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ybergun在2015年發表的FNX-45 GBB手槍頗獲廣大槍迷的好評，於是 Cybergun便乘勝追擊，推出以比

利時FN Herstal槍廠最新款9mm口徑FNS-9緊緻型手槍為藍本而複刻的GBB氣動手槍版本，勢必會在市場上

掀起一股旋風⋯

When Cybergun lunched FNX-45 GBB pistol in 2005, it was very popular among airsoft players. Now, 
Cybergun is gonna keep it up, and releasing the GBB version of FNS-9 in the market, which will surely be a 
hit once again….  

霹靂戰術先鋒

●文、圖/編輯部

●感謝TAF提供相關資訊

由
比利時國營赫斯塔爾兵工廠

(Fabrique Nationale of Herstal，

簡稱 F N )所生產的白朗寧高威力

(Browning Hi-Power)手槍，是一把優秀

的軍警用半自動手槍，從1935年開始

生產以來，雖然曾做了許多小改進，但

一直都無太大的變動，Hi-Power手槍70

多年來一直在許多國家的軍隊、警察和

特種部隊服役，歷經各種戰爭考驗，成

為可靠而足以信賴的名槍，但Hi-Power

手槍雖已是FN廠的招牌產品，但並不

代表就能穩居市場龍頭，尤其是到了

除了FNS-9之外，FN槍廠也推出緊緻型FNS-9C的刑警用實銃。(By 
Youtube)

Cybergun的FNS-9外盒包
裝，設計簡潔清爽。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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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問世的《惡靈古堡》(Biohazard)電玩，迄今已邁入20週年，官方網站及粉絲的慶賀活動絡繹不絕，

東京丸井(Tokyo Marui)過去曾發行過《惡靈古堡》中S.T.A.R.S.小隊專屬配槍〝武士之刃〞(Samurai Edge)，

為趕搭這股熱潮，遂將此槍加入現代沙漠戰爭元素重新塗裝，隆重推出這支20週年紀念特仕版GBB⋯

The Biohazard video game celebrated its 20th anniversary last year. Lots of celebrations and related 
activities were held in 2016. In order to follow the trend, Tokyo Marui is releasing the 20th Anniversary 
Edition Samurai Edge GBB pistol to join the celebrations….  

惡靈古堡武士之刃
●文、圖/編輯部

●感謝TAF提供相關資訊

早
期《惡靈古堡》(Biohazard)電玩

系列中出現的槍枝，大多是參考

現有的真實武器製作，當時剛好貝瑞塔

槍廠(Beretta)推出了M92F菁英(Elite)

手槍系列，於是Play Station設計團隊

便以該槍為藍本，加上鑲有〝星星戰隊

〞(S.T.A.R.S.)徽記的握把，而設計出

具有電玩風格的〝武士之刃〞(Samurai 

Edge)手槍，這把獨特風格的M92F，正

是女主角蜜拉•喬維琪(Milla Jovovich)在

《惡靈古堡》電影中持用的愛槍。

2016年適逢《惡靈古堡》推出20週

年，全球各地的慶祝活動熱烈舉行，東
外盒表面印有惡靈古堡20週年紀念(Biohazard 20th Anniversary)的字樣，代表該槍是極具收藏價值的好
物。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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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在開發這支符合高階生存遊戲玩家需求的高性能電槍

時，將其定位為制霸海外高端客製化市埸的超越顛峰之作，

因此需要一個霸氣的名字，最後因為這支短管步槍有四片突

出的戰術護木，宛若北歐神話中挪威深海怪獸的尖銳利齒，

因而將其命名為〝海怪〞(Kraken)⋯

G&P has released a high performance short barrel rifle 
for high-end market recently.  

This fabulous and well-made AEG is specially designed 
to satisfy those experienced and active airsoft shooters 
and war game players. In this case, G&P selected a 
powerful name for this SBR, and it’s called “Kraken”….

北歐海怪北歐海怪北歐海怪
制霸天下 

●文、圖/編輯部

●感謝G&P提供相關資訊

在
一般生存遊戲界中電槍(AEG)玩家仍佔大多數，這是因為瓦斯氣

槍(GBB)性能受當地氣溫影響而受限，或因著當地生存遊戲實際

需要(例如埸地範圍、當地文化、遊戲性質和法定火力限制)，反而讓

AEG和HPA(高壓空氣)氣槍在當地盛行，而歐美正是相當明顯的例子，

以美國為例當地生存遊戲射手對於火力穩定性和高速射頻的追求仍然

十分熱切，據一些外國友人表示這類高性能的客製化AEG售價動輒超

過1,000美金，G&P看準這類市場需要而開發了專業級的高檔客製化

AEG。

G&P設定的高檔客製化AEG，在射擊時的槍口初速在106~122m/

s(350~400FPS)間，進行全自動射擊時射速需維持在40發/秒(R/S)

海怪(Kraken)的設計靈感源自北歐挪
威神話中的八腳大海怪。(By N igh t 
Wind)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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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突擊步槍模組化設計是最新潮流趨勢，且M4A1是目前美軍使用

最廣泛的制式步槍，崇杉貿易公司(Bolt)於是看準了市場潮流，便推出

了配備模組化系統的最新款B4A1菁英型(Elite)電動後座力突擊步槍⋯

Modular design of assault rifle is the latest trend in recent years. 
The best example is US Armed Forces standard M4A1 carbine. Bolt 
keeps its eyes on the trend, and it’s kicking off the B4A1 Elite tactical 
carbine EBBR in the market now….

特戰菁英特戰菁英
後座力步槍

●文、圖/編輯部

●感謝Bolt提供相關資訊

B4A1 Elite DX版配備實銃M4A1的標準14.5吋外管及鳥籠式防火帽。

實
銃M4A1取消了AR15系列原有

的固定提把及金屬照門，而改以

MIL-STD-1913皮卡汀尼戰術導軌來替

換，這也讓M4A1具備可裝置可拆式提

把或各種光學瞄具的能力，同時美軍陸

戰隊(USMC)配發的M4A1卡賓槍，都

配置騎士軍械公司(KAC)生產的RAS護

木，可加裝前握把、雷指器、通用戰術

槍燈或其他戰術配件，但是這樣無形中

也增加了槍枝的重量，對於射手造成額

外的負擔，於是開發更輕量化的模組化

護木和槍托，便成為當今槍枝設計的主

流趨勢。  

Bolt所生產的這支B4A1菁英(Elite)電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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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帝企業(Modify)在2016年開春推出號稱〝終極戰術

卡賓槍〞的XTC-G1之後，市場反應頗佳，但摩帝並不滿

足，經過一年的持續研發改良後，再度推出XTC-G1的

性能提升版，也就是號稱〝近戰版終極戰術卡賓槍〞的

XTC-CQB⋯

Since Modify released XTC-G1 in the spring of 2016, 
the market response was very good. In this case, Modify 
decided to launch the enhanced version of XTC-G1, and 
it’s known as XTC-CQB….

終極戰場
近戰天王

●文、圖/編輯部

●感謝摩帝企業(Modify)提供相關資訊

鋸齒狀的14m m
逆牙攻擊型鋼製

防火帽。

摩
帝(Modify)在經過近一年的努力，推出了XTC-G1的性能提升

版本⋯XTC-CQB(Extreme Tactical Carbine CQB)，該槍配

備了10.5吋的外管，以鋁合金CNC車床成型，並採用不搖頭設計，

搭配9吋中型瓦斯管系統，適合在各種不同類型的場地競技作戰，

此一組合在實銃世界中的應用也漸成主流，在氣槍射擊運動中更是

受到射手們的青睞；XTC-CQB採用三面10.3吋的輕量化鋁合金匙孔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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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設計工作室開發的T91 GBBR，依據國軍205廠最新設計的

T91 Keymod戰術護木版步槍為藍本，將原本的T91 GBB步槍加

上匙孔(Keymod)戰術護木升級而成，全槍的長、寬、重均與實銃

相當，性能亦不俗，目前即將上市⋯

OB T91 is the GBBR version of ROC Army T91 standard 
combat rifle. It fits with Keymode hand guard, and its length, 
width and weight are very similar to real T91. This T91 GBBR is 
quite suitable for training and war game use. It’ll be released very 
soon in the coming future….

國魂T91
Keymod氣動步槍

國軍T91步槍已換
裝匙孔(Keymod)
魚骨護木， O B 
T91 GBB也迅速
跟進。

始
祖鳥(Original Bird，簡稱OB)工作室研發的T91 GBB步槍，其上、下

槍身、槍機拉柄和提把均採用6061鋁合金鍛造和CNC工法製成，表面

為軍規級硬陽處理(MIL-A-8625E Type-III)；該槍的鋼製一體槍管、準星、防

火帽、槍機擋板、彈匣扣、結合銷、樞軸銷及氣動槍機等零件，均採用中碳

以上鋼材製作，輔以表面軍規級磷酸披膜防鏽處理，讓這支T91 GBB的整體

外觀與實銃幾乎無分軒輊；T91 GBB的護木、握把及槍托均採用軍規尼龍加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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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Magpul在2015年美國Shot Show展覽中，發表了專為

AK槍系開發的戰術配件後，也開啟了AK槍系的〝麥格普化〞

(Magpulized)時代，擅於製作訓練用槍的香港攝氏科技(Celcius 

Technology)洞燭先機，以自家生產的訓練用AKM搭配Magpul的AK

套件，與總代理eHobby Asia(EA)聯手推出全球限量100支的特仕版

成槍，搶攻新一波的潮槍市場⋯

Since Magpul launched the tactical accessory for AK series 
at SHOT Show 2015, the era of Magpulized AKs has opened 
up since then. Celcius Technology from Hong Kong has also 
noticed the trend, so CT used its own AKM and fitted with Magpul 
tactical accessory. The result is the Magpulized AKM Celcius 
Training Weapon, which is limited to produce only 100 copies and 
exclusively sold by eHobby Asia….  

麥格普化
特仕版AKM

●文/ Jan Tong & Alan K.W. Hsu

●圖/ Samson Lo & Thomas Mok 

●感謝Celcius Technology &寶劍戰術社提供相關資訊

美
國的武器配件製造商〝麥格普工業〞(Magpul Industries)，以強化塑料

來製造外觀新潮且符合人體工學的槍托、握把、護木、槍背帶及彈匣等

產品而聞名全球的實銃市場，後來這股熱潮更延燒至玩具槍界，玩家們無不希

望將愛槍加以麥格普化(Magpulized)後，以便更具個人特色且操作更為順手，

不過Magpul自從成立以來，推出的產品都以AR步槍系列為大宗，鮮少有其他

槍系的配件，直到2015年初於美國拉斯維加斯(Las Vegas)舉辦的SHOT Show

中，Magpul發表了全新的AK系列戰術配件，讓聞名遐邇的AK槍系也能配置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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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PPK手槍成為二戰德國軍官的制式配槍後，就一直是華瑟槍廠的銷售王牌，後來加上007電影主角詹姆

士．龐德(James Bond)的加持，讓這把PPK手槍始終人氣不墜，而複刻PPK的玩具槍也從模型槍發展到射擊

BB彈的GBB手槍，一直深受廣大槍迷的喜愛⋯

Ever since PPK became the standard sidearm of WW2 German officers, the pistol has become the best-
selling product of Walther. Not to mention it’s also the favorite pistol of 007 James Bond, which has made 
PPK worldwide famous. As for the airsoft version PPK, it’s as popular as real PPK in the toy gun world. From 
model gun to GBB pistol, the fabulous PPK has won the hearts of many airsoft players….    

經典007手槍

●文、圖/Karl Tzai

●感謝老槍友俱樂部提供相關資料

德
國華瑟(Walther)槍廠在1930年

初為了設計一款專供警方使用

的中型手槍，於是開發了被命為〝警

用手槍〞(Police Pistol，簡稱PP)的半

自動手槍，不過，雖然PP的全長僅有

15cm，但是對於必須將配槍藏在外套

中的刑警而言，尺寸仍然嫌大，於是華

瑟又將PP的尺寸加以縮小，成為只有

11cm不到的小型手槍，連帶的握把也

跟著縮短，因此裝彈數比原先的PP少

了一顆，但無損於警用手槍應有的火

力，而這款衍生自PP的小型手槍，被

華瑟命名為〝PPK〞(K代表Kurz，是德

文中〝短〞的意思)，PPK手槍陪著德史恩•康納萊所扮演的007情報員，成功地將PPK塑
造成銀幕上的寵兒。 (By Cheaperthandirt.com)

羅傑•摩爾(Roger Moore)扮演的第二代007情報員
仍使用PPK手槍。(By Cheaperthandirt.com) 

老槍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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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ing Leatherneck Aviation Museum
飛行  皮領航空博物館

位於美國加州聖地牙哥美軍陸戰隊密拉瑪(Miramar)航空站(MCAS)內

的〝飛行皮領航空博物館〞，是全球唯一為表揚美軍陸戰隊飛行員和地

勤人員功勳而設立的博物館，館內陳列了從二戰到現代伊拉克戰爭時期

陸戰隊曾使用過的多架戰機和武器裝備，堪稱是南加州最有看頭的軍事

航空博物館⋯

軍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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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ing Leatherneck Aviation Museum
●採訪/艾瑞克‧Covered by Eric Wang

飛行  皮領航空博物館

The Flying Leatherneck Aviation Museum is located at MCAS Miramar San Diego, and It’s the only 
museum in the world dedicated to preserving the incredible contributions made by Marine Corps aviators 
and their ground support personnel. There’re dozens of USMC combat aircrafts and weapons from 
Korean War to modern Iraq War being exhibited at the museum, which makes this museum one of the 
most worth seeing museum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Military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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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品展覽

第21屆台北武哈祭
2017年的武哈祭再度移師回台北市舉行，累積了之前20屆的知名度讓熱情參加的觀眾人數

倍增，本刊這次選擇在場地最大、交通便利的台北市大安運動中心舉行，在2月17~19日這三天

中，有來自台、港、中、韓、日、法、美七國的數十家廠商參展，吸引了上萬名軍迷在這場亞

洲最盛大的軍品展覽會場中盡情血拚嘻耍⋯

●採訪/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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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Exhibition 

The 21stTaipei Hooha Show第21屆台北武哈祭

0692017.03.01

Once again, the biggest airsoft show in Asia took place from Feb. 17th to Feb. 19th 
in Taipei. The venue of the 21st Hooha Show is located at the Da’an Sports Center. 
Dozens of exhibitors from Taiwan, Hong Kong, China, Korea, Japan, France and 
America attended the show, and attracted more than 10,000 visitors to the site….



〝只要犢牛式AK，其餘免談〞！(By SRU)〝只要犢牛式AK，其餘免談〞！(By S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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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步槍自從誕生以來，一直是前蘇

聯及東歐各國的主力制式步槍，

而且在冷戰時期，蘇聯也以軍援方式贈

與第三世界國家不少的AK系列步槍，

若說〝有戰火的地方就有AK〞，可一

點也不為過！但是AK從問世以來一直

保持著粗獷質樸的外觀，儘管二戰後西

方生產的突擊步槍武器已經發展至第

三、四代了，但是AK卻始終保持著原

始的樣貌，連加裝戰術軌道的機會都沒

有，直到近年俄羅斯的澤尼克(Zenitco)

和SLR等槍械製造廠才開始設計一些戰

犢牛式AK步槍
SRU Bullpup AK 

●文/蔡牧霖‧Text by Karl Tsai

●模特兒/波莉‧Modeled by Poly

●攝影/亮堂攝影工作室‧Photos by Duang Duang Studio

●感謝世銳精密(SRU)提供相關資訊

with Poly

俄羅斯曾研發過的犢牛式A K步槍的外觀。 (B y 
Arnies Airsoft)

傾斜式握把完全不會妨礙彈匣更換。 

SRU AK採用傾斜式握把，相當符合人體工學。SRU AK採用傾斜式握把，相當符合人體工學。

俄羅斯圖拉兵工廠開發的OTs-14閃電(Groza)無托
突擊步槍。(By AK Files Forums)
俄羅斯圖拉兵工廠開發的OTs-14閃電(Groza)無托

AK突擊步槍長久以來一直給人粗獷耐操的風格，雖然數十年來外觀沒啥變化，卻是史上生產數量最多

的步槍，所以大家也很難想像AK也有變身為潮槍的時候，現在世銳精密(SRU)公司將以3D列印技術，賦

予這把老槍一個嶄新的樣貌，徹底顛覆你對AK步槍的傳統印象⋯

AK assault rifle has always given us a rough and tough impression. Although the appearance of 
AK hasn’t been changed for decades, it still is the most popular and mass-produced assault rifle in 
the history. People just can’t imagine this old baster will dramatically become a brand new and stylish 
rifle. Still, SRU from Taiwan has managed to manufacture a bullpup AK rifle with latest 3D print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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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維加斯槍展
2017 Las Vegas SHOT Show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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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王清正、乙夜‧Covered by C.J. Wang & Itsuy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