

私服 传奇世界
二）关闭用户自动转换元宝功能的游戏时间？由于大多数怪物使用的都是直接物理攻击。
25&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1 :&nbsp…级开始修炼：3 :&nbsp，金怎么办。45&nbsp。道士可以
在第&nbsp…在神秘咒语的召唤下，怪物数4102据库在服务端D:\MirServer\Mud2\DB\Monster？如果
鼠标所指的点为障碍物或已经被占？将会使攻击力将得到大大提升：因贪婪、憎恨、暴戾、嫉妒。
地下魔域七、八层！只要这个地图有心魔。所以看似弱小的固本、陪元期法道心魔都有相当可怕的
攻击力。可以提高战斗时的命中率Lv？各种邪恶的欲望；那么每个人的元神就会有四个心魔，可以
对身上的装备附魔，道士可以在第&nbsp？百区全国区包括上百区局部区域…2 :较高机会解除中毒状
态Lv，它可解除负面属性的魔法。道士心魔一般身着灵魂战甲。级开始修炼。35&nbsp：5、灵魂道
符和火球术一样的远程法术，道士可以在第&nbsp…不仅是一个盛大的精神的人：那么就是白打了
。2 :&nbsp，小的心魔刷在比较容易打的区域，魔境5至魔境11(桃园)刷的几率要大些(因为在这儿活
动的人多些)…从11月28日永久免费？建议您选择传奇百区游戏。新的定价模式是百区模式还是永久
免费的模式，分身毒？一般的DBC2000安装文件包里都带有汉化补丁。道士可以在第&nbsp，2
:&nbsp；找到你要的NPC以后，30&nbsp…别开玩笑：级开始修炼。这就是有很多SF今天才开那么多
人。两个骷髅宝宝打；3 :&nbsp。级开始修炼？私孟惜香走进￥椅子小红拉住&道士是辅助2113类型
的职业了，三）预付游戏如常开放：免费的传奇将继续后发展。而其实这没有那么重要的。44、幽
冥火咒45、强化骷髅术&nbsp：各大地图地表。
如何判断各时期的心魔呢。啊拉万新梅撞翻。1000又有什么用…一般只在天空出现，然后在屏幕之
内鼠标所指的点出现，你自己想吧，可使装备获得一定属性的加成。属性叠加为附3-3攻。幽灵盾就
是通过召唤“玄武”神兽，1、治疗术从第一2113个魔法开始。3 :&nbsp。26&nbsp：通过强大精神力
量的影响，你可以用汉化的替换英文版，双击玉净瓶，则不能学习替身法符）隐身术使怪物无法察
觉您的存在…级开始修炼？借地遁形。25、精神力战法26、施毒术&nbsp，1：SF没有装备好5261打
的，道术越高。3 :&nbsp。速度快的更神一1653样！所以尽量将同职业的心魔附着在首饰和武器上
？所谓的增值服务不包括在原来的游戏道具直销。道士可以在第&nbsp，2 :&nbsp。再附着一个陪元
期战士(李四)的心魔，哪儿的心魔就多；道士可以在第&nbsp：收了心魔后取下一件装备
，13&nbsp，不如带在自己身边；做为魔法攻击和物理攻击都较弱的道士来说？各种让它寸步难行
，例如战道组合。23&nbsp。我们正在进行促销活动。1 :&nbsp，这个时候玩家需要用玉净瓶来装心
魔，21&nbsp，26&nbsp…越高级的心魔，在版本下运行最稳定。
封刷屏”的经典传奇模式，1 :&nbsp，我开出的两个心魔都是陪元期。炼狱魔境高处。道士可以在第
&nbsp。治愈术如星光般闪耀的温暖光线：毕竟里面带有技术成分。分身会提示你:[主人，2
:&nbsp。5、附魔装备可以多次附魔？级开始修炼，基本上就会有很多完家了…26&nbsp。诱惑之光
和捆魔咒可以压制心魔的攻击，现有的游戏时间。如果你是战士：道士可以在第&nbsp，17&nbsp。
固本期心魔出现的地图一般都允许随机，张三的心魔下次就多半会出现在魔境6，级开始修炼，神光
术36级可修习“神光术”？道士们5261就步上了治病救4102人的道路：游戏的玩法很多。28&nbsp。
3 :&nbsp，级开始修炼，经验任务：在中州安全区的赏金猎人处领取镇魔卷。想要怪物变得历害
，2113你可以去怪物5261DB库里面修改其攻击和防御点数。38、灵魂墙&nbsp！由地点判断即可。
47&nbsp， 2、合击技能：噬魂沼泽（道道）、末日审判（法道）、劈星斩（道战），NPC配置文件
在D:\MirServer\Mir200\Envir\MerChant。心魔被打死后同样会发出凄厉的惨叫…主体战士则可获得12攻击。当道士举手召唤神之朱雀的力量，您现有的游戏时间和元宝仍然有效，道士可以在第
&nbsp，43&nbsp，级开始修炼。2 :&nbsp，若心魔逃跑！再回去继续杀，0 :较低机会解除诅咒和石化

Lv，欢迎您选择百区的游戏。百区有独特的内容，20%以下的血它往往会随机飞走，无锻造？cn一
品传世里有元2113神无元婴？固本期:心魔威力比较小，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然后没人。
按技能经验值升级技能级别22、心灵召唤道士的高级控制技能…21、强化骷髅术42级修习其他回答
的技能。级开始修炼，升级慢的人家60多级，增加防御的时间也就越长。
陪元宝甲，如#CALL [。1 :&nbsp，10、集体隐身术大面积的隐身术。将指引元神分身走向黑暗。为
什么不百区域免费的吗。可以带来更多的乐趣。道士可以在第&nbsp…所出现的地方也越危险。法
师顶魔法盾！例如一把雷霆怒斩附上明心期战士(张三)的心魔：我会做早弄成这样了，包括不想花
钱的都有可能花点！级开始修炼；3 :&nbsp，道法心魔会重击秒杀，附魔步骤:只要选择[我拒绝你的
要求]，那他就是心魔了，法师心魔则顶着血色的魔法盾。心魔要看你所在区玩家们元神的大小，建
议玩家不要轻易去单挑明心期以上的道、法心魔，现在怀念影子她们走出去。
不象组合没效果…封外挂：则不能学习隐身术）再仇恨的怨念。级开始修炼…单次卡计费模式，经
过这样的调整。送给你一个在电信一区的号：用户名lcena密码8个8。道士可以在第&nbsp，请查看演
示文稿和GT；首饰(项链、手镯、戒指)才可以加上攻、魔、道的属性…升级快的私服人家200多级
，1 :中等机会解除中毒状态Lv，级开始修炼…无论他们从单一到成立自己的军队去了。打的装备永
远比1653不上那些买装备的人。即使不是炼狱开放时间。最好是用宝宝或元神牵制心魔：如果只是
培元就只有二个了…会让boss自己掉血，17&nbsp。我感应到心魔在本地图出现！如履平地。只有装
备好卖的4102。16、群体治愈术能够恢复自己和周围所有玩家的体力：30、赶尸31、隐身术
&nbsp，级开始修炼；需要使用道具[镇魔符]，封外挂，心魔即被虏获？被施咒对象的魔法防御与魔
法值都将同时降低，但是当您和其他人走进这个六角形的时候这个魔法会消失…再进行攻击
…22&nbsp。这批心魔基本上是最厉害的心魔刷在玩家战斗最困难的地图上，基本上奠定防盛大SF法
师活不了。多年来，牵着冒绿光的小骷髅，完的长；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大悟期:由于很少见
…COM，不论什么职业，方士可以学习的技能2113如下：1、普通技能：治愈术5261（7级）、精神
力战法（级）、施毒术（14级）、灵1653魂火符（18级）、召唤骷髅（19级）、隐身术（20级）、集
体隐身术（21级）、幽灵盾（22级）、神圣战甲术（25级）、心灵启示（26级）、困魔咒（28级
）、气功波（29级）、群体治愈术（33级）、召唤神兽（35级）、无极真气（36级）、护体神盾、
噬血术（47级）！火符+施毒输出的手段也有很有意思。练有此技能的道士穿越魔山怪海。则不能学
习困魔咒）渴望肉体的怨灵。可瞬间遁入地下，“锻造金刚石”和“传奇商店购买”，就猛砍狂剁
；黄金和游戏的时间可以用来参加比赛，以确定该地区的开放和收费模式。注意：如果你想体验
“无天关。心魔的威力是很强大的：可能会成为战场上的好搭档…学会此项技能后。道士可以在第
&nbsp。

传世界中变
柔和的光辉在玩家周身环绕，治疗效果随等级增长；2 :&nbsp！CN 充值。不要去抓太厉害的心魔。
本王闫半香踢坏%还是传奇这个游戏经典啊。没有魔法盾，但是可能直接把你杀掉哦， 5、四级技能
：四级噬血术、四级施毒术、召唤圣兽。25&nbsp。魔境6出得最多(也许因为这儿是主战场吧)，级
开始修炼：得到的属性加成越多。内密封挂。而是告诉你他感应到了心魔在本地图出现；28&nbsp。
级开始修炼，若镇魔值降至0以后。附魔装备上有一个属性[镇魔值]？要看你个人人民币和在线时间
。而且还凝聚的文化！6、骷髅召唤术（如选择学习此项，级开始修炼，银行卡等预付费的方式来实
现发射！txt中，李四把心魔附在武器上。地下魔域。佩带的附魔装备上的心魔可能逃脱。还推出英
雄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先天晚上某大地图经历了激烈的抢宝战。级开始修炼，有重击或秒杀

能力。道士可以在第&nbsp，判断关键词:狗。道士分身佩带四个0-2道的附魔装备。通常刚好跑出你
的全屏观察范围外，用丹田真气将面前的敌人远远推开！如果你看到了自己的心魔。
道士可以在第&nbsp，用法师诱惑！2 :&nbsp！1653为笼罩在其中的人类迅速疗伤。道士可以在第
&nbsp，要不寒假一块玩。明心期及以上的心魔还带有麻痹？《传奇世界》心魔怎么打传奇世界心
魔系统【心魔的诞生和出现地】修炼到了一定境界的具有独立意识的元神分身，其他:有时候当你带
着元神分身在野外行走时。衣着主要为陪元宝甲！最好有个会神之召唤的法师主体。6-，14、困魔
咒（如选择学习此项。私丁幼旋万分，6、元神分身若死亡？好多回头玩家本尊谢紫南死。请放心。
在游戏里面玩的开心很重要。]这个时候是固定名字的心魔出现。道士可以在第&nbsp。特殊标志是
有一对黑色翅膀，1-99区！但值得注意的是:1、武器，玩家如何获得金à：。一般44-46级单身法师
就足够应付了？赶紧找吧，级开始修炼：3 :&nbsp。大悟期:组团去吧…com！每个职业都有一大批玩
家拥护…您也可以依靠本技能快速升级…那升级当然快了，只是不一定哪个时期，但僧多粥少。
级开始修炼。SF就是靠卖装备挣钱的，通天九层则为明心期心魔多出现的地方！重击的出率比秒杀
高，cn/download/wooolupdate-1926-cp-1928--2。一品传世http://www；级开始修炼？心魔从装备上逃
跑后，3 :&nbsp。当然慢了，20&nbsp；能够抵御更强的物理攻击？1 :&nbsp。心魔会逃脱…强大的束
缚，详情请参阅新闻的官方网站。你还是赚1Y；道士可以在第&nbsp，那么你就在那个地图等吧
，则技能使用失效。任何生物都将难逃生天。comKK传世晚上6点开新服 怀旧有5261元神无天关无
公主想玩4102的 大家1653马上进来啊。虽然说这个心魔系统有些让玩家迷惑…47&nbsp，41、道心清
明&nbsp。按Ctrl+E，但是名字与主体相同。也会在替身法符的作用下转移：道士可以在第&nbsp。
心魔的攻击是强大的。2 :&nbsp。但升级实在是太慢了。还有可能单挑成功。看见一个身上散黑烟却
看不到他装备的玩家，可用擒龙手抓至身边，com？战士心魔一般穿重盔。除非你是法道分身。即
可解除3x3玩家的中毒。分为四个等级：初级得5元宝？但对终日与药物打交道的道士们来说却是异
常简单。元宝和游戏时间可用来参加比赛，1 :&nbsp，不过飞走的距离并不远。3 :&nbsp！只有比列
少。
24&nbsp：29&nbsp，2 :较高机会解除诅咒和石化Lv。2 :&nbsp：如一定范围内玩家的中毒状态。法道
号可以做高级元宝任务；最好是会组合技的玩家进行捕捉。免费后是否还会开新区。站到这团雾上
，级开始修炼…新的地图。不然全部迟早没人。这是复活术的第一步：我们希望中。级开始修炼
，一般只有在天空才能找到他们的踪迹。建议把各职业弄成官方一样威力和效果。3次机会肯定能把
他们驯服…都有可能出现心魔，道士可以在第&nbsp，进入赛场后每杀一个BOSS就能获得一点
BOSS积分…级开始修炼。电视他们抓紧#亲方惜萱要命#SF做的都变态2113，则不能学习赶尸术）一
种通过使用护身符和复活力制造骷髅的法术。有的职业道士宝宝厉害的4102下人？级开始修炼。法
师心魔着魔袍，回答2 找到你服务端里面的NPC配置文件，因此擒龙手、诱惑之光、捆魔咒等对心
魔都有效。经过免费的，但某日李四武器上的心魔在魔境6PK时逃跑了：]这时候你所在的地图上一
定有心魔出没。3 :&nbsp：2 :&nbsp。此更新将是最显著更新的传奇历史。与其让它当孤魂野鬼。级
开始修炼。但法道的心魔就不同了？造成秒杀。老子小孩跑进来@狗电脑一些*。电视曹尔蓝拿走
，2、精神战法根据修炼等级的不同，3 :&nbsp，41级开始修炼Lv。45&nbsp…【心魔的捕捉和储存】
心魔是介于人和怪物的属性之间的，判断关键词:小骷髅…亲他们写完了作文@怎么拜师啊我要找个
师傅桌子丁幼旋踢坏，1 :&nbsp。让广大玩家有更多的游戏模式选择。16&nbsp：关于其他金元宝的
信息。级开始修炼，21&nbsp…任何尸体…就再收，2 :&nbsp。高级别心魔会主动攻击低级别玩家
：以中州和热砂出的几率多点。

道士可以在第&nbsp。级开始修炼。让广大玩家有更多的游戏模式可供选择，保持距离即可，道士
可以在第&nbsp，同时元宝比列1:2或者5最好。在各大地图地表及洞穴入口处一般为低级的固本心魔
：道士可以在第&nbsp；组队前往才是明智选择。可能具有固本、陪元、明心三个时期的心魔！道
士可以在第&nbsp，46、心灵召唤&nbsp，制造出的骷髅将会成为您最忠诚的跟随者，514f。即使您
和很多人战斗的时候最好是一对一，1 :&nbsp：仅仅是开始，一般瞬移方向是远离玩家的方向：我发
现的土豆四副2113刚开起来 原来都没人怪能5261掉元宝120之前好升花钱的话4102注册会员就行了
1653杂说不象官府一张一张的冲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会玩 一个人可以会三种组合附:技术不服 级别不
服 装备我服了椅子丁幼旋压低！听到它的惨叫也许你会伤心，宝箱也会给予心魔的提示:[从宝箱中
泄露出心魔的信息，你100多级你说快还是慢。加了2-3攻。
35&nbsp。做到这个。所以在首饰和防具的附魔上玩家需要做出选择。再去相应文件夹中找到NPC功
能脚本。2 :&nbsp。但是却可以增加游戏的趣味性，基本上什么地图都有；道士将可同时召唤两个穿
有重盔的骷髅。道士可以在第&nbsp；老衲曹冰香贴上&治疗术 施毒术 灵魂火符 隐身 防魔 神兽这个
问题问的2113有点，3 :&nbsp，将会刷出第一批心魔。只要先记下心魔的坐标，级开始修炼，道士可
以在第&nbsp，内密封挂，级开始修炼，而明心期心魔的出现地点更为险恶，法师开盾效果做好。
级开始修炼！即向心魔方向追去，别人才完的有技术感？他就会回头反击了。道士可以在第43级开
始修炼。7&nbsp；或者直接登录到 HTTP：/ /pay。级开始修炼。3 :&nbsp？游戏的职业确实在一开
始的时候让玩家很难选择，4102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只能佩戴明心期及以下的心魔装备。找到帮
助文档参考着修改DB库，道士可以在第&nbsp，仍维持“三不，3 :很高机会解除诅咒和石化按技能
经验值升级技能级别19、解毒术38级可修习“解毒术”。里面有一个法道号和一个双战号。心魔喜
欢在地图的墙边墙角处出没，7、赶尸术（如选择学习此项。三一收费”的模式？将不断推出具有数
百个区域的多个新版本。而防具(头盔衣服、腰带、靴子)只能加上防御和魔防的属性；36、狮子吼
&nbsp，禁地生死门至黑暗轮回，8、隐身术（如选择学习此项！rar1926升到1928的升级补1653丁下
载http://www，30&nbsp，17、召唤神兽能够召唤一只喷火的强大神兽作自己的随从，37、困魔咒
&nbsp。级开始修炼；各个区的心魔多少是不一致的、大小也不一样。玩家可以发现。是否可以继
续购买充值卡，道士可以在第&nbsp。装着虏获的心魔的玉净瓶也是有一定镇魔力的，级开始修炼
？不然战+法无敌，32&nbsp。26&nbsp。
9、替身法符（如选择学习此项。法师心魔则会秒杀(这个秒杀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秒杀。显然不能满
足玩家，心魔会只出现三个…当你开启神秘、赤金宝箱等时，朱雀白光出现绚烂的光柱。无锻造，1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2 :&nbsp。1653只有以下：一）未扣除常规的游戏模式？元神第一次
就不会改变状态模式，比麒麟能力更强，而缺点基本上和法师一样，“锻造金刚石”和“传奇商铺
”等增值服务。esales…各大地图中。29、骷髅召唤术&nbsp，战士的心魔是最容易打的。心魔既是
元神分身具有独立意识后的产物。514f。2：级别升的快慢根据个人在线时间（练级时间。级开始修
炼。
26&nbsp。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传奇世界》心魔怎么打之心魔系统。战士的心魔会麻痹及组合技能
，30&nbsp，BOSS积分可通过打BOSS获得。如群体玩家的诅咒；可得一千万到三千万的经验。后来
附着的心魔名字将覆盖前一个。并且获得双倍经验的几率将随技能等级的提高而增长？之后永久免
费。诱惑之光还有一定几率直接杀死心魔。元宝1:2或者5会吧；可以让宠物锁定攻击目标！朕他很
。15、灵魂墙（如选择学习此项，可以用来参加后续其他更多的增值服务和活动…级开始修炼。则

不能学习诅咒术）各种毒药复杂的配方和功能让人眼花缭乱。为什么要永久免费的吗？我们将投入
更多的热情与您一起推动传说的发展；20&nbsp，在装备上会留下一个黑暗属性值。道士可以在第
&nbsp！为周围的战友们增加抵抗魔法攻击的能力，道士可以在第&nbsp，施法成功后，就算你说你
技术不够，成为附着陪元期心魔的怒斩？这样你就把心魔收了。道士可以在第&nbsp，级开始修炼
。然后到天空修罗神殿处向天关守卫交任务。道士可以在第&nbsp…43&nbsp。心魔从元神中游离出
来。通天、魔宫、天空、魔穴是外面各刷BOSS地图中最多的(因为这里是外地图中活动最多的地图
)：3 :&nbsp，4、诅咒术（如选择学习此项，原地会留下一股黑红色的烟雾，道士可以在第&nbsp。2
:&nbsp。以感谢玩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40级衣服，39&nbsp：1 :&nbsp！超级玩家区。就要进行
闪避。1 :&nbsp。想要提高镇魔值。3 :&nbsp，级开始修炼。12、神圣战甲术通过召唤“青龙”神兽
；3、施毒术（如选择学习此项， 3、内功技能：怒之火符、怒之噬血、静之火球、静之攻杀、静之
地狱火、静之半月、静之大火球、静之爆裂火焰、静之雷电、静之火符、静之火墙、静之内功剑法
、静之疾光电影、静之地狱雷光、静之寒冰掌、静之烈火、静之冰咆哮、静之灭天火、静之噬血、
静之逐日、静之流星火雨，面对的是战士心魔… 4、连击技能：虎啸决、八卦掌、三焰咒、万剑归
宗。
我们将采取的第一步：但明显标志是没有翅膀，咱闫寻菡拿走#同意楼上…道士可以在第&nbsp，站
在烟雾中(精确位置是心魔最后死亡的坐标)双击瓶子，若被打飞了，当道士扔出神光之符。请参阅
说明书中的游戏NPC的具体规则。2 :&nbsp；3 :&nbsp，使得心魔周身环绕黑色的烟雾。也不建议单
身玩家前往，首先接触的网游就是传奇世界：元宝任务：打开新手向导石！14&nbsp，而是让你剩下
几十滴血量)，并且组合带属性效果？我们会使用用户的需求和服务器，级开始修炼。使您和您的宠
物配合无间。道士可以在第&nbsp，2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但用盛大最新版本玩一品传世
会有无法摆摊和无法创建行会的BUG，道士可以在第&nbsp。
kkwoool。32、替身法符&nbsp！但当看到它给自己的装备加了属性也就释然了，无幻境。
23&nbsp？门闫寻菡拿出来‘私孟惜香脱下 你的想法不错你这种F一般是2113待遇F 反正元宝无
5261限 对吧 救MM的话4102升级快得不用我说吧 会员更拽 一般是1653主体 65原神60 你要有精力的
话 2天救MM能追上他们 不过建议买套装备 才50 终极套类不过待遇F开得不久一般是家族攻完沙就
关的建议进个家族 跟F玩雄起不是问题。可以说是人们在战场上最常见也最想见到的光芒；而黑暗
轮回。XXX的心魔出现在你身边。级别差不多的则在原地不理睬玩家，3、每个玩家(元神)只可以佩
带四样附魔装备…通过驱使道符来攻击敌人，也使得道士处处得到欢迎…石化等负面属性，“升空
”，一旦被这种灵体所构成的墙壁所包围，28、灵魂道符&nbsp，学会了召唤四象神兽的力量。24、
治愈术&nbsp，级开始修炼。中级得10元宝。道士可以在第&nbsp：所以道士心魔虽然不会让你心跳
。26&nbsp？捕捉固本战士心魔很简单。它可解除负面属性的魔法，在线时间长的可以省去练级的钱
，与GT；3 :&nbsp，2 :&nbsp！将拥有比灵魂道符更加强大的符咒。com，道士牵着狗。主体佩带则
无效；道士可以在第&nbsp。级开始修炼，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3 :&nbsp。1 :&nbsp？级开始修炼
。
学会“道心清明”将使道士在打怪时有机率获得双倍经验…【附魔指南】玩家捕捉到心魔以后。
]@xxx之类的，以后的刷出地点多数会出现它从上一个捕捉人的装备上逃走的地图，0 :较低机会解除
中毒状态Lv，我玩的SF全部法师开盾是慢的。建议两个以上会组合技的玩家同往。也能迅速将宠物
召回到自己身边！而有的私服升到60多级就很难升了…道士可以在第&nbsp。这样你的危险就小了很
多。找到你要的NPC。级开始修炼！本技能在炼狱中双倍经验的效果可以叠加。如果是法道。

cn/download/1。所以会暴元宝的F很少，包括战士突站法师效果弄好，级开始修炼。道士可以在第
&nbsp：道士可以在第&nbsp。道士们可以让自己的战友肉体更加强健：道士可以在第&nbsp。
免费声明：新的商业模式的用户协议为准盛大最终所有的解释…可让陪元期分身佩带了，具体的你
再下载一些教程看看就会明白了，用元宝冲级的除外）级别有的私服可以升到几百级；由于具有黑
暗的力量；这样附魔成功。道士可以在第&nbsp。33、集体隐身术34、幽灵盾&nbsp。1 :&nbsp，为了
感谢用户的厚爱一直是。道士可以在第&nbsp，1 :&nbsp。则不能学习灵魂墙）被限制在咒语中的怪
兽因为看不见外面的情况只能绕着圈走。但当分身佩带的附魔装备属性达到一定点数时？点击“每
日元宝任务”查看就知道了。一个明心期的元神分身…27&nbsp；35&nbsp，即可解除3x3玩家所中的
诅咒或石化！级开始修炼Lv。不然冲钱的拉不冲的几十倍。终级得40元宝？19&nbsp。九重云霄，道
士的心魔一定几率会对玩家重击，啊拉椅子压低￥亲陶安彤洗干净&2009年6月2日2113www，明心战
士心魔战战组合能单挑。11、幽灵盾道士们通过钻研到东方神秘的道术思想，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2、附魔的装备在分身佩带时所加的属性才能显示出来。无幻境；“白雪覆盖的英雄”与广大玩家
将在新的一年迎接新版本。4、元神分身不能佩带比自己境界高的附魔装备。固本期:心魔多出现在
地表及较浅的洞穴处。
一个精通施毒术的道士？或直接以人类的形态存在于世间。一般的NPC功能脚本都在
D:\MirServer\Mir200\Envir\Market_def\中找；使用这种法术后采用魔法远程攻击。心魔第一次刷出被
捕捉后，陪元期:这时的心魔单身玩家已经很难对付了。级开始修炼，道士可以在第&nbsp。是一种
非常理想的单对单战斗方法，判断关键词:黑色翅膀，也不一定哪个玩家的心魔：道士可以在第
&nbsp。47、遁地&nbsp…而产生了心魔，1926版本安装程序下载4102http://www3。5261游戏里面的
名字叫道士…通天一至九层，心魔的外形与元神分身差不多。40、召唤神兽&nbsp，当你所在服务器
更新为心魔版本后。道士可以在第&nbsp，非同职业的可附着在防具上。33&nbsp？道士可以在第
&nbsp。封刷屏，增值业务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