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芝軒在2016年正式推出子品牌〝黑豹眼〞(BLE)，專門生產一系列的GBB手槍，在推出後由於性價比高，

頗受玩家的喜愛，ICS 設計團隊於今年更上層樓，繼續推出新款XFG氣動手槍，增加更多實用設計，讓玩家

的感受煥然一新⋯

ICS launched its sub-brand Black Leopard Eye, aka BLE, in 2016, which mainly produce GBB pistols. 
Due to BLE’s products have high cost performance ratio, they’re very popular among airsoft players. This 
year, BLE released the brand new XFG GBB pistol, which is surely impressive….     

黑豹新世代殺手
ICS BLE XFG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一芝軒 (ICS) 提供相關資訊

新槍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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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 BLE XFG 

XFG的氣筒容量也特別再加大。

XFG共有五種配色可供選購。

New Gu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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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特 (Bolt) 歷經兩年的研發，首度推出具強勁〝電動復進後座力〞(ERB) 系統的 AKS-74U，由於該

槍配置的三代波箱較前作 B4A1、SWAT的內部空間更小，且需預留電池位置，因此製作難度很高，

Bolt 在克服所有難題後，終於在 9月份正式推出此槍上市發售，並擁有多項專利，讓電槍再跨入另一

個新紀元⋯

After two years of research, Bolt finally launched the AKS-74U fits with ERB system in this 
September. This Electric Recoil Blowback AEG is equipped with 3rd generation gearbox, and it has 
many new patents. It certainly brings AEG to a new era….

搏制天下特戰神銃 
Bolt AKS-74U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搏特 (Bolt) 提供相關資訊

AKS-74U是前蘇聯軍方在 1979年採

用的的短管型突擊步槍，其實比較

接近個人防衛武器 (PDW)，原本計畫配

發給車輛乘員或飛行員使用，結果反而是

空降部隊及執法機構對該槍情有獨鍾，配

備數量頗多，由於 AKS-74U的槍管短，

導氣孔位置又太靠近槍口，因此槍口裝了

另一種新結構的防火帽，這組防火帽為單

室結構，沒有洩氣孔，主要作用是讓槍口

未燃燒完成的火藥氣體得以充分膨脹，從

而減少槍口火焰，加上 AKS-74U射速較

高，因此後座力也略為增加，另外，這款

防火帽的喇叭口上有兩個凹槽口，作用是

卡住鐵絲網後，再利用子彈來破壞鐵絲網

或蛇籠等阻絕物，但因短管設計，實際有

效射程約在 200 m內，所以 AKS-74U在

俄軍的戰術用途，主要是扮演衝鋒槍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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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t AKS74U
長度： 73.5cm/50cm(槍托摺疊時 )
重量：3.2kg
初速：120m/s (0.2g BB彈 )
發射動力：電池

裝彈數 : 600發
材質：鋼 /合板
Hop up：有

包裝盒的外觀及內裝質感頗優，相當吸睛。 

Bolt AKS-74U以全鋼打造，規格直逼實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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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甩〞力道，幫槍機往前推動後，槍機

前方的推桿又再度撞到前方的緩衝彈

簧，再製造出第二道〝反推〞力道，讓

AKS-74U的後座力並非舊系統呈現的

〝跳動〞，而是擬真實銃的〝肩窩衝擊

波〞，相信在武哈祭上試打過的玩家們，

一定也能體會小編所說的這種感覺。 

目前這支搏特 (Bolt)AKS-74U已經上

市發售，其台灣零售價為台幣 11,800

元 (約港幣 2,950元 )，首批發售的數

量並不多，請即日起至港、台各大槍店

洽購。

忠實重現實銃鋼製槍托邊緣〝內摺〞的特色。  

波箱上方的開孔為牽引槍機復進動作使用。 

Bolt  
AKS-7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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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製的加重槍機，即使GBB系統也未必敢如此
做。

槍膛內的推桿式上旋組(Hop-up)系統。 

裝有緩衝彈簧的銅管，是Bolt AKS-74U後座力強勁的關鍵組件。

已加強穩固的鋼製復進簧後牆板。 

Bolt AKS-74U與實銃的大部分解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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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GHK在一年前便釋出製作 GHK 553 的訊息，但一直等到最近 GHK才正式開賣，結果喜歡這把特戰

部隊用槍的玩家們，以近乎秒殺速度搶購一空，差點連樣槍都被買走！這把量產版的GHK 553 和在台中武哈

祭展出的樣槍又有那裡不同呢？請看本刊為大家所做的詳盡報導⋯

Although GHK has announced that they will produce GHK 533 GBB in a year ago, but the actual sale 
started just recently. The consumers were crazy for this well-made GBB carbine. The first batch was swiftly 
sold out in no time. What’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ss-produced GHK 553 and the prototype 
exhibited at Hooha Show? 

Let’s find it out….

巧奪精工歐裔銃王
GHK 553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 GHK、TAF 提供相關資訊

千
呼萬喚終於登場的 GHK 553，儘管之前 Shot Show網路上曾流出

間諜照，或是在第 23屆台中武哈祭中展示的原型槍，就已經讓槍

迷們眼睛為之一亮，但正式上市後據 TAF老闆豪哥表示，該量產版的完

成度更讓人驚艷，雖然 GHK原廠機匣上沒有任何刻印，但是機匣表面

採磷酸錳處理，再加上 Cerakote的〝軍規 SIG深灰〞(SIG Dark Grey 

H-210)噴漆塗裝，就已經讓人感受到 GHK滿滿的誠意，不但修正了之

前樣槍測試後的問題，而且所有細節部份，從大處的槍身塗裝、瓦斯鋼

管，小到固定機匣用的插鞘，都跟實銃極為神近，製作工藝精實優良，

忠實呈現 GHK 553身為一把歐裔 GBB氣槍應有的價值！
今年四月在第 23屆台中武哈祭首度發表的 GHK 553原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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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贈的透明彈匣有GHK刻印，零售版的彈匣則無。

戰術導軌內置隱藏版摺疊式照門。

GHK 553 
長度：48cm~74cm
重量：3kg (含彈匣 )
初速 120m/s 
內管長度：24.5cm
口徑：6mm
裝彈量：32發

0292018.10.01

附贈的透明彈匣有GHK刻印，零售版的彈匣則無。

GHK 553 
長度：48cm~74cm
重量：3kg (含彈匣 )
初速 120m/s 
內管長度：24.5cm
口徑：6mm
裝彈量：32發



號稱〝20世紀夢幻兵器〞的華瑟 (Walther)WA2000 狙擊槍，自

從 1988 年停產後就再沒有後繼槍款發表，後來WA2000 的設計師

奧圖‧雷帕 (Otto Repa) 沿用WA2000 的設計概念，發表了一款名

為Otto Repa SOC 的半自動狙擊槍，戰神公司於 2016 年推出該槍

的電槍版，結果大受歡迎，於是Ares 決定今年再推出突擊步槍版，

稱之為 SOC-AR⋯

Otto Repa, who’s the designer of WA2000, launched the SOC 
semi-auto sniper rifle in 2014. Ares reproduced its AEG version in 
2016, and the sniper rifle was quite popular among consumers. 
In this case, Ares decided to release the assault rifle of SOG. It’s 
named the SOG-AR….

夢與傳說的屠牛士
Ares Otto Repa SOC-AR

●文、圖 /Samson 

●感謝戰神 (Ares) 提供相關資訊

Otto Repa研發的 SOC-AR，是源

自 SOC半自動狙擊槍 (編按：

詳見本刊 147期 )的突擊步槍 (Assault 

Rifle)版本，兩者皆由華瑟 (Walther)

夢幻狙擊槍 WA2000的設計師奧圖•

雷帕 (Otto Repa)所設計，所以要介

紹 SOC-AR，就得先介紹其設計師 

Otto Repa，他的事業始於德國的老

牌槍廠毛瑟 (Mauser)，工作累積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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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經驗後，他於 1981年進入Walther

並著手於 WA2000 的設計及生產工

作，到了 1989年，奧圖成立了自己

的公司奧圖雷帕製造公司 (Otto Repa 

Manufaktur，簡稱 OMR)，其主要業務

是製造狙擊鏡架及其他槍械配件，到了

2000年代末期，奧圖再次以外包商的

身份，替毛瑟 (Mauser)開發狩獵和運

動用槍枝，OMR則繼續研發及生產槍

Ares於2016年推出的SOC犢牛式半自動狙擊槍。

SOC的設計者奧圖•雷帕(Otto Repa)和Ares老闆
Man哥(左)研究樣槍細節，雙方會晤氣氛融洽。

射擊選擇鍵位於扳機前方，並以圖案標示單、二點

發及連發。

位於槍身左前方的槍機拉柄(上膛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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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奧圖雷帕製造公司 (Otto Repa 

Manufaktur，簡稱 OMR)，其主要業務

是製造狙擊鏡架及其他槍械配件，到了

2000年代末期，奧圖再次以外包商的

Ares於2016年推出的SOC犢牛式半自動狙擊槍。

SOC的設計者奧圖•雷帕(Otto Repa)和Ares老闆
Man哥(左)研究樣槍細節，雙方會晤氣氛融洽。



儘管玩具氣槍版的Kar98K 已有許多廠商製作過，但是隨著玩具槍的製作技術不斷提升，讓這把Kar98K

步槍每隔一段時間便有廠商推陳出新，現在雙鐘 (Double Bell) 公司推出一支具備可拋殼及瓦斯動力發射BB彈

的 98K，應該是近期讓玩家最滿意的產品⋯

Although the airsoft version of Kar98K has been produced by many toy gun manufacturers in the past, but 
still, new Kar98Ks fit with modern technology are coming to the market from time to time nowadays. The DB 
is releasing its gas powered Kar98K recently,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best toy Kar98Ks  ever 
has been made….    

德意志鐵血長矛

DB Kar98K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雙鐘 (Double Bell) 提供相關資訊

德軍將精度較好的 Kar98K加裝 ZF-39型四倍瞄準
鏡，成為二戰期間著名的狙擊槍。(By ot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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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Kar98K 
長度：111cm
重量：2.62kg
動力：彈簧壓縮 /瓦斯
口徑：6mm BB彈
裝彈數：5發鋁製仿真彈
初速 : 110m/s

原木槍托的質感不錯，但顏色若再接近棕色會更佳。 

德 
國在一次大戰結束後重整軍

備，推出一把將槍管長度縮短

到 600mm的 Gew.98步槍，並由德國

陸軍進行測試，最終被軍方選為制式步

槍，並將其命名為Karabiner 98K(簡稱：

Kar98K)，其名稱中的〝K〞，是德文

〝Kurz〞的縮寫，意思是〝短〞，並於

1935年由毛瑟 (Mauser)槍廠正式投產；

Kar98K繼承了毛瑟系列步槍的旋轉後

拉式槍機，保險裝置則位於槍機尾部，

子彈已改為雙排交錯排列的內置式彈

倉，並使用 5發夾橋裝填子彈，子彈從

機匣上方壓入彈倉，亦可單發裝填，槍

亞鉛合金製作的槍機內部為彈簧活塞置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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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格特亞耶夫 (Degtyarev) 槍廠為因應俄羅斯軍方及內政部要求，將佩切涅格機槍 (Pecheneg，簡稱 PKP)

改造成為更緊湊的犢牛式版本，以提供給特戰部隊、直升機或軍車乘員使用，而台灣的Raptor 亦看中此槍，

推出此款更適合生存遊戲使用的限量AEG版犢牛式 PKP機槍⋯

Base on the PKP, Degtyarev developed the PKP bullpup in 2014,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est from 
Russian military and Ministry of Interior. It’s compact and lethal, perfect for SOF, helicopter and armored car 
crew. Raptor noticed this awesome LMG and decided to produce the AEG version of PKP bullpup in recent 
days….

迅猛龍強勢出擊
Raptor PKP Bullpup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 Raptor 提供相關資訊

犢
牛 式 PKP(PKP Bullpup) 最 早

於 2014年出現在俄羅斯特種部

隊 (Spetsnaz)中進行測試，該槍是由

狄格特亞耶夫 (Degtyarev)兵工廠的

武器設計師將 PKP機槍 (PKP 6P41 

Pecheneg)轉化為犢牛式 (Bullpup)構

型，以滿足俄羅斯軍方及內政部將 PKP

緊緻化的需求，主要有兩個變體配置，

一個是將握把和扳機前移，並同時取消

原本的槍托，這樣的改變硬是讓 PKP

的長度減少了 28cm(約 11吋 )，槍身

的總長度只剩下 86cm，甚至比一把俄羅斯副總理羅戈津視察犢牛式 PKP機槍生產狀況。(By www.crn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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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tor PKP Bullpup

俄羅斯特戰部隊 (Spetsnaz)已開始配備犢牛式 PKP機槍。(By kknews.
cc) 

Raptor在製作 PKP Bullpup時所繪製的電腦 3D圖。

Raptor PKP Bullpup 
全長：86cm
重量：9.5kg
槍口初速：125∼ 125m/sec
裝彈數：5,000發
Hop-up：可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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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42 一直是許多玩具槍廠勇於挑戰的目標，從 20多年前的氣動式系統到現今的電槍，其出現率已不亞於

M60機槍，S&T近年陸續推出二戰名槍系列，當然不會錯過MG42，因其性價比頗高，獲得許多德軍迷和重

演玩家的青睞⋯

The MG42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products among toygun manufacturers.
From the old air-powered system in 20 years to latest AEG, MG42’s popularity is no less than M60. S&T 

has been producing the “WW2 Famous Weapon” series in recent years, they surely has noticed the MG42, 
and decided to launch it lately…. 

冷酷屠夫電鋸
S&T MG42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駿盟國際 (S&T)、翔準國際 (AOG) 提供相關資訊

德
國於 1942年研發出使用 7.92x91mm口徑彈藥的「機槍

1942年型」(MaschinenGewehr 42，簡稱 MG42)，其目的

是用來取代加工複雜、成本較高的 MG3機槍，該槍採用鋼板沖壓

槍身，可節省工時及製作成本，另外還配備了新開發的滾輪式延遲

閉鎖裝置，讓 MG42的射速高達 1,500發 /分，以單一槍管的機槍

而言，尚無人能突破這項記錄，以致後續生產的 MG42必須將射

速降至 1,200發 /分，以減少槍管的快速磨損，而其射擊時產生的

槍口爆音宛如撕裂布匹的電鋸聲響，讓曾在 MG42槍口下逃過一

劫的盟軍士兵們，將其稱為〝希特勒電鋸〞！ 

S&T MG42 
全長：123cm
內管長：65.5cm
總重：6.8kg
口徑：6mm
初速：125m/s
彈匣容量：2,400發
射擊模式：半 /全自動
Hop-up：可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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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MG42
MG42實銃在二戰戰場上惡名昭彰，有〝希特勒電鋸〞之
稱。(By www.xuehua.us)

德國武裝親衛隊使用的 MG42機槍。(By kknews.cc) 

S&T MG42的槍盒內裝。

Raptor在製作 PKP Bullpup時所繪製的電腦 3D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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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電槍歷經多年發展後，除了外觀變動外，在結構性能上似乎陷入瓶頸，直到最近G&P研發了新型 i5 電

子波箱，讓電槍在射擊功能上直逼 PTW，加上可變化槍管長度的〝變形金剛〞(Transformer) 護木系統，讓

G&P透過電槍進化的過程，將為業界再次帶來重大變革…

Traditional AEG has been developed for many years, but besides exterior change, its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is limited to certain level. Thanks to G&P’s invention of the i5 electrical gearbox and 
Transformer handguard system, which bring AEG to evolve into a brand new era…. 

變形金剛再進化
G&P New Transformer

●文、圖 /Alan

●感謝秋星實業 (G&P) 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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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 自去年推出〝變形金剛〞

(Transformer)可改變火力射程的

槍管及戰術護木系統後，頓時成為業界

熱門話題，加上M-Lok模組化系統近期

爆紅，於是 G&P自去年起便推出配置

16吋 M-Lok模組化戰術護木的變形金

剛偵察步槍 (Transformer RECCE)和

最近推出的配置 11吋槍管的短管步槍

(SBR)和配置 8吋短槍管的極短管步槍

(VSBR)，這些槍款均可透過更換槍管

組件來改變射程及火力，透過快拆式設

計的變形金剛槍管組件，射手只需將槍

管上彈嘴對準彈匣插槽座，用力壓下後

再轉一圈，然後將槍管護木頂部的卡榫

拉平後，便可將槍管組件固定，如遇上

操作純熟的射手，可能只需幾秒便可快

速更換槍管，目前變形金剛 AR系列包

括 8吋及 11吋的快拆槍管護木、附快

G&P變形金剛系列包括8吋及11吋的快拆槍管護木、附快拆槍管插座的上機匣、附雙邊彈匣釋放鍵的下機匣和Windsider折疊式伸縮托。

將上旋組對準插座用力壓下再轉一圈，然後將護木頂端的卡榫拉後，便可將槍管固定。

變形金剛護木系統的撥輪式上旋座和快拆卡榫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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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克拉爾武器 (Kral Arms) 公司以製造獵槍及射擊運動用槍而著稱，這支 Puncher Auto 是該公司於

2018年初所推出半自動高壓氣槍，由於半自動槍型市面甚少，一推出市場便告售罄，現在讓槍迷等待多時後，

總算引進在台發售⋯

The Turkish Kral Arms is famous for producing airgun which is for hunting and sports shooting. The semi-
auto Puncher Auto is their proud product in 2018. Due to there’re not many semi-auto airguns in the market, 
so it’s quite popular when it’s released….  

伊斯坦堡拳擊手
Puncher Auto PCP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熊賀生存遊戲專賣店提供相關資訊

熊賀生存專賣店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實踐街 11號
電話：02-2828-0100

購槍便送槍箱，攜行便利。

土
耳其克拉爾武器 (Kral Arms)公

司有鑑於市售氣槍多為手動式上

膛，不但操作較繁瑣，在狩獵時更易因

機械動作發出聲響而打草驚蛇，加上可

進行半自動 (Semi-Auto)射擊的氣槍款

式又不多，於是開發了這把擁有 425cc.

巨無霸容量儲氣瓶的 Puncher Auto，因

為是半自動，不像火藥槍是依賴火藥的

爆發力來推動槍機、完成半自動裝填，

必須使用儲氣瓶中的高壓氣體來推動，

只有加大氣瓶才能滿足射手們對持續射

擊的渴望，所以當氣瓶填滿後，射手可

射擊 4.5mm或 5.5mm口徑子彈多達

75發，射擊 6.35mm口徑子彈則可達

60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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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cher Auto PCP

Puncher Auto PCP
長度：105cm
重量：3.6kg
內管長度：53cm
口徑：4.5/5.5/6.35mm
裝 彈 數：14 發 (4.5mm)/12(5.5mm)/10
發 (6.35mm)
氣瓶容量：425cc.
槍口動能：20J以下

槍身上特別註明亞洲專用，動能低於兩焦耳以下。 Puncher Auto採用半自動射擊，槍機作動行程也
減短許多。

    Puncher Auto身為一把強力氣槍，

其配備自然不會太陽春，原廠就已配備

11mm寬的皮卡汀尼 (Picatinny)戰術軌

道，還大方附贈重 330g、長 310mm、

具有可變焦 (3~9x40mm)及多層塗膜鏡

片的艾瑞亞 (Aria)狙擊鏡，可讓購買者

不必為了尋找瞄具而傷腦筋；因為該槍

採用半自動射擊結構，所以只需在射擊

第一發時手動上膛，又因半自動射擊時

的扳機觸感較敏感，於是該槍配置兩段

式扳機，並可透過旋轉式撥盤來調整適

合個人手感的扣壓；Puncher Auto的

槍長為 105cm，較不便攜帶，但 Kral 

Arms直接奉送強化塑膠製成的槍箱，

內部還有防衝撞的海綿，真是物超所

隨槍附贈的 Aria狙擊鏡和彈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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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還大方附贈重 330g、長 310mm、

具有可變焦 (3~9x40mm)及多層塗膜鏡

片的艾瑞亞 (Aria)狙擊鏡，可讓購買者

不必為了尋找瞄具而傷腦筋；因為該槍

採用半自動射擊結構，所以只需在射擊

第一發時手動上膛，又因半自動射擊時

隨槍附贈的 Aria狙擊鏡和彈匣。



波賽頓 (Poseidon) 近年來除了跨足成槍和客製槍市場外，對於玩具槍升級套件亦持續開發，這款打擊者上

旋組 (Striker Hop-Up) 套件正是該公司今秋最新產品，一推出便受到喜歡改裝的玩家歡迎，現在就來看看其

魅力所在…

In recent years, Poseidon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the toy gun upgrade kit in addition to the gun and 
custom gun market. The Striker Hop-Up kit is the company's latest product this fall. Once launched, it is 
welcomed by players who like to modify it. Now let’s take a look at its charm...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波賽頓 (Poseidon) 提供相關資訊

Striker Hop-Up Chamber Kit
PI-014 Striker Kit 長：84 mm (For G19、G23)
  PI-015 Striker Kit 長：97 mm (For G17、G18C)
  PI-016 Striker Kit 長：113 mm (For G34、G35)

嚴選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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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神打擊者套件
Poseidon Striker
Hop-Up Chamber Kit



140 年前成立於北義大利的Garmont 公司，秉持百年來製作登山鞋的嚴謹技術，生產一系列的戶外運動靴

及軍靴，目前已由領航全球貿易公司代理進口，讓本地的消費者不必出國採購，即可擁有世界知名品牌生產的

全天候戰鬥靴…

Garment was established in northern Italy 140 years ago. It’s well-known for manufacturing high-quality 
mountaineering boots and military boots. The T8 Tactical Boot is their latest product which has been 
imported to Taiwan lately….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領航全球貿易公司提供相關資訊

位
於阿爾卑斯山麓下的蒙泰貝盧

納 (Montebelluna) 古城為北義

的製靴重鎮，數百年來為攀登阿爾卑

斯山的登山客，製作了數以百萬計的

登山靴，供登山好手征服一座座的險

峯，Garmont 是其中最富盛名的一間公

司，至今已傳到第五代，後來在 2014

年被來自威尼斯的新集團併購，但仍

Garmont 品牌仍保存，繼續產銷該公司

的產品系列，其中 NFS GTX 全天候戰

術軍靴正是其最新研發的產品。

領航全球貿易公司有鑑於近年台灣的

戶外運動及生存遊戲風氣日盛，決定引

進該款全系列防水戰鬥靴，該款戰鬥靴

採用新型環保 NFS 材質鞋底，不但有

強韌的耐磨性，特殊鞋底咬花紋路更是

依照多年製作登山靴的經驗而開發，特

別注重排水性及抓地力，對於台灣潮濕

泥濘的山區路段適應性極佳；此款戰鬥

靴的鞋面採用 1.6~1.8mm 厚度的絨面

皮革與 600 丹的尼龍布料縫製而成，

每道接面都經過兩次車縫加工，以加強

其在激烈的操作的耐拉扯力，鞋帶則為

嚴選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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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林越野之王
Garmont T8 Tactical Boot



美軍在二戰時期配備的M1卡賓槍，曾隨同美軍征戰歐、亞、非三洲，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1945 年後國

軍開始配發M1卡賓槍，雖然不是一般部隊的主力武器，但其輕巧靈活的特性，成為日後軍官使用的制式武器，

這支丸信 (Marushin) 精心複刻的跳殼版M1卡賓槍，可說同時滿足槍迷和重演玩家的需求⋯

The M1 carbine has been the most successful infantry weapon used by US during WW2. The Japanese 
Marushin toy company reproduced the gas powered M1 carbine in the 80s, and it was quite popular at that 
time. It satisfied the need of both rifle lovers and reenactors….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Marushin M1 Carbine

●文、圖 /Karl Tsai 

●感謝老槍友俱樂部提供相關資訊

美
國陸軍在二戰前研發一種長度介

於步槍與手槍間，而且重量不超

過 2.5kg的輕型步槍，作為軍官、士官

和戰鬥車輛乘員的自衛武器，用來取代

手槍和衝鋒槍，1941年美國軍方正式

定型，並命名為 M1卡賓槍，到二戰結

束為止 M1卡賓槍共生產了超過 600萬

支，主要是供二戰時的美軍陸戰隊使用；

M1卡賓槍採用導氣式工作原理，採單

發射擊及自動裝填子彈，彈匣容量為 15

發，同時在槍托上還可附掛兩個備用彈

匣的彈匣袋，該槍發射的圓頭卡賓槍彈

口徑為 .30cal (7.62×33mm)，是以手槍

子彈研發而來；二戰初期的 M1卡賓槍

未配刺刀座，之後根據實戰的要求，才

在槍管下方增加了刺刀座，並配備專用

的 M4刺刀，但是在韓戰期間因氣候嚴

寒低溫，反而讓 M1卡賓槍的表現變得

很差！ 1945年國軍憲兵部隊也開始配

備 M1卡賓槍，但在國共內戰期間幾乎

悉數流入解放軍手中。 

M1卡賓槍於 1942年正式加入美軍部隊服役。(By Wikipedia) 

070 2018.10.01

老槍抱報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Marushin M1 Carbine

●文、圖 /Karl Tsai 

●感謝老槍友俱樂部提供相關資訊

老槍抱報



Marushin M1 Carbine

為了防止不法改造，槍身採用半塑膠半金屬結構。

M1卡賓槍比 M1葛蘭特 (Garand)步槍短而小，主要是作為自衛武器。(By Wikipedia)  

丸信拋殼版 M1卡賓槍早期版本的包裝盒外觀。 

丸信 M1卡賓槍附有 10發鋁質鍍銅的彈殼。 前方裝上 BB彈的彈殼正準備上膛。

Marushin M1 Carbine
這次要介紹這把日本丸信 (Marushin)

所生產的 M1卡賓槍，是其家族系列的

第二代產品，是從第一代的手動空氣拉

一打一系統，進化到以瓦斯為動力來發

射 BB彈且具備拋殼功能的槍型，當初

丸信會發展瓦斯系統，是從最早的拋殼

道具槍構想而來，因為從 1980年代開

始，以射擊 BB彈的生存遊戲開始大行

其道，許多早期的火藥道具槍開始轉型

為BB槍，但丸信仍然保留拋殼的執念，

這把 M1卡賓槍便是這樣的情況下發展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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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火重生霰彈槍
APS SAI CAM870     M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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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 SAI CAM870 Mk3 with A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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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封面故事APS SAI CAM870 Mk3 with Ayu 



Exercise Glorious One
榮光一號演習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國魂工作室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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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從 1960~1980 年代橫跨 30年的國軍草綠服，可以說是四、五、六年級役男們的青春回憶，在此之前

已經有許多軍友以靜態方式舉辦聚會，像榮光一號演習這樣的動態活動還是頭一遭，舉凡當兵的操練、

衛哨、用餐都在本次活動中重現，雖有軍友自嘲是花錢被操練，但卻回味無窮⋯

From the 60s to the 80s, the green uniform of ROC Army has been used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t’s 
the mutual memory of many middle aged guys in Taiwan. These guys held the “Exercise Glorious One” 
lately, in order to commemorate the good old days when they’re in service of Army….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國魂工作室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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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Armored Cavalry in Vietnam War
越戰裝甲騎兵重演

●文、圖 / 陳益源

●感謝 TRA提供相關資訊

重演活動重演活動重演活動Reenac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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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不但開啟了陸、空立體聯合機動作戰方式，更讓美軍體驗到非傳統戰爭方式的洗禮，然而要重演

裝甲部隊，首先便受限於裝甲車輛道具，剛好位於南投的七星陣地陳列有越戰時期美軍用過的M577 裝

甲車，趁這些裝備還嶄新完整時，TRA抓緊機會策劃了本次的裝騎部隊重演活動⋯

To reenact the armor cavalry in Vietnam War, the most essential thing is the armor vehicle. 
Fortunately, there’re one M113 and one M577 exhibited at the “Seven Star Position Park” in Nantou 
County in recent days, which were in service of the ROC Army. TRA grabbed this opportunity and 
organized a reenactment of the 11th Armored Cavalry Regiment of US Army which was active in 
Vietnam War….    

101201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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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狼(RedWolf Airsoft，簡稱RWA)除

了是氣槍產品的經銷商，也是氣槍產品

的優質製造商，還提供各種難以找到的

氣槍維修零件服務，同時RWA在許多

國際展場上亦不乏其身影；RWA可說

是一家結合娛樂頻道和生存遊戲用品的

專業氣槍銷售公司，一手創立RWA的

朱亮之(Paul Chu)先生以一個〝氣槍發

燒友〞，把別人認為是玩物喪志的氣槍

商品，以其精準如鷹的眼光，大膽投資

自己的嗜好，終變成收入超過千萬美元

的跨國事業。

RWA早期的營運方式僅以客戶瀏覽網

站後，再以電郵(E-mail)或傳真傳送訂

單方式來接單， 2004年之後開始專職

經營RWA網站，目前由其經手的各式

氣槍及生存遊戲裝備已達1,500萬個品

項，營業額超過千萬美元，許多國際知

名裝備公司也透過RWA來進行採購產

品，與其說RWA銷售的是氣槍相關產

品，倒不如說是客戶對RWA的信任，

曾有網友在相關討論區上表示：〝價格

並不是在RWA選購的關鍵，而是其快

紅狼總部專訪 
Visiting the RWA HQ

紅狼(Redwolf)氣槍銷售網站創立於1998年，現已成為全球知名的氣槍銷售龍頭，不但是許多知名品牌的國

際B2B分銷商，亦透過歐美的辦事處與零售商合作經銷產品，同時在YouTube建立專屬頻道介紹新槍、評論產

品，成為氣槍界的〝Top Sales〞⋯

Established in 1998, the RedWolf Airsoft, aka RWA, has become one of the world famous airsoft and 
airgun distributors. It’s not only playing the role as B2B distributors, but also in cooperation with retailors in 
Europe and the States to sell products. It also has an exclusive channel at TouTube to introduce new airsoft 
products. RWA certainly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Top Sales” of the biz….  

☆香港RWA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荔枝角青山路550-556恆發工業大樓10A
10A, 550-556 Castle Peak Road, Hang Fat Industrial Building, Lai Chi Kok
官網：m.me/redwolfairsofthk
電話：+852 2857 7665

●文、圖/編輯部 

●感謝紅狼(RWA)提供相關資訊

本刊總編與編輯長Alan(右)與 Paul(左)合影。

特別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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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於忠孝東路四段巷子內的TMC台

北店內，即使不是假期卻擠滿了

逛街購物的消費者，目前TMC在全球各

地總共有10家分店，除了自行設計開發

並擁有自己品牌的戰術裝備外，店裡還

有Vertex和Helicon等知名品牌商品，另

外TMC也提供GoPro行動攝錄影機的相

關設備給熱愛戶外動的玩家們選購，至

於時下最火紅的單車騎乘運動，TMC當

然也不會錯過此一系列商品的製作；在

經營年餘業績有成之後，TMC台北店也

成為生存遊戲業界關注的地標，不但有

生存遊戲槍廠的新槍發表記者會，TMC

的老闆Paul哥也常選擇台北店，做其自

家製作的戰術配件首賣或特價活動，隨

時等待玩家們去尋寶，如果不想錯過該

店不定期舉辦產品特賣活動的玩家們，

別忘了常常關注TMC的FB粉絲頁，會

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喔!

TMC新潮軍武精品店
TMC Sport Gear Taipei 

強上臂章有許多小編沒看過的新潮主題。

☆TMC軍品專賣店 
FB粉絲頁：www.facebook.com/Tmctaiwan
台北店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81巷7弄5號

台中店地址：台中市西屯區福裕路85號

高雄店地址：高雄市苓雅區苓中路35號

香港店地址：香港九龍廣華街百利達廣場地下11號

來自香港的TMC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生產價廉物美的生存遊戲裝備及配件，更自創TMC Sports Gear品牌，

積極建構商品通路，而TMC位於台北東區的8號店，是TMC佈局全球的重鎮之一…

TMC has been dedicated in producing cheap and fine survival game gears. The No.8 shop which located 
at the eastern block of Taipei is TMC Sports Gear’s important retail base in Taiwan….

●文、圖/編輯部 

●感謝RWA提供相關資訊

酷店巡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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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店巡弋

搬
遷 後 的 現 代 模 型 公 司 除 代 理 銷 售 各

大槍廠商之氣槍、電槍，如  Maru i、

Maruzen、SRC、G&P、WA、KSC等，同時

還提供客人訂製的各款IPSC競技用氣動手槍

及週邊設備，同時也提供相關活動的諮詢，今

年7月由香港實用射擊總會(HKPSA)所舉辦的

「第一屆IPSC氣槍射擊世界錦標賽」，現代模

型公司的負責人張白雲先生，正是HKPSA的

執行委員，而他本人也是香港的資深射手，對

於推廣IPSC活動自然不遺餘力，除此之外現代

模型也代理台灣知名遙控直昇機品牌「亞拓」

(ALIGN)，以及中天科技模型的 Emart等，店

內也展售各類槍種的零件、配備，為顧客作專

業維修及解答查詢。

現代模型公司 
Modern Model Company

小編正在店鋪中專訪張白雲先生。 

現代模型公司店內展售的IPSC使用各種競技用

改裝精品。 

各槍廠的氣槍、電槍此處均有做展售。 各種最新的空拍機也有展售。 

☆現代模型公司 
香港新蒲崗五芳街  —  號嘉榮工大廈 字樓 室

Flat C, 6/F, Ka Wing Factory Building, 19-21 Ng 
Fong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852) 27701027
電郵/ email：sales@mmchk.com

現代模型公司創立於1989年並於1992年駐腳於旺角廣華街，至今已歷經近30年，一直是許多前往香港旅遊的

玩家必訪之地，該店於2017年7月搬遷至新蒲崗五芳街6樓，仍代理及零售各國模型、玩具槍及IPSC射擊用品，

繼續服務舊雨新知…

Modern Model Company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nearly 30 years. It was located at Mongkok, but then moved to 
San Po Kong in July, 2017. If you’re going to Hong Kong in recent days, don’t forget to pay them a visit….
●文、圖/編輯部 

●感謝現代模型公司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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