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建瑋 (KWC) 玩具公司提供相關資訊

金
牛座 (Taurus)PT 24/7擁有強化

塑膠聚合物下槍身，結合藍鋼、

碳鋼、不銹鋼和鈦合金等不同版本滑

套，可使用 9×19mm、.40和 .45 ACP

不同口徑的半自動手槍，彈匣容量分

別有 10、15和 17發三種可選擇；PT 

24/7手槍和其他金牛座生產的手槍一

樣，都標榜配置專利的安全裝置，這

裝置包括一個扳機擋塊及左、右連動的

保險連桿，稱為〝金牛座保險裝置〞

(Taurus Safety System)，是一種為防

止手槍誤擊而將扳機連桿脫離的安全性

裝置，能確保手槍不小心掉落時不會走

火。

KWC PT24/7的大部分解，其復進簧導桿為兩截式以減輕後坐力。 

巴西金牛座 (Taurus) 公司所生產的 PT24/7 手槍，是一把短行程反衝式半自動手槍，採用無擊鎚設計以便

於隱藏攜帶，是專為執法人員所開發的手槍，建瑋公司的 PT24 便是參考實銃的設計而開發的GBB手槍…

Taurus PT 24/7 is a semi-automatic pistol using the short type of recoil operation, and available in various 
models with double-action-only (DAO) and double action/single-action-type trigger actions. It’s easy to carry 
and it’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police. KWC refer to real gun and released the GBB version of PT24….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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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先鋒



幽
靈終極六代步槍 (PER Mk VI) 配

置 的 CRS 伸 縮 托 是 APS 的 全

新設計，採用高強度的軍規聚合物製

成，重量只有 450g，除了融合現今流

行的 MP5/416C 伸縮托操作特色和緊

緻性外，還加上了全新的創意，只需按

下槍托底部按鍵，槍托便會立刻彈出，

並且迅速固定至適合的長度，總共有四

個長度可供選擇，另外在槍托底部按鍵

附近，設有快拆式槍背帶環座，可裝上

1~1.25 吋的快拆槍帶環，另外 CRS 伸

縮托桿內有 117 x 32 x 31mm 的大型電PER Mk VI 是幽靈終極系列中最緊緻的成員，全新設計的 CRS 伸縮托外觀質感極佳。

APS 的幽靈終極步槍系列 (Phantom Extremis) 正式推出第六代，它不但繼承了 PER 系列的快速更換彈簧

系統、M-Lok 護木和手槍型握把等等優秀功能外，PER Mk VI 除了外觀更加緊緻，還搭配全新設計的伸縮托，

就是要讓幽靈終極步槍的槍迷們非買不可…

APS finally release the Phantom Extremis Rifle Mk VI. It has not only inherited fast-changing spring 
system、M-Lok handguard and Pistol shape grip of PER series, but also has become more compact and 
fitted with a brand new retractable stock. It’ll certainly grab the hearts of airsoft enthusiasts….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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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靈終極六代步槍 
●文、圖 /Alan & Louis Wong 

●感謝 APS、Joe Lau 提供相關資訊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建瑋 (KWC) 玩具公司提供相關資訊

PKM 通用機槍最早出現在越南戰

爭中，而在不久之前的烏克蘭危

機中仍然被作為主要的步兵火力，另

外 ISIS、塔利班和敘利亞的士兵現在

也正在使用這把機槍，而 PKP 機槍則

被視為 PKM 通用機槍的改良型，且有

80% 的零件可通用，該槍在槍管外加一

個金屬襯套，後方還裝置了一組鋼製且

內置塑膠的固定提把，除了做為提把之

用外，也可以防止槍管過熱後導致熱氣

上升，造成照門與準星間的瞄準基線產

生海市蜃樓現象，同時採用無法快速更

換槍管的設計，這也是 PKP 在外觀上

與 PKM 最大的分別；做為 Raptor 公司

的創業作，這把 PKP 不但在外觀上精

來自第四近衛裝甲師的俄軍手持 PKP 機槍和 RPG-26 反坦克火箭。(By Wikipedia) 

由俄羅斯聯邦儀器設計局 (KBP) 設計製造的佩切涅格機槍 (Pecheneg，簡稱 PKP)，是以 PKM通用機槍為

藍本改良而來，是目前俄羅斯軍隊的主力機槍，台灣的山城企業 (Raptor) 公司便以此款機槍為藍本，開發出

適合生存遊戲的 PKP電動機槍…

PKP designed by KBP, is a modern GPMG which developed from PKM. It’s the current main-stream 
machine gun of Russian Army. The Raptor company in Taiwan used this MG as base, and released the AEG 
version of PKP MG….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山城企業社 (Raptor) 提供相關資訊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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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猛禽



做
為一個全方位的氣槍製造商，

SPA 所設計氣槍不但槍型種類

豐富，且均能滿足廣大射擊市場中的

高、低階客戶，而這把 M16A 氣槍便是

將上一代的 M16 氣槍加以改進設計，

不但承襲了原本的射擊準度，使用的

傳統獵槍槍托亦可讓射手迅速適應；

M16A 的槍身和發射機構整個包覆在山

毛櫸製作的槍托中，木質讓貼腮和手

感更加舒適，槍機拉柄 ( 上膛桿 ) 設計

在槍身右側，射擊時使用左手推動拉

桿，便能完成上膛動作，不過有些不

便的是槍機拉柄無法換至左邊，所以

左撇子射手在上膛時，上身必須離開

Artemis M16A 採用傳統獵槍槍托，射手較易適應。 

岭峰氣槍公司 (SPA) 旗下的 Artemis 品牌，是希臘神話中的狩獵女神

阿堤米斯•阿格特拉 (Artemis Agrotera)，而 M16A 則是將傳統空氣獵

槍加以升級，擁有更大的儲氣槽以發射更多彈數，同時 SPA 還重新調整

氣閥裝置，每一發射擊的出氣量穩定，而且便於攜帶至戶外狩獵及射擊

運動使用…

Artemis is the brand name of SPA, which comes from the Goddess 
of Hunting Artimis Agrotera of ancient Greek mythology. M16A is 
Artemis’ latest product. It’s an enhanced air gun with bigger air storage 
tank and adjustable air-valve, which may fire each round with stable 
air output, and it’s easy to carry for outdoor hunting or shooting 
competition….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岭峰氣槍公司提供相關資訊

硬式氣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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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猛旋風騎士 



●文、圖/編輯部 

●感謝ShowGuns提供相關資訊

這
次為大家介紹的特殊裝備名為

「隱藏式絕地武器」(Emergency 

Shotshell Carrier，簡稱ECS)，顧名思

義，其裝備定位為非槍枝的類別，ESC 

是來自香港「鬚根」(ShowGuns，簡

稱SG)所開發，中文命名為「絕地武

器」，是SG的第三件專利產品，早在

2016年由SG創作總監Frankie及研發團

隊利用3D CADCAM繪圖設計，之後更

用塑料及工業纖維鑄模方式生產製作，

取代了3D列印版的原型，如此不但提

升產品的耐用性外，還在表面加上噴砂

處理，以加強防滑握感及防止反光的效

果，同時ESC還通過了車輛輾壓測試，

在強度方面可說獲得大幅度提升。SG最新推出的「隱藏式絕地武器」廣告海報。

這組「絕地武器」的概念，源自於《絕地孤軍》(Lone Survivor，台譯《紅翼行動》)這部電影，片中描述

美國海豹特種部隊在阿富汗執行任務，最後彈盡糧絕，只剩下男主角一人生存；因此SG便設想生存遊戲也應

有一組絕地逢生的武器，因此就開發出這組隱藏式絕地武器(ESC)…

The concept of Emergency Shotshell Carrier , aka. ESC , came from Hollywood movie “Lone Survivor”. In 
that movie, the leading actor was a member of US Navy SEALs. He was in combat with Taliban warriors and 
exhausting his supplies and ammunition. Same situation also happens in survival game. So, Show Guns 
developed the ESC to deal with this kinda problem….    

特殊槍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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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式
絕地武器



以
色 列 突 擊 武 器 戰 術 配 件 公 司

(Command Arms Accessories 

Tactical，簡稱 CAA Tactical) 在 2016

年推出新版的手槍改卡賓槍套件，定命

名為〝朗尼手槍改卡賓槍套件〞(RONI 

Pistol Carbine Conversion Kit)，其本

體是以強化塑料及鋁合金製造，槍身

上方有一條全通式 M1913 戰術軌道，

朗尼 (RONI) 是 CAA 氣槍部門推出的手槍改裝卡賓槍套件，最先推出的是專為葛拉克手槍所設計的改裝

平台，之後陸續推出適用 SIG P226 和 Beretta M92/M9A1 的款式，全部以強化塑料和鋁合金製造的主體

量輕質堅，同時還裝有新型伸縮折疊托，來提升射擊精度，是符合軍規級近戰武器套件，勢必再度引起大批

Airsoft 發燒友的搶購…

Micro Roni is a pistol/carbine conversion kit developed by CAA Airsoft Division. The first edition was a 
platform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Glock pistols. After that, CAA continued to launch kits for SIG P226 and 
Beretta M92/M9A1. These kits are made of reinforced plastic and alloy, which is light weighted and strong. 
They’re also fitted with new stock to enhance shooting accuracy. These conversion kits will surely attract lots 
of airsoft enthusiastics….    

●文 / 編輯部

●感謝台灣皇朝科技 (King Arms) 提供資料協助拍攝

裝上 M92 手槍後的 KA RONI 改套，闔上側邊槍身即可使用。 

嚴選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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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珍變形卡賓槍改套 



Airsoft Modify Demon EP.2
Ares Combat Proven Slim Motor 

自東京丸井(Tokyo Marui)在1993年推出電槍(AEG)後，電槍至今在技術細節層面的發展已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傳統AEG仍因馬達放置在握把內而造成尺寸過大，除了失真之外，握持手感也不夠舒適，於是Ares推出纖

巧型馬達，讓握把外觀尺寸和實銃更接近，且能輸出高扭力更加提升性能，絕對是玩家期待的火熱商品…

Since Tokyo Marui released AEG in 1993, the development of AEG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ed. But 
traditional AEG place motor in the grip, which cause its size too big and lack of similarity. In this case, 
Ares from Hong Kong recently launched the Slim motor for AEG that makes the AEG’s grip very similar to 
real gun, which enhances the torque and improves performance. Definitely is the hot-selling product that 
we all expect….  

●文、圖/Alan of ToySoldier   ●感謝/華大夫、Ares Airsoft提供協助

氣槍魔改王二代目
Ares實戰用纖巧型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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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槍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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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成立的中田商店，原本是一家買賣軍用品的商店，隨著戰後經濟復甦，中田商店也開始經營休閒

性的軍事商品，這把P38模型槍便是他們複刻二戰名槍系列產品之一，設計者是大名鼎鼎的槍匠六人部登先

生，同時也是他於1965年在中田商店所設計的第一號作品…

Nakada Military Supply Shop was established in the 50s. With the economics blooming after the 

WW2, Nakada started to produce WW2 replica guns. The P38 designed by famous gunsmith Mr. Noboru 

Mutobe was the first product that Nakada made….

丸信(Marushin)M16A1模型拋殼槍的大部分解。(By Wikipedia) 

●文、圖/編輯部 

●感謝老槍友俱樂部提供相關資訊

中田華瑟P38軍官型手槍

德
國軍方在1938年為取代一戰以

來所使用的P.08魯格(Luger)手

槍，由德國華瑟(Carl Walther GmbH 

Sportwaffen)槍廠開發一款全新的9mm

口徑半自動手槍，該槍也是第一款採用

閉鎖式槍膛並配置單動(Single Action)/

複動(Double Action)扳機，所以可先上

膛再關保險，在射擊時直接開保險就可

射擊，可說反應相當快捷；另外，P38

的槍管與槍身採取分離式設計，槍管過

度耗損後可直接更換，無需送至後方兵

工廠維修，這樣的設計對日後的半自動



德國強化戰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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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警展覽



德國強化戰術展
Enforce Tac 2018 

Enforce Tac,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command, control and operational equipment used by 
security agencies, was held on 7-8 March 2018 and once again brought together suppliers of equipment 
for law enforcement and representatives of public agencie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Its seventh 
edition attracted 242 exhibitors and more than 3,500 trade visitors and participants. It’s the best chance 
to meet the latest anti-terror equipment in the world…. 

舉辦至今已是第七屆的〝強化戰術展〞(Enforce Tac)，於今年 3 月 7~8 日在德國紐倫堡展覽中心

(Exhibition Centre Nuremberg) 舉辦，由於歐洲近年遭遇多次恐怖攻擊，因此對反恐作戰格外重視，所

以跟反恐相關的槍枝、個人裝備、自衛器械、安全設備及特殊車輛均紛紛在此展中亮相，也是近距離接觸

全球最新反恐裝備的最佳所在…

●採訪 / 艾瑞克•Covered by Eric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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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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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械展覽

IWA Outdoor Classics 2018
國際狩獵    暨戶外用品展2018



0732018.04.01

Firearms Exhibition

2018年的「國際狩獵暨戶外用品經典展」(IWA Outdoors Classics)照例於三月初於德國紐倫堡舉行，除

了各種實銃與戶外裝備外，中、港、台各大玩具槍廠更是精銳盡出，本刊自然不會錯過此一玩具槍業界的

年度盛會，派遣採訪小組前往此一大型展覽，為各位帶來最新的現場實況報導…

IWA Outdoor Classics is the biggest annual gathering for major firearms and airsoft gun 
manufacturers in Europe. This year, the 45th exhibition has once again managed to set new 
benchmarks. There’re nearly 1,400 exhibitors from 57 countries and thousands of visitors 
attended the exhibition. CKM certainly didn’t miss the opportunity to cover this huge and 
exciting exhibition….

●採訪/編輯部‧Covered by CKM Editorial Dept. IWA Outdoor Classics 2018
國際狩獵    暨戶外用品展



狙擊槍模組改裝配件

Amoeba Striker AS01 Modular Accessories  
086 2018.04.01



狙擊槍模組改裝配件

Amoeba Striker AS01 Modular Accessories  

with Violet●文/盧志邦•Text by Samson Lo

●圖/Samson、阿德•Photo by Samson、Chu Lap Tak

●裝備造型/許嘉華•Modeling by Alan Hsu

●模特兒/紫研(Violet Yin)

●感謝Amoeba、Ares、Alan Ng Jr.@A&C Creation提供資訊與協助拍攝

戰神(Ares)旗下的子品牌變形蟲(Amoeba)

於去年5月推出攻擊者(Striker) AS01氣動狙

擊槍，以先進的模組化概念設計，讓Striker 

AS01透過更換各種不同配件，便能應付各種

不同使用者的需求，今年Amoeba更為Striker 

AS01推出一系列全新的配件，讓AS01的功能

更加充實寬廣…

Amoeba launched the Striker AS01 in 
last May. The sniper rifle is designed with 
advanced modular concept, which allowed it to 
meet the demands of different users.

This year, Amoeba continue to release 
new accessories for AS01, which will surely 
increase it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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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納納戰役
台灣東部最大型的生存遊戲活動「東擎任務」，是由推動生存遊戲不遺餘力的「花蓮縣空氣軟槍運動

安全協會」，為提昇花東地區槍隊的戰鬥技能及與各地槍隊交流，緊接去年廣獲好評的東擎任務1-尖刃

行動，於今年3月10~11日在風光明媚的花蓮瑞穗，再度盛大舉辦了「2018東擎任務2」的全台生存遊戲

聯誼活動…

生存遊戲Survival Game

098 2018.04.01



Mission East Atlas 2-Battle of Ganana 加納納戰役

●採訪/蔡牧霖•Covered by Karl Tsai

●感謝花蓮縣空氣軟槍運動安全協會協助採訪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cohesion and combat skill of survival game players  in Eastern Taiwan,  the 
Hualien County Airsoft Sports Safety Association once again  hosted  the Mission East Atlas 2-Battle 
of Ganana at Ruisui Township  in Hualien  from Mar. 10  to Mar. 11. There’re survival game teams from 
Keelung, Taipei, Taoyuan, Taichung and Kaohsiung participated this big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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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海軍護衞艦    葡月號訪港 
French Navy Frigate Vendemiaire Visited Hong Kong
香港向來是各國海軍艦到訪的熱門景點，法國海軍護衞艦 (Frigate) 葡月號 (Vendemiaire)

於 2018 年 2月 26 日 ~3 月 2日蒞港訪問，並於 2月 27日開放予香港市民參觀，本刊香港

編輯部當然不能錯過此難得登艦採訪的機會！

Hong Kong has been a hot-spot for supply to navy ships around the world. French Navy 
frigate Vendemiaire visited Hong Kong from Feb. 26 to Mar. 2, and held an open-day for 
citizens of Hong Kong on Feb. 27…. 

110 2018.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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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海軍護衞艦    葡月號訪港 
French Navy Frigate Vendemiaire Visited Hong Kong

●文 / 盧志邦   ●圖 / 樓梯昌

1112018.04.01

French Armored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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