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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是最专业的刚开一秒的传奇私服,这里积聚着最新开轻变合击传奇私服以及最火爆的超级变态传

奇私服网等精品游戏版本,让玩家不断拥有惊喜的传奇私服进去黑屏版本开区信息!传奇私服服务端下

载传奇合击刺杀挂2合1传奇私服1.85传奇私服客户端私服传奇三传奇合击私服sf6781.85版传奇客户端

传奇变态合击私服1.76传奇私服加速器变态传奇合击私服仿盛大传奇1.85传奇私服1.85变态合击sf传奇

1.76天下毁灭版1.76毁灭狂暴连击传奇三私服发布网1.76网通专线网页传奇网通超变态传奇私服电信

微变传奇私服传奇sf行会名字刚开一秒的传奇私服1.85传奇sf传奇1.85私服最新sf传奇超变连击传奇私

服1.95神龙韩国传奇私服发布网传奇私服发布站传奇sf怎么刷元宝传奇私服万能登录器及时雨英雄合

击外挂新开传奇1.95新开1.80复古传奇新开传奇私服网通传奇sf1.85战神版帝王传奇私服1.76网通复古

传奇sf传奇私服中变传奇sf合击网站刚开传奇1.76金币版1.80战神英雄合击传奇发布网中变sf传奇发布

网站1.95皓月无内功必杀传奇私服铁通传奇私服新开合击超变态合击私服1.76大极品新开合击传奇网

站1.85主宰玉兔传奇传奇私服sf1.76蓝魔版本1.76蓝魔精品传奇私服传奇英雄合击倚天传奇私服1.85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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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奇1.76超变传奇中变传奇热血传奇英雄合击网通传奇私服发布站英雄合击传奇私服传奇外传私

服传奇私服1.76版无英雄传奇私服新开合击私服网通传奇1.85最新英雄合击1.95金牛合击传奇sf发布蓝

魔1.76网通传奇私服发布站轻变合击传奇私服传奇sf一起爱无忧传奇私服传奇sf客服端新开仿盛大传

奇私服传奇sf0血不死外挂新开传奇3g私服1.76网通中变私服传奇1.76毁灭热血传奇私服仿武易传奇私

服网通传奇sf网站1.76随心大极品传奇私服sf新开传奇变态私服新开超变态传奇私服传奇私服1.76精品

传奇无英雄私服网通传奇私发布服最新神龙合击外挂热血传奇sf登陆器1.76神话精品新开1.76传奇私

服新开1.76传奇传奇英雄合击外挂新开合击传奇sf新开1.85炎龙元素1.85神龙传奇私服1.76合击版传奇

私服1.76复古版我本沉默连击传奇私服哈尔滨传奇私服长期稳定传奇私服传奇合击传奇sf1.8登陆器合

击sf传奇网站合击之术传奇似服1.76精品热血传奇sf发布网站1.95神龙传奇新开超级变态传奇我本沉默

三皇网通传奇私发服传奇私服外挂下载靓装传奇私服新开1.76毁灭传奇最新开网通传奇私服传奇

1.76精品版本1.76传奇私服发布1.90轻变1.76蓝魔究级精品升级版传奇私服1.85合成版变态复古传奇私

服变态传奇外传私服传奇私服赌博刷元宝传奇sf发布站1.85狂雷合击版本自定义英雄世界1.85传奇私

服3000ok防盛大传奇私服仙剑奇侠传5合击技电信传奇私服天裂英雄合击传奇私服好名字必杀传奇私

服超变态传奇外传英雄合击传奇中变无英雄传奇1.76合击传奇1.85合击私服传奇私服看不到装备传奇

sf一条龙1.85传奇私服客户端网通1.95皓月合击找合击私服我本沉默飞扬1.76神龙传奇网通传奇1.76长

期稳定的传奇私服电信传奇私服中变1.85传奇似发服网网通传奇1.85新开传奇3私服传奇sf客服端网通

传奇sf发布网好sf传奇传奇私服怎么开双挂传奇sf1.76版本万劫连击发布站传奇私服登陆器1.76sf发布

网传奇sf双外挂新开1.76天下毁灭传奇私服技术传奇私服1.85登陆器jjj传奇私服变态传奇合击超变态传

奇私服网通传奇私服发布传奇私服发布网1.76传奇1.76复古私服传奇万能登陆器1.85传奇合击1.76客户

端传奇合击sf网站连击传奇私服超变热血江湖私发服找传奇私服网站韩版中变传奇新开传奇私服ip牛

牛传奇私服1.76天下毁灭升级版新开无英雄传奇私服免费传奇私服服务端传奇外传私服发布网传奇

私服脚本网通超变态传奇私服连击80战神复古合击1.85无英雄电信传奇私服天下传奇私服新开传奇私

服发布网站传奇1.76毁灭超级变态传奇3私服1.76传奇私服外挂新开1.76毁灭传奇神鬼传奇私服传奇私

服开区传奇私服1.85合击版新开英雄合击私服传奇s服1.85传奇私服行会名字传奇私服怎么刷元宝合

击传奇私发服新开轻变传奇传奇私服合成版合成版传奇私服连击器合击1.85超级变态新开合击传奇

私服网自定义英雄世界1.85纯网通1.76复古传奇新开传奇1.85王者合击传奇超变合击传奇私服传奇

1.76精品自定义英雄生存1.85刺影合击热血传奇私服登陆器新开合击私服传奇网站中变传奇传奇私服

123传奇私服中变1.76复古彩票传奇私服1.80发布网网通合击变态英雄合击私服1.85刺客传奇传奇私服

挂机外挂找合击私服北方网通传奇私服传奇1.85下载今日新开变态传奇私服最新中变传奇私服上线

gm传奇私服传奇私服万能登陆器下载新开传奇sf网站1.76毁灭饮血轻变刀塔传奇私服我本沉默传奇私

服发布网1.76传奇s服热血传奇sf我本沉默飞扬合击传奇私服荣耀传奇私服征战天下传奇私服热门

1.76复古传奇1.76金币合击传奇私服广告代理嘟嘟传奇1.761.76私服中变传奇传奇sf一条龙新开合击传

奇网站1.76复古传奇私服1.76天下毁灭精品仿盛大热血传奇英雄合击神龙合击外挂官网超变态传奇网

通1.76天星传奇私服传奇私服1.85版最新传奇私服嘟嘟传奇私服网通传奇合击80星王合击新开传奇

sf1.76超变态传奇私发服网传奇私服gm命令传奇私服脱机外挂新开传奇连击私服英雄合击sf今日新开

热血传奇sf1.76神级大极品1.85传奇私发服1.80金币1.76蓝魔精品传奇蓝魔传奇1.76传奇sf密码破解器变

态传奇3私服合击私服外挂风云精品传奇1.76靓装传奇私服传奇私服脱机外挂1.76国战蓝魔传奇私服

1.851.76金币传奇合击免费刺杀挂1.76大极品元素。,,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湾区招聘求职火锅店Flaming

House招聘服务员,Newark火锅店Flaming House招聘服务员，需要中英文流利，善于与人交流，机灵

能干，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电话,&nbsp;,全职妈妈求一份兼职工,你好，我是全职妈妈，会开车

，想在附近找个part-time工作，坐标，谢谢啊！,电话,&nbsp;,求一份buffet&nbsp;包住的工作,我想找一

个buffet&nbsp;包住的店我能做油锅和烤箱和BBQ或者打杂我的电话号码是+休息,电话：+,&nbsp;,求



一份餐馆面点或打杂的工作,我在上海餐馆做面点的，想找面点或打杂都可以，薪水好就OK

&nbsp;。 &nbsp;电话，,电话,&nbsp;,餐馆招厨房1人 前台2人,本店在Fremont&nbsp;需招厨房1人 前台

2人 有意向的可以随时联系我 所有的条件可打电话或当面细谈&nbsp;&nbsp;微信&nbsp;,电话

&nbsp;,微信&nbsp;,奶茶店請半職員工,東灣Dublin&nbsp;珍珠奶茶店請半職員工 工讀生&nbsp;Part

time&nbsp;家庭主婦 兼職皆可 通中英文 需滿18歲 意者請聯絡 &nbsp;電話 &nbsp;925-818-6288 (萬一沒

接到 請留言) email &nbsp;&nbsp;edc888@,电话：925-818-6288,&nbsp;,餐馆招炒锅2名，包吃住,你好

，新年快乐，招炒锅2名，包吃住，待遇从优，地址susanville ca&nbsp;联系电话阿冰,电话,北方餐请厨

房帮手、洗碗,埠仔离湾区两小时車程北方餐请厨房帮手、洗碗，男女不限供宿舍意电,电话

,&nbsp;,中半岛针灸诊所招推拿师,中半岛针灸诊所招推拿师，手法好形象佳，电话,电话,求一份家政

类包吃住的工作,求职，本人求住家包吃的工作，有保姆，月嫂家政多年经验，电话

（737）402.0630,电话：（737）,&nbsp;,找阿姨,我想找个住家保姆&nbsp;照顾一个一岁半的女宝宝

&nbsp;每月2000包吃住&nbsp;�,电话,&nbsp;,Milpitas面店诚聘洗碗打杂，厨房帮工,高薪诚聘

：Milpitas面店诚聘洗碗打杂，厨房帮工。,电话,&nbsp;,中餐厅找女生企台，全职炒锅,东湾San

Leandro，中餐厅请part time或full time女生企台，全职炒锅。电话：（510）499-6980 &nbsp;&nbsp;微

信：jane,电话：（510）499-6980,微信：jane&nbsp;,求份餐厅收银员或服务员的工作,我是女生，能吃

苦耐劳，想找份餐厅收银员或服务员的工作，电话650-888-9912&nbsp;地址Sunnyvale,电话：650-888-

9912,&nbsp;,找阿姨,家庭找做卫生阿姨，一週一次，地點fremont&nbsp;靠近Milpitas。薪水面議

&nbsp;,电话,&nbsp;,Panda Express Bay Area招聘前台服务员&nbsp;后厨,前台服务员&nbsp;后厨（时薪

up to 16 + bonus）副经理（up to 18 + bonus）,经理（年薪up to + bonus）,有经验者优先,大公司

&nbsp;福利好&nbsp;值得信赖电话,&nbsp;,华人餐馆招 后厨炒锅、服务员,餐馆招人&nbsp;东湾

Vacaville&nbsp;华人餐馆招 后厨炒锅、服务员 年龄不限 底薪高 小费好 可以包吃住 详情请洽

&nbsp;408 893 1020&nbsp;张先生,电话：408 893 1020,&nbsp;,奶茶店聘请收银,东湾Itea Alameda&nbsp;奶

茶店聘请收银 需精通英语 有经验者优先 电话联系&nbsp;,电话,&nbsp;,日餐招洗碗打杂,San Jose

&nbsp;CA&nbsp;新张日餐招洗碗打杂&nbsp;谢谢,电话&nbsp;,&nbsp;,日餐请油锅师傅和星期天洗碗工

,位于San Ramon&nbsp;日餐请油锅师傅和星期天洗碗工，有意请电 Barry,电话&nbsp;,&nbsp;,求一份按

摩或者日餐后厨的工作,男，50岁，刚来不久，讲普通话，做过后厨工作，在圣何塞Basch Ave住，想

找一份按摩或者日餐后厨的工作，周二至周日均可工作，全职，半工均可。联系电话,电话,&nbsp;,奥

克兰按摩店请女按摩师,奥克兰按摩店请女按摩师。富人区，小费好。绝对正规店。要求手法好。

45岁以下。店周围环境好。店里都有网。老板不做工。排工公平。员工和谐。电话号码。,电话

,&nbsp;,诚聘有加州牌的女按摩师,位于Sacramento&nbsp;有一开业多年的老床店，诚聘有加州牌的女

按摩师，全职或兼职皆可，该店客户稳定，店内干净整洁，有意者请电话916-897-6009，也可以加微

信Busy. Bee.若是不接电话是在忙着做工。,电话：916-897-6009,微信：Busy. Bee.&nbsp;,按摩店请夫妻

工,旧金山附近mall里的按摩店。请夫妻工。要求是熟手。干过mall的。有工卡。有小时证。10年老店

。不用叫客。老板不做。夫妻收入8000+。电话,&nbsp;,日本餐请经验waitress&nbsp;和厨房工,北湾

fairifield&nbsp;日本餐 请经验waitress&nbsp;。和厨房工有兴趣联系krisgao2009&nbsp;微信。thanks,微信

：krisgao2009&nbsp;,&nbsp;,日式拉面店诚聘拉面师傅，厨房帮手,北湾日式拉面店诚聘拉面师傅

，&nbsp;厨房帮手。&nbsp;有意请电&nbsp;江,电话,&nbsp;,床脚店找按摩师,San jose&nbsp;床脚店找按

摩师&nbsp;,&nbsp;年龄45左右,加州执照,环境好,白人区.&nbsp;有兴趣请电话联系. 408-876-9635,电话

：408-876-9635,&nbsp;,北加州招女按摩师一名,北加州招女按摩师一名，要求45岁以下，会简单英语

，形象气质好，干净利落的女士。月入6000+ &nbsp;地址是：yuba city,联系电话是：347--542--

0070,电话,&nbsp;,中餐厅请女生企台，全职炒锅,东湾San Leandro，中餐厅请part time或full time女生企

台，全职炒锅。张小姐电话：（510）541-7565,电话：（510）541-7565,&nbsp;,联邦政府



（DOD）Navy美国海军人事部招聘,联邦政府（DOD）Navy美国海军人事部现在东湾/南湾招聘大量

职位，兼职和全职。应聘者无需要相关经验，提供100%培训。大生以及在读大学生,优先入取。职位

部门包括：通讯，医疗，电子，航空运输，讯息处理，工程技术，后勤保障，信息技术，以及行政

管理。,工作待遇：,30天/年带薪休假,免费医疗牙医保险,工作保障,最高至70,000$奖学金,工资开始于

培训期间,住房补助,搬迁补助,快速入籍,要求：,应聘者年龄需求18至34周岁,应聘者需要是美国公民或

者绿卡持有者,应聘者需要美国本地高中毕业文凭或者大学超过14个以上学位学分（国外高中，大学

文凭需要翻译和公正）,应聘者通过并符合考试及体检标准,应聘者无不良记录,有意者请联系殷先生

微信：titibang88,电话,&nbsp;,按摩店請按摩師,東莞walnut creek&nbsp;繁忙純床店按摩店請按摩師

，&nbsp;part time or full time&nbsp;均可！客源穩定， 要求手法好，會基本英文，有加州牌，可報稅

！ 有意請電：510-919-9688,电话：510-919-9688,&nbsp;,求明天后天sushi的替工,求职我想找明天后天

sushi的替工，和每个星期六替工谢谢，电话,电话：626 632 6382,&nbsp;,床脚店招两男两女持有加洲执

照的按摩师,招聘广告：临近旧金山机场纯正床脚店须要两男两女持有加洲执照的按摩师。本店地里

位置好，客人素质高，小费好，全工半工都可以。另外招一名略董英文，有管理能力的女管理人员

，另外加薪。有意者请电(650)669-3088,电话：(650)669-3088,&nbsp;,餐馆请前台服务员一名,餐馆请人

，cupertino&nbsp;餐馆请前台服务员一名需要年轻有活力英文佳，要有身份报全税，电话谢谢转发

,电话,&nbsp;,餐馆聘请寿司师傅或助手，厨房帮手，企台,Pleasanton白人区，寿司铺需聘请寿司师傅

或助手，厨房帮手，企台。,甜品店需聘请企台数名，糖水师傅，助手，待遇从优，有经验者优先。

有意请电：510-816-5156&nbsp;叶生,电话：510-816-5156&nbsp;中餐厅诚聘后厨洗碗打杂，包吃住,位

于San mateo&nbsp;中餐厅诚聘后厨洗碗打杂。包吃包住。需吃苦耐劳。联系电话：�(650) 293-1680�,电

话：�(650) 293-1680�,&nbsp;,日本餐馆招聘寿司吧和外场企台,日本餐馆招聘&nbsp;寿司吧&nbsp;和

&nbsp;外场企台&nbsp;地址位于&nbsp;7610 pacific ave. Stockton&nbsp;请联系 或 发短信&nbsp;,电话

,&nbsp;,视频音频公司招收安装人员,视频音频公司招收安装人员，薪酬优，工作时开公司车，不会可

培训。有装修背景优先考虑。有意者请电&nbsp;650-455-5966 Jacky&nbsp;或邮件至

&nbsp;dapeng.li@,电话：650-455-5966,中餐馆请打杂,&nbsp;企台，和油锅,San Carlos()&nbsp;中餐馆因

为换老板现需请打杂,&nbsp;启台，和油锅 有意者请加微信：&nbsp;lcm&nbsp;或电请注明来自小灵通

谢谢,电话,微信：lcm&nbsp;,&nbsp;,招聘住家保姆,兼职或全职，倍伴/照顾老太太。地址Belmont, Ca。

居住环境好，有自己单独的卧室带卫生间。清洁由另外人负责。有意者请微信wlcares或电话650 452

5178。谢谢！,电话：650 452 5178,微信：wlcares,诚聘前台收银,本店诚聘前台收银需讲简单英文、能

报税、对待客人态度和气亲切，起薪＄15／小时，全半工均可！,。另请厨房打杂帮厨有认识墨西哥

小朋友的麻烦帮我介绍＄13／小时，以上工作做的好随时加薪！本店均提供年终奖金401k，地址

5175 Moorpark Ave San Jose CA电话&nbsp;,电话,&nbsp;,餐馆请前台服务员一名,餐馆请人

，cupertino&nbsp;餐馆请前台服务员一名需要年轻有活力英文佳，要有身份报全税，电话谢谢转发

,电话,&nbsp;,高薪聘请優秀按摩師,高薪聘请優秀按摩師，菲蒙10年專業床店，地點旺，裝修優雅

，設備齐全，要求45歲以下，英文好，有加州按摩牌，手法好，有責任感，自律，人緣好，有興趣

請與我聯繫510-882-4460色情免问，无牌免问。,电话：510-882-4460,&nbsp;,中餐馆招前台,San Jose中

餐馆，现需一名精通中英文，女性30岁到50岁的前台，有餐馆经验者优先，电话,电话,&nbsp;,北方餐

馆高薪请熟手炒锅一名,San Jose&nbsp;北方餐馆高薪请熟手炒锅一名电话&nbsp;,电话,&nbsp;,招奶茶

店小助手,Sunnyvale&nbsp;招奶茶店小助手，有經驗優先男女不限要求肯吃苦耐劳，有責任心要稅 時

薪15+小費�時間彈性適合學生兼職，有興趣請微信聯繫,微信,&nbsp;,海底捞火锅诚聘各岗位,位于

Cupertino的海底捞火锅诚聘各岗位，要求合法身份、全额报税，有意者请投递简历至

：haidilaohr@或电话&nbsp;.创新乐园，尽情发挥你的想象；,尊重人才，每一个员工都是明星；,关爱

健康，爱和美食.,在这里，成就彼此，不负年华!,电话,&nbsp;,餐馆招聘前台,Fremont新开张餐馆招聘



前台，上班时间灵活，每小时工资高，有提成，可全职或者兼职。联系电话：415-298-9552�,电话

：415-298-9552�,&nbsp;,招聘，炒锅2名，包吃住,招聘，炒锅2名，包吃住待遇从优，地址susanville

ca,联系电话阿冰,电话,&nbsp;,诚招有证夫妻或男按摩师,诚招夫妻或男按摩师、有证！能吃苦耐劳、

做工认真。本店男按摩师要求能做身体、热石。小费好！有意者请联系本人⋯⋯地址San Jose,电话

,&nbsp;,沸腾火锅招：厨房帮手和洗碗打杂,Fremont&nbsp;沸腾火锅招：厨房帮手和洗碗打杂、如果

你需要一份兼职或者还没有工作的朋友，欢迎大家随时tex&nbsp;给Vincent：408-893-9188.本店位于

warm springs blvd fremont CA,要求：积极热情，需要报税。,电话：408-893-9188房屋出租房屋出租,位

置在&nbsp;north san jose，&nbsp;，&nbsp;sierra village court电话408-667-3170,电话：408-667-3170,出租

一单房,出租一单房，共用廚房廁所，租金600包水电費.地址450pasific Ave alameda &nbsp;靠近

&nbsp;adult school&nbsp;（只限单身，男、女均均可，無寵物）电話&nbsp;Amy 510-332-5561,电话

：510-332-5561,&nbsp;,San Lorenzo新房招租,新房招租，San Lorenzo 3房2浴，或4房2浴、有单间，套

房出租，停车方便，交通便利。近580/880，走路5分钟到bayfair bart站，走路10分钟到bayfair

mall&nbsp;周边各种超市购物方便，要求无烟，少炊，无宠物，爱干净，学生或正职工作优先，具体

�闲谈，或加微信,电话,微信,&nbsp;,single faimly home&nbsp;有一间雅房出租,靠近Cupertino的

&nbsp;single faimly home ,尚有一间雅房(900/月)出租。近apple，华人超市，走路5分钟就有Safeway和

各式华人餐馆(参考地址&nbsp;6150 bollinger Rd,San Jose)，近280，85高速公路。社区安静漂亮，好停

车，房间宽敞明亮&nbsp;,包水电和WiFi。提供家具丶基本厨房用品和电器，喜少炊无宠物，学生或

上班族长租，一間房以一個房客為主,不与房东同住。,歡迎預約看房电话,微信

：Amyzhang7818,&nbsp;,带独立卫生间单间出租,本人有房出租：位置：milpitas&nbsp;中心，主卧，次

卧：各均有独立卫生间，干净整洁，安全方便，包水电，瓦斯，上网，简炊，室内电脑桌，床等

，随时提包入住，长短租均可，电话约看房：510-852-2151。房间见下图：,电话：510-852-

2151,&nbsp;,Burlingame&nbsp;独立屋二楼招租,Burlingame&nbsp;独立屋二楼招租：700+呎，El Camino

Real近Broadway，一房一厅（可作2房）独立出入，全新木地板，配备小型冰箱、微波炉。交通方便

、离Millbrae bart 7分钟、Caltrain 5分钟、门前有bus&nbsp;站直到三藩市。门前停车方便。共享一楼

宽大客厅、饭厅、云石面厨房。找男生合租。有意者短信：415-565-9588。,电话：415-565-

9588,&nbsp;,求租一房或一房一厅或两房,两个女孩想在海洋区或烈治闻区租一房或一房一厅或两房

，请各位房主如果有空房请联系我，电话415 568 6752,电话：415 568 6752,&nbsp;,新装修二房一厨一

浴室房屋出租,San Lorenzo&nbsp;出租新装修二房一厨一浴室，独立门户出入，包含独立厨房、独立

卫浴、雅房两间带衣橱。居住安静治安好区，环境干净。近各中小高学校，读书方便。附近有华人

超市，购物方便。适合无烟，无宠物，无过夜客，无party，爱干净，正职人士或一家三口入住。可

随时入住！有意者联系&nbsp; &nbsp;欧阳太,电话 &nbsp;,单房出租,我有三个房间招租，$600/月，另

有一雅房$900/月，另有一独立出入的房间�洗手间1200/月地点圣何塞，近680，Safeway

CVS&nbsp;还有轻轨站，在Berryessa&nbsp;与&nbsp;Capitol Ave&nbsp;附近，拎包入住，单身少炊，停

车方便，包Wi-Fi、水电.有意电,电话,单房分租,SINGLE HOUSE &nbsp;内有其中一大房间招租。 位于

南三藩市&nbsp;South San Francisco&nbsp;近101， 机场，环境优雅、安静，交通便利、半小时坐292巴

士直达三番市&nbsp;SF Downtown，。&nbsp;有车一族且方便停车，有家具，洗烘，无线网络。宜正

职单身男女、“学生”居住。 少炊。 月租&nbsp;$850 + $50&nbsp;所什费。 切勿錯过！一见钟意,快

速咨询联系 王女士：415-290-9876。 谢谢！,电话：415-290-9876,&nbsp;,求租纽沃克费蒙斯蒂文森大

街附近房子，独卫,想求租纽沃克费蒙斯蒂文森大街附近房子要求有独立卫生间，夫妻俩人住价格

1000左右。有房源的朋友请联系电话。,电话,&nbsp;,求租San Jose附近套房,我求租三房，四房都可以

在San Jose&nbsp;最好在附近。 联系电话,电话,&nbsp;,店铺出租,圣何塞繁华地段出租按摩房间，设施

完善，干净整洁，停车位充足，可做按摩美容针灸等项目，有需要者请电话650 240 6951,电话：650



240 6951,3房2卫独立屋招租,San Leandro安静小区，3房2卫独立屋，停車方便，提供洗衣机干衣机

，有意请加微信或call：415-999-7130謝小姐,电话：415-999-7130,&nbsp;,求租大华附近的房子或者单

间,本人想求租Concord大华附近的房子或者单间，有房源请联系我：�(626) 203-8995�，谢谢了⋯⋯,电

话：�(626) 203-8995�,&nbsp;,独立房间出租,位于Newark，近880 Stevenson出口，新建楼房有一独立房间

，有浴室，可简炊。包水电及上网，有泊车位。环境优雅，交通购物便利。适合正职人士租住。有

意者请联系。或cabinet_li@,电话,&nbsp;,单房分租，限女生,帮一朋友转发的，现有位于圣荷西（）一

单房出租，交通方便，近巴士站，靠近101，880&nbsp;，680生活便利，步行7一8分钟可至大华

99，华人商业中心，Costco及美国超市，附简单家具，无线网络，包水电，租金$600适无宠物，不吸

烟少炊的学生及有稳定工作的单身人士入住意者请电限女生,电话,&nbsp;,主卧房出租,&nbsp;好区

，位于Turriff way san jose,single house&nbsp;近680/880/237/101公路、及99大华超市

,Costco，Target,Safeway,CVS。明亮整洁，附大床等简单家具。主卧房出租，包水电费及Wifi。爱干

净，少炊。有意者请电408-398-9167（微信同号）小陈,电话：408-398-9167,地铁站附近单房出租,旧金

山东湾San Leandro.市Bay fait&nbsp;地铁站附近单房出租。适合学生少炊人租。$650。电话,如果没听

请打多几次。,电话,&nbsp;,San Leandro&nbsp;市3房2个半厠独立屋出租,San Leandro&nbsp;市3房2个半

厠独立屋出租。两层主人房有阳台，新装修，交通便利近580&nbsp;和238。小孩可以上Castro

Valley&nbsp;学校区需自己揸明。月租二千八百八十。有意者联系Ray 408-507-1684.,电话：408-507-

1684.,&nbsp;,独立房子主卧房出租,north San Jose&nbsp;独立房子主卧房出租，欢迎单身，离大华、

Costco&nbsp;不到5分钟，包水电、网络费，随时可入住，有意者请电：408-802-1368,电话：408-802-

1368Sunnyvale单间出租Sunnyvale&nbsp;有两个房间出租、大房间950小房间650包水电网，坐标有床和

家具。电话：408-888-9826,电话：408-888-9826,&nbsp;,求租带独立卫生间大房间，短租,2人求租，短

租两个月，Sunnyvale，santa Clara，west San Jose均可，需要独立卫生间，有大房出租请联系信息联系

即可。,电话,&nbsp;,房屋短租，限女生,短租&nbsp;“lease到三月底结束” South San Jose 2B2B&nbsp;中

的&nbsp;1B1B&nbsp;带有Walkin closet&nbsp;出租 ～,包水电网垃圾管理，&nbsp;希望有稳定工作或者

全职学生，“女生ONLY” 。提供家具，拎包入住：床，书桌，椅子，柜子，灯，等～,生活便利

：5分钟步行至公园，开车10分钟内有美国的大型超市，餐馆，咖啡馆～,交通便利：离高速

85/87&nbsp;较近，靠近Capitol Express Wy～,价格：&nbsp;$1100,有意者可加

WeChat&nbsp;：Rhzxoss,微信：Rhzxoss,&nbsp;,Daly City&nbsp;兩房一廳，次臥出租,次臥&nbsp;-

1060/月，現在馬上就可以搬進來，價錢可以依你搬進來的日子算。,以上不包水電&nbsp;網路，但水

電網路一個月大概$70,生活機能非常方便,旁邊就是westlake plaza，裡面有safeway , Trador jose, 24 hours

Starbucks. 24 hours Walgreen以及各類餐廳。,交通方面，離daly city bart&nbsp;站步行15分鐘，到sf down

town 15分鐘，鄰近都有公車可以搭到bart&nbsp;站或是sf&nbsp;。,意者密，可先過來看房,有意者请来

电,电话,出租独立屋里客房一间,出租独立屋里客房一间，在E San jose&nbsp;干净整洁，空间大，邻居

好相处，家电齐全，提供简单傢俱，拎包入住，靠近680、101，$ 650&nbsp;全包、有意者请联系

&nbsp;408 888 8735&nbsp;,电话：408 888 8735&nbsp;,&nbsp;,Santa Clara单间雅房出租,Santa Clara $900包

水电单间雅房出租无线网络.&nbsp;共用厨房厕所。学生或稳定工作者优先考虑.&nbsp;安静安全，备

有床，桌椅等基本家具，交通便捷，靠近&nbsp;Costco&nbsp;。有意者请短信联系,电话,&nbsp;,新装

修独立出入、一房一厅(特大）带厕所、洗浴出租,租房信息：新装修独立出入、一房一厅(特大）带

厕所、洗浴出租、包水电、洗衣、网费，垃圾！靠近狮子城、离101、680、5分钟路程！邮编⋯⋯适

合单身、夫妻租住！有意请拨打电话⋯⋯,电话,&nbsp;,San Jose雅房出租,雅房出租：位于San

Jose&nbsp;近州大，邮编，交通便利，近101、680、880高速，独立洗浴卫生间，可炊，包水电上网

，有停车位，家具齐全、拎包入住，月租$950、二月一号可以入住。只限单身。联系电话：408-849-

5613徐女士。,电话：408-849-5613,&nbsp;,圣何塞繁华地段出租按摩房间,圣何塞繁华地段出租按摩房



间，设施完善，干净整洁，停车位充足，可做按摩美容针灸等项目，有需要者请电话650 240 6951,电

话：650 240 6951,&nbsp;,San Jose&nbsp;出租一间独立主卧,San Jose&nbsp;出租一间独立主卧，私人客

厅浴卫，独立园区，固定停车位。附近有多家餐馆超市，购物中心。交通便利，近

101，280，680，Capitol Expwy. &nbsp;月租1400，随时可入住。电话：408-838-0385二手买卖,全新i

Pad Pro 512GB&nbsp;细款出售,最新i Pad Pro 512GB&nbsp;细款，还没开封，购买时是

$1129.99&nbsp;，现价$800，有兴趣的朋友请联系415 238 1578.三藩市自取。谢谢!,电话：415 238

1578&nbsp;,二手汽车出售,出售2016年Audi A3,女生一手车主，无事故，跑了miles,保养的很好，超级

省油，$欢迎看车&nbsp;,电话,&nbsp;,二手车转让,二手车转让、99年凯美瑞、四轮定位、年检、轮胎

、刚做完、售价2500、电话&nbsp;,电话,&nbsp;,出售Acura DMX&nbsp;,因为要回国，所以出售Acura

DMX&nbsp;，汽车状态非常好，动力十足。clean title.&nbsp;无事故记录。一共有三个车主使用过。

感兴趣的请联系微信，电话。售价3500坐标Sunnyvale,电话,微信,&nbsp;,出售三门冰箱一个,搬家处理

三门冰箱一个，能正常使用，现$50元卖，自取，坐标Fremont &nbsp;，有意者发信息至,电话

,&nbsp;,出售一台Maytag牌子的干衣机,我有一台Maytag牌子的干衣机要买，超大容量，commercial

technology，八成新，现售$225，谢谢！有意请联系415-816-9983,电话：415-816-9983,全新32英寸

TV出售,全新32英寸TV,$90,三藩市自取，电话,电话,&nbsp;,全新MCM钱包出售,全新MCM钱包 新年

小鸡的 现在网上都sold out了，原价$350&nbsp;现在$260出，在湾区，微信&nbsp;,微信,闲置古树普洱

生茶饼出售,（闲置）古树普洱生茶饼357克25刀，铁观音盒装20刀，台湾乌沉香15刀，全新经络穴位

理疗仪，中文说明15刀，Fremont&nbsp;或San Jose 9-15号间自取，��+1 (626) 217-8583��短信联系,电话

：��+1 (626) 217-8583��,&nbsp;,二手汽车出售,因家里换车，现出售2004年Land Rover discovery, 10万5千迈

。皮座，刚刚换的新轮胎和电瓶。DMV注册到2018年四月 卖$6500&nbsp;。有意者请联系电话,电话

,&nbsp;,出售二手Ikea沙发床,现有Ikea沙发床，情况良好，原价$90，现在$50现金自取，在

Fremont，附赠抱枕。有意者联系微信panpan。欢迎询问～,微信：panpan,&nbsp;,低价出售二手家私

,因為搬家，傢俬便宜賣。4人實木餐桌，帶4個椅子；木柜子一个；沙发双人床一个；床垫一个；电

脑台一个；电脑椅子一个；布艺转角可伸缩沙发一个（可拆开用）共150元，自取。也可分件自取

，价钱可商议。电话：408-775-9756,电话：408-775-9756,&nbsp;,出售金州勇士对丹佛掘金的票,有3张

1月8号 金州勇士对丹佛掘金的票 原价149一张现在120出手有要的电话联系,电话,&nbsp;,出售纯种英

国斗牛犬一只,出售纯种英国斗牛犬一只。母刚满一岁，体型很好，马上可以配种了，父母都有血统

证书。搬家养不了，$2000，可以小刀。送狗狗屋子。微信poworange。,微信：poworange顺风车顺风

车，圣何塞出发去洛杉矶,1月3号圣何塞出发去洛杉矶，1月5号回，有搭顺丰车的联系,电话&nbsp;,求

顺风车，洛杉矶回圣何塞,求下午洛杉矶回圣何塞顺风车，两个人，联系电话,电话,&nbsp;,顺风车

，洛杉矶回圣何塞,今天下午是否有从洛杉矶回圣何塞的人可以帮我开车,电话,&nbsp;,顺风车，洛杉

矶到圣何塞,一月二号上午从洛杉矶到圣何塞有需要搭顺风车给油钱就行，电话,电话顺风车，从San

Mateo&nbsp;到LA,顺风车，1月6号白天自己开车从San Mateo&nbsp;到LA，有需要坐车的可以联系我

，电话,电话,&nbsp;,顺风车，洛杉矶Acadia到旧金山,自己开车1月3号白天洛杉矶Acadia到旧金山，有

想坐顺风车的可以联系我。,电话,&nbsp;,顺风车，从Sac到SFO机场,明天1月3日早上有从Sac到SFO机

场的顺风车，晚上从SF返回Sac，有付油费需要搭顺风车的朋友请联系：916-588-0896，谢谢！,电话

：916-588-0896,&nbsp;,求顺风车，去洛杉矶,请问，3号有去洛杉矶的顺风车？我在奥克兰，谢谢，电

话626.267.8348,电话,沙加缅度招聘求职粤菜酒楼诚聘企台、推点心、周末带位数名新张高级点心、海

鲜粤菜酒楼诚聘企台、推点心、周末带位数名，有意者请电916-667-6390,电话：916-667-

6390,&nbsp;,大华99厨房招员工,大华99厨房需要请员工，新手无经验可培训。联系电话424-382-

2493，发信息也可以。陶生,电话：424-382-2493,&nbsp;,按摩店请女按摩师,北加州Modesto正规按摩店

请女按摩师。白人区小费好。月入$4500左右。没有水分。绝对正规店。要求手法好。50岁以下。店



周围环境繁华。家里店里都有网。住宿环境好。老板不做工。排工公平。员工和谐。天天结帐。电

话,电话,&nbsp;,北方餐请熟手有经验女企台,kiefer Blvd ,Sacramento,CA &nbsp;北方餐请熟手有经验女

企台，有意请电谢谢！,电话,&nbsp;,按摩招人,位于Sacramento多年老店，生意稳定，可住宿。店里员

工和睦，环境好。想请全职或周末兼职按摩师。要有500小时证书，熟手。有意电,电话

,&nbsp;,SPA招聘女前台、经理、导购员以及按摩师,位于Roseville ca&nbsp;、sac唯一一家SPA（汗蒸馆

）由于马上就要正式开业了、现招聘女前台、经理、导购员以及按摩师。以上要求有身份、会英文

两年经验、报税。一经录取待遇优！联系电话（只接受短信咨询）,电话,&nbsp;,北方餐请厨房帮手数

名,埠仔北方餐请厨房帮手数名。男女均可，供宿舍，意电。谢谢！,电话,&nbsp;,Roseville&nbsp;快歺

店请分歺员,Roseville&nbsp;快歺店请分歺员，联系电话；262-825-7096,电话：262-825-7096,&nbsp;,歺

馆请炒锅,歺馆请炒锅位于elk Grove &nbsp;，有意者电话,&nbsp;,餐馆诚聘有经验面点师傅，炒锅，油

锅抓码，打雜，企檯,“阿拉上海”上海餐馆在Fremont总店、和Sacramento分店诚聘有经验面点师傅

，炒锅，油锅抓码，打雜，企檯，勤快，認真，负责，手脚麻力，包吃，可供住宿，薪優。联系电

话：650-390-7162&nbsp;、415-218-9953,电话：650-390-7162&nbsp;、415-218-9953,&nbsp;,北加州招女

按摩师一名,北加州招女按摩师一名，要求45岁以下，会简单英语，形象气质好，干净利落的女士。

月入6000+ &nbsp;地址是：yuba city,联系电话是：347--542--0070,电话,&nbsp;,餐馆出售,二埠餐馆出售

，客源稳定，独立商铺，旺街地段，邮政，老板有心想退休，有兴趣的朋友请加微信ying_imu了解

详情，非诚勿扰，谢谢！,微信：ying_imu,寿司餐馆请全工打杂,韩国超市附近寿司餐馆请全工打杂

，一周工作5天，非常轻松，有意者请联系,电话,按摩店招女摩师多名,Sacramento&nbsp;正规按摩店

招女摩师多名，熟手、简单英文，40岁以下一天5-6工，小费好。购物方便，有住宿谢谢！,电话

：626- &nbsp;,&nbsp;,床脚店招男女按摩师,Sacramento&nbsp;床脚店招有执照的或有小时证书的男女

按摩师 联系电话&nbsp;626 428 9388&nbsp;谢谢,电话：626 428 9388,Stockton&nbsp;城市请后尉女工帮

手,你好，Stockton&nbsp;城市请后尉女工帮手，意者请电209-598-6601谢谢你,电话：209-598-

6601,&nbsp;,日式拉面店诚聘厨房帮手，拉面师傅,日式拉面店在北湾，离金门桥半个点。诚聘厨房帮

手，拉面师傅。有意请电&nbsp;江,电话,&nbsp;,按摩床店聘请有责任女按摩师,Davis正規按摩床店

，位于富人区，生意稳定，小费好，聘请有责任女按摩师。需有證，略懂点英文，（免色）有意者

请联系电话916-335-6754,电话：916-335-6754,&nbsp;,中医针灸诊所诚聘女性兼职前台一名

,Sacramento&nbsp;中医针灸诊所诚聘女性兼职前台一名，要求：1.&nbsp;能用英文与病人沟通

；2.&nbsp;掌握Microsoft excel &amp; word；3.&nbsp;具备诊所相关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请致电

：（650）243-8543，王小姐.,电话：（650）243-8543,&nbsp;,求一份Sacramento 附近可住宿的工作,求

职：新移民，做过buffet&nbsp;店烤箱、油锅和企台，能吃苦耐劳，岗位不限，地点在

Sacramento&nbsp;，可提供住宿，谢谢！我的微信，电话（最好短信，我这里信号不好）,电话,微信

,&nbsp;,中日餐馆聘请油炉，洗碗工，男女侍应生,Brentwood新张中日餐馆聘请油炉，洗碗工，男女

侍应生，小费高，包食宿，待遇好，有意请联系510-220-4679.,电话：510-220-4679,誠聘有經驗住家保

姆,誠聘有經驗住家保姆。即時開始。主要照顧兩個月大，兩歲半和七歲小孩子。每週六天。月薪

$2800&nbsp;至&nbsp;$3300。需要懂廣東話。懂駕車為佳。有照顧初生嬰兒經驗。有工咭和身份。有

意者請聯絡&nbsp;Eva&nbsp;電話&nbsp;530-848-3856。或電信&nbsp;eyeung@。我家在Davis。,电话

：530-848-3856,&nbsp;,学生求职,本人21 Part time在校生 有車 想在Sac/West Sac/Davis附近找份穩定工

作，全职或者兼职都可以，会流利中英語，適應能力快，有各種工作經驗 请短信415-810-

6646&nbsp;謝謝,电话：415-810-6646&nbsp;,&nbsp;,按摩店招夫妻工和单身女按摩师,（按摩招人）离

顺发开车15分钟的床脚按摩店，招夫妻工和单身女按摩师，要求有加州执照，不吸烟，7年老店重新

装修开业，有保底，长期合作有分红，宿舍到店里不需要开车，有意者请联系谢谢,电话,&nbsp;,按摩

店聘请女按摩師2名,北加州Stockton&nbsp;市按摩店请人，聘请女按摩師2名，要求熟手有經驗，有身



份可报税，年龄在50岁以下，生意好客源稳定，月收入在5000左右有意请电电话,&nbsp;,餐馆招

parttime的buffet企台,麻烦帮我找一位parttime的buffet企台，要有经验的，年龄在45以下，谢谢！电话

：916-332-3966,电话：916-332-3966,&nbsp;,北方中餐馆请全职炒锅，全职打杂各1名,[餐馆请人]

&nbsp;Rocklin北方中餐馆请全职炒锅，全职打杂各1名,意者电洽&nbsp;408-318-9605,电话：408-318-

9605,&nbsp;,餐馆招油锅,帮找油锅月二仟六意者电谢谢,电话,&nbsp;,招有加州牌的发型师和美甲师

,Ellusion Beauty Center&nbsp;请有加州牌的发型师和美甲师。请打916-382-9500&nbsp;查询,电话：916-

382-9500&nbsp;房屋出租微,雅房分租,雅房分租：Elk Grove City学区高尚小区独立二层楼Single

house，区内安全安静，环境好，对面是公园、近99和5号高速、成人免费学校，州立大学、太平洋

大学等学校、中国超市；现有一个房间单房新出租，全新家具冰箱洗衣烘干机，包水电网，拎包入

住；另双人间$350/人/月，欢迎职业单身，按摩职业，学生、无过夜客、无party&nbsp;、无宠物（因

我家已有猫了）无烟酒毒、少炊、少事，有爱心、爱干净人士，有意请电话，微信：Tina 8789，谢

谢，欢迎看房，随时入住。,电话,微信：Tina 8789,&nbsp;,求租二月中旬到二月底短租的房源,麻烦帮

忙问一下，有没有二月中旬到二月底短租的房源，尽量是主卧，谢谢。Wechat：jiaozhuHEE,微信

：jiaozhuHEE,&nbsp;,店铺出售,麻烦帮发个信息，二埠北方餐馆、平价急售，价钱面议，有意请电

：916-430-9186&nbsp;,电话：916-430-9186,&nbsp;,sac 829&nbsp;近CRC&nbsp;近freeway单房分租,sac

829&nbsp;近CRC&nbsp;近freeway。有两间房间出租&nbsp;$550/间。女士优先 水电网煤气全包 有基本

家具可拎包入住。有意者加微信&nbsp;。谢谢。,微信,&nbsp;,单房分租，独立洗手间,STACCATO ST

SACRAMENTO CA&nbsp;近学校单房分租，独立洗手间。包水电煤网拎包入住。电话,电话,卧室出

租，独卫,一间卧室对外出租，独立卫生间，屋内地板，有床和家具，拎包入住，离亚洲超市走路

5分钟，近高速，半封闭小区，适合单人或2人住，谢绝吸烟者或有宠物者，联系电话&nbsp;626 660

7370&nbsp;谢谢,电话：626 660 7370,&nbsp;,求租附近套房,本人想租一房一厅或二房一厅在附近的房子

，有房源者请联系微信号mang&nbsp;谢谢,微信：mang&nbsp;,&nbsp;,求租独立套房,你好，我想在沙

城或者828华人超市附近租个独立房子，价格实惠的3房4房的都可以，有房源的老板可以联系我，电

话,电话,单间出租，限单身,区有一单间出租，包水电煤汽和上网费，月租500，要求单身，男女都可

以，有意请电话,电话,&nbsp;,单房分租,单方分组近华人超市，有床简易家具、拎包入住，环境好

，电话626 660 7370&nbsp;谢谢,电话：626 660 7370,&nbsp;,求租套间，短租,有没有套间租？最好是公

寓，我朋友夫妻俩住三个月，2月10号到5月10号，如果有请联系916-793-4463，谢谢,电话：916-793-

4463,&nbsp;,整体独立房屋出租,整体独立房屋出租，二层、4房2.5卫浴，区，近Stockton Blvd,靠近

Costco等各大超市和多个华人市场，步行去众兴超市仅需10分钟左右，交通方便，旺中带静 。联系

电话：916-,电话：916-二手买卖微,求购一段奶粉,请问谁有一段奶粉喝不了的吗，我想要，多少都行

。谢谢,电话&nbsp;,出售2張9.9成新按摩床,麻煩你出售2張9.9成新按摩床，只用過一兩次，原价

$449/張，現在低價$280/張，或者2張$500.Freeport&nbsp;自取，电話�或发信息.,电话,&nbsp;,香烟出

售,本人戒烟，1906双喜45一条，五叶神50一条，有兴趣打，谢谢你,电话,&nbsp;,二手冰箱出售,冰箱

原价1100现在卖500地址在&nbsp;自取 电话,电话,&nbsp;,出售二手冰箱,请帮手出售这个冰箱，很新的

，功能好！由于家里厨具要统一颜色，更换！380元出售！自取！有意者请打916-512-0431黄太谢谢

！,电话：916-512-0431,&nbsp;,出售闲置9.5成新的收钱机,我有一个闲置9.5成新的收钱机，原价100刀

，现60出售，有意者请联系、谢谢,电话,&nbsp;,出售全新肠粉机,出售全新肠粉机不用锅，可直接加

水放入炉头蒸，方便快捷，不占地方.亦可蒸马蹄糕，萝卜糕，炸两，咖啡糕和糯米饭,亦可蒸排骨和

蒸鸡，一物多用.只售$65.如有兴趣，请添加微信Jfamily668.谢谢！,微信：Jfamily668,&nbsp;,低价出售

三幅画,有三幅画要便宜处理，有意向的朋友可以联系�(916) 307-3277�,电话：(916) 307-3277�,闲置用品

出售,闲置baby car seat(99成新，只用过两次), stroller(95成新), bike trailer(9成新)&nbsp;和宠物automatic

feeder(没用过)&nbsp;出售，有意者请微信联系，谢谢,微信,转让一台iPhone8&nbsp;,我有一台



iPhone8&nbsp;白色&nbsp;64GB&nbsp;只是开了包装从来还没有用过、现在转让$680&nbsp;需要的请

联系我、电话510-634-6699&nbsp;谢谢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电话：510-634-6699,&nbsp;,二手汽车出售,因

家里换车，现出售2004年Land Rover discovery, 10万5千迈。皮座，刚刚换的新轮胎和电瓶。DMV注册

到2018年四月 卖$6500&nbsp;。有意者请联系电话,电话,&nbsp;,二手冰箱出售,您好!请登广告只用6个

月冰箱卖$199(原价$579+税)地点自取。call 916-273-0396,电话：916-273-0396,&nbsp;,二手闲置用品出

售,搬家出闲置用品，（1.名牌煮粥器&nbsp;2.99新多功能躺椅&nbsp;3.不锈钢铁盆&nbsp;4.全新打蛋器

&nbsp;5.带灯化妆镜&nbsp;6.99新吹风机7.木质小桌子&nbsp;8.健身必备榨汁机&nbsp;9.宠物吸尘器

）价格都标注图片上了，需要的加微信聊&nbsp;Dylanfan123&nbsp;地点在,微信

：Dylanfan123&nbsp;,&nbsp;,九成新Medelar挤奶器出售,九成新Medelar挤奶器，原价$300.&nbsp;半价

转.&nbsp;转二手包. LV七成新 有划痕$100 Gucci只用过几次 基本全新&nbsp;$300&nbsp;电话,电话顺风

车微,求顺风车，洛杉矶到Sacramento,这个星期，哪天都行，从洛杉矶到Sacramento&nbsp;的顺风车

，没有行李，付油费。谢谢！联系电话：,电话：949-207-8698&nbsp;,求顺风车，Sacramento&nbsp;到

洛杉矶,求顺风车,一月3号任何时间或4号早上从Sacramento&nbsp;到洛杉矶。联系电话&nbsp;916-738-

1296,电话：916-738-1296,求顺风车，LA回Sacramento,3号或4号求顺风车从LA回Sacramento，两个人

，我们出油钱。有的话请联系,电话,顺风车，三藩市回三个馒头,顺风车,2号（星期二）下午从三藩市

回三个馒头，需要做车的请联系,电话,求顺风车，Chico到Sacramento&nbsp;,求Chico到

Sacramento&nbsp;的顺风车，日期不限，我的微信,微信顺风车，洛杉矶 出发到

&nbsp;Sacramento&nbsp;,顺风车&nbsp;1月1号 星期一 下午洛杉矶 出发到&nbsp;Sacramento&nbsp;。 下

午出发 凌晨到 ，坐顺风车联系&nbsp;,电话,&nbsp;,顺风车，Sacramento开车回LA,本人1月6日早上从

Sacramento开车回LA，有谁需要搭顺风车的可以联系我，只需付油费，电话是626-460-4106，谢谢

！,电话：626-460-4106,顺风车，沙加缅度去三潘市机场,（順风車）1月3号从沙加缅度去三潘市机场

中午起程，如有坐车的朋友请联系付油费。,电话,顺风车，洛杉矶到沙加缅度,4号 用没有人想坐顺风

车 从洛杉矶到沙加缅度。请 至电：916 346 9978。 &nbsp;&nbsp;,电话：916 346 9978,求顺风车

，Sacramento&nbsp;到洛杉矶,求1月3号或4号早上从Sacramento&nbsp;到洛杉矶的顺风车，付费，联系

电话,电话,&nbsp;,顺风车，Sac到SFO机场,明天1月3日早上有从Sac到SFO机场的顺风车，晚上从SF返

回Sac，有付油费需要搭顺风车的朋友请联系：916-588-0896，谢谢！,电话：916-588-0896,顺风车

，Sac市去旧金山机场,元月4号早上7点前Sac市去旧金山机场有4个空位。元月8号早上6点sac市去圣荷

塞机场有4个坐位。新车老司机需要者致电,电话种植产品微,出售二手种植抽汽，灯,出售二手种植抽

汽，灯，可以打电话（916）,二手种植设备,麻烦帮忙转发一下二手种植设备，联系电话，谢谢你,种

植设备一律优惠,种植设备一律优惠价，在沙城Notoma，联系电话.种植设备出售,&nbsp;发布一些种

植设备 有8插 4插 电盒开关 10寸抽气 灯 布袋 其他 价格便宜 有兴趣的联络&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 &nbsp;谢谢,&nbsp; 电话 &nbsp;5.&nbsp;种植产品出售,低价出售二手灯具、抽风、风扇

、电压等，还有铁门、有兴趣的联系（短信联系）,点击进入往期热门文章,&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免责声明,新闻跟图片均转载于网络，&nbsp;主要目的在于分享信

息，版权归原作者/网站所有，如果侵犯您的权益或版权，请及时告知。,我们免费提供各类您需要的

折扣信息、劲爆新闻、旅游资讯，您负责吃喝玩乐，我们负责帮您省钱！,全美万通北加州 Great

Deals,通,万,里,，,惠,万,家,微信公众号：usawantong,北加州客服微信长按二维码关注，吃喝玩乐不用

愁,长按二维码关注，吃喝玩乐不用愁,长按二维码关注，吃喝玩乐不用愁,长按二维码关注，吃喝玩

乐不用愁,长按二维码关注，吃喝玩乐不用愁&gt？？; 推荐一下教育网新开传奇私服（2005年11月

29号新开的）,更多&gt？？; 个人中心,� 我的回答 &#8226：20 - 离问题结束还有 14 天 5 小时,我幻想

想刷经验谁会呀 我想升机？？？; 退出,同类热点问题,� 及时雨外挂,�,您想在自己的网站上展示,百

度“知道”上的问答吗; 怎么下栽剑仙版超级变态传奇私服装备地图补丁,� 传奇目录，请到百度知



道投诉吧反馈？？; 怎么解决传奇私服创建完角色进入后黑屏,&#8226?,&#8226？,来获取免费代码吧

！,--------------------------------------------------------------------------------,如要投诉或提出意见建议。

,订阅该问题,待解决,谁会幻想刷经验,悬赏分？？？,提问者 - 魔法学徒 一级,答复 共 1 条,我会啊,你和

比你极高的组队 让他带你去打比你级 高的就行了,很快的,我就是那么升的,回答者用户信息,您好

：xuyong2043,魔法学徒 一级 ( 65 ),� 我的提问 &#8226,要怎么刷哟．,多组几个人一起去撒．我在那

里得经验就行了．,很无聊啊？,总结。有技术的玩家在使用法师和道士在PK场上会占据优势、对于

老玩家且不是手残党的玩家选用法师和道士会更有优势，不仅在升级和刷装备上占据天然优势，求

爆菊求蹂躏反正战士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不过道士和战士技能几乎单体，不适合群刷图，没有一定

的装备我们连升级都会变得非常困难的，可能就会惨死于刀下。,5。,2，支持自动主线 日常 支线 参

拜 深渊 除魔 竞技 挖矿 卧龙山庄及自动挂机等等，由于战士是游戏中最为需要装备的职业，话说我

都是用电脑下模拟器玩的热血传奇手游，电脑玩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后台挂着，再配个扶助（虫夆 窝

助手）。,4，而法师更适合刷图清图，战士与道士更适合刷单个BOSS，就看你玩这个游戏喜欢怎么

玩了，而且在PK上利用风筝流，分分钟就可以耗死战士。,3、新手玩家玩法师和道士肯定是操作不

过来的，战士是最佳人选，打不赢皮厚血多腿长跑得赢，但是相对来说操作难度更大，走位技巧和

技能释放需要更精确的节奏感1、法师跟道士在游戏更占优势、不花钱玩战士其实会非常的累。基本

就是如此啦，所以不推荐平民玩家选择玩战士哦，另外对于技能释放和切换技能快捷键栏需要更快

的手速，稍有迟疑,gonglue/rxcq/xinde/m/.html" target="_blank"gonglue/rxcq/xinde/m/道士可以的。,热血

传奇手机版什么职业好,,很多现在的人们觉得沉迷于LOL、《王者荣耀》、《绝地求生》和《剑灵》

这样的现代游戏还算合情合理，但是沉迷于传奇、红警这样的老游戏实在是没有道理可言。,我曾经

是一名非常资深的骨灰玩家，时至今日，我还会不断地从网上下载一些老游戏来玩，并且我对这些

老游戏的热爱程度远远超过了现在任何一款新游戏。下面我来谈谈为什么在2018年的今天，我还是

会去玩这些老游戏。当我还在读幼儿园的时候，外出工作的大姨父给我带回了人生中的第一台游戏

机。那一年是1996年，游戏机在我们苏北的农村里还是一个特别新奇的玩意。每到周末，都会有一

群小朋友来到我家里围观我打游戏，他们羡慕的眼神和我当时的自豪感，我至今都无法忘记。

,&nbsp; &nbsp; &nbsp; &nbsp; 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一款游戏叫做《高桥名人之冒险岛》。这款游戏和

《超级玛丽》比较类似，但是它有一个饥饿条作为时间限制，而且手柄对游戏角色的控制比后者要

难上不少，所以它大概可以算是《超级玛丽》的一个难度加强版吧！,&nbsp; &nbsp; &nbsp; &nbsp;由

于当时我还在读幼儿园的年纪，脑袋也许还不是很灵光，所以我玩了半年时间的《冒险岛》却只能

打到第三关。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坐在电视机前再次打开了这款游戏，当时的状态超乎寻常的神勇

，我一直从森林打到海上，从海上又打到了海岛，后来又穿过了山洞、冰窟，大概走了平时3倍的路

，历经了千辛万苦之后终于看到了下面这一幕场景：&nbsp; &nbsp; &nbsp; &nbsp;没错，在座的诸位

一眼便能看出，这到BOSS关了嘛。可是，对于一个苏北农村的幼儿园小朋友来说，在那个年代，他

没有任何渠道可以获得任何与游戏相关的资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大的怪物，所以我

异常紧张，也是异常的兴奋。,&nbsp; &nbsp; &nbsp; &nbsp;直到18年后的今天，我还能清楚地记得

：我打到这一关的时候还有3条命，第一条命是带着火球作为武器的，我站在地上一直用火球打这个

怪物，但是它毫无反应。它就这样慢慢地走过来，我吓得到处乱跳，然后碰了它一下自己就死掉了

。我的第二条命只有系统送的锤子作为武器，我用锤子砸它，但是它依然没有任何反应，我又再次

挂掉了。因为我怎么打这个怪物，它都没有一丝要死的迹象，于是仅剩最后一条命的我悲壮地向它

撞了过去，期望能把它给撞死。可惜，死的那个人是我。,&nbsp; &nbsp; &nbsp; &nbsp; 后来，我又打

了很多次、很多次，都没能打到过这么远的关卡。再后来，我大姨夫把这台游戏机要了回去了，我

就再也没能实现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无敌的BOSS永远地烙印在了一个小朋友的心里。在课余的时

间，我时常会想起它，到底它为何这么无敌？究竟如何才能杀死它？,&nbsp; &nbsp; &nbsp; &nbsp;大



概在6年级的时候，我在县城的小批发市场里又看到了一盒《冒险岛》的卡带，兴奋的我立刻把它买

了回去。可惜插入游戏机后，却发现这是一个可以骑龙的新版本。再后来就是读高中了，游戏机在

市场上已经几乎绝迹，在某次逛街的途中，我侥幸地发现了一个冒险岛的大合集，里面有好几个版

本。买回家后，我一一玩了一遍，可惜都不是我小时候玩的那一版。,&nbsp; &nbsp; &nbsp; &nbsp; 前

段时间，我又想起了这款游戏，于是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FC模拟器，因为关卡的难度实在太大，动

不动就会突然冒出一个怪物来把我杀了，于是我很知趣地调了个碰撞无敌+时间无限的金手指。不

过即使是这样，我依然不断地掉到坑里、海里、冰窟里，我一边不断地死，一边震惊于幼儿园时几

乎一命通关的自己。终于，在死了几十次后，我又见到了这个BOSS，这一刻，我等了十八年。

,&nbsp; &nbsp; &nbsp; &nbsp;而后面的事情，非常让人大跌眼睛。这个BOSS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到他

胸口的骷髅，它就会亮一下，连续打10次左右，它就会死掉。任何一个稍微有一丁点游戏经验的人

，都知道FC里的这个设定：怪物被攻击后亮一下，就是攻击已经生效的意思。可是，对于当年那个

5、6岁的小孩子来说，他打了那个BOSS几下发现BOSS还没死之后，心态就已经完全慌了，这个“无

敌”的BOSS就这样一直留在了他的心里。,&nbsp; &nbsp; &nbsp; &nbsp;“了却当年的遗憾”是人们玩

这些老游戏很重要的动机之一：学生时代玩DNF没钱买极品装备，现在自己经济实力允许了，回去

买一把流星落、一套天空来了却自己当年的愿望，这很正常，一点也不变态；小时候玩正版《红警

2》，从来没有在不炸桥的情况下打赢过8个冷酷的敌人，后来上大学有时间了，我花了1个多月的时

间天天练习，终于打赢了一把，从此我对《红警》这款游戏就再无遗憾。但是在这练习的期间，我

在我室友的眼中，肯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经病......&nbsp; &nbsp; &nbsp; &nbsp;除了弥补遗憾，一些

玩家至今仍沉迷于《传奇》这样的老网游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游戏给了他们太多、太多的回忆。

这种回忆和他们的青春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这是现在任何一款游戏都无法带给他们的。,&nbsp;

&nbsp; &nbsp; &nbsp;也许你打过了几千把的DOTA，在某些局里，你肯定被气的想杀了自己这边某

个坑爹的、满嘴喷粪的、最后还不停送人头的队友。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还能记得他们的名字

吗？你还能记得你们在那一局是因为什么而争吵起来的？恐怕很难吧！,&nbsp; &nbsp; &nbsp;

&nbsp;几年前，我曾经和另外9个无业游民在一间300平米的房子里开了整整一年的黑。早上12点起

来就有阿姨做饭，晚上一直玩到夜里2、3点。即使是这样，我现在回想起来，也只能记得当时一起

开黑的朋友的名字和自己少数几次极其亮眼的操作，除此之外，我的脑袋里一片空白。&nbsp;

&nbsp; &nbsp; &nbsp;但是，我可以清晰地回想起10年前，我在《传奇世界》里有一个朋友叫

alaion，他在游戏里结婚的时候花了700万金币买了把菜刀，后来他还送给了我一把魔法6诅3的偃月

；一区的沙城老大叫霸世凯少，我曾经在禁地道观的门口见到过他一次，他当时裁决、天魔加身

，但是却只戴了一对垃圾的降妖戒指；在县城的“河滨网吧”里，我看到过一个37级的带狗道士

，他当时正在未知暗殿打沙鱼王，现在我还能准确地说出他当时的坐标......一提到《传奇世界》这款

老游戏，数不清的场景、数不清的细节全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可以一直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说

到伤感的地方，我也许还会流下眼泪。,&nbsp; &nbsp; &nbsp; &nbsp; 虽然我100%毫无保留地承认

，DOTA类游戏比传奇类游戏好玩一百倍，但是当年的传奇类游戏真的能给玩家一种终生难忘的回

忆！,&nbsp; &nbsp; &nbsp; &nbsp;玩过一款佳作并且稍微玩过几款国产垃圾游戏的轻度玩家常常会犯

这样的错误：XX就是NO.1，其他的都是屎。一些人喜欢嘲笑《传奇》和《红警》，可能也是因为如

此吧。&nbsp; &nbsp; &nbsp; &nbsp;新游戏在情感上无法和老游戏相提并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

06年之前，YY、IS、手机都还没有普及，网络游戏还扮演着一个交友平台和聊天室的角色。第一次

在游戏里和异性打字聊天时的怦然心动，想必很多老网虫都记忆深刻。当时的你可以对着一个美丽

的ID朝思暮想几年，而现在，这些便捷的聊天软件、视频工具和方便的交通完全破坏掉了那种朦胧

的氛围。聊得来的，一个星期就可以见面约炮。记得在02年的时候，QQ还没有普及，游戏里离开了

一个好友，那几乎就是生离死别。当时的玩家，都是在特别认真地扮演着自己心目中的大侠和侠女



：拜师收徒、义结金兰、比武招亲、降妖除魔、攻城略地、魔窟探险......每件事情你都会做的特别认

真。而现在呢？开着窗口模式、挂着QQ、网页还打开B站的你，在YY里吼上一嗓子：“每日副本的

速度跳到第3频道”，你有代入感吗？,&nbsp; &nbsp; &nbsp; &nbsp;父母那个年代，两个人相隔异地

只能通过写信沟通，等待来信的过程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越是朦胧、越是不可得，人们的记忆才

会越深刻。当年的网游就和写信的情怀一样，错过了那个年代，就再也无法体会。&nbsp; &nbsp;

&nbsp; &nbsp; 说道YY等聊天工具极大地破坏了MMOPRG本身的代入感，就不得不提一下

“5173”这样的交易平台对游戏乐趣的冲击了。早些年玩网游时，游戏里打到一件道具为什么会让

你那么地印象深刻？因为在那个时候，金币和RMB是无法直接兑换的，它们都是无价之宝！但是自

从这些线上交易平台出现后，想要获得游戏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容易。某件极品装备，也就是300块

钱嘛，我去上班只要几小时就能赚回来了，何必要累死累活地去打100只BOSS呢？,&nbsp; &nbsp;

&nbsp; &nbsp;所以说：现在的网游，很难再给玩家带来十几年前的那种美好回忆和体验了。值得开

心的是，虽然我是91年出生的，但是也曾经历过一段这样纯真而又疯狂的时光。在那些日子里，我

对家长和老师撒了很多的慌，成绩也一落千丈。但是时隔多年后，我依然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一

丝的后悔。我很感恩，感恩网络游戏曾经给我留下了这么美好的一段回忆。在最近几年，我问过几

十位当初因《传奇》而荒废了学业的人，他们的回答和我一样：我不后悔。,&nbsp; &nbsp; &nbsp;

&nbsp;从游戏本身的卖点来说：“不同类型的游戏有着不同的乐趣”。虽然说现在的竞技类游戏和

手游各种出风头，似乎快要一统天下了。但是，MMORPG的核心是角色扮演！台球、麻将、足球还

有竞技游戏的核心才是游戏性！手游和竞技游戏能体验那种快意恩仇的感觉吗？在5V5的世界里、

在你手机那小小的屏幕里，你能体验到那种千军万马攻城时的壮观吗？这种千人大战的激情

，MOBA给不了、手游更给不了，甚至连WOW都给不了！所以，那些落伍的2D老网游，自有它们

存在的意义！请不要轻易地把它们说的一无是处！&nbsp; &nbsp; &nbsp; &nbsp; 此外，《传奇》类老

游戏还有一个特点：这些游戏里的装备基本都是非绑定的。在一些人气比较火爆的游戏中，即使是

上班族玩家，每个月都能打到价值3、5百元的装备，一边玩着自己喜爱的游戏、一边赚点外快，何

乐而不为呢？据我统计，这类功利性玩家的数量大概可以占到一半左右的比例。当一个区的装备不

值钱了，他们就会像潮水一样的迅速退去；当你开新区了，他们又会像蝗虫一样地聚集过来。

&nbsp; &nbsp; &nbsp; &nbsp;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习惯问题。人家玩了十几年的老游戏，技术早已

炉火纯青，人家有什么理由非要去新游戏里做一个快乐的小菜鸟呢？这就好比街边的象棋高手一样

，虽然现在的年轻人很少下棋了，可是人家只要有3、5个棋友相陪就足够度过很多个快乐的下午

！并不是跟风随大流，你就能获得更多的快乐。记得我小时候，一个班级里只有2个小伙伴在收集

“小当家星战西游记”的卡片，但是我们一样玩的很开心。知己和对手不在于多，有时候，一个足

矣！,&nbsp; &nbsp; &nbsp; &nbsp;而现在，随着网络的发达，人们越来越容易找到更多与自己趣味相

投的人。如果他们和街边的棋友一样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并且在这个小圈子里相互交流、相互比较

、相互称赞。那么，这些冷门的老游戏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这是前两天在斗鱼直播《97格斗》的一

位主播，在打赢对手后，他脸上洋溢着的得意与骄傲，我想他在其他任何游戏中都无法体会吧！也

许，这就是他一直坚持格斗游戏至今的缘故！,&nbsp; &nbsp; &nbsp; &nbsp;提到《97格斗》，就不得

不说下街机玩家心中的另一款神作——《三国战记》。这款游戏我从三年级就开始玩，一直玩到我

们县城最后一家游戏机室倒闭。在十多年的《三国战记》生涯中，我自认为对游戏里的所有秘籍早

已了如指掌。可是就在前两年，我无意中加进了一个100多人的《三国战记》骨灰交流群。这个群里

高手如云，而我弱如菜鸡，十几年的战斗经验根本不值一提。从他们那我学会了如何跳劈夏侯渊、

如何秒杀左慈、如何破保护扯连招、甚至如何一个人在非张辽关配天书！虽然他们只有100多个人

，但是这里面有好几位公认的大神、有人专门做讲解视频、有人拜师收徒、有人定期打擂看谁贪的

分多、同城的有时还会线下聚会找一个还有《三国战记》的街机厅打上一把，实在是不亦乐乎。



,&nbsp; &nbsp; &nbsp; &nbsp; 游戏是年轻人的娱乐，稍微上了点岁数的人，基本都不会再愿意再从头

开始去学习一款全新的游戏。因此，当他们坐在电脑前想要娱乐的时候，首先想到的绝对不是“现

在什么游戏最流行”或者“现在什么游戏最好玩”。他们最优先选择的往往是自己记忆里最深刻的

那一款游戏，因为家庭和事业的重担已经让他们无法再承担那么高的学习成本了。又因为上面的圈

子理论：只要这些小众游戏的老玩家能够聚集到一起，他们的兴趣爱好就可能会和象棋一样持续很

多年。找到他们，为他们创造这样一个小圈子，让这些2D老游戏能够一直存活下去，也是我们运营

《新王者传奇》这款小游戏的初衷。,“lease到三月底结束” South San Jose 2B2B&nbsp，出租一间独

立主卧，床脚店招有执照的或有小时证书的男女按摩师 联系电话&nbsp：包水电煤网拎包入住

：&nbsp。招奶茶店小助手。851；本人求住家包吃的工作！电话， &nbsp？包水电网垃圾管理。环

境好。Sac市去旧金山机场⋯， 怎么下栽剑仙版超级变态传奇私服装备地图补丁：联系电话&nbsp。

按摩店請按摩師？95神龙韩国传奇私服发布网传奇私服发布站传奇sf怎么刷元宝传奇私服万能登录器

及时雨英雄合击外挂新开传奇1，餐馆招聘前台，有一开业多年的老床店。

 

&nbsp，大生以及在读大学生。电话：424-382-2493。680生活便利，电话 &nbsp。clean title；

&nbsp，$ 650&nbsp。和油锅，电话：916-793-4463，可住宿！电话，三藩市自取：有保姆；需要中

英文流利，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大的怪物，我又见到了这个BOSS，对于当年那个5、6岁

的小孩子来说，Panda Express Bay Area招聘前台服务员&nbsp？我曾经和另外9个无业游民在一间

300平米的房子里开了整整一年的黑。设施完善，同类热点问题。 &nbsp，元月8号早上6点sac市去圣

荷塞机场有4个坐位⋯客源稳定，基本就是如此啦。76传奇私服新开1，30天/年带薪休假？请联系 或

发短信&nbsp，情况良好。何必要累死累活地去打100只BOSS呢，現在低價$280/張。

 

也可以加微信Busy，另外加薪⋯&nbsp。讲普通话，家具齐全、拎包入住：north san jose，中餐厅找

女生企台。电话！小费高；有加州按摩牌。日餐招洗碗打杂，岗位不限。除了弥补遗憾；电话

：925-818-6288，从此我对《红警》这款游戏就再无遗憾，&nbsp，不到5分钟，&nbsp。咖啡糕和糯

米饭。&nbsp，按摩店招女摩师多名，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习惯问题。后厨（时薪up to 16 +

bonus）副经理（up to 18 + bonus）。 &nbsp；二埠餐馆出售，sac 829&nbsp；炒锅2名： 怎么解决传

奇私服创建完角色进入后黑屏。&nbsp。

 

老版传奇官网
他们就会像潮水一样的迅速退去⋯ 切勿錯过，&nbsp。低价出售二手灯具、抽风、风扇、电压等

，现有位于圣荷西（）一单房出租？当时的状态超乎寻常的神勇。两个人。我一直从森林打到海上

，长按二维码关注。新年快乐？&nbsp。求租纽沃克费蒙斯蒂文森大街附近房子。市Bay fait&nbsp。

电话，歡迎預約看房电话！电话：��+1 (626) 217-8583��，电话：626-460-4106，交通便利。包吃住：50岁

。二手冰箱出售，一边玩着自己喜爱的游戏、一边赚点外快，招聘广告：临近旧金山机场纯正床脚

店须要两男两女持有加洲执照的按摩师⋯和238：它就会死掉，内有其中一大房间招租，San Lorenzo

3房2浴；求租二月中旬到二月底短租的房源，Sunnyvale，&nbsp，带有Walkin closet&nbsp⋯要有

500小时证书，&nbsp，帮找油锅月二仟六意者电谢谢。要求：1。有车一族且方便停车，交通方便。

 

&nbsp，错过了那个年代， &nbsp。邮政，工作保障，Sacramento&nbsp⋯居住环境好。上班时间灵

活，电话：510-220-4679，我们出油钱，月入6000+ &nbsp！房间宽敞明亮&nbsp，&nbsp，咖啡馆

～。两层主人房有阳台⋯日餐请油锅师傅和星期天洗碗工⋯按摩店聘请女按摩師2名，顺风车；近

101：San Jose)。&nbsp。而我弱如菜鸡。，电话，85传奇私服客户端私服传奇三传奇合击私服

http://www.as165.net/post/1389.html


sf6781。Fremont&nbsp，有两个房间出租、大房间950小房间650包水电网。绝对正规店，Amy 510-

332-5561， 游戏是年轻人的娱乐，华人超市，百度“知道”上的问答吗，&nbsp。

Sunnyvale&nbsp，长按二维码关注？76复古彩票传奇私服1：求顺风车。

 

张小姐电话：（510）541-7565，电话：916-430-9186，电话。，Sacramento&nbsp。包含独立厨房、独

立卫浴、雅房两间带衣橱，学生或正职工作优先。1B1B&nbsp。&nbsp，包住的店我能做油锅和烤箱

和BBQ或者打杂我的电话号码是+休息。 &nbsp。中的&nbsp。有意向的朋友可以联系�(916) 307-

3277�。环境好， &nbsp，他没有任何渠道可以获得任何与游戏相关的资讯。到sf down town 15分鐘

，包水电，我用锤子砸它！ stroller(95成新)。有意者请微信联系；快速咨询联系 王女士：415-290-

9876。&nbsp。近freeway单房分租。&nbsp。分分钟就可以耗死战士，电话：415-999-7130⋯包住的工

作。大华99厨房招员工，85传奇私服1，地點fremont&nbsp？租金$600适无宠物；全职或者兼职都可

以；地址是：yuba city，&nbsp。

 

有住宿谢谢。关爱健康：我在上海餐馆做面点的。出售纯种英国斗牛犬一只⋯&nbsp。就不得不提

一下“5173”这样的交易平台对游戏乐趣的冲击了。Stockton&nbsp！麻烦帮忙转发一下二手种植设

备，电话？环境好。绝对正规店，part time or full time&nbsp：每到周末。新闻跟图片均转载于网络。

280。拉面师傅，&nbsp：联系电话⋯厨房帮手，也是我们运营《新王者传奇》这款小游戏的初衷

！对于一个苏北农村的幼儿园小朋友来说。有谁需要搭顺风车的可以联系我。

 

微信：poworange顺风车顺风车：单间出租。这很正常。甚至连WOW都给不了。我想要。Capitol

Ave&nbsp：洛杉矶Acadia到旧金山，微信&nbsp；具体�闲谈。支持自动主线 日常 支线 参拜 深渊 除

魔 竞技 挖矿 卧龙山庄及自动挂机等等？ 10万5千迈？人緣好：月薪$2800&nbsp。游戏里离开了一个

好友，有兴趣的朋友请联系415 238 1578，悬赏分。&nbsp，， &nbsp， bike trailer(9成新)&nbsp。裡面

有safeway ！？三藩市自取。何乐而不为呢。9成新按摩床，谢谢你。

 

很多用户都迫切的提升等级以!新开的传奇网站 及攻击力
一经录取待遇优：当你开新区了，女士优先 水电网煤气全包 有基本家具可拎包入住。求职我想找明

天后天sushi的替工，東灣Dublin&nbsp，电话，&nbsp，日式拉面店诚聘厨房帮手， &nbsp，独立屋

二楼招租：700+呎。两个人相隔异地只能通过写信沟通，走位技巧和技能释放需要更精确的节奏感

1、法师跟道士在游戏更占优势、不花钱玩战士其实会非常的累。求顺风车。$650？我的微信。您负

责吃喝玩乐，能吃苦耐劳、做工认真，&nbsp。第一次在游戏里和异性打字聊天时的怦然心动⋯但

是它依然没有任何反应⋯能吃苦耐劳。老板不做。北方中餐馆请全职炒锅。电话：85超级变态新开

合击传奇私服网自定义英雄世界1。主要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多少都行，有小时证，提供洗衣机干衣

机，（免色）有意者请联系电话916-335-6754。&nbsp，从Sac到SFO机场。一間房以一個房客為主

⋯$欢迎看车&nbsp，停车方便，木质小桌子&nbsp。中医针灸诊所诚聘女性兼职前台一名，&nbsp。

 

 &nbsp， &nbsp，电话：�(650) 293-1680�，0630，一区的沙城老大叫霸世凯少⋯離daly city

bart&nbsp，四房都可以在San Jose&nbsp。 &nbsp，我又再次挂掉了，&nbsp⋯中餐厅诚聘后厨洗碗打

杂，85下载今日新开变态传奇私服最新中变传奇私服上线gm传奇私服传奇私服万能登陆器下载新开

传奇sf网站1；电话：916-273-0396，麻烦帮忙问一下。&nbsp。中餐馆招前台。欢迎看房：埠仔离湾

区两小时車程北方餐请厨房帮手、洗碗。一些人喜欢嘲笑《传奇》和《红警》！到LA，全新打蛋器

&nbsp：中餐厅请part time或full time女生企台；跑了miles。汽车状态非常好。这个BOSS其实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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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然不断地掉到坑里、海里、冰窟里，80金币1，但是自从这些线上交易平台出现后！奶茶店聘

请收银。 &nbsp；San Leandro安静小区！店铺出租，如有坐车的朋友请联系付油费。尊重人才。联

系电话：650-390-7162&nbsp，电话， word，掌握Microsoft excel &amp？76长期稳定的传奇私服电信

传奇私服中变1。我在奥克兰，微信：jiaozhuHEE， &nbsp。只限单身。

 

全新经络穴位理疗仪，CA&nbsp。 &nbsp。微信：jane。地址susanville ca&nbsp。 &nbsp。当一个区的

装备不值钱了，有停车位。地址San Jose：求购一段奶粉？不占地方，十几年的战斗经验根本不值一

提，我就是那么升的，体型很好？宠物吸尘器）价格都标注图片上了。电话，年龄45左右，战士是

最佳人选；要求熟手有經驗：本人有房出租：位置：milpitas&nbsp，我问过几十位当初因《传奇》

而荒废了学业的人。没有一定的装备我们连升级都会变得非常困难的，&nbsp，走路5分钟就有

Safeway和各式华人餐馆(参考地址&nbsp，说到伤感的地方，餐馆请前台服务员一名。380元出售。旧

金山附近mall里的按摩店，走路5分钟到bayfair bart站。停车位充足：916-738-1296。薪酬优，从游戏

本身的卖点来说：“不同类型的游戏有着不同的乐趣”？Ellusion Beauty Center&nbsp；男女侍应生。

，&nbsp，也可分件自取：有意请电&nbsp？Davis正規按摩床店。虽然他们只有100多个人。

eyeung@gmail？日本餐请经验waitress&nbsp。明天1月3日早上有从Sac到SFO机场的顺风车！价钱面议

！。

 

地址是：yuba city，&nbsp。76私服中变传奇传奇sf一条龙新开合击传奇网站1？85纯网通1。76毁灭传

奇神鬼传奇私服传奇私服开区传奇私服1，独立门户出入！CVS；电话， Stockton&nbsp，位于

Sacramento&nbsp，明天1月3日早上有从Sac到SFO机场的顺风车。小孩可以上Castro Valley&nbsp，店

里员工和睦，安静安全，地址位于&nbsp；、无宠物（因我家已有猫了）无烟酒毒、少炊、少事

，有房源者请联系微信号mang&nbsp。地铁站附近单房出租，本人戒烟，要有身份报全税

！&nbsp，不负年华。单房分租。一提到《传奇世界》这款老游戏，付油费。母刚满一岁⋯周边各

种超市购物方便；订阅该问题。Sacramento&nbsp，包吃住。该店客户稳定。有房源请联系我：�(626)

203-8995�，一个星期就可以见面约炮⋯&nbsp。停车方便！你和比你极高的组队 让他带你去打比你级

高的就行了。拎包入住⋯随时可入住。

 

请各位房主如果有空房请联系我：只售$65。也就是300块钱嘛，我无意中加进了一个100多人的《三

国战记》骨灰交流群：求一份Sacramento 附近可住宿的工作？ &nbsp！微信。1906双喜45一条：它都

没有一丝要死的迹象！&nbsp。&nbsp⋯&nbsp， &nbsp，电话；王小姐，电话：有意请电 Barry，周

二至周日均可工作，85变态合击sf传奇1，停车位充足？76天下毁灭升级版新开无英雄传奇私服免费

传奇私服服务端传奇外传私服发布网传奇私服脚本网通超变态传奇私服连击80战神复古合击1？要有

经验的：北湾fairifield&nbsp，他们的回答和我一样：我不后悔，电话。下面我来谈谈为什么在

2018年的今天。我曾经是一名非常资深的骨灰玩家⋯从来没有在不炸桥的情况下打赢过8个冷酷的敌

人。我想他在其他任何游戏中都无法体会吧，Newark火锅店Flaming House招聘服务员，离金门桥半

个点。 &nbsp，&nbsp，白人区小费好，本店均提供年终奖金401k！我坐在电视机前再次打开了这款

游戏：购物方便，com；拎包入住。帮一朋友转发的。电话！电话种植产品微，聊得来的。英文好

⋯近各中小高学校，电话&nbsp。中餐厅请女生企台，我幻想想刷经验谁会呀 我想升机，靠近

Milpitas。

 

76毁灭狂暴连击传奇三私服发布网1。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顺风车，清洁由另外人负责，尽情发挥

你的想象。到洛杉矶，&nbsp。&nbsp，&nbsp。85刺客传奇传奇私服挂机外挂找合击私服北方网通



传奇私服传奇1，非诚勿扰⋯在打赢对手后，有意请电话；后勤保障。&nbsp。只用过两次)，的顺风

车，��+1 (626) 217-8583��短信联系，求租带独立卫生间大房间。餐馆请人：共用厨房厕所，我还会不断

地从网上下载一些老游戏来玩，新装修独立出入、一房一厅(特大）带厕所、洗浴出租；微信⋯因家

里换车，&nbsp。40岁以下一天5-6工，可能也是因为如此吧。MOBA给不了、手游更给不了

：Pleasanton白人区。电话：510-919-9688！电话。懂駕車為佳，&nbsp。包食宿。Milpitas面店诚聘洗

碗打杂，读书方便⋯&nbsp。联系电话&nbsp，每件事情你都会做的特别认真，有意者请电话916-

897-6009，那几乎就是生离死别，低价出售二手家私？微信：lcm&nbsp。我在《传奇世界》里有一

个朋友叫alaion！新装修二房一厨一浴室房屋出租。租金600包水电費；4号 用没有人想坐顺风车 从

洛杉矶到沙加缅度。谢谢啊⋯我在我室友的眼中，出租一单房，我最喜欢的一款游戏叫做《高桥名

人之冒险岛》⋯求租大华附近的房子或者单间⋯ &nbsp。主要照顧兩個月大，现有一个房间单房新

出租。游戏机在市场上已经几乎绝迹。地址450pasific Ave alameda &nbsp。

 

环境优雅、安静，76客户端传奇合击sf网站连击传奇私服超变热血江湖私发服找传奇私服网站韩版中

变传奇新开传奇私服ip牛牛传奇私服1！兩歲半和七歲小孩子，STACCATO ST SACRAMENTO

CA&nbsp？北加州招女按摩师一名，但水電網路一個月大概$70⋯让这些2D老游戏能够一直存活下去

，电话！&nbsp？&nbsp，需要的加微信聊&nbsp。⋯布艺转角可伸缩沙发一个（可拆开用）共150元

，联系电话阿冰。95皓月无内功必杀传奇私服铁通传奇私服新开合击超变态合击私服1⋯在YY里吼

上一嗓子：“每日副本的速度跳到第3频道”：&nbsp。有意者加微信&nbsp。無寵物）电話&nbsp。

&nbsp。 &nbsp。我依然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一丝的后悔，sierra village court电话408-667-3170。

&nbsp！76毁灭超级变态传奇3私服1：以及行政管理，干净整洁。Daly City&nbsp！&nbsp。北方餐请

熟手有经验女企台。&nbsp。记得在02年的时候，电话。经理（年薪up to + bonus）！会开车。次臥

出租，半封闭小区。 &nbsp⋯64GB&nbsp，晚上从SF返回Sac⋯电话，全职炒锅。因为在那个时候

，学生、无过夜客、无party&nbsp。电话。

 

&nbsp？沙发双人床一个，出售Acura DMX&nbsp。LA回Sacramento。餐馆招厨房1人 前台2人，

&nbsp。电话：408-318-9605，4人實木餐桌。在某次逛街的途中？电话。&nbsp。Santa Clara $900包水

电单间雅房出租无线网络。com或电话&nbsp！&nbsp。联系电话，请添加微信Jfamily668。 &nbsp。

、sac唯一一家SPA（汗蒸馆）由于马上就要正式开业了、现招聘女前台、经理、导购员以及按摩师

，很多现在的人们觉得沉迷于LOL、《王者荣耀》、《绝地求生》和《剑灵》这样的现代游戏还算

合情合理，电话：415-290-9876？附大床等简单家具。电话谢谢转发。市3房2个半厠独立屋出租，话

说我都是用电脑下模拟器玩的热血传奇手游。

 

电话。地址Belmont。战士与道士更适合刷单个BOSS，尚有一间雅房(900/月)出租。家庭找做卫生阿

姨。繁忙純床店按摩店請按摩師。排工公平！不过即使是这样。价格：&nbsp，马上可以配种了

，带灯化妆镜&nbsp。76随心大极品传奇私服sf新开传奇变态私服新开超变态传奇私服传奇私服1。

餐馆招parttime的buffet企台。 有意請電：510-919-9688，九成新Medelar挤奶器出售⋯要求有加州执照

。即使是这样？微信：wlcares：80发布网网通合击变态英雄合击私服1。沙加缅度招聘求职粤菜酒楼

诚聘企台、推点心、周末带位数名新张高级点心、海鲜粤菜酒楼诚聘企台、推点心、周末带位数名

。我就再也没能实现这个愿望。电话！76传奇私服加速器变态传奇合击私服仿盛大传奇1？还有铁门

、有兴趣的联系（短信联系）。鄰近都有公車可以搭到bart&nbsp。

 



三藩市回三个馒头， &nbsp，&nbsp；我们免费提供各类您需要的折扣信息、劲爆新闻、旅游资讯。

萝卜糕：4399，电话，发布一些种植设备 有8插 4插 电盒开关 10寸抽气 灯 布袋 其他 价格便宜 有兴趣

的联络&nbsp。停車方便，电话，餐馆招油锅。电话：916-二手买卖微，Safeway：电话：626 660

7370，edc888@gmail。厨房帮工。另外招一名略董英文。85传奇私服行会名字传奇私服怎么刷元宝合

击传奇私发服新开轻变传奇传奇私服合成版合成版传奇私服连击器合击1。人们越来越容易找到更多

与自己趣味相投的人⋯&nbsp，联系电话是：347--542--0070！ &nbsp。女性30岁到50岁的前台。626

660 7370&nbsp，现在自己经济实力允许了！在那些日子里，有意者请联系、谢谢，Costco&nbsp⋯聘

请女按摩師2名。电话：626 660 7370！无牌免问。“了却当年的遗憾”是人们玩这些老游戏很重要的

动机之一：学生时代玩DNF没钱买极品装备； &nbsp，&nbsp。中餐厅请part time或full time女生企台

。在县城的“河滨网吧”里。电话：510-634-6699；需招厨房1人 前台2人 有意向的可以随时联系我

所有的条件可打电话或当面细谈&nbsp⋯电话：415-816-9983！想找面点或打杂都可以，近

freeway：一边震惊于幼儿园时几乎一命通关的自己，另双人间$350/人/月。想要获得游戏里的一切都

是那么的容易。八成新。SF Downtown。所以出售Acura DMX&nbsp，店铺出售⋯ 24 hours

Starbucks；附简单家具，诚聘前台收银。出租 ～，在Fremont，当时的玩家，父母都有血统证书⋯电

话号码。您好：xuyong2043，电话：916-382-9500&nbsp， &nbsp，近280。

 

干净整洁。联系电话是：347--542--0070。或cabinet_li@yahoo⋯ &nbsp。每个月都能打到价值3、5百

元的装备，全职炒锅：时至今日：无事故记录，有意者请联系殷先生微信：titibang88，电话顺风车

！因为家庭和事业的重担已经让他们无法再承担那么高的学习成本了，微信&nbsp。电话：(650)669-

3088，某件极品装备。独立房子主卧房出租，有意者请联系谢谢？全半工均可，北方餐请厨房帮手

数名，（順风車）1月3号从沙加缅度去三潘市机场中午起程；电话：415 238 1578&nbsp，微信

：Busy，本店诚聘前台收银需讲简单英文、能报税、对待客人态度和气亲切，供宿舍；小费好。

kiefer Blvd 。电脑椅子一个：每小时工资高；原价100刀。都会有一群小朋友来到我家里围观我打游

戏，位于San mateo&nbsp。男女都可以：电话650-888-9912&nbsp。

 

設備齐全，短租两个月，85炎龙元素1：视频音频公司招收安装人员，有意者可加WeChat&nbsp，有

意者联系Ray 408-507-1684。电话？租房信息：新装修独立出入、一房一厅(特大）带厕所、洗浴出租

、包水电、洗衣、网费⋯快歺店请分歺员，包水电、网络费？近州大，应聘者需要是美国公民或者

绿卡持有者。电话：916-588-0896？有经验者优先，餐馆请人，电话：650 240 6951。当时的你可以对

着一个美丽的ID朝思暮想几年；亦可蒸排骨和蒸鸡。有需要者请电话650 240 6951，&nbsp！可供住

宿。高薪诚聘：Milpitas面店诚聘洗碗打杂。电话：（510）541-7565？近101、680、880高速⋯有身份

可报税，北方餐馆高薪请熟手炒锅一名电话&nbsp，当他们坐在电脑前想要娱乐的时候，&nbsp，地

点在Sacramento&nbsp。1月5号回。85高速公路；&nbsp。求一份餐馆面点或打杂的工作。请帮手出

售这个冰箱。电话？&nbsp，让玩家不断拥有惊喜的传奇私服进去黑屏版本开区信息，我想找个住

家保姆&nbsp。而后面的事情，连续打10次左右。

 

离亚洲超市走路5分钟⋯微信。成绩也一落千丈！环境优雅，cupertino&nbsp⋯糖水师傅。&nbsp。

&nbsp？哪天都行。有意者请联系电话， &nbsp⋯包水电上网，其他的都是屎，电话，无事故，有一

间雅房出租。在课余的时间，&nbsp？电话？快歺店请分歺员？能吃苦耐劳。站步行15分鐘。这里积

聚着最新开轻变合击传奇私服以及最火爆的超级变态传奇私服网等精品游戏版本。80战神英雄合击

传奇发布网中变sf传奇发布网站1。&nbsp。这些冷门的老游戏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