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賣座電影《金牌特務》(Kingsman)中，帥氣的男主角手持的武器正是一把加裝了下掛式霰彈發射器的俄

製TT33手槍，隨著電影的賣座，這把兼具霰彈槍功能的手槍也成為搶手的夯貨，素以研發經典特殊槍款而著

稱的香港鬚根(SG)，便以此槍為藍本，推出了玩具氣槍版的金牌特務專用手槍…

In the hit movie “Kingsman”, the personal weapon of the handsome leasing actor was a Russian TT33 
pistol fitted with a single shot launcher. ShowGuns, aka SG, from Hong Kong is famous for developing 
classic and extraordinary toy guns. In order to pay their respect to the movie, they’re now launching the GBB 
version of this amazing pistol shotgun….     

《金牌特務》片中出現的TT33，其實是不能發射的道具槍，因

此也激發了SG研製可操作氣槍的念頭。(By Truemovie.com) 
《金牌特務》片中大反派里奇蒙•范
倫坦(Richmond Valentine)的夢想

職業是當一個〝紳士間諜〞。 (B y 
Villains Wiki) 

金牌特務專用手槍 

●文、圖/編輯部 

●感謝ShowGuns提供相關資訊

在 賣 座 電 影 《 金 牌 特 務 》

(Kingsman：The Secret Service，港

譯：皇家特工)片中，由山謬•傑克森

(Samuel L. Jackson)所飾演的大反派

里奇蒙•范倫坦(Richmond Valentine)曾

說過：「當我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我

的夢想職業是當一個〝紳士間諜〞」；

誠如其所言，特務總是給人一種冷酷而

又神祕的感覺，而在一堆以特務為題材

的電影中，各種五花八門的特殊裝備彷

彿有一種能夠深深吸引觀眾的魔力；今

天我們要介紹的主角，正是來自《金牌

特務》(Kingsman)片中的TT33特務手

槍，在電影中這把配置下掛式霰彈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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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沙漠之鷹 (Desert Eagle).50AE是當今火力最強的手槍，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亦因為該槍粗獷威猛的外

型，讓它成為不少槍迷追捧的神級手槍！不過沙漠之鷹的體積及重量都很龐大，要製造性能良好的全金屬沙漠

之鷹有一定的難度，但這次Cybergun聯名偉益(WE)共同打造的全金屬沙漠之鷹.50AE，堪稱是目前市場上性

能最好的氣動版沙漠之鷹手槍…

If we say Desert Eagle is the most powerful pistol in the world, I do believe no one will against it. Due 
to Desert Eagle has very remarkable performance and a mighty look, which makes it one of the most 
legendary pistols ever been made.  The French Cybergun and WE from Taiwan joined together and released 
the GBB version of Desert Eagle .50AE in recent days, and it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best  Desert Eagle 
GBB pistol in the market now….

WE的工藝有目共睹，連滑套前方的導氣活塞也忠

實複製。

跟實銃一樣的雙復進簧要跟滑套卡栓連結，才能順利組裝。

超強火力沙漠之鷹 

●文、圖/Samson@16AAB 

●感謝Cybergun及偉益(WE)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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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特勤狙擊槍

DSR-1 實銃是德國 DSR-Precision 公司開發的警用狙擊槍，其犢牛式

結構及充滿科幻感的外形，吸引了很多槍迷的目光；香港戰神 (Ares) 在

9 月舉辦的第 22 屆武哈祭中發表了即將上市發售的 DSR-1 氣動狙擊槍，

在會場中得到相當良好的回響，所以本刊便搶先為大家報導這支反恐特

勤專用的氣動狙擊槍… 

DSR-1 is a bullpup sniper rifle designed by German DSR-Precision 
Companyfor anti-terrorism operation. Its bullpup structure and science 
fiction exterior attract many gun fans. Ares from Hong Kong launched 
the GBB version of DSR-1 at the 22nd Hooha Show in Taipei. Let’s 
check out this outstanding airsoft sniper rifle… 

●文、圖 /Samson@16AAB 

●感謝戰神 (Ares) 提供相關資訊

Ares DSR-1 除了折疊式腳架外，還附贈一只 3.5-10 x 50mm 狙擊鏡。

德
國「DSR 精 密 公 司 」(DSR 

Precision GmbH，簡稱 DSRP)

的 DSR-1 狙擊槍是於 2000 年開始量

產，主要是針對特警部隊的狙擊手需求

來設計，該槍可射擊多種口徑子彈，其

中包括 7.62x51mm 標準北約 (NATO)

子 彈、.300 溫 徹 斯 特 麥 格 農 (.300 

Winchester Magnum) 子彈及 .338 拉普

麥格農 (.338 Lapua Magnum) 子彈；

DSR-1 是一支全新概念的狙擊槍，採

用犢牛式設計以縮短槍身長度，槍身大

量使用鈦合金、鋁合金和高強度玻璃纖

維和工程塑料等現代化複合材質製造，

不但可有效減輕重量，亦可維持槍身強



個人防衛武器(PDW)在近戰攻堅時是不可或缺的利

器，各家槍廠也紛紛推出多款不同槍型讓消費者選

擇，而這些PDW都有輕便、快速和準確的共同特點；

以製作電槍精密零件起家的摩帝，在近日推出的PDW

新槍上不但集結前述諸優點，還加入自家密技來提升

性能，堪稱是一支宛如勁戰烈火般的潮槍…

Personal Defense Weapon, aka PDW, is definitely 

the essential weapon for CQB. There’re many 

airsoft manufacturers produce PDW at the 

moment, and these PDWs all have advantages such 

as light, swift and accurate. Modify’s new PDW 

has not only these advantages, but also has some 

special designs to enhance its performance. This 

the sharp-looking PDW that you wouldn’t wanna 

miss…. 

勁戰烈火潮槍 

●文、圖/編輯部

●感謝摩帝企業(Modify)提供相關資訊

市
面上許多廠商都曾推出個人防衛武器( Personal Defense 

Weapon，簡稱 PDW)的BB槍款，讓玩家們在下場打生存

遊戲時當作第二把配槍使用，或許有人會選擇手槍，但是手槍不

論是裝彈數或火力都很有限，而且無法攻擊距離較遠的目標，所

以PDW便成為為遠可攻、近可守的最適合武器，而且可以和突擊

步槍共用彈匣，在必要時可以交互使用攻擊，所以PDW必須要輕

巧、緊緻和性能穩定。

 摩帝(Modify)在經過近一年的努力，從之前的終極戰術卡賓槍

近戰型 (Extreme Tactical Carbine CQB，簡稱XTC-CQB)去尋找

全新的設計靈感，打算將這支PDW打造的更適合近戰的需求，於

是配備了7吋的外管(內管185mm)，再搭配以鋁合金製作的匙孔

式(Keymod)護木，並採用不搖頭設計，緊緻槍管非常適合在狹

小空間的場地內競技作戰；槍身上方還有直通式的軍規皮卡汀尼

(Picatinny)導軌，可選配各式光學瞄具或戰術配件，有助於提升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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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生存遊戲的朋友都會碰到步槍子彈打完的窘境，這時唯一可用來跟敵軍對抗的就只有手槍，偏偏手槍的

彈匣容量也有限，無法充分壓制敵軍攻勢，所以能裝在手槍上的迷你彈鼓就成了玩家心目中的夢幻裝備！現

在，任擎(HFC)聽到大家的呼喚，推出了裝彈量媲美6只彈匣的彈鼓，足以滿足高階戰友的需求…

When you’re running out of your rifle ammo during survival game, all you have is your pistol. 
Unfortunately, most of the pistols have limited ammo capacity, still can’t defeat the enemy. In this case, a 
heavy loaded drum magazine for pistol will be the best choice for war game players. HFC is now releasing 
the brand new HD-001 and HD-002 drum magazine which will surely quench your thirst….

HFC彈鼓的英文廣告，一個彈鼓抵過5.9只普通彈匣的容量。

手槍專用
強力彈鼓 

●文、圖/編輯部

●感謝任擎實業(HFC)提供相關資訊

當
任擎實業(HFC)在網路上公佈了該公司最新推出的HD-001

手槍彈鼓系列的測試影片後，便在台、港的生存遊戲玩家

圈中造成一陣轟動，大家莫不引頸企盼此一專為GBB手槍開發的

迷你彈鼓能夠早日上市發售，於是在經過反覆的測試與改良後，

HFC終於在日前推出此款新型迷你彈鼓，其主體以金屬及複合

材質打造而成，外觀時髦且相當堅固；彈鼓在裝彈前的空重僅有

900g，完全填充時可容納145發BB彈，握持的手感輕巧而舒適，

操作表現順暢可靠；拉動槍機上膛，一次上彈至少能擊發130發

以上的BB彈，且由於彈鼓的內構有專利的低溫應對設計，就算

採用連續射擊模式，汽化效果也能保持一定水準！目前HFC彈鼓

共有兩種款式可供選擇，分別為通用葛拉克(Glock)G17槍款的

HD-001，以及通用貝瑞塔(Beretta)M9槍款的HD-002，當然亦可

嚴選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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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槍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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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純種盒子砲 

衍生自C96的德國毛瑟(Mauser)M712駁殼自動手槍，從20世紀初被引進中國後，因為性能可靠、裝彈方便

和火力強大，因而成為軍、民愛用的手槍，而且因為它可把木造槍托變成收納的槍套，所以也被稱作〝盒子砲

〞；日本丸信(Marushin)公司在C96問世100週年(1996年)時，複刻生產了紀念版M712模型槍，並於槍身上

刻上德國製的字樣，用以區別其他國家所生產的版本…

M712 is the direct descendent of Mauser C96, which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early 30s. Because of 
its reliability and firepower, it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pistol among military and civilian users in China. 
Marushin from Japan produced the M712 model gun to celeb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C96 in 
1996. It’s probably the best M712 toy gun ever been made….   

毛
瑟(Mauser)C96半自動手槍誕

生於1896年，當毛瑟兵工廠在

1939年停止生產該槍時，總共已生產

了約一百萬把的毛瑟C96，而其它國家

更仿製了約數百萬把；C96手槍是由任

職於德國毛瑟兵工廠的菲德勒三兄弟

(Fidel、Friedrich and Josef Feederle)

利用閒暇所設計出來，但後來毛瑟的老

闆卻為此槍申請了專利；德國陸軍在一

戰期間共向毛瑟訂購了150,000支俗稱1930年代初輸入中國的C96實銃上，大多會刻上〝德

國製〞的中文字樣。(By Battlefield Wiki)

●文、圖/蔡牧霖•Text & Photo by Karl Tsai

●感謝老槍友俱樂部提供相關資訊



軍品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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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屆台北武哈祭再度來到新北市新店體育館舉行，在9月1~3日這三天中，有來自台、港、中、

韓、美的數十家廠商參展，共有上萬名軍迷湧進這場亞洲最潮的遊戲槍及軍品展中盡情暢遊、努力血

拚…

●台港編輯部聯合採訪

第22屆台北武哈祭



Military Exhibition 

0612017.10.01

The 22nd Hooha Show was once again held at Xin-Dian Stadium in New Taipei City from 
Sep. 1~3. There’re dozens of exhibitors from Taiwan, Hong Kong, China, Korea and USA 
participated, and more than ten thousands of visitors attend this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airsoft 
show in the whole Asia….

第22屆台北武哈祭 The 22nd Taipei Hooha Show 



海軍陸戰隊於9月16日舉行70週年隊慶，除舉辦各項慶祝活動外，陸戰隊老隊員共有

5,000多人回娘家，是歷年來參加隊慶人數最多的一次，同時陸戰隊位於桃子園車站前方的

隊史館也重新開放，將和左營海軍故事館一樣，成為民眾可自由參觀的好去處…

ROCMC hosted its 70th anniversary on Sep. 16. There’re many celebration activities 
were held, and more than 5,000 Marine veterans attended participated. The ROCMC 
History Museum was also opened on the same day, so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event…   

●採訪/王清正‧Covered by C.J. Wang

作者=●感謝海軍陸戰隊指揮部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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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戰力 ROC Armed Force



陸戰隊70週年隊慶
ROCMC 70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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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cue of Bat 21 
●文、圖/陳益源

●感謝TRA、誠哥提供相關資訊

野狼呼叫21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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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演活動Reenactments 



The Rescue of Bat 21 

台灣的越戰重演活動約在1984年前後便已開始，由於地形地貌與越南戰場相似度極高，可說佔盡地利

條件，然而近年來因為歲月久遠，導致裝備取得不易，造成新一代玩家對越戰逐漸變陌生，越戰重演活

動舉辦次數也愈來愈少，因此TRA便號召全台玩家一起加入，舉辦了近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越戰重演…

The Vietnam War reenactment started around 1984 in Taiwan. Due to environment and topography is 
very similar to Vietnam, Taiwan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best places to conduct such an activity. TRA 
held a large Vietnam War reenactment in Southern Taiwan recently, which was paying tribute to the 
famous movie “B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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