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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者曾與許多射手討論過三槍競賽

及各類射擊比賽的限制，都會影

響到射手參賽的數目多寡，而其實在業

界和生產廠商的努力下，在競賽槍枝上

的規則限制已越來越少，反而是射擊競

賽規則的複雜性和賽例執行者的好惡心

情，才是影響參賽射手人數的真正原因

⋯

為競賽射擊而打造之成槍
很多非競賽射手常會有種錯覺，認為

競賽用槍械都經過特別改裝而不適用於

生存遊戲，其實並不必然；基本上，無

論是生存遊戲或射擊競賽所使用的槍

隨著近期三槍競賽和各類射擊比賽的盛行，一把準度高、輕量化、能快速換匣上膛的手槍便成為射手競賽

射擊成敗之推手，而這樣的需求香港APS槍廠聽到了，於是推出了一把以現成手槍加以客製化改裝而成的螳螂

(Mantis)競技用GBB手槍，而且僅限量生產200把⋯

The 3 Gun Competition has acquired ascendancy in recent years. A highly-accurate, light-weight and 
swiftly lock & load pistol has also become the essential key point to determin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hooter. In this case, APS launched a custom made competition GBB pistol which is called “Mantis”, and it’s 
limited-produced for only 200 pieces….

APS螳螂手槍採用近似SAI風格的黑金配色，做工細膩而華貴盡顯，在細節和性能上均針對競賽射手的需
求而設計。 

螳螂客製化競技手槍

●文/Alan K.W. Hsu

●圖/德哥

●感謝APS提供相關資訊

 

限量

200把！



Toy Gun Impression

0132016.06.01

Toy Gun ImpressionToy Gun Impression

滑套未端裝有20mm長的凹字形戰術導軌兼照門，可加裝各類小型光學瞄具。 拉開滑套可清楚看見螳螂手槍的內部發射結構。

支，均需具備一定的精準度，當然競賽

射擊槍支所需的精準度更高，或著需更

多可供射手快速更換彈匣或上膛的特別

結構，而這幾點均與生存遊戲槍支操作

的大原則沒有任何矛盾！當然談到兩者

所使用的裝備則是另外一個故事了；近

期因工作關係，筆者和APS的老闆蛙哥

聊到此一話題，而本身就熱衷參加射擊

競賽的蛙哥除了推出跟實銃M870同樣

操作方式的APS CAM870霰彈槍外，最

近更推出一把專為射擊競賽而設計的限

量特仕版〝螳螂〞(Mantis)氣動手槍；

APS的GBB手槍近年來在生存遊戲界廣

受好評，這次要介紹的螳螂氣動手槍亦 滑套前端裝有光纖準星，利於在低光度環境中射

擊。

6吋外管經金色陽極處理，搭配不銹鋼製6.03mm
口徑內管，射擊順暢且精準度高。

金色槍機表面的DVC字樣刻印，代表了速度、火
力與準度。 

輕量化的加長型鋁合金鏤空滑套，可優化後座力，

射手更易於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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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採用該公司以往慣用的發射結構，而

且除了原廠彈匣外，還可通用其他市售

的同類型(Glock系列)彈匣，在性能方面

能給予射手極大的信心。

限量版誠意之作
APS的老闆蛙哥笑言生產這支限定數

量200支的螳螂(Mantis)客製化競技氣

動手槍，基本是一個虧本的企劃！因為

螳螂是APS特別為競賽射手而設計的競

技級氣動手槍；該槍配備經過CNC加

工的加長型鋁合金鏤空滑套，此一輕量

化滑套有利於優化後座力，使得射手更

易於操控；不銹鋼製6.03mm口徑的緊

緻內管，搭配以6吋的金色陽極處理外

管，讓槍支的運作極為暢順，在滑套上

Alpha手槍的外型堪稱是集S&W M&P(由左至右)等知名手槍的特色於一身。 

整個下槍身均經過各別的手工熱壓點防滑處理，讓下槍身及握把更易

於操作握持。 23發裝的CO2彈匣底部有大型膠
座，可兼作快拔拉把之用。

下槍身前方設有戰術導軌，可供射手加裝小型槍燈

或雷指器。

黑金配色的平面競技型扳機搭配短行程擊鎚，讓扳

機反應快而順暢。

在港販售的螳螂手槍除配置一只CO2彈匣外，更多配備了一只瓦斯彈匣。

握把設計符合人體工學，再配上加大的彈匣釋放鈕。

23發裝CO2彈匣的大部分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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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版螳螂手槍裝在SAI手槍袋內，專業度滿分！

以智慧手機掃描此QR
碼即可在網上瀏覽APS
螳螂客製化競賽型手槍

的試射短片。

Alpha手槍的外型堪稱是集S&W M&P(由左至右)等知名手槍的特色於一身。 

除了光纖前準星和後照門外，滑套未端

還設有20mm長度的戰術導軌，可供射

手加裝各類內紅點式或其他小型光學瞄

具。

螳螂手槍在射控系統方面的改良亦足

見APS的苦心，該槍配備了CNC加工

的平面競賽型扳機，不但更符合人體工

學，發射時亦頗為順暢，另外配合了短

行程擊鎚，使得扳機的反應更快，足以

滿足射手快速射擊的需求；螳螂手槍的

整個下槍身均經過各別的手工熱壓點防

滑處理，讓下槍身及握把更易於操作握

持，再配上加大的彈匣釋放鈕，下槍身

前方還有戰術導軌，以供射手加裝小型

槍燈或雷指器，以配合低光度競賽或近

距離射擊環境；握把下方設有家大型的

插匣槽，可利於射手快速更換換匣；整

體而論，APS生產的這把螳螂客製化競

賽型手槍，基本上是專為競技用CO2 

Blowback手槍市場而設計，銷往海外

的版本只配備一只23發裝的CO2彈匣，

但是在港販售的螳螂客製化競賽型手槍

則除了配置一只CO2彈匣外，更多配

備了一只常規瓦斯氣動彈匣，有興趣的

港、台射手動作要快喔，因為僅有200

把！

加裝內紅點瞄具和戰
術槍燈的APS限量版螳
螂GBB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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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9是2014年由德國H&K槍廠設計

生產的高聚合物槍身、撞針擊發

式半自動手槍，該槍是以HK P30為基

底，耗時四年多而研發成功的改良型

手槍，其型號中的〝VP〞，是德語〝

Volkspistole〞的縮寫，亦即〝人民手

槍〞之意，也代表著VP9繼承了世界第

一把雙動操作、聚合物下槍身VP70手

槍的直系後裔地位；VP9結合許多現代

手槍的新技術，在射擊操作上十分靈

巧，短行程復位扳機的設計充分符合當

今戰術射擊的優勢，而槍身左、右兩側

均設有彈匣釋放鈕及槍機釋放導桿，可

快速識別彈盡與否和更換彈匣，不管是

慣用左手或慣用右手的射手，都可以輕

易操作該槍，而這樣的設計也讓VP9十

分適合用於射擊運動、戰術射擊訓練及

繼承全球第一把雙動操作、聚合物下槍身VP70手槍特點的HK VP9，結合許多當代手槍的新技術，射擊操

作上十分靈巧，而這把符合當今戰術射擊優勢的新世代國民手槍，也被德國Umarex集團看中，並委由VFC生

產了此槍的GBB版本⋯

HK VP9, aka “Volkspistole”, i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the VP70, which was the first double-action, 
polymer made pistol in the world. It’s fitted with lots of new technology and it shoots very accurate. Umarex 
in Germany has set eyes on this new tactical pistol, and authorized VFC to produce the GBB version of VP9 
for airsoft market….   

新世代國民手槍

●文、圖/Ghost Master

●模特兒/阿丹&小浴

●感謝VFC提供相關資訊

VP70是全球第一把雙動操作、
聚合物下槍身手槍，而VP9則
是其直系後裔。

VP9是以這把HK P30為基底，
耗時四年多才研發成功。 

在007電影《惡魔四伏》片中即出現龐德持用VP9的雪地槍戰畫面。
(By Wikiw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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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軍警單位的需求；按照目前H&K

的行銷規劃來看，VP9是美國市場主推

的型號，而在歐洲市場採用的型號則為

SFP9。

電影裡的VP9
在2015年推出的第24集007電影《惡

魔四伏》(Spectre)片中，龐德用搶來的

惡魔黨VP9手槍，在奧地利的雪地外景

中上演了一場激烈的槍戰戲碼，這也是

第一部有VP9畫面出現的好萊塢電影，

而按照以往的慣例，龐德用過的手槍應

該都會大紅大紫，因此原本提供自家華

瑟(Walther)手槍供007電影拍攝之用的

德國Umarex集團，當然立馬委由合作

多年的台灣巍嘉國際(VFC)來生產GBB

版本的VP9手槍。

VFC生產的VP9
這次VFC發表的這款HK VP9手槍，

是獲得H&K授權的德國Umarex集團

委託製造的全新GBB槍款，並由槍天

堂(Gun Heaven)在全亞洲代理發售；

VFC秉持一貫的優良造槍工藝，完整

精緻的呈現出VP9實銃的外觀與特色性
VP9十分適合用於射擊運動、戰術射擊訓練及相關
軍警單位的需求。

在滑套尾部設有獨特的上膛輔助板，讓射手在拉動

滑套後便可快速上膛。

VFC VP9擁有H&K原廠授權的完整刻印，連擬真
派玩家都無從挑剔。

Umarex看好VP9實銃的未來遠景，便委由VFC來
生產GBB版本的VP9。

VFC VP9套用許多實銃的新技術，射擊操作十分
靈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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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包含了短行程復位扳機系統、適型

槍身握把片、高品質鋼製零件、功能性

上膛指示器、仿真彈匣外觀處理和全套

授權刻印等等，再再都讓VP9顯現了媲

美實銃的逼真質感，而且除了外觀更擬

真之外，玩家還將體驗過去少有的絕佳

射擊手感！

VFC VP9特色簡介
VFC的VP9擁有H&K原廠授權的完整

刻印，堪稱是擬真派玩家絕對不會錯過

的外觀元素；槍身除了標準配配的鋼製

左、右滑套釋放阻片外，玩家還可選購

VFC子品牌〝十字軍〞(Crusader)生產

的VP9專用高強度鋼製零件，其中包括

前後準星照門、抓殼鉤和滑套拆卸卡榫

等等，能讓整把VP9更為強固耐用；如

同實銃一樣，VFC也忠實複刻了VP9的

人體工學適型握把，讓射手們可以根據

24發裝的彈匣表面具備跟實銃彈匣一樣的特殊光澤。

裝上TLR-1S槍燈的VFC VP9，全副武裝的顏值倍
增！ 

精緻耐用的槍盒內部，除手槍外還附贈瓦斯彈匣和

握把片。

自己的手型大小來調整下槍身尺寸，一

共附上9片適型握把片(含下槍身3片)提

供調整，共計有S、M、L三種尺寸可供

使用。

實銃VP9的扳機具有行程短和快速復

位的優點，加上扣壓力道很輕，輕扣扳

機即可擊發，另外扣扳機的過程段落分

明，故十分適合用於戰術射擊訓練，而

VFC的VP9也同樣繼承了這些優點，並

不因為是BB槍而稍打折扣；另外VFC 

VP9也跟實銃一樣，在滑套尾部帶有防

滑紋的聚合物製滑套上膛輔助板，讓

射手在拉動滑套的過程中，可方便操作

快速上膛，這也是一般手槍所沒有的特

點；另一個值得介紹的特色，就是具備

實際功能的上膛指示器，VFC VP9在滑

套尾部的孔洞中塗有紅點，當滑套上膛

處於待發位置時，其尾部突出於滑套後

具備實際功能的上膛指示器，在滑套尾部的孔洞中

塗有紅點，當滑套上膛處於待發位置時，其尾部突

出於滑套後部，可作為準備擊發與否的標識。

VFC VP9的人體工學適型握把可換裝三種不同尺
寸的握把片。 

VFC VP9的扳機具有行程短和快速復位的優點，
輕扣扳機即可擊發。 

VFC VP9的下槍身配置一道MIL-STD-1913皮卡汀
尼戰術導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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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C VP9的大部分解情形。 

充滿魅力的VFC VP9連美女小浴也被深深吸引住。 

部，可作為準備擊發與否的標識。

外觀充分擬真一直是VFC造槍的最高準則，因此在這把VP9的滑

套上製作了獨立的抓殼鈎，讓這個零件不再只是滑套上的一個刻

痕，而是實實在在的仿真零件；至於實銃VP9的彈匣具備特殊的閃

亮色澤，VFC也毫不猶豫的照單全收，讓同樣的色澤呈現在24發裝

的彈匣上，讓彈匣也成為蒐藏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VFC VP9在

下槍身配置了一道MIL-STD-1913戰術導軌，可安裝各式槍燈或雷

指器等戰術配件，進行戰術射擊時更為加分；在實際操作時，你會

發現儘管VFC VP9的並不強調強大的槍口初速，但是在射擊手感上

花費了許多心思進行優化升級，讓射擊變得順暢、彈道更精準，相

信絕對是把符合射手戰術射擊訓練的好槍。

結語
實銃HK VP9有許多令人驚豔的嶄新設計，特別是可更換的人因

工學適型握把和擁有專利的滑套上膛輔助板，這也讓射擊操作十分

靈巧而適合戰術射擊之用，而VP9也因為結合了許多當代手槍新技

術，因此實銃在美國甫一上市，即馬上造成轟動，更影響其他品牌

手槍的銷售業績，不僅顯現了HK VP9確實能充分符合現代射手的

戰術需求，並在推出時榮獲美國槍械雜誌評選為年度最佳手槍；而

VFC製作的這把VP9 GBB手槍也完美承襲了實銃的許多特點，繼而

得以應用在氣槍的戰術射擊訓練，的確是一把充滿魅力的好槍！

下槍身的戰術導軌可安裝槍燈或雷指
器等戰術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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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芝軒(ICS)投入電槍市場的時間

極早，堪稱是台灣槍廠研發生產

AEG的第一家，但是在GBB手槍這一

塊卻空白了20年之久，在這20年間，

後起之秀如雨後春筍般地不斷冒出，甚

至站穩腳步、建立口碑，那麼ICS要怎

樣才趕上這失落的20年呢？⋯答案就

是ICS近日以子品牌〝黑豹眼〞(Black 

Leopard Eye，簡稱BLE)名義所推出上

市的阿爾發(Alpha)GBB手槍！ 

小編初見這把阿爾發(Alpha)的第一

印象，感覺有點熟悉又有點陌生，因為

該槍的外觀神似Glock G17、FN FNS

和S&W M&P等知名手槍，但卻又有些

一芝軒(ICS)堪稱是台灣最早投入電動氣槍市場的知名大廠，但是在GBB手槍這塊版圖卻缺席了長達20年之

久，為了彌補這段空白，ICS吸取了全球知名手槍的外觀特色和採納資深玩家們的建議，終於推出了第一把以

子品牌〝黑豹眼〞(Black Leopard Eye，簡稱BLE)發行、名為〝阿爾發〞(Alpha)的GBB手槍，而且未來還會

有更多的GBB手槍會改用⋯

ICS was the first airsoft manufacturer that produced AEGs in Taiwan. But, ICS has never produced any 
kind of GBB Pistol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n order to close the gap, ICS absorbed characteristics and 
peculiarities of many famous pistols in the world, and finally launched its first GBB pistol which is called the 
“Alpha ”….

Alpha手槍的線條簡潔有力、造型獨一無二，
滑套上的黑豹圖案是代表ICS的子品牌〝黑豹
眼〞(BLE)。 

阿爾發悍將出擊

●文、圖/編輯部

●感謝一芝軒(ICS)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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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直握柄片可換裝適合手掌較大玩家的凸起式

厚握把片。

槍管下方設有四道式戰術導軌，加裝戰術配件的擴

充性大增。 

扳機設有第二道保險，可大幅增加安全性。

位於扳機後方的雙邊連動式彈匣釋放鍵，換彈匣輕

鬆愉快。

扳機扣壓甚輕，玩家剛開始可能會不習慣，因此扳機上的兩道保險可提

高安全性。

細部上的差異，小編查遍網路上數以

萬計的手槍圖片，怎麼找也找不到跟

Alpha百分之百完全相似的實銃照片；

據ICS表示，這把Alpha GBB手槍的外

型是博採諸多知名手槍的特色，再加上

ICS粉絲們對於GBB手槍的各種建議需

求而設計出來，因此在Alpha身上可看

到許多大廠名槍的影跡，而各種21世

紀戰術手槍的重要元素也一樣不少；儘

管AlphaBLE手槍並非按照實銃複刻，

也許會被部分強調寫實的擬真派玩家

〝打槍〞，但冷靜下來仔細欣賞該槍

的外觀，你會發現Alpha的線條洗鍊、

頗為耐看，頗具成為潮槍的潛力；目

前Alpha手槍有黑色跟沙色這兩種基本

色，但沙/黑兩種色調各半(Two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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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上黑下沙或上沙下黑的雙色塗裝，都是時下潮槍最流行的扮相。 

最符合時下的流行趨勢；由於Alpha的

槍身尺寸跟前述的幾把大廠名槍近似，

因此有一個潛在的隱形優勢，那就是

Glock G17能用的槍套，Alpha也都能

用，這一點對於新上市的Alpha手槍來

說，絕對是一大利多因素！因為玩家們

通常會有蒐藏手槍的習慣，但槍套就

未必人人愛收，但Glock手槍系列的快

拔槍套型號眾多、選擇性大，因此購

買Alpha的玩家就不必多浪費國防經費

囉！

Alpha採用Novak式樣的機械瞄具，

有利於射手快速瞄準射擊。準星與照門

是透過底下的燕尾槽嵌入滑套中固定，

並可以微調位置，燕尾槽則採一般常見

的規格，方便玩家自行更換光纖或氘氣

夜光瞄具，或是直接換上小型內紅點瞄

具；槍機釋放鍵與彈匣釋放鍵均採左、

右連動模式，不管用哪隻手持槍，均能

釋放滑套與彈匣，並且能在射擊中迅速

地更換彈匣、重新上膛，故相當適合在

IPSC等射擊運動有強制換手射擊的關卡

位於槍身左側的滑套卡榫，按下即可將滑套分解。 雙邊連動的滑套釋放鍵，不論用哪隻手都能迅速地

換彈匣與重新上膛。 
擊錘組的結構與組裝方式同其他主流規格，過去已

經有維修組裝經驗的玩家很容易適應。

中迅速過關。

Alpha的加大型扳機護弓，有利於戴

著手套時的射擊操作，扳機上有兩道保

險，第一道是扳機連動保險，若食指沒

有在正確位置扣引扳機，扳機便無法扣

動；第二道是扳機第二保險，當保險鎖

定時則扳機無法扣引至擊發位置，徹底

防止一拿到槍沒確定有無上膛就亂扣扳

機的〝三寶〞，可大幅增加安全性；值

得一提的是，原廠的扳機扣壓設定相當

低，扳機扣感順暢靈敏，可減少因食指

過度用力或動作方向偏差而對準確度造

成影響，可說是射擊比賽等級的扳機，

但使用時須更加小心，以免造成誤擊

事件；Alpha的下槍身附加長型戰術導

軌，軌道上有四凹四凸的四階軌，比起

一般頂多只有三階的戰術手槍，周邊掛

載配件的彈性更大，著裝也更穩固；軌

道長有個優點，像雷指器或槍燈之類的

戰術配備裝在Alpha槍身上，燈頭幾乎

BLE Alpha Glock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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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用的策略一樣，亦即一方面跟著主

流規格走，以確保性能與後勤維修，另

一方面又將主流規格裏頭玩家最常改

裝或最易磨損的零件加以強化，使得

Alpha手槍能在性能和妥善率方面跟其

他同級GBB手槍一較長短；基本上來

說，只要將Alpha大部分解之後，玩家

就會知道Alpha走的是哪一家的〝主流

規格〞，因此給那一家主流規格用的各

種補品，基本上都能免修直上，而且

ICS已將最容易磨損的的幾個零件加以

的〝爽度〞！而玩具槍的最大作用，就

是讓玩家玩得夠爽，光就此點而言，

Alpha的確做得不錯，能在合法範圍內

將GBB的速度與力道做到不需強化就很

帶勁的境界，實在很爽！

結語
ICS BLE Alpha GBB手槍雖然晚了20

年才跟玩家們見面，但這20年的等待是

值得的，ICS不盲目追求流行搞主流槍

款、也不特立獨行搞冷門槍款，而是做

出一把讓玩家打起來很爽的爽槍！造型

上雖不複刻實銃，但平實耐看，又有實

用的雙邊滑套釋放桿與彈匣釋放鍵，內

構則走主流規格，並將常見的強化改套

列為完廠標配，玩家們不管是維修保養

或校正微調都很輕鬆沒負擔，而ICS這

幾年開始重視國內市場，更使得後勤維

修沒煩惱，因此這把Alpha GBB手槍的

問世，應可重現20年前ICS首推國產電

槍時的轟動與震撼了！

Alpha GBB是ICS重返手槍競技場的先鋒，未來將會繼續以黑豹眼(BLE)的品牌名稱來推出更多的新款GBB
手槍。

Hop-up組調節方式和結構同其他主流規格，日後
改裝並不困難，操作上亦無需重新適應。

不會超過槍口，這樣不但視覺比例較

佳，也不容易在使用時勾到異物；在握

把部分，造型緊緻平直，線條簡潔有

力，握感近似CZ-75手槍，很適合東方

人較小的手掌，握把與槍管的夾角角度

適中，持槍時手一舉起就是最佳瞄準位

置，非常適合精準與快速的射擊，而且

握把也加入了流行要素 隨槍附贈可更

換的握把片，Alpha原廠設定的是直握

把片，但附贈的是凸起式厚握把片，適

合手掌較大的玩家。

在內構部分，ICS跟當年開發電槍時

強化，因此玩家只要針對幾個地方略作

調整，就能很輕易地將Alpha的潛能激

發出來，就算是不能激發全部潛能，

Alpha的原廠設定依然很夠用！其槍口

初速是很平和的90m/s，但射擊時滑套

往復速度的迅捷滑順，卻彷彿是初速大

幅超標般地確實且夠勁！坦白說，GBB

手槍之所以能成為目前玩具手槍界的主

流，除了擬真操作和單動(SA)扳機的射

擊感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近似實銃射擊

的強勁後座力，雖然後座力會稍微影響

了準確度，但卻大幅提升玩家在射擊時

FN FNS S&W 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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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利成科技(LCT)生產的AK系列電槍，一向在消費者和店家的心中擁有頗佳的評價；近年來隨著客製化

改裝AK步槍的風潮興起，LCT也跟隨潮流推出一支以該公司AK-74MN為基礎而開發的特戰版STK-74 AEG，

讓喜愛俄系步槍的朋友又多了一個新選擇⋯

The AK series AEG manufactured by LCT are quite famous among survival game players and airsoft 
lovers. Due to custom-made AK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real world, so LCT decided to catch 
up this tidal wave, and launched a trendy STK-74 based on its AK-74MN in recent days….

俄羅斯特種部隊的AK-74M步槍近來也開始換裝美式防火帽、戰術軌道護木和新型折托。(By internet)

俄羅斯特戰利器

新槍報到新槍報到

●文、圖/編輯部

●感謝利成科技(LCT)提供相關資訊

口徑突擊步槍，但是在蘇聯解體後才

正式推出，其型號中的〝M〞，代表

了該槍是一支〝現代化〞(Modern)的

步槍，而原本生產AK-74M的國營兵工

廠也改組成民間企業Izhmash公司，並

開始生產以AK-74M為基礎而改良的外

銷版AK-100系列步槍，其中7.62mm

口徑的AK-103、AK-104和5.56mm口

徑的AK-101、AK-102，均改換強化尼

龍纖維材質的護木和槍托，不但重量

減輕，也比原本的木質槍托和護木更

耐用；俄羅斯軍隊在1991年開始換裝

AK-74M，到了90年代中期以後，烏克

蘭(Ukraine)、亞塞拜然(Azerbaijan)和

亞美尼亞(Armenia)等國也陸續採購換

裝AK-74M步槍，至於AKS-74M步槍

則是換裝摺疊托的版本，便於特戰人

員及戰鬥車輛乘員使用，近期俄羅斯

俄
軍部隊自從加入對伊斯蘭國(ISIS)

的戰爭後，比以往更多的現代實

戰經驗，讓俄羅斯一方面改良其戰術與

武器系統，另一方面也悄悄地吸收了

許多西方武器的精隨，不再似以往的

充滿俄系傳統色彩，尤其是許多小口

徑武器也開始加入模組化裝備搭載；

AK-74M是前蘇聯在1980年代研發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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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鋼製並包覆橡膠的伸縮槍托。

俄羅斯軍隊近期有望採用更先進的AK-12新式突擊步槍。

STK-74的護木下方設有戰術導軌，兩側另有雷指
器及槍燈的夾具座。

STK-74的伸縮托可向左折疊，便於特戰人員及戰鬥車輛乘
員使用。

左邊的俄羅斯FSB特勤隊員手持的AK-74M，配置
的就是跟STK-74相同的折疊伸縮托。(By internet)

在摺疊伸縮托的前端設有槍背帶環。

雖有採購AK-12步槍的計畫，但以目前

AK-74M和AKS-74M的庫存量來看，仍

夠俄軍使用20年以上，因此AK(S)-74M

勢必仍是俄軍部隊的主力步槍之一。

新設計伸縮折托
LCT這次推出的STK-74，便是以同

廠的AK74 MN電槍來加以改良，加裝

了俄羅斯設計的鋼製六段式伸縮折疊托

和配置夾具座的戰術魚骨護木，將原

本只有尼龍塑料折托的AK-74MN升等

為更現代化的特戰用步槍；和以往LCT

Toy Gun ImpressionToy Gun Impression

槍托底板的橡膠製止滑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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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K-74與AK-74MN的槍托外觀比較，STK-74在第三段槍托定位時，兩者長度相同。

槍托向左折疊時的槍身固定卡榫。

伸縮托完全收納和全部展開的狀態，槍長則從710mm增至915mm。
STK-74的伸縮托具備六段調整功能。

托底板亦為鋼製外包橡膠，下方凸起為槍托折疊時

使用之卡榫。

托桿為上、下錯位之鋼管，操作時較符合人體工

學。

槍托折疊後可清楚看見變速箱的後端部分。

俄羅斯反恐部隊阿爾發小組(Alpha Group)使用的AK-103也配置新型的全金屬
伸縮托。(By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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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實用及堅固的做工一樣，嶄新的

STK-74折疊伸縮托全部以鋼材切削而

成，折托的轉承座也是以整塊鋼材切

削，強度和耐用度無庸置疑，主體結構

比原先的塑料托更紮實，同時也考慮到

在外國寒冷地帶使用，伸縮托的托桿和

托底墊均以橡膠包覆，避免射手貼腮射

擊時凍傷臉頰。

操作感與性能表現
這支STK-74的重量比原本AK-74MN

輕了120g，並不因剛槍採用鋼材質而

變得笨重；STK-74在槍托全部伸展時

的長度為915mm，槍托收納後則僅有

710mm，伸縮托內裝有彈簧，在押下

制動鍵時彈簧會自動往後方延展，在操

作時並不費力，外覆橡膠的托桿手感不

錯，在調整伸縮托長度時可準確定位，

不管是在狙擊時的全托桿長度，或是近

戰衝鋒時的1/3托桿長度，都能以單手

操作或是直接抵住肩窩做調整，雖然

和以往的俄系槍械設計有所不同，但是

對於許多習慣美式槍械操作的玩家來

說，這款全新設計的伸縮折托，可以讓

大家在換用LCT STK-74作為下場武器

時的一個可逐步調整適應的選擇；LCT 

STK-74沿用原本AK-74MN的變速箱，

搭配435m m長的內管，槍口初速有

120m/s的強勁實力，彈匣容量則為130

發。

結語
這支STK-74和以往LCT的產品一樣，

喜歡在槍上外掛戰術配件的玩家，幾乎

不必擔心要東修西改槍上的部件，因為

LCT在製作過程中儘量以實物採吋，連

細節部分亦可和實銃外觀一樣的拆解和

調整，這也是LCT在致力新商品開發的

同時，對於商品的製作品質也同樣堅

持，這樣才能讓海內外客戶對LCT產品

的忠誠度有增無減，而這支STK-74步

槍也絕對會讓玩家們充滿期待。
STK-74與AK-74MN的槍托外觀比較，STK-74在第三段槍托定位時，兩者長度相同。 STK-74的新款伸縮折疊托，也將以槍身零件方式發售。

前準星高度擬真，要以跟實銃一樣的小工具才能調整。

AK-74M(左)和AK-74(右)的刺刀均可免修直上STK-74。

槍托向左折疊時的槍身固定卡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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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視為匈牙利版A K M的A M D -

6 5 (A u t o m a t a  M ó d o s í t o t t 

Deszant 1965)是AMD-63的改良型，使

用的彈藥為7.62X39mm口徑子彈，其

改良的主要原因是由於AMD-63槍身較

長，不適用於乘車步兵或戰甲車乘員在

狹小空間內的攜行與操作需求，因而才

衍生出的新版本的AMD-65；在外觀上

來看，AMD-65的槍管明顯的縮短，並

且換裝鋼條式快速折疊托，另外還取消

瓦斯活塞管與上護木，至於為了穩定握

持而裝的前握把則改成以速量製作，並

因應槍管變短而加裝了具有槍口制退器

功能的加長型防火帽。

AMD-65是匈牙利仿製AKM而成的突擊步槍，除了該國的軍警單位使用外，還大量外銷第三世界國家，甚

至有部分流入了私人軍事承包商及恐怖份子手中；香港匠神(Hephaestus)曾在數年前以手工打造此槍的氣槍

版本，但因價昂量少，始終未能成為主流商品，如今匠神在逐漸成長茁壯後，終於推出了價格合理的量產型

AMD-65 GBB步槍⋯

AMD-65 is the AKM made in Hungary. It’s the modified version of AMD-63, and the standard issued 
assault rifle for Hungarian military and police units. AMD-65 has exported a large quantity to the 3rd World, 
and some of the rifles were in the hands of PMCs or terrorists. The GBB version of this unique AMD-65 was 
manufactured by Hephaestus from Hong Kong recently….   

AMD-63(上)與AMD-65(下)在外觀上的比較。(By www,ar15.com) 

亦正亦邪的匈牙利步槍

●文、圖/Ghost Master

●模特兒/宋亮德

●感謝Hephaestus及WGC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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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D - 6 5曾大量外銷第三世界國家，圖
為阿富汗女警射擊A M D-65的畫面。 (B y 
zh.wikipedia.org)

匠神AMD-65 GBBR的外型高度擬真，射擊手感紮
實，連資深玩家都叫好。 有不少AMD-65流入了私人軍事承包商(PMC)及恐怖份子的手上。

在電影《第一滴血第三集》中曾出現藍波手

持AMD-65的鏡頭。(By Rambo.wikia.com) 

改款後的AMD-65配發給匈牙利軍隊

與警方使用，成為軍警單位的主力制式

步槍，但由於生產成本較高及類AKM

款式的折托槍型引進，導致AMD-65逐

漸被新型步槍取代，不過在AMD-65服

役與生產期間內，匈牙利曾大量外銷

AMD-65到第三世界國家，但除了這些

國家的軍警與正規部隊使用外，也有部

分流入了私人軍事承包商(PMC)以及非

法恐怖份子的手上，而這支亦正亦邪的

匈牙利步槍在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以

及敘利亞內戰中都能看到其蹤影。

電影裡的AMD-65
說起AMD-65出現的電影那可真是不

勝枚數，從大家耳熟能詳的《第一滴血

第三集》(Rambo III)、經典的《赤色威

龍》(Red Scorpion)、老牌的《猛龍怪

客》(Death Wish)、精彩的諜報片《核

戰總司令》(Commander Hamilton)、

描述反恐危機的《世紀大毀滅》

(Memorial Day)，到大家耳熟能詳的

《00:30凌晨密令》(Zero Dark Thi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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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賣座電影中，都砍見到AMD-65的身

影，身為AK迷的朋友，絕對會對這把匈

牙利步槍留下深刻的印象。

AMD-65 GBB的緣起
匠神(Hephaestus)是一家位於香港的

公司，其名字〝Hephaestus〞是希臘神

話中負責打造神兵利器的工匠之神；由

於該公司的創辦人Lawrence玩GBB、

愛GBB，所以秉持著熱愛GBB的精神與

毅力，開始投入製造GBB氣槍的行列；

筆者與Lawrence最初在香港結識時，

Hephaestus正推出第一把由純手工打造

而成的AMD-65 GBB步槍，不過當時因

為是少量生產，所以成本與售價都高不

可攀，不過在多年之後，因為Lawrence

對GBB的執念，終於在今年推出了售價

合宜的量產版的AMD-65 GBB步槍，這

對於喜愛AK槍系的槍迷來說，的確是一

個不可多得的好消息！

AMD-65 GBB特色介紹
目前市面上除了左岸槍廠與台灣利成

科技(LCT)有生產過AMD-65電槍之外，

喜愛AMD-65的朋友卻苦無GBB成槍可

以玩賞，因此只能自行進行改裝，但坊

間販售的外觀改裝配件，在許多細節上

都跟AMD-65實銃有著些許的差異，導

致玩家自行改裝總是缺了那麼一個味！

有鑑於此，Hephaestus便透過管道採

購了許多AMD-65實銃的真品零件來進

行採吋，並重新繪圖開模製作，務必追

求完美與像真；Hephaestus生產的這

支AMD-65 GBBR，採用了GHK AKM 

GBB的火控系統，以及重新開模製作的

AMD-65專用下槍身，耐用度與可靠度

都比早期產品有顯著的增加；在今年二

月舉辦的第19屆武哈祭中，AMD-65也

曾在GHK的攤位裡展示，不過當時筆者

印象中記得有些零件與外觀色澤仍與實

銃有所差異，所以Hephaestus便在廣

納各方建言與批評後，決定將這些建議

反映在這次發售的成槍上，讓量產版的

AMD-65 GBBR不論是外觀或性能，都

能達到更臻完美的地步。

這支匠神AMD-65 GBBR槍身以鋼材

打造，不論是槍身尺寸、重量與色澤都

跟實銃無分軒輊，擬真度可打極高的分

數；該槍配置跟實銃一樣的鋼製防火

帽、可調式準星和照門表尺，槍上的鋼

外觀跟實銃一樣的鋼製防火帽。

具備實銃調整功能的800m鋼製表尺。 

沖壓製成的鋼質瓦斯活塞管和下槍身。 

識貨玩家必備的獨立通槍條。 

拉動槍機，即可見到旋鈕式的可調上旋組(Hop-
up)。 

前、後握把均為重新開模製造，握感良好且適手。 

匠神AMD-65 GBBR配置的可調式準星。

AK式樣的射擊模式撥片，搭配軍規的單、連發刻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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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這段話後著實讓筆者感動良

久，彷彿找回當初喜愛玩具槍的初衷，

那麼就讓我們期待Hephaestus新一代

的匠神，繼續為我們打造更多的經典槍

款吧！

質瓦斯活塞管、金屬下槍身、扳機護弓

和彈匣釋放鍵均以沖壓工法製成，前、

後握把則為重新開模製造，握感良好且

適手；在機匣表面有跟實銃相同的軍規

刻印和火控組的單/連發刻印，玩家不

需多花錢即可享受媲美實銃的紮實像真

度；下槍身尾端裝有鋼製背帶環，而且

表面能用真的鉚釘來製作的地方也絕不

偷工減料，尤其是高強度的鋼條式摺疊

托(向左摺疊)，不但堅固耐用，甚至號

稱是〝真品直上〞！拉動槍機，即可見

到旋鈕式的可調上旋組(Hop-up)，槍口

初速則在110~120m/s之間；灌裝瓦斯

後射擊時的後座力道明確清脆，連發射

擊速率頗高，總體表現有水平之上的佳

績。

Hephaestus未來期許
筆者在撰寫這篇新槍報導時，透過網

路直接採訪到Lawrence，據其表示：

〝通常玩具槍公司大多偏向於製作能熱

賣且通俗的產品，對於特殊或無法預

期熱賣的槍款則是興趣缺缺，但無法

擁有這些冷門槍款卻是玩家心中的一大

缺憾，我們的想法卻是在有限的資源

裡，製作出讓玩家能夠收藏一生的經典

產品，只是為了能一圓所有同好的夢想

在下槍身左側末端裝有一只鋼製槍背帶環。 高強度的鋼條式摺疊托，堅固而耐用。 下槍身表面能用鉚釘來製作的地方絕不偷工減料。

同樣為鋼製沖壓製成的扳機護弓與彈匣釋放鈕。

〝別吵！讓我跟我的
雪茄、哈雷和AMD-
65一起享受這戰火
平息後的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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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8S-A2可加掛M203PI榴彈發
射器，是2009年駐阿富汗澳洲
士兵的制式步槍。 

澳
洲軍隊配備的F88突擊步槍，是

由奧地利史泰爾(Styer)原廠授權

澳洲利特高輕型武器廠(Lithgow Small 

Arms Factory)所生產的AUG-A1，全

槍按照澳洲軍方的要求而做了部分修

正改良，並衍生了F88C卡賓槍、掛裝

M203PI榴彈發射器的F88 GLA和.22 

LR口徑的F88T訓練步槍，後來把瞄

準鏡提把換成皮卡汀尼導軌的型號稱

為F88S-A1(相當於AUG-A2)，卡賓型

實銃報到實銃報到

澳洲強化版澳洲強化版
F90突擊步槍

 

●採訪/艾瑞克‧Covered by Eric Wang

在三月中旬舉辦的德國IWA槍展中，澳洲的泰勒斯‧利特高槍廠(Thales Lithgow Small Arms Factory)展

出了一支名為F90的犢牛式突擊步槍，該槍是奧地利史泰爾(Styer)授權澳洲生產的AUG步槍(F88)之增強改良

型，原名EF88，但外銷版改稱為F90，不但外觀輕巧且性能齊備，堪稱是澳洲版AUG系列中的新天王！且看

本刊編輯來自紐倫堡現場的報導⋯

The Thales Lithgow SAF from Australia exhibited the new F90 assault rifle at IWA in March. This 
bullpup rifle is the export version of the Australian made F88(Styer AUG-A1), which is also known as the 
EF88(enhanced F88). It’s light and lethal, and it may refer to the new leading actor of the F88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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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0(EF88)是2013年量產的F88改良型，圖為使用F90的澳洲海軍特戰人員。 

F90除了黑色之外，還有適合沙漠作戰的沙棕色塗裝。

F90的槍身緊緻、性能可靠，加裝榴彈發射器後火力更威猛。(By TLSAF) 

Real Gun ImpressionReal Gun Impression

澳洲強化版
F90突擊步槍

 

則是F88S-A1C；到了2009年，第一

款真正由澳大利亞自主研發的改進型

F88S-A2問世，共生產了數千支交付給

在阿富汗服役的步兵單位；至於這次

介紹的F90，是增強型F88(Enhanced 

F88，簡稱EF88)的外銷型號；EF88算

澳洲製F88的第二次大幅改進，該槍在

2013年通過測試而開始量產；跟原本

的F88相比，EF88在外型上有較多的

改變，像是槍管表面刻有縱向散熱槽，

有助於散熱並減輕了約0.2kg的重量，

另外機匣導軌座增高，並加長了頂部導

軌，機匣右側還加裝了一道皮卡汀尼導

軌，可安裝更多種類的戰術配件，機匣

底部亦新增了一小段導軌，可供安裝前

握把、雙腳架或榴彈發射器，而機匣前

0332016.06.01

F90除了黑色之外，還有適合沙漠作戰的沙棕色塗裝。

F90的槍身緊緻、性能可靠，加裝榴彈發射器後火力更威猛。(By TLSAF) 配備新型ML40AUS榴彈發射的F90。(By TLS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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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則加裝了背帶固定環，可按照射手的

需求而裝在機匣左或右側。 

槍托的外形也略加修改，扳機護圈則

加大並改變形狀，更方便射手握持，另

外槍身在握把上方的位置開了兩個方形

散熱口，有助於提升槍管散熱效率；由

於機匣頂部的導軌加高，所以在導軌末

端的槍托位置也增高了貼腮部位，而槍

托下部兩側則增加一個凹槽，在射擊時

能更牢固地抵住槍托，至於托底板的膠

墊也增加了防滑紋；原本F88的扳機和

AUG一樣，均採用兩段式的設計，但

EF88改良了火控裝置，讓射手可選擇

保險、單發或連發等三種射擊模式，並

按照軍方要求而增添了空槍掛機功能，

除此之外，以往F88 GLA的榴彈發射

器是掛在槍管上，會減少槍管壽命和射

擊準度，以此EF88將新型ML40AUS榴

彈發射器改掛在機匣前下方的導軌上，

而且榴彈發射器的扳機就位於大形扳機

護圈中，射手伸直原來扣步槍扳機的

手指就可以扣動榴彈發射器的扳機，

讓EF88的火力和便利操作性都大幅提

升。

E F88原本的改良和生產也是在利

特高廠進行，但原來的國營利特高廠

實銃報到實銃報到

段則加裝了背帶固定環，可按照射手的

需求而裝在機匣左或右側。 

槍托的外形也略加修改，扳機護圈則

F90仍保有AUG步槍的射擊特性，但取消兩段式的扳機設計。(By rogueadventurer.com) 

在德國IWA槍展中陳列的F90突擊步槍。 

F90還有特殊的澳洲叢
林迷彩塗裝版本。(By 
www.special-op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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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法國泰勒斯集團收購，因

此改名為泰勒斯‧利特高輕兵器工廠

(TLSAF)，並在2012年的巴黎歐洲軍備

展(Eurosatory)中展出了稱之為F90的

EF88外銷型； F90的外觀除了黑色之

外，還有適合沙漠作戰的沙棕色塗裝，

另外F90系列還計畫推出配置五種不同

槍管的型號，其中包括配置20吋重型槍

管的精準射手型(DMR)F90MG和適合

近距離戰鬥的14吋短槍管F90CQB等槍

型，不過澳大利亞軍方只需要20吋和16

吋兩種槍管長度的EF88，所以泰勒斯

集團打算以F90參加法國陸軍下一代新

型步槍的競標案；值得一提的是，在三

月的IWA展中，台灣的星虹(SRC)公司

曾向TLSAF提出購買授權以生產AEG版

F90的意願，無奈原廠因忙於推展新槍

而無暇顧及玩具槍的授權，因此槍迷也

就暫時無緣看到F90電槍上市發售了！

Real Gun ImpressionReal Gun Impression

在2010年法國泰勒斯集團收購，因

此改名為泰勒斯‧利特高輕兵器工廠

(TLSAF)，並在2012年的巴黎歐洲軍備

F90MG是配置20吋重型槍管的精準射手型(DMR)
步槍。 

槍托增高了貼腮部位，槍托下部兩側則增加一個凹

槽，射擊時能穩固地抵住槍托。 

除了頂部導軌外，機匣右側還加裝一道導軌，可安

裝各類戰術配件。

F90的30發裝彈匣，表面有明顯的格狀肋紋。 

F90取消兩段式扳機，改換保
險、單發或連發等三種射擊模

式的火控組。

F90在握把上方開有兩個方形散熱口，有助於提升
槍管散熱效率。 

扳機護圈則加大並改變形狀，更方便射手握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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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ion Kit 

BattleComp G17滑套的特色在於滑套上的粗獷防滑紋。

本刊上期曾介紹過PTS發售的Unity Tactical Atom滑套套件，這一期PTS再接再厲的發表一款獲得

BattleComp授權的G17手槍專用滑套及槍管套件組，而這組套套件亦同樣是由香港手槍改裝套件著名品牌

Guns Modify社所代工生產⋯

After the PTS Unity Tactical Atom slide set that we introduced in last issue, PTS continue to launch the 
authorized Battlecomp custom slide and barrel set recently. The whole set is also manufactured by the 
famous “Guns Modify” in Hong Kong….

●文/Alan of Toysoldier 

●圖/德哥@16AAB

●感謝PTS Syndicate提供相關資訊

在
實 銃 改 裝 圈 內 相 當 有 名 的

BattleComp公司所生產的Glock

系列手槍改良滑套，可算是半客製化的

商品，客户可選擇在滑套的不同部位

加雕防滑紋或加上RMR紅點式照準；

PST這次推出的BCE授權G17滑套改裝

套件，包括了6000系列鋁質CNC加工

滑套、鋼質外槍管、鋼質槍管螺紋保護

套環和108mm長度的6.08mm內管，而

PTS BattleComp G17PTS BattleComp G17PTS BattleComp G17
手槍滑套及槍管套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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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Guns Modify代工的BattleComp G17滑套改裝套件，包括滑套、鋼製外管、槍管螺紋保護套環和合金內
管，還附贈BattleComp款1.0防火帽。 

滑套前、後均有防滑紋，除了美觀外，還有助於射手更快速上膛。

附贈的BattleComp款1.0防火帽亦十分精美，表面還有雷射雕刻的BattleComp
商標。

滑套上雕工精緻BattleComp商標刻印。

且每套BCE G17滑套改裝套件均附贈

BattleComp式樣的1.0防火帽。

PTS獲得BattleComp授權生產的這組

G17滑套與槍管改裝套件，採用6000系

列鋁材以CNC加工而成，在滑套前、後

部位均有以CNC切割而成的粗獷質感

防滑紋，這些圖案雕刻除了美觀之外，

還有助射手能更快速的上膛，而可加裝

滅音器或防火帽的鋼製外管，更讓G17

令外型更酷、更具戰術風格，而且這組

BattleComp滑套組和 、外槍管等均是

針對市佔率極高的Glock 17 GBB手槍

而設計，玩家基本上可以輕易的直接裝

上。



BattleComp款1.0防火帽裝
在TM G17 GBB手槍上很酷
，而且也甚具科幻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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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加映：簡約萬能的
Magpul Daka隨身袋
眾所周知P T S和美國實銃製造商

Magpul的關係非常密切，除了Magpul

的戰術配件外，近期更引入Magpul品

牌的休閒服系列，其中最吸引筆者的產

品，莫過於遊走於戰術和潮流風格中

的Daka隨身袋了；在Magpul別開生面

的Daka隨身袋官方影片中，出現了一

句很酷的標語 〝你用它來做甚麼可不

關我事！〞(What you do with them is 

your business)，這也顯示了Daka隨身

袋使用上的自由度和多樣性；Daka隨

身袋共有黑、沙(FDE)和檻欖綠(Olive 

D rab)三種顏色和大、中、小三個尺

寸，每只Daka隨身袋均以強化特種合

成橡膠及高強力聚酯織物(Hypalon)材

質製作，搭配YKK公司的防水拉鍊，並

以牢固的熱壓封邊方式建構而成，基本

上可達到防水、防泥和防雪等效果。

在體積方面，每款Daka隨身袋的尺

寸均恰到好處，例如小號Daka可放置

沙色小號Daka隨身袋以合成橡膠及聚酯織物製
成，搭配YKK防水拉鍊，並以熱壓封邊而成。經過滑套改裝後的Glock 17手槍，絕對會是下場戰

鬥的最酷勁槍！ 

充滿EDC風格的Daka隨身袋，十分適合於便衣人
員隱蔽攜行槍支的任務。

PST的BattleComp G17滑套改裝套件已經細心地
配置了跟實銃一樣的黑色防火帽介子。

加裝PST BattleComp G17滑套改裝套件的Glock 
17手槍，在外觀和性能上均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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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Glock 26手槍及1~2個後備彈匣

或小型槍燈等；中號Daka可放置一支

Glock 17手槍、1~2後備彈匣、小型槍

燈和工具刀等；大號的Daka則可放置

一支無尾托並配備短彈匣的MP9衝鋒

槍，以及小型槍燈、彈藥、工具刀和小

量急救用品；當然Magpul官方宣傳影

片中已盡量淡化軍事及槍械味道，但以

上例子只是筆者利用不同槍支來讓各位

能對三款Daka隨身袋的尺寸大小有點

具體概念而已；當然在日常攜行(Every 

Day Carry)的場合中，Daka隨身袋確

實有無限大的發展彈性，唯一可詬病之

處，就是Daka隨身袋並沒有任何肩帶

或腰帶，但這可算是設計上的一個留

白，給予買家自由發揮的空間，而為了

因為Daka隨身袋沒有肩帶或腰帶，故筆者配上了
可自行修改長度的ToySoldier製粗橡筋霰彈槍帶作
為背帶。 

配上TS粗橡皮筋霰彈槍帶的中號Daka隨身袋，
不但使用更為順手，適中的尺寸亦可供放置接近

Glock 17尺寸的手槍。

Magpul Daka隨身
袋官方宣傳影片之

QR碼。

Daka隨身袋的YKK防水拉鍊頭部分綁上軍規550
傘繩，並套上印有Magpul商標的熱縮膠以便於使
用。

每個Daka隨身袋均壓有Magpul商標和矩陣式名牌，可供用家以麥克筆寫上名稱以資識別。

不同尺寸的Daka隨身袋大小恰到好處，可按照需求裝入不同的槍枝、小型槍燈、後備彈匣、工具刀及少量
急救用品。

方便使用，筆者配上了可由買家自行

修改長度的ToySoldier製粗橡皮筋霰彈

槍帶(http://toysoldier.com.hk/product/

detail/994)作為背帶，這也使得Daka隨

身袋使用起來更為得心應手。



德佬亞利桑那
火力全開！
Arizona Sunday        Morning Sh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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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佬亞利桑那
火力全開！
Arizona Sunday        Morning Shooting

●採訪/元小龍‧Covered by Deryk Walker

●翻譯改寫/艾瑞克‧Edited & translated by Eric Wang

On a recent trip to the USA, CKM Correspondent Deryk Walker went to Arizona to visit his son Bryce. 
Due to Arizona has some of the least restrictive gun laws in the USA and the gun culture is very deeply 
embedded in its residents, so Deryk found out what joys and delights for the shooter there were. In this 
issue, Deryk and Bryce went to an open access area in the desert, and had an exciting Sunday morning 
shooting….

被重演同好暱稱為〝德佬〞的特派員元小龍(Deryk Walker)近期造訪美國亞利桑那州去探視其子布萊斯

(Bryce Walker)，而亞利桑那州是全美槍枝管制法律最鬆的幾個州之一，從西部牛仔時代延續至今的槍枝

文化也早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上一期我們刊出了德佬採訪軍品店及靶場的報導，本期則帶大家一

起去體驗在亞利桑那州沙漠中進行實彈射擊的刺激快感⋯

在
逛完鳳凰城周遭的軍品店跟射擊

俱樂部之後，我跟小犬布萊斯決

定來玩點刺激的⋯由布萊斯召集他的槍

友們來場週日清晨射擊大賽！在週六晚

上，我跟兒子著手整理和清潔次日要射

擊的槍枝；由於我才買了一個70發裝的

AK彈鼓給布萊斯，因此我們便開始研究

該如何將子彈裝進彈鼓，結果花了一段

時間才搞懂，原來這個AK47彈鼓跟湯姆

森(Thompson)衝鋒槍一樣，都是靠旋轉

彈簧來進彈，看來這近一百年來的設計

也沒啥長進！

我們一行人於週日天尚未破曉前便出

發，前往一處位於沙漠中的開放射擊

區，這塊地是州政府所有，但准許一般

民眾在此處射擊，但前提是必須嚴格注

意安全，並且不得危及其他民眾的生命

安全！由於布萊斯跟友人們常來此處打

靶，所以大家都相當了解並遵守安全規

範；我們這一大幫子人有男有女，帶了

一堆各式各樣的手槍和步槍；我這次打

算射擊我寄放在布萊斯家中的9mm口

徑白朗寧強力(Hi-Power)手槍，這把手

槍也是我僅次於.45口徑M1911A1手槍

的最愛，除此之外，我們一行人還帶

了好幾支AK-47、AR-15和幾支獵槍、

手槍和霰彈槍，其中還包括一支年代久

遠的毛瑟(Mauser)G98民用型運動步槍

(Gewehr 98 Sporterized Rifle)；在進

行射擊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混和製

作爆炸靶的Tannerite炸藥，Tannerite

是一種由兩種化學材質混和後調成的炸

藥，在亞利桑那州的槍店裡能買到各種

不同大小的包裝，而我們基於安全的考

量，只選用了最小包來製作爆炸靶；

Tannerite炸藥必須藉由高能量的撞擊力

道才會引燃，所以當它被手槍或步槍子

彈擊中後才會爆炸，平常是非常安全且

易於處理，不過儘管如此，我們在混和

化學藥劑時還是非常小心，以免發生意

外；Tannerite堪稱是目前美國射擊運動

和影視劇集的當紅炸子雞，特別是那些

強調聲光效果的實境射擊秀，爆炸聲與

震撼力十足的Tannerite無疑是最佳的特

效輔助工具，而我們的週日清晨射擊賽

也在一連串此起彼落的爆炸聲中結束，

若你日後有機會來亞利桑那州遊覽，絕

對要來沙漠中嚐試火力全開的快感！

0412016.06.01

Overseas Coverage



沙漠中的黎明，也正是週日射擊秀的上演時刻。 

在亞利桑那州可以合法的隱蔽攜帶(concea led 
carry)手槍，布萊斯的腰間就插了一把.380口徑的
Glock 42手槍和一只後備彈匣。 

準備將7.62mm子彈裝進75發裝彈鼓。 

打開彈鼓外殼，然後開始裝填。

這就是我們射擊的公共靶場，當天早上有10餘位友人結伴參加。 

上方是布萊斯的客製化AK-47，其下方則是我的白
朗寧Hi-Power手槍。

將75發子彈緊密地排列在彈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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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子彈是否已到達進彈唇(feed l ips)的正確位
置。

像轉鬧鐘似的將外殼上的彈簧轉緊。 檢查無誤後即可鎖緊外殼、準備射擊。

布 萊 斯 的 A K - 4 7 其 實 是 波 蘭 製 的
kbk-AK，已換裝Magpul魚骨護木、紅
點鏡、加長型槍機拉柄和摺疊托。

史密斯威森(S&W)生產的
.22LR口徑MP-15卡賓槍
是非常適合初學者使用
的槍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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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緊緻型USP手槍衍生而來的民用版9mm口徑HK P2000半自動
手槍。

我射擊時喜歡採用Fobus快拔槍套，操作白朗寧
Hi-Power手槍時相當便捷。 

每當我拿起我的薩維奇(Savage)警用型12膛徑(12 
Gauge)霰彈槍，總會讓我不由自主的面露微笑。  

布萊斯射擊裝上75發裝彈鼓的AK-47步槍。

這位仁兄射擊的可是古董珍品級的G98步槍，連槍管都仍維持當初出廠時的7.92mm口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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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毛瑟G98步槍上的德文刻印來判斷，該槍應該是一戰前的產
物。

兩位射手進行捉對廝殺的射擊競技。

友人 Max射擊我的英製30-06口徑(7.62×63mm)帕克海爾‧密德
蘭(Parker-Hale Midland)狩獵步槍。 

布萊斯在射擊白朗寧Hi-Power手槍時，發現一顆退出的彈殼有
破裂的情形，於是跟友人討論子彈的製造品質。 

0452016.06.01

Overseas Coverage



摩斯伯格(Mossberg)930
雖然是一把大型的12膛
徑霰彈槍，但射擊操作很
容易。 

.22LR口徑的MP-15是一把極富射擊樂趣的卡賓槍。 哈，一槍命中！射擊飛靶的確相當好玩。 

布萊斯手持友人的羅馬尼亞製AI突擊步槍，造型比較接
近傳統的AK-47步槍。

以智慧手機掃描此QR
碼即可在網上瀏覽

Deryk射擊裝有彈鼓的
AK47試射短片。

以智慧手機掃描此QR碼
即可在網上瀏覽Deryk以
AK47射擊Tannerite炸藥
靶的短片。

布萊斯將槍托摺疊，以彈性槍背帶固定方式來射擊AK-47步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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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和調製Tannerite炸藥的連續過程，必須格外的
小心。 

布萊斯射擊的.223口徑(5 .56×45m m)魯格迷你
14(Ruger Mini 14)，也是我挺中意的步槍之一。 

用牙齒咬著子彈，是忘了攜帶彈匣時的

權宜之計。 

轟的一聲，Tannerite炸藥靶隨
著子彈擊中而爆炸，替週日射
擊帶來了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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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         再闖死谷飛行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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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         再闖死谷飛行秀
Thrilling Fly-past Thrilling Fly-past 

at Death Valley 

After one year, CKM Correspondent Billy Wu went to Death Valley again, to take pictures of  US Navy 
F/A-18F Super Hornet jet fighters carry out their low-level flight training, and roaring through the rugged 
and precipitous canyon. Let’s have a good look at these thrilling and exciting photos that Billy took….

經過了一年，本刊特派員比利(Billy Wu)再度發揮台客精神，不畏艱苦的翻山越嶺前往加州死谷(Death 

Valley)，拍攝美國海軍F/A-18F超級大黃蜂(Super Hornet)戰鬥攻擊機在陡峭峽谷中呼嘯而過、穿梭飛行

的驚心動魄畫面；你喜歡看戰機以大機背姿態低空飛越時的強大迫力感嗎?請各位一起分享本刊特派員比

利(Billy Wu)在加州死谷的現場報導⋯

●採訪/吳立宇‧Covered by Billy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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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去年一樣，筆者趁著採訪奇諾

(Chino)知名飛機航空展(Planes 

of Fame Airshow)的空檔，再度前往

地形險峻的死谷(Death Val ley)拍攝

美國海軍戰機在峽谷間進行低空訓練

飛行(L0w-level Flight Training)的難

得畫面；筆者在知名飛機航展(P lans 

of fame Airshow)結束後，才休息不

到24小時，便立馬跟隨形同伴從橘郡

(Orange County)出發前往死谷，在24

小時開了將近600公里的距離，在半途

午夜時分還只能睡在沙漠公路旁的休息

站內，只為了趕在早上8點前爬上美軍

戰機進行訓練飛行的峽谷航道上方，以

便能拍到戰機穿越峽谷的精彩畫面，真

可說是不折不扣的瘋子行程！

第二中隊的超級大黃蜂以雷霆萬鈞之勢衝向險峻的峽谷。 

這架大黃蜂戰機在峽谷裡大轉彎，露出正面機背飛出峽谷。

露出正面機倍的大黃蜂，連機身上的補漆痕跡都清晰可見。 

F/A-18E從腳底下呼嘯而過的畫面真是百看不厭！ 

隨著由遠而近的噴射機引擎狂吼，這架F/A-18E正準備飛進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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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軍戰機在死谷進行低空飛行訓練

已行之有年，訓練區域集中在潘那明

特(Panamint)、瑟林(Saline)和尤瑞卡

(Eureka)這三處峽谷之間，由於筆者算

是識途老馬了，所以這次找的不是一般

簡單的飛機進場鏡位，而是選擇戰機在

峽谷裡大轉彎露出正面機背而飛出峽

谷的艱難鏡位，所以跟同伴兩人停好車

後，還要背負攝影器材與食物飲水、翻

越三個山頭，才能抵達位於峽谷頂端的

拍攝地點，所以若你也想來此拍攝，

除了要先鍛鍊體力外，還請務必結伴同

行，因為這整個區域都沒有手機訊號，

VFA-2中隊隸屬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USS Carl Vinson CVN-70)
上的第二航艦戰鬥機聯隊(CVW-2)。

很難得拍到兩架大黃蜂戰機準備接連下峽谷衝場。

美國海軍第二艦載戰鬥機中隊

〝賞金獵人〞 (V FA-2 B o u n t y 
Hunter)是上次碰過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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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失足摔落或是被蛇咬傷，真的不會

有人發現、甚至來救援！筆者在此再次

強調，請務必結伴同行，切勿拿生命安

全開玩笑！像筆者就在登山途中摔了一

跤而手部受傷，還好有同行的前輩幫

忙，才沒有滑落峽谷，所以真的請注意

安全！        

登上山頂、選好自己喜歡的鏡位後，

因為美軍不會公佈戰機飛行的詳細時

間，所以剩下的就是耐心地等待了⋯結

果筆者這回運氣沒上次好，在白天炎

熱、夜晚寒冷的山頭上露宿一晚後，

才總算在第二天早上才碰到上一回拍

航艦結束巡航任務返港整補時，VFA-2中隊便飛回位於加州的勒摩海軍航空站(Lemoore NAS)。(By www.
pcsing.com)

以平飛姿態衝進峽谷的美國海軍第二攻擊戰鬥機中隊(VFA-2)的F/A-18F。

從低空轉彎，準備鑽入峽谷的超級大黃蜂戰機。 

中隊長也親自在峽谷間穿梭飛行，真是藝高人膽大！

進入彎角後翻轉機身展現整個機背的F/A-18F。

052 2016.06.01

海外專訪



攝時的老朋友 美國海軍第二艦載戰鬥

機中隊〝賞金獵人〞(VFA-2 Bounty 

Hunter)，該中隊隸屬卡爾‧文森號航

空母艦(USS Carl Vinson CVN-70)上

的第二航艦戰鬥機聯隊(CVW-2)，當

航艦結束巡航任務返港整補時，該中

隊便飛回位於加州的勒摩海軍航空站

(Lemoore NAS)，並開始在死谷中進

行飛行訓練；這次該中隊出動了數架F/

A-18E/F超級大黃蜂(Super Hornet)戰

鬥攻擊機從峽谷間呼嘯而過，而且幾乎

每架F/A-18E/F都會下峽谷衝場，甚至

連中隊長也親自在峽谷間穿梭飛行，真

是藝高人膽大！當筆者拍到這些超級大

黃蜂在腳下的峽谷間穿越而過時，心裡

的激動時在無法以言語形容，雖然這是

第二次來死谷拍攝，但這樣的畫面真是

百看不厭，而且筆者還以長鏡頭吊到飛

行員在座艙中的清晰照片，算是非常的

幸運！雖然筆者這次拍到的戰機架次沒

上次多，但跟別人曾在沙漠裡連蹲三

天，居然連一架戰機也沒拍到相比，筆

者已算是值得欣慰啦！ 

這趟死谷之行雖然時間很短，但筆者

深深為死谷散發出的秘境風情而著迷不

已，因為這裡不光是能拍到飛機，更讓

人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發出驚嘆，離

開文明來此，才瞭解自然的偉大與人類

的渺小，所以各位同好請帶著虔誠的心

態來此，相信你的視野和心靈都會滿載

而歸；接著就請觀看拙作照片，讓我們

一起再度去死谷〝賞機散步〞吧⋯

以大機背亮相的F/A-18F，可以清楚看見座艙中的兩位飛行員。 

編號NE-152的F/A-18F結束訓練後準備飛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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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因政治與歷史因素，向來都是臺灣重要的空軍訓練基地，空軍官校也設立在此，形成岡山獨有的軍事

文化，而新成立的「空軍航空教育展示館」正位於空軍官校的校區內，館內共分為11個主題區，展出空軍的

歷史文物、除役軍機及歷年來投奔台灣的老共戰機，堪稱是全台最專業也最具規模的航空科學教育博物館。

Gangshan has been an important training base of ROCAF for many years. The ROCAF Academy and 
the newly established ROCAF Aviation Education Exhibition Hall are also located here. There’re 11 theme 
exhibition areas at the ROCAF-AEEH. Lots of historical exhibits, retired ROCAF military aircrafts and some 
defected PLAAF warbirds are being exhibited at this brand new Aviation Education Exhibition Hall….

ROCAF Aviation Education
Exhibition Hall

空軍航空教育    展示館

●採訪/王清正‧Covered by C. J. Wang

●編輯/蔡牧霖‧Edited by Mulin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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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AF Aviation Education
Exhibition Hall

空軍航空教育    展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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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
山空軍官校原本就有空軍軍史館

及軍機展示場，但因為館藏空間

不敷使用，為持續推動航空教育、落

實全民國防觀念，因此在2010年開始

籌備建立航空教育展示館，這所歷時5

年、斥資7億打造的空軍「航空教育展

示館」(Aviation Education Exhibition 

Hal l)於今年初正式開幕，也是台灣首

座專業級的軍事航空博物館，館內總共

規劃了11個主題展示區，並以多媒體航教館一樓入口處及館長許家珍中校。

F-84G雷霆式(Thunderjet)是空軍首度配備的噴射戰鬥機，空戰英雄歐陽漪棻即駕此型戰機擊落兩架老共的MiG-15bis。

1953年加入空軍行列的洛克希德T-33A流星式(Shooting Star)噴射教練機，負責空軍飛行員的噴射機換裝訓練，1957年成為官校高教機，1989年除役。

1954~1971年服役的F-86軍刀(Saber)戰鬥機，是空軍在1958年台海空戰期間擊落老共米格機最多的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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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文獻室、武器裝備展示與教育推

廣區，讓參觀民眾能了解我國空軍的建

軍歷史；航空教育展示館內規劃了地

面、二樓展區及全台唯一的實體機懸吊

展區，其中一樓地面為「義士來歸」、

「抗戰時期」、「戡亂時期」及「建軍

北美公司F-100A超級軍刀(Super Saber)是空軍的第一種超音速戰鬥機，於1960年服役至1984年除役。

美國在1959年提供由麥克唐納公司製造的RF-101巫毒式(Voodoo)偵察機給空軍使用，也是空軍首架超音速偵察機，於1973年除役。

這架編號4344的F-104G星式戰鬥機，是曾在1967
年113空戰中擊落老共殲六戰機的空戰英雄胡世霖
之座機，機身還漆上代表擊落共機的紅星標誌。

1972年因美國要求空軍移交48架F-5A/B給越南使用，因此撥補28架
T-38A利爪式(Talon)高級教練機作為訓練用機，1975年全數歸還美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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茁壯時期」等四個區塊，展示各型國軍

及解放軍戰機共計16架；二樓展區則有

多媒體劇場、圖書文獻室、紀念品販賣

部、武器裝備展示、教育推廣區，懸吊

展區內則有各型戰機共計19架；值得注

意的是，航教館雖占地約2.8225公頃之

多，但南邊尚預留約10餘公頃空地，可

供未來規劃為二館之新建用地。

我國空軍使用時間最久的諾斯洛普F-5A自由鬥士(Freedom Fighter)戰鬥機，從1965年服役至1987年退
役，役期長達23年。

1962年由劉承司飛至桃園機場降落投誠的解放軍MiG-15柴捆(Fagot)戰鬥機，編號為1765。

由航發中心與諾斯洛普公司合作在台組裝的F-5F
中正號雙座戰鬥機，從1979年出廠使用至今。

從二樓俯瞰投誠米格機(殲擊機)的展示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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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感想
如果你認為空軍航教館只是一座適合

軍事迷或飛行迷參觀的博物館，那當你

親自參觀後便會發現，原本由空軍官校

軍史館擴建而成的航教館，在國防部

及空軍司令部的細心規劃下，不再是一

座傳統風格、文宣導向的展示館，其設

計風格清新活潑、簡潔大方，不但是航

空迷夢想中的樂園，也是一個適合親子

同遊的航空博物館，許多以往在書籍報

刊或者新聞影片中才能看到的名機，現

在就展示在觀眾的面前，當你走進館內

1977年由范園焱駕駛投誠的中共殲偵六偵查戰鬥機，編號為3171。

這架中共仿蘇聯MiG-17壁畫式(Fresco)而製成的殲五(J-5)戰鬥機，編號83065，為1982年由王學誠駕駛投
誠。

1989年由蔣文浩飛抵台灣的殲六型戰機，編號為40307，這也是迄今最後一架投誠的中共戰機。

1987年由劉志遠駕駛投誠的殲六型(J-6)戰鬥機，編號為40208，此型機即為中國仿製的蘇聯MiG-19農夫式(Fa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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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李顯斌駕蘇聯製伊留申28 (IL-28)轟炸機投誠，但當時的機尾機炮艙手廉保生卻舉槍自殺，成為最具爭議性的投誠事件。

當年因為走私被基隆海關查扣的前匈牙利空軍MiG-21F魚床式(Fishbed)戰鬥機。

這架B-26是空軍以F-5E/F戰鬥機各
一架向美國古典飛機博物館(CAAM)
交換而來，並復原為當年黑蝙蝠中隊

深入大陸偵察的B-26C轟炸機塗裝。

這架S-2T反
潛機於2014
年 4月執行
熱機移交，

並特別將機

艙裡所有的

裝備以原貌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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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僅是感動而是激動，彷彿走進時

光隧道，雖然是靜態陳列，卻能讓你深

刻感受到與空軍歷史與英雄人物間的對

話；長久以來，國防部為凝聚全民國防

意識，進而推動募兵制所作的努力，就

以軍史博物館的展示收效最大，雖然以

國軍對歷史文物的保存成果來看，實在

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但是空軍航教館

是邁出的第一步，也是承先啟後的一大

步。

展出內容
空軍航教館內保存了我國自二戰迄今

我國從1967年起陸續向美採購20多架S-2A追蹤者(Tracker)反潛機，除
役後館方特地將機體恢復早期美海軍艦載機的灰白色塗裝。

1968~1987年間服役於空軍海鷗救護隊的美製HU-16信天翁(Albatross)水上飛機。

PL-1B介壽號(Chieh-shou)初級教練機，是台灣航發中心(AIDC)於1968
年自製的第一款飛機。

空軍官校於1960年接
收美製T-28特洛伊人
(Trojan)教練機，此型
機後來成為我國自製中

興號教練機的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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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使用過的多種戰機，其中包括空軍著名的〝黑蝙蝠中隊〞

(Black Bat Squadron，即第34中隊)深入中國大陸偵察所用的

B-26C掠奪者(Marauder)輕型轟炸機；民國56年(1967年)在兩

岸最後一次武裝衝突〝113空戰〞中擊落老共殲六(MiG-19)的

F-104G星鬥士(Star Fighter)戰鬥機；

另外還展出一架以熱機狀態移交，完整保留機艙內所有裝

備的S-2T渦輪追蹤者(Turbo Tracker)反潛機，該機自1985年

空軍於1946年購入美製AT-6德州佬(Texan)戰鬥教練機，配置一具600匹馬力的R-1340發動機。

空軍於1971年12月9日購得這架波音(Boeing)720B型客機擔任總統專機，而〝中美號〞則代表蔣中正
與宋美齡的座機。

1961年第35黑貓中隊成立後，由美軍提供此型U-3A藍色獨木舟(Blue Canoe)行
政聯絡機，來做為U-2高空偵察機的起降飛航訓練之用，此機於1981年除役。

0-1G獵鳥犬(Bird Dog)是1971年開始服役於陸航的前進空中管制機，已在1985
年全部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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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後，歷經數次改良而服役至2015年4月27日除役，捍衛

臺海的時間達30年，並多次執行漢光、華統及僑泰等重要操

演，更曾於1994年5月的漢光演習時，在台南安平外海成功

偵測到解放軍R級潛艦，可謂是一架戰功彪炳的〝鯊魚〞反

空軍曾於1950年購入兩架OH-13H蘇族(Sioux)直升機，1955年除役，1972年陸
軍又購入一批至1978年除役。

1969年陸航接收美製OH-6A卡育斯族(Cayuse)直升機，主要擔任訓練和觀測任
務，1991年除役。

1972年陸航接收U-6A海獺(Beaver)，擔任飛行訓練、運輸、傷患後送、觀測、
空中偵照、傘兵空降及海岸巡邏等任務，1991年除役。

這架名為美齡

號的C-47，是
1 9 4 7年美國
軍援我國的運

輸機，後來變

成宋美齡的專

機，也是第一

代的中美號。

美製AT-11於1950年加入
空軍服役，供空軍官校轟

炸組高級飛行訓練使用，

1958年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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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國防部委請漢翔航空公司以手工打造全尺寸的霍克三(Hawk III)戰鬥
機，以慶祝抗戰勝利70週年。

空軍官校委請漢翔航空公司打造抗戰時期的飛虎隊(Flying Tigers)P-40B戰鬥機。

A-CH-1中興號攻擊機，原為航發中心於1975年研發的T-CH-1教
練機，1985年後改裝為攻擊機，服役至1998年除役。

航發中心於1979年研發的XA-3雷鳴(Thunder Roar)攻擊機的原型機，
後來發展成為AT-3攻擊教練機，1982年正式服役於空軍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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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空軍航教館
地址：高雄市岡山區致遠路55號
電話：+886-7-6255600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五，供團體預約參觀 (08:00~11:30，
13:00~16:30)；週六至週日，開放自由參觀(09:00~16:30)；週一
及國定假日不開放

網址：https://www.cafa.edu.tw/home.asp

潛機！另外在兩岸軍事對峙的〝漢賊不兩立〞時代，

共有16名〝反共義士〞駕駛13架老共軍機飛來台灣投

誠，其中包括了轟五(IL-28)輕型轟炸機、米格15(MiG-

15)戰鬥機、殲五(MiG-17)戰鬥機、殲偵六(MiG-19)戰

鬥偵察機和殲七(MiG-21)戰鬥機，這些見證兩岸軍事

史的戰機，是以地面陳列或懸吊方式來展示，除此此

外，還有漢翔公司為了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而打造的

1:1霍克三型(Hawk III)和飛虎隊塗裝的P-40B戰斧二型

(Tomahawk II)實體紀念機也陳列在館內一樓；在二樓

陳列的則以空軍文物及發動機為主，由於目前我國空

軍戰機的自製率因為發動機委而外無法100%自製，但

近年漢翔公司與中科院開發的發動機技術日漸成熟，

而國內優秀的年輕工程師亦逐漸培養，相信未來國機

國造的目標將指日可待，當然這麼精彩的展示館，各

位一定要親自前往參觀，在這之前，就先由小編先帶

領您瀏覽體驗吧！

二樓的航空教育展示區，有許多展品來自已解編的

桃園航空科學館，包含91架飛機模型與S-2的機頭
等。

UH-1H直升機為美國貝爾公司與航發中心合作生產組裝，也是陸航使用最久、
用途最廣的直升機。

P-40戰機的座艙模型，太
公令為徐華江將軍在抗戰

時的傳奇戰機。

黃鈞燦上校自退伍後轉任華

航駕駛，1991年12月駕機
飛往安克拉治不幸發生空難

殉職，之後黃母將其千餘件

收藏品全捐給館方，包括上

百架飛機模型、F-104戰機
彈射椅、飛行頭盔和飛行夾

克等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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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品展覽

2016年日本軍品界的第一場盛會，就是大家熟悉的東京黑洞展，這

次展出的地點因濱松町會展中心改建，而改到了淺草寺旁的都立產業

貿易中心台東館，雖然交通略為不便，但因展覽期間適逢日本假日，

所以展覽天數從原本的兩天延長為三天，因此也吸引了更多的軍品同

好和生存遊戲玩家前來參觀；接著，就讓王清正與乙夜帶各位走訪這

次黑洞展的亮點吧！

The first Japanese airsoft show held in 2016 is the famous 
“Blackhole Spring Show”. The show was held at TMITC 
Taito Exhibition Hall. Due to the poor economic situation in 
Japan nowadays , the numbers of participants & exhibitors of 
Blackhole Show has been signifi cantly reduced. But still, the 
biz at the show was booming as ever during the 3 days of the 
show…

●採訪/王清正、乙夜‧Covered by C.J. Wang & Itsu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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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季黑洞軍品展
2016 Spring
Blackhole Show

2016



068 2016.06.01

軍品展覽

春季黑洞展適逢日本的成人之日，因此展館周邊有許多穿和服前往淺草寺參拜

的年輕女孩。

因為成人之日當天許多年輕人會有失控行為發生，因此隨處可見警車巡邏。

插畫大師上田信(Shin Ueda)2016年曆的主題為描繪一戰時期的〝西線無戰事〞(All Quite on the Western 
Front)。

今年適逢越戰結束40週年，日本Mil 
Suma雜誌特地特刊以資紀念。

Combat雜誌也在3月26日推出越戰
結束40週年特刊。

著名的淺草寺離這次展覽的台東館只需步行三分鐘即可到達。

2016年日本軍品界的第一場盛會，

就是大家熟悉的春季東京黑洞展，

由於原本固定展出的場地 東京都立產業

貿易中心(TMITC)濱松町(Hamamatsu-

cho)展示會館，為了配合日本東京的新

建築法規，必需進行加強防震結構及改

裝外牆等翻新補強工程，要休館到2020

年才會重新開放，因此原本在濱松町展

出的黑洞展和勝利展(Victory Show)，

都得改到著名觀光區淺草寺旁的都立

產業貿易中心台東館(Taito Exhibition 

Hall)舉辦；在台東館周圍可以非常清楚

的看見東京的最新地標 晴空塔(Tokyo 

Skytree)，而且只需步行三分鐘即可到

達著名的淺草寺參拜觀光，可惜的是都

立產業貿易中心台東館面積比濱松町

小，在交通方面，也必須搭乘地鐵再走

上一段路才能到達，感覺上沒有濱松町

那麼方便，不過既然往後四年都要在此

地展覽，所以戰友們只有自我調適囉！

以往每年的春季東京黑洞展都是利用週

六、日進行活動，但這次展覽適逢1月

11日是日本假日〝成人之日〞(成人の

日，Seijin No Hi)，因此主辦單位特地

將多展期多加一天，亦即1月9~11日連

續展出三天，只不過可惜的是，當時因

為日本新年剛過，天氣又異常良好，日

本全國各地的軍品槍店都紛紛利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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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的連休假期，舉辦為期三天的大型戶外生存遊戲活動，

而日本自衛隊、海上保安廳和東京都警察也都選在這三天舉

辦營區開放等活動，所以搶走不少原本會來參觀春季黑洞展

的觀眾！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台灣的摩帝(Modify)首度

參加黑洞展，不但展出了該公司最新推出的終極戰術卡賓槍

XTC-G1和零組件外，現場還設置靶場供觀眾免費試射，而代

理Modify 產品的大阪著名槍店Gunsmith BATON的老闆大塚

正樹(Masaki Otsuka)先生，也帶來他平時為參加〝日本西海

岸鋼槍〞射擊比賽(Japan West Coast Steel，簡稱JWCS)而

自製的槍靶與記時器等裝備，使觀眾能親身體驗射擊XTC-G1

載歌載舞演出的〝滿月〞(Full Moon)女子樂團，這次以迷彩服造型亮相。
9=展出美軍特戰裝備的小型個展攤位。

著名的日本槍械作家床井雅美

(Masami Tokie)推出新書〝手槍
彈藥事典〞。

正中那位插著手的韓國大叔，正是每次都來武哈季參展的SOC-K老闆。

展出美軍特戰裝備的小型個展攤位。

軍事模型與兵偶是黑洞展中最受歡迎的展出項目之一。

現代俄羅斯特種部隊士兵兵偶(左)與洛杉磯警局霹靂小組(LAPD SWAT)破門攻堅
場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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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賓槍的感受和宛若參加JWCS賽事的

刺激，因此也造成Modify的攤位前大排

長龍的盛況！更棒的是，第一天試射

過的觀眾紛紛將射擊經驗在網路上發

表，造成接下來兩天有更多的日本槍

迷特地前來會場實際試射，並對Modify 

XTC-G1卡賓槍的外觀與性能留下深刻

的印象，甚至連日本著名射擊教官長谷

川朋(Tomo Hasegawa)先生也在試射完

XTC-G1後，隨即在當晚將實際試射後

的感言在網上發布，在日本諸多airsoft

網路論壇上造成不小的轟動，成為此次

黑洞展的另類台灣之光！

日本Arms雜誌的專屬模特兒每
年都會推出年曆供軍宅採購。

在展覽期間，每天都會由長谷川朋與小林太三共同

主持槍枝戰術運用講習，吸引不少槍迷圍觀。

插畫大師上田信特地在這次展覽的海報上畫了長谷川朋的射擊英姿。

絕版二手道具槍的拍賣會，吸

引不少槍迷和店家來搶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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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夜在三天的展期中，都穿著國軍最新數位迷彩服

在展場亮相。

前MGC設計大師小林太三的道具槍攤位，只販售少數特製手槍。

身著60年代英國皇家
海軍少校制服的玩家。

這位仁兄身著二戰時期

日本帝國海軍侍從官軍

禮服。

乙夜在三天的展期中，都穿著國軍最新數位迷彩服

這位仁兄身著二戰時期

日本帝國海軍侍從官軍

禮服。

身著60年代英國皇家
海軍少校制服的玩家。

這位仁兄身著二戰時期

日本帝國海軍侍從官軍
乙夜試射小林太三的K i m b e r 
CDP II道具手槍，注意槍口有冒
出火花，這樣的道具槍必須獲得

警方許可才能販售。

日本著名射擊教官長谷川朋試射XTC-G1後，
將體驗感受發文po網，引發諸多日本槍友的矚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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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期蘇聯

紅軍的政委軍

官扮相。 

這名年輕軍迷扮演的是二戰德國SS裝甲兵中士。

本身是IPSC射擊高手的大塚正樹，
帶來他參加JWCS射擊賽而自製的
槍靶與記時器等裝備。

觀眾排隊體驗試射XTC-G1的
快感，而二戰重演玩家射擊現

代卡賓槍的畫面也頗有對比的

趣味。

由於日本嚴格的法

律規定，讓這名未

滿18歲的少年無法
進入靶場試射XTC-
G1！

摩帝(Modify)這次由孫老闆(右)領軍參
展，不但展示最新的XTC-G1終極戰
術卡賓槍，現場還設有靶場供觀眾試

射。

摩帝(Modify)這次由孫老闆(右)領軍參
展，不但展示最新的XTC-G1終極戰
術卡賓槍，現場還設有靶場供觀眾試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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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田商店推出現代法軍的移動式衣櫥及

各式法軍迷彩服、徽飾與配件。

扮演二戰時期德國空

軍元帥的日本玩家。

看過電影《大敵當前》(Enemy at the Gates)的朋
友，應該都不會對這套狙擊手扮相感到陌生吧！

〝第10屆大日本帝國陸海軍平成軍刀展〞所展示
的二戰軍用武士刀系列。

專門生產橡皮筋手槍的共榮株式會社，推出最新的Glock 
17造型橡皮筋手槍。

目前英軍公發的一日份(24hr Ration Pack)戰鬥口
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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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攤專門販售各式來自西班牙的軍刀和仿真道具

槍。

這位韓國歐巴也曾來過武哈祭販售各式美軍飛行臂章和迷彩服。

這三位重演玩家分裝扮成二戰德國

海軍中將(左)、海軍中尉(中)和陸軍
上尉(右)。

這位留著落腮鬍的帥氣玩

家，扮演的是年輕時期的古

巴強人卡斯楚(Castro)。

另一把小林大師早年的佳作 配備槍套兼

槍托的比利時FN白朗寧高威力(Browning 
Hi-Power)道具手槍。

這三位重演玩家分裝扮成二戰德國

海軍中將(左)、海軍中尉(中)和陸軍
上尉(右)。

這位留著落腮鬍的帥氣玩

家，扮演的是年輕時期的古

巴強人卡斯楚(Castro)。

這一攤專門販售各式來自西班牙的軍刀和仿真道具

這位韓國歐巴也曾來過武哈祭販售各式美軍飛行臂章和迷彩服。

這位女性軍迷扮演

的是二戰德軍部隊

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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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電影《怒火特攻隊》(Fury)的賣座，導致二戰美軍戰車兵
的扮相非常流行。(By www.assupass.com)

這位資深軍迷扮演的是昭和

25~27年(1950~1952)日本警
察預備隊的二等補保士。

這位玩家身著較少見的

東德海軍軍官制服。

扮演俄羅斯海軍步兵

少校的玩家。

小林太三早年在MGC時設計的H&K VP70道具手槍，配置一體成形
的槍套兼槍托，VP70實銃也是史上第一把以複合材料製作的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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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1

昭和31~38年(1956~1963)的陸自士兵造型，當時配備的是美援
M1格蘭特(Grand)步槍。

據這位日本玩家表示，他扮演的是二戰德國

外交部的高級官員。

台、港重演圈中較少見的二戰時期日軍憲兵士官

(曹長)裝扮。

泰國交警的造型也頗受

日本玩家喜愛。

乙夜在三天展覽期間均全力支援Modify
的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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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位歐吉桑扮演的是二戰日本帝國海軍中將(左)與元
帥(右)。

這兩位美軍玩家分別扮演綠扁帽(Green 
Berets)部隊上士(左)和二戰美國陸軍上兵(
右)。

電玩人物一直是

軍服Cosplayer的
最愛。

扮演明治時期帝國海軍特務大尉的玩家與美

麗和服少女合影。 

曾來過武哈祭參展、

專賣解放軍裝備的胡

老闆與日籍女友，兩

人預計今年成婚。

日本經濟不景氣，連替

觀眾擦拭軍靴的攤位都

可在黑洞展中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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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S PP-19 Bizon-2 & Bizon-3

with Wing 
Wing●文/Samson Lo

●圖/Samson Lo & 德

●造型/Alan K.W. Hsu

●模特兒/Wing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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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命名為〝野牛〞 ( B i z o n )的

P P - 1 9，是一支由  〝A K  之

父〞米蓋爾‧卡拉辛尼科夫(M ikha i l 

Kalashnikov)的兒子維克多‧卡拉辛尼

科夫(Victor Kalashnikov)與SVD狙擊槍

設計師艾伏堅尼‧德拉古諾夫(Evgeny 

Dragunov)的兒子亞力克謝‧德拉古諾

夫(Alexei Dragunov)共同研發的多口徑

衝鋒槍，並由俄羅斯聯邦槍械製造商伊

茨瑪希(Izhmash)工廠製造；PP-19是

按照俄羅斯聯邦內政部(MVD)提出的要

求而開發，主要是希望為俄羅斯的反恐

和執法單位提供一支射速快而且能準確

射擊的衝鋒槍；PP-19的原型槍於1995

年在特種裝備研究院(SERI)進行試驗，

測試成功後於1996年開始正式配備俄

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和司法部的武裝

反應部隊，在服役期間曾參與對抗車臣

(Chechnya)及達吉斯坦(Dagestan)武裝

分離主義份子的作戰。

PP-19 的機械結構使用了簡單的反衝

後座作用式槍機，此系統的特點是後座

行程很短，如果發射標準型 9×18mm 

馬卡洛夫(Makarov)子彈，其射擊速率

在每分鐘650~700發之間；擊發彈藥時

所產生的膛壓在推動槍機向機匣尾部移

動時，槍機停止後幾乎沒有撞到機匣壁

的尾端，因此可以有效地降低後座力，

並且增加操控性和命中率，除次之外，

此一設計亦有助於減少槍機零件及設計

上的複雜性，從而降低了生產成本及維

with Wing 
Wing

目前時市面上販售的各式AK系列氣槍可說是玲瑯滿目、多如繁星，差不多所有的槍款都有生產氣槍版本，

但是配置特殊折疊托的俄羅斯特種衝鋒槍PP-19野牛三型(Bizon-3)，卻從未被港、台的玩具槍廠生產過，不過

香港知名氣槍品牌〝守護神〞(SHS)卻慧眼獨具，近日便一口氣推出了Bizon-2及Bizon-3這兩款AK槍系衝鋒

槍，相信能滿足俄系槍迷長久以來的渴求⋯

There’re lots of AK series airsoft guns on the market now. Almost every type of the AK family has been 
manufactured in the past, except the PP-19 Bizon-3 SMG that is mainly being used by Russian special 
forces. Now SHS from Hong Kong decides to manufacture the Bizon-2 and Bizon-3 AEG that will surely 
satisfy the AK fans….

●文/Samson Lo

●圖/Samson Lo & 德

●造型/Alan K.W. Hsu

●模特兒/Wing Wing

P P-19是應俄羅斯聯邦內政部 (M V D)的要求而開發，主要配備俄羅斯的反恐特種部隊使用。 (B y 
Russianarms.info) 

俄羅斯特戰人員射擊裝有整合式滅音器的PP-19 Bizon-2-03衝鋒槍。
(By www. redd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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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難度，讓 PP-19 能秉承 AK 步槍系

列價廉物美又堅固耐操的優良傳統，亦

由於 PP-19 是以 AKS-74U 為基礎而開

發，所以PP-19和 AKS-74在的外形和

結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兩者的零

件有很高的互通性(編按：據說高達60%

的零件可互換使用)，這對於有擁有大量 

AKS-74U及零件庫存的俄羅斯軍方及兵

工產業來說，更能夠進一步降底成本。

PP-19衝鋒槍系列 基本上分為野牛二

型(Bizon-2)與野牛三型(Bizon-3)兩種

型號，主要的分別在 於Bi4zon-2 使用

與 AKS-74U 相同的向左折疊式金屬槍

托，但該槍的固定方式與 AKS-74U 略

有不同，AKS-74U 是以一個彈簧卡榫

來固定槍托，而 Bizon-2 則是以一根金

屬耳軸插銷來固定槍托，而Bizon-3 則

是採用了一種全新的向上折疊式槍托，

此款新式槍托和 Bizon-2 的向左折疊式

槍托相比，在折疊後只會讓上機匣的

位置加高少許，相反的， Bizon-2 在把

槍托折疊後，其槍身足足厚了將近一

倍，這也讓 Bizon-3 在收納與行動時要

比 Bizon-2 更加方便；另外 PP-19 除

了 Bizon-2 和 Bizon-3 外，還能按照發

射不同子彈、配件和發射模式再細分為

多種不同槍型，像是發射標準俄羅斯 

9×18mm 馬卡洛夫(Makarov)手槍子彈

SHS PP-19 Bizon-2

實銃PP-19 Bizon-2與Bizon-3的外觀比較。(By weapon-planet.ru)

大型塑料彈筒可說是 PP-19外觀上 最大的特點。 只要拉開槍機，便能輕易調校上旋組(Hop-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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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Bizon-2基本 型，Bizon-2-01 是使

用北約標準 9x19mm 魯格(Luger)子彈

的槍型，Bizon-2-02 為發射 9x17mm 

白朗寧(Browning)短彈的型號，Bizon-

2-03為裝有整合式滅音器的 9×18mm 

型號，Bizon-2-04 為 9×18mm 口徑的

半自動型，Bizon-2-05 是使用 9x19mm

彈藥的半自動型，Bizon-2-06則為發

射 9x17mm子彈的半自動型，而發射 

7.62x25mm 托卡列夫(Tokarev)子彈的

則是 Bizon-2-07 型。

PP-19 最大的特點是配置了一只由黑

色玻璃纖維塑料所製成的彈筒(螺旋式

彈匣)供彈，這種供彈方式可避免增加

SHS PP-19 Bizon-2 

拉動彈筒右邊的釣線3~4次，便能把彈筒發條上緊。 

打開機匣蓋，便能看到以鋼片沖壓製成的槍機。

把彈筒末端的底蓋打開，便能直接把 BB 彈倒進彈
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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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枝整體尺寸並同時增加容彈量，而塑

料彈筒本身亦可當作護木使用，在持續

射擊時也有隔熱的功能；由於 PP-19 

的彈筒體積頗大，因此裝彈量可說是同

級衝鋒槍之冠，若使用 9x17mm 馬卡

洛夫手槍子彈或 9x17mm 白朗寧短彈

時，其裝彈量可高達 64 發，9x19mm 

魯格彈則較少，但也有 53 發之多，只

有使用 7.62x25mm 托卡列夫子彈的槍

型較〝正常〞，裝彈量只有35 發，整

體來看， PP-19衝鋒槍彈鼓的平均裝

彈量要比西方最高裝彈數(50發)的 FN 

P90 還要多，極有利於火力壓制，而且

亦能減少攜帶後備彈匣的數量及需要。

SHS PP-19 Bizon-3

彈筒的安裝方法是先把彈筒扣在槍的前端，然後再裝在槍上。

只需把金屬鈎按下，便能輕易把Bizon-3 的折疊托
收起或展開。

電池的放置在槍管上方的散熱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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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神 PP-19 Bizon-2 & Bizon-3
PP-19 在玩具槍界可說是非常冷門的槍款，這次守護

神(SHS)一口氣推出 PP-19 Bizon-2 及 Bizon-3兩款電槍

(AEG)，誠可說是槍迷之福，而且 Bizon-3 更是首次被複刻

成電槍，苦候多時的俄系槍迷也總算等到啦！SHS PP-19 

的槍身採用跟實銃相同的製作工法，亦即以一塊薄鋼板衝壓

加工製成，其餘的零配件亦以鋼材製作，故像真度及堅固程

度都非常高，相信能充分滿足對擬真度有極高要求的玩家

們；除此之外，Bizon-2 同樣使用跟實銃AKS-74U 相同的鋼

製折疊托，而為了讓槍托折疊後不會影響射手握持充當護木

的彈筒，所以用來固定槍托的耳軸插銷要比 AKS-74U 做得

更長；雖然 SHS  PP-19 Bizon-2 的製造工藝出色，折疊托

亦精美堅固，但其槍托畢竟和 AKS-74U 的槍托一樣，有點

缺乏新鮮感，所以筆者還是集中介紹從未推出過電槍版本的 

SHS Bizon-3吧！

誠如前文所述，PP-19 Bizon-3 和 Bizon-2 的最大差異在

於槍托部份，Bizon-3 的槍托是向上折疊式槍托，而此一槍

托設計在整個 AK 槍族中堪稱是絕無僅有，所以過往從來沒

有廠家推出過此一特殊槍托，好在 SHS終於佛心般地終於

守護神 PP-19 Bizon-2 & Bizon-3

SHS PP-19 Bizon-3SHS PP-19 Bizon-3

收起 Bizon-3 的折疊托時需用點力，把槍托拍向槍身才能將其固定。 
Bizon-2槍托的耳軸插銷比 AKS-74U更長，以免槍托折疊影響射手握持等同護
木的彈鼓。

Bizon-3 的折疊托採用向上摺疊的獨特方式。

俄羅斯野牛衝鋒槍with Wing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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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配置此型摺疊托的 Bizon-3，也讓

槍迷終於可以如願擁有這款造型特殊的

俄系衝鋒槍；SHS Bizon-3 的槍托跟實

銃一樣，均以鋼板衝壓加工製成，當把

槍托折疊於槍身之上時，大概只讓槍身

增高約1cm而已，絕不會影響槍身的緊

緻度；SHS PP-19 Bizon-3 的折疊托不

論是展開或是折疊時，都是利用一只位

在槍機後方的金屬鈎來固定，射手只需

把金屬鈎按下，便能輕易把槍托收起或

展開，而且槍托展開後非常堅固，對射

擊的穩定性有極大的幫助。

PP-19 的另一個特點是大型彈筒，電

槍版的 PP-19 當然也完全重現了這個

大型彈筒和它的800發高裝彈量，而且

槍機不同於 AK步槍，所以射擊模式選擇撥片也比一般 AK 短些。SHS PP-19 的準星及火帽特寫。

SHS PP-19 可以因應射手需而加裝滅音器。 防火帽採用一般正常的M14螺紋，加裝滅音器很
方便。

照門表尺要比一般 AK 系列步槍稍短。

SHS PP-19 Bizon-2 配備跟AKS-74U
一樣的向左折疊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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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填BB彈的方式也非常簡單，玩家只

需把彈筒末端的底蓋打開，再直接把 

BB 彈倒進彈筒內，這樣就輕鬆完成裝

填子彈的動作，說到這裡，相信有讀者

會擔心SHS的這個彈筒會跟一般高容量

彈匣一樣，都是利用發條帶動齒輪組來

把 BB 彈送到槍內發射機構，那麼此一

彈筒的裝彈量高達 800 發，要把發條

上緊不就上到手發麻嗎？關於這點疑慮 

SHS也想到了，玩家只需拉動彈筒右邊

的釣線3~4次，便能把發條上緊，而且

更能一次射擊 200∼300 發 BB 彈，基

本上只需上發條2∼3次，面可完全打

光，非常適合喜歡火力壓制的〝扣扣樂

〞玩家。

這次拍攝除了兩支 PP-19槍外，還出動了SHS姊妹廠PPS生產的M26 氣動霰彈槍。
機匣上的生產序號做到類似手工刻字的質感，擬真

度大增。

PP-19 Bizon-3 在把槍托收起並加
裝滅音器後，特戰風十足凸顯。

裝填BB彈的方式也非常簡單，玩家只

需把彈筒末端的底蓋打開，再直接把 

BB 彈倒進彈筒內，這樣就輕鬆完成裝

俄羅斯野牛衝鋒槍with Wing Wing

0852016.06.01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俄羅斯野牛衝鋒槍with Wing Wing



總體而言，守護神(SHS)這次推出的 

PP-19 Bizon-2 及 Bizon-3衝鋒槍，不

論是用料、製作工藝及外觀均是上佳

之選，這兩款PP-19的便當盒更有快拆

彈簧的設計，火力可達1.2∼1.3焦耳，

可符合戶外或室內生存遊戲的需求，

其中 Bizon-3 更是首次推出的電動氣槍

(AEG)版本，而且該槍高達 800 發的

裝彈量，更是非常適合在生存遊戲中使

用，所以相信這兩支 PP-19衝鋒槍， 

絕對會列入喜歡俄系 AK槍族玩家的必

收名單內。

小小軍火庫魔豆造型
讀者們看到本期封面故事女主角詠詠

(Wing Wing)的造型後，可能會覺得跟

本刊以往封面魔豆的穿著有點不同，

為何會是一個穿著戰術裝備的俏麗高

中女生呢？其實我們設計這種造型是

其來有自的⋯在2014年3月，日本玩具

廠商Tomytec推出了一系列名為〝小小

軍火庫〞(Little Armory)的1/12模型槍

玩具，而這系列模型的包裝盒封面繪圖

女主角 Wing的造型是以日本Little Armory 的包裝盒封面繪圖為藍本。 

Bizon-3 加裝滅音器及打開槍托
後的模樣，對玩家頗具吸引力。 

PP-19的外型緊緻、火力強大，
是挺適合女特工使用的衝鋒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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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忘了買把PP-19跟我一起打生存喔，啾
咪！〞 

〝書本和PP-19都是我的最好朋友！〞〝書本和PP-19都是我的最好朋友！〞

(Boxart)，並不採用雄糾糾的軍人或充滿機械感的槍械圖片，而是採用了一系

列穿著校服和戰術裝備的女高中生插畫，由於這批插畫確實相當吸引軍宅，所

以香港編輯部團隊這次便參考了Little Armory的插畫，作為這期封面故事女主

角Wing Wing的造型及裝備設計之用，希望也能給大家帶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

閱覽樂趣；至於詠詠另一款身著白襯衫、黑西裝的造型，則是將她塑造為持用

PP-19衝鋒槍的女特工，在性感美豔的外表下，隱藏著一股巾幗不讓鬚眉的霸

氣，亦凸顯出 PP-19的緊緻外型與特戰風格。

在性感美豔的外表下，隱

藏著一股巾幗不讓鬚眉的

霸氣。

〝本姑娘不是清純無辜

少女，我可是駕馭野牛

的火爆佳人！〞 

俄羅斯野牛衝鋒槍with Wing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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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Profile
姓名：歐詠怡(Wing Wing)
生日：1月27日
星座：水瓶座

身高：165cm
三圍：32C、24、33
嗜好：泰拳(不要打我喲！)
Instagram帳號：wingyi127Instagram帳號：wingyi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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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1th Maritime Patrol SWAT of MPDG-CGA

海上悍將執法先鋒

洋巡總局
第11海巡特勤隊

海上悍將執法先鋒

●採訪/王清正、乙夜、安妮‧Covered by C. J. Wang, Itsuya & Annie

●感謝海巡署洋巡總局第11海巡特勤隊協助採訪

特種部隊特種部隊特種部隊Special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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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1th Maritime Patrol SWAT of MPDG-CGA

近日台、日雙方正因沖之鳥礁(Okinotorishima)事件而鬧得不可開交之際，其實我國派遣前往護漁的海

巡艦艇上都部署了精銳的海巡特勤隊，本刊採訪組長王清正偕同駐日特派員乙夜和軍品圈美女安妮便聯合

採訪了駐守於淡水的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第11海巡特勤隊，帶各位一睹這支負責台灣北部海域安全的特勤

隊在進行海上巡防時的演練情形，這也是第11海巡特勤隊首度在媒體上曝光，請看我們的獨家報導⋯

With the permission from Maritime Patrol Directorate General,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CKM 
visited the 11th Maritime Patrol SWAT based at Danshui, New Taipei City. The special unit is in charge 
of the safety of the northern sea area of Taiwan. We covered their training, weapon & gear and combat 
exercise, which have never been exposed by media in the past. Just enjoy this exclusive coverage….  

海上悍將執法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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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0年代初期的內政部警政署保

安警察第七總隊時期，為了因應

日益增加的特別勤務而在淡水隊部成

立了「海上特勤隊」(Maritime Special 

Task Unit)；到了1998年水上警察局

成立後，便更名為「第11(特勤)警察

隊」(The 11th Special Task Police 

Squad)；在2000年1月，因為政府推

動國家海洋與海岸治安、救難一元化的

構想，並配合海岸巡防署之成立而改制

為「第11(特勤)海巡隊」，下設「特勤

編組」，亦即俗稱的〝海巡特勤隊〞

(Maritime Patrol SWAT)，該特勤隊成

立之目的在於美國911事件發生後，國

際間相繼發生多起恐怖攻擊事件，為求

堪稱〝海上悍將、執法先鋒〞的

第11海巡特勤隊員。

參加護漁行動的海巡署CG127新北艦，艦上部屬了精銳的海巡特勤隊。

乙夜與安妮也加入海巡特勤隊的戰術攻堅隊

形演練。

參加這次海上巡演的35噸級PP-3572號巡防艇，最
大速率可達30節。

受過專業訓練的乙夜

與安妮，在操練時展

現巾幗不讓鬚眉的氣

勢。

在
日益增加的特別勤務而在淡水隊部成

立了「海上特勤隊」(Maritime Special 

Task Unit)；到了1998年水上警察局

成立後，便更名為「第11(特勤)警察

隊」(The 11th Special Task Police 

Squad)；在2000年1月，因為政府推

動國家海洋與海岸治安、救難一元化的

構想，並配合海岸巡防署之成立而改制

為「第11(特勤)海巡隊」，下設「特勤

編組」，亦即俗稱的〝海巡特勤隊〞

(Maritime Patrol SWAT)，該特勤隊成

立之目的在於美國911事件發生後，國

際間相繼發生多起恐怖攻擊事件，為求

乙夜與安妮也加入海巡特勤隊的戰術攻堅隊

受過專業訓練的乙夜

與安妮，在操練時展

現巾幗不讓鬚眉的氣

特種部隊特種部隊特種部隊Special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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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患於機先，因此政府決定強化海域維

安能量、購置科技器材、加強專業能力

訓練和提升應變機制，而其中的海上反

恐任務就交由海巡署洋巡總局統籌規

劃，而第11(特勤)海巡隊就肩負了台灣

北部的海上反恐重任，並負責維護海洋

巡防總局營區安全、淡水河巡邏及警衛

中樞之任務。

組織編制與任務職掌
第11海巡隊旗下的特勤隊於2005年4

月15日正式成軍，全隊共有16名特勤

人員(包括隊長1人和隊員15人)，負責

的任務包括：執行海域反恐及反劫持應

變行動、支援重大案件攻堅任務、支援

海域重大救難及海洋災害救護任務、支

援海巡人員特殊專業訓練(如射擊、潛

水、水上求救生、吊掛救護等)、支援

與特勤相關專案任務，以及支援執行空

中偵巡勤務；自2008年起，因為台灣

周邊海域重大海難事件頻傳，為強化海

上海難搜救及應變技能，第11海巡特勤

隊又被賦予執行海難事件救助與潛水搜

救任務，並進行相關人員的訓練與裝備

整編，主要目的在於重大海難事件發生

時，能提高救助能量與爭取時效。

訓練及駐地
自2008年9月起，海岸巡防署為精進

海上空中救護能力與提升救援時效，特

別指示海洋、海岸巡防兩總局調派現役

特勤隊員進駐支援各區空巡勤務組，於

是第11海巡特勤隊立即進行直升機的吊

掛與救護訓練，並派遣6名隊員常駐松

山機場空巡勤務組，負責台灣北方海域

海空聯合巡弋與緊急救難任務；目前第

防患於機先，因此政府決定強化海域維

安能量、購置科技器材、加強專業能力

訓練和提升應變機制，而其中的海上反

恐任務就交由海巡署洋巡總局統籌規

劃，而第11(特勤)海巡隊就肩負了台灣

配置魚骨護木的9mm口徑HK新款MP5A5衝鋒槍。

短小精悍的以色列製迷你烏茲(Mini Uzi)衝鋒槍也
是特勤隊的攻堅利器，不過即將除役。

5.56mm口徑的柯特(Colt)M4卡賓槍，是
海巡特勤隊員的制式個人武器。

隊又被賦予執行海難事件救助與潛水搜

救任務，並進行相關人員的訓練與裝備

整編，主要目的在於重大海難事件發生

配置魚骨護木的9mm口徑HK新款MP5A5衝鋒槍。配置魚骨護木的9mm口徑HK新款MP5A5衝鋒槍。

5.56mm口徑的柯特(Colt)M4卡賓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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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海巡特勤隊的人力運用主要分為兩大

部分：(1)常態性在隊人力為10員，平

日依規劃實施保持訓練及執行、支援各

項陸、海專案勤務與演習；(2)常駐北區

空巡勤務組(松山機場)6員，主要任務為

24小時輪值，配合空勤總隊執行台灣北

部海域(南起新竹、北至宜蘭，包含馬

祖離島在內)的空中偵巡及緊急救難勤

務。

 平日訓練項目
海巡特勤隊跟軍方體系特勤隊的最大

不同處，就在於海巡特勤隊擁有領海內

的司法警察權，所以訓練及任務是以救

難為先，反恐與打擊犯罪次之，而特

勤隊員基本上都是海巡志願役士官，入

選的最低門檻是要擅長游泳，並具備

潛水員或救生員的資格；特勤隊員的

訓練科目包括：反恐攻堅、戰鬥射擊、

武裝潛水、空中及水中救生、戰術繩

索攀降、武術搏鬥、武裝射擊及城鎮戰

小組攻堅、50m全副武裝潛泳、艦艇攀

同樣為義大利貝奈利(Benelli)生產的〝超級新星〞(Supernova)霰彈槍，採
用短柄無托式設計，適合CQB登船攻堅作戰。

瑞 士 S I G 槍 廠 生 產 的

SSG2000，是第11海巡特勤隊
配置的精準射手型狙擊槍 

11海巡特勤隊的人力運用主要分為兩大

部分：(1)常態性在隊人力為10員，平

日依規劃實施保持訓練及執行、支援各

項陸、海專案勤務與演習；(2)常駐北區

空巡勤務組(松山機場)6員，主要任務為

24小時輪值，配合空勤總隊執行台灣北

部海域(南起新竹、北至宜蘭，包含馬

祖離島在內)的空中偵巡及緊急救難勤

務。

 平日訓練項目

同樣為義大利貝奈利(Benelli)生產的〝超級新星〞(Supernova)霰彈槍，採
用短柄無托式設計，適合CQB登船攻堅作戰。

義大利貝奈利(Benelli)的M4 Super 90/M1014半自動霰彈槍，是兼具震懾力與
破壞力的武器。

特種部隊特種部隊特種部隊Special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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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水底攻堅和垂直攀岩等等；目前洋

巡總局旗下的特勤隊員多為前警方霹靂

小組成員轉任，而岸巡總局所屬的特

勤隊員則大多為志願役士官，但不管

是洋巡或岸巡總局的特勤隊員，均須

通過嚴格的訓練與考驗才能成為正式

的特勤隊員！目前第11海巡特勤隊的

日常訓練項目分為三大部分，首先是

「保持訓練」(Maintain Training)，隊

員每週都必須依照勤務需要而接受相關

訓練，其中包括CQB組合戰鬥訓練、

海難救助(游泳與救生)訓練、繩索攀降

訓練、水肺潛水訓練、體能戰技訓練

和快艇操作訓練；第二部分則是「直

升機吊掛組合訓練」(Helicopter Sling-

loading Training)，由北區空巡勤務組

及空勤總隊直升機機組人員，每月規劃

配合海巡執行救難、偵巡、運輸、觀測等任務的空

勤總隊AS-365海豚(Dolphin)直升機。

正從AS-365直升機上進行快速垂降的特勤隊員。

乙夜手持美國S&W公司生產的9mm口徑M5904手
槍，是特勤隊員基本的隨身武器(sidearm)。

兩天共計16小時的「組合訓練」，訓

練內容以岸際、開放海域吊掛(吊環、

吊籃及擔架)救生訓練為主，另外每月

還會在大型海巡艦上執行起降與機艦吊

掛作業的訓練，藉以提升海上緊急吊掛

救護的效能；最後則是「緊急醫療救

護訓練」(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Training)，由於空巡勤務組必須執行海

上緊急吊掛救護任務，故所有隊員均接

受緊急醫療救護訓練(EMST)，以便取

得EMT-1緊急救護員的資格，甚至還有

部分資深隊員已取得更專業的EMT-2救

護員資格，因此大幅提升了救護傷患的

能力；除此之外，在特勤隊執行反恐、

反挾持攻堅任務時，會視情況編制醫療

小組，如隊員於戰鬥中受傷時，亦能於

提供特勤隊員支援火力的國造5.56mm口徑T75班用機槍。提供特勤隊員支援火力的國造5.56mm口徑T75班用機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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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勤隊員從直升機上垂降時，機內會有一名

隊員出槍警戒並觀察地面環境。

新北艦曾在2014年執行丹陽專案，並巡弋至春曉
海上油井周邊海域。

特勤隊員示範從直升機上進行吊掛救護

任務。

因擔負海上緊急吊掛救護任務，所有海

巡特勤隊員均具備EMT-1緊急救護員資
格。

第一時間內降低傷害程度並後送治療，

這也是目前海巡特勤隊有別於軍、警察

特勤單位的最大差異。

重大勤務執行成效       

(1)遠洋漁船海上救援專案：

 近年來因為漁業人力短缺，台灣船東

紛紛雇用外籍漁工，但因國情、生活習

慣、語言與人員管理方式的不同，在作

業期間糾紛頻傳，時有台籍船長遭外籍

漁工暴力脅迫、甚至殺害之喋血案件發

生，近年來特勤隊即多次派員搭乘巡護

船前往支援，例如2008年東港籍「和

財發18號」、2009年東港籍「漁群166

號」及2010年4月小琉球籍「昇財旺

號」漁船、2010年6月東港籍「魚展祥

號」漁船、2012年4月琉球籍「裕富春

1號」漁船、2012年8月東港籍「東成

988號」漁船、2013年3月「太發3號」

漁船等，均由特勤隊員經過1500~3000

浬的長途航行，歷時8~20天與受困漁

船會合，再執行攻堅、登檢並制伏犯案

漁工，成功押解嫌犯及護送台籍漁船返

台。   

(2)東、南沙碧海專案及離島擴大威力

掃蕩專案：

自2009年6月至今，海巡特勤隊配合

海洋總局碧海專案勤務，隨南部地區機

動海巡隊船艦前往東、南沙海域執勤，

目的在掃蕩、驅離非法進入禁限制水域

之大陸與越南大型漁船，維護當地海洋

資源環境保護；另外亦視離島海巡隊轄

區水域需要，執行區域性擴大威力掃蕩

特種部隊特種部隊特種部隊Special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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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務，藉由特勤隊員進駐轄區海巡隊，

透過強勢登船檢查及驅離越界捕魚的漁

船。  

 (3)水下實際搜救任務：

2009年4月蘇澳籍漁船「新同泉86

號」於釣魚台附近海域作業時，遭外國

貨輪撞擊翻覆，船長與輪機長疑似遭困

船艙中，海巡特勤隊於授命後便立即調

派特勤隊員8名前往事故海域準備進行

水下搜尋，於抵達事故現場後，因海象

不佳無法入水且事發已逾4日，研判人

員已死亡，故暫由船東雇用拖船將漁船

拖返蘇澳港後，再調派特勤隊員10名

至現場協助宜蘭地檢署檢察官，以潛水

與地面吊車同時進行人員搜索與漁船扶

正工作，成功於該船機艙尋獲輪機長遺

體，而失蹤船長則研判於漁船翻覆第一

時間已遭海流帶走；2012年3月26日萬

里籍「新福大」漁船於基隆外海翻覆，

特勤隊便調派4名隊員前往事故海域進

行水下搜尋，於抵達事故現場後發現

「新」船駕駛艙均已翻覆至水面下，為

搜尋駕駛艙內是否仍有受困船員，「特

勤編組」立即著潛水重裝並攜帶水下照

明燈具下潛搜尋，經過30分鐘搜尋均無

發現疑似受困船員，研判失蹤船員可能

已遭海流帶走。

2015年2月4日復興航空B22886號班

第11海巡特勤隊員示範登檢、突擊和攻堅演練。

特勤隊員登船後，立刻對船外空間進行搜索、警

戒，優先建立安全防線。

準備破門而入進行攻堅的特勤隊員。

從直升機快速垂降後的特勤隊員，立刻從飛行甲板

分成兩組進行搜索。

攻堅小組在下一個突進點前，都會先在目標艙間外

成警戒隊形。

攻堅小組於樓梯間準備向上搜索突進。因船艙走道狹窄，攻堅小組多以輪替式縱隊突進，

可集中火力並減少中彈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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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不幸發生墜毀基隆河南港河段的空難

時，特勤隊立即派遣12名隊員12名前往

事故現場進行水下搜救工作，並協助將

罹難者搬運至岸際，隔日特勤隊3艘特

勤快艇亦投入河面搜救任務，協助搜尋

可能遭水流帶走之罹難者大體；2015

年9月18日，基隆籍「世暉31號」拖網

漁船於於竹圍外海6浬處疑似與「亞泥

2號」貨輪發生碰撞翻覆，特勤隊立即

調派5名隊員前往事故海域進行水下搜

尋，抵達現場後發現漁船底部露於水面

上，第一組隊員除攀爬至漁船船底，然

後以潛水刀柄敲擊船底，確認艙間是否

仍有生存漁工受困，但無回應；在此同

時，另一組隊員則著潛水重裝並攜帶照

明燈具下潛搜尋，但搜尋時發現駕駛艙

周圍均被漁網纏繞，能見度差且水流強

勁，不利人員進艙搜尋，因此先由民間

太富號工作船協助清除水下漁網，但因

天色漸暗，水下搜救任務暫緩，但巡防

艇持續於事故海域附近實施海搜任務；

次日在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協助下，於漁

船駕艙內發現兩具罹難者大體，並順利

將大體打撈上巡防艇送返基隆，經家屬

確認發現其中一位為漁船船長，另一位

樓梯間結構複雜，形成許多有利對方伏擊的隱密

點。

駕駛艙被歹徒控制並挾持船員，特勤隊員投擲震撼

彈後強勢攻堅，擊傷歹徒並拯救人質。

2015年9月基隆籍「世暉31號」漁船遭貨輪碰撞翻覆，特勤隊立刻前往現場進行水下搜尋。

2012年海安演習時，特勤隊員搭乘50噸巡防艇跳船突擊被恐怖分子挾持的民船。

攻堅小組的頭一名隊員面對不明艙間時，先行觀察

前方狀況。

以迷你烏茲衝鋒槍瞄準歹徒的特勤隊員。

特勤隊員將被擊傷的歹徒上銬搜身後，再由救護員

替歹徒止血包紮。

特種部隊特種部隊特種部隊Special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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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大陸籍漁工。

特勤快艇支援專案演習
 海巡特勤隊共配備9艘特勤快艇，採

噴射推進系統設計，具有航速快、反應

敏捷及操縱性佳之特點，最高航速可達

40節(約75km/h)，藉由每月規劃5~7天

之操艇訓練，搭配特勤隊員的操艇技

巧，在勤務執行上不僅可為大型艦艇衝

鋒突圍，並可對小型非法管筏進行攔截

和圍捕，平日亦可支援國內各項大、小

型專案演習與快艇戰技操演任務。

海巡特勤隊精進方向
由以上的介紹可知，第11海巡特勤隊

的任務屬性已由原本的海上反恐、反挾

持等特勤任務，增加為海上特殊救難、

水下搜救、空中偵巡、救護及漁業資源

維護等工作；未來，配合政府「海洋立

國、發展海洋事務」之理念，以及今年

海洋事務委員會之成立，第11海巡特勤

隊又將經歷另一波改制變革，期盼能藉

由更精良的裝備與訓練，強化執行各項

海上特勤、救難之能量，達到有效打擊

犯罪與海難救助之目標。

海巡特勤隊員除了專精武器外，也非常重視擒拿格

鬥訓練。

在靶場進行SSG2000狙擊槍射擊訓練
的特勤隊員。

海巡特勤隊員強勢登檢，取締越界捕魚的大陸鐵殼

漁船。
海巡特勤隊平常會借民間船隻來進行反恐攻堅訓

練。

海巡特勤隊編制有九艘特勤快艇，

除配合各式專案勤務實施海上操艇

訓練外，亦可配合執行海上反恐任

務。

海巡特勤隊平常利用隊部大樓進行攻堅訓練。

海巡特勤隊員在隊部游泳池內進行水下及救生訓

練。

海巡特勤隊員在靶場

進行T75班用機槍射擊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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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1942年德蘇東線作戰重演

WW2 East Front Reenactment in Kan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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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1942年德蘇東線作戰重演

WW2 East Front Reenactment in Kansai 

原本較少人參與的戰爭重演活動，隨著近年來優質的複刻二戰BB槍及軍服上市，吸引了更多生存遊戲

玩家的加入，活動規則也與生存遊戲一樣，同時還加入了軍隊的編制和作戰命令指揮，日本關西的歷史

重演協會玩家日前便舉辦了一場二戰德蘇東線作戰的歷史重演⋯

With lots of high-quality replicas of WW2 airsoft weapons, uniforms and gears being manufactured 
nowadays, historical reenactment attracts more and more survival game players to participate. The 
reenactors in Kansa, Japan just held a WW2 East Front Reenactment, which is quite interesting….

●採訪/小田先任‧Covered by Hide Koda

●編譯/蔡牧霖‧Translated & Edited by M. L.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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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次重演活動於 2 0 1 6年的 3月

20日在大阪府河南町(K a n a n-

cho)的〝戰壕生存遊戲場〞(TRENCH 

Game field)舉行( HYPERLINK "http://

trench.militaryblog.jp/" http://trench.

militaryblog.jp/)，全部參加者共計106

德軍排長接獲命令後向各班長下達作戰任務。

活動開幕式全體人員集合，聆聽主辦單位的簡報說明。

德軍第一排的無線電士接獲攻擊指令。

德軍班長向班兵指示任務並激勵作戰士氣。

德軍連隊長下達對蘇軍陣地發起攻擊的命令。

德軍連本部書記將命令整合並向上級回報。

德軍派出斥候兵偵查蘇軍之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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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實際參加戰鬥的重演玩家包括德國

陸軍47名、蘇維埃工農兵紅軍34名、

參觀人員16名，以及軍品及相關商店

共9家；本次活動除了戰場上的作戰重

演之外，還特別著重在戰地生活重現，

玩家們除了穿著當時的軍服外，所有個

人身上的配置物品如手錶和眼鏡等，都

必須是符合當時的歷史物件，而近年來

歐美的二戰活動，也儘量貼近生活歷史

(Living History)，未來關西歷史重演協

會，也將努力將活動帶向更具歷史生活

趣味的方向。 蘇軍士兵挖掘戰壕、重整火線，準備給予來犯德軍痛擊。

蘇軍的馬克沁重機槍被架設在陣地的制高點處。

蘇軍排長向部隊說明德軍可能進犯的作戰指示。

德軍斥候兵向排長回報蘇軍的動態。

德軍開始向蘇軍佔領之高地推進。

蘇軍班長開始分配陣地防禦工事之進行。

蘇軍的通信兵開始架設陣地有線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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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演活動重演活動重演活動Reenactments 

活動背景
這次歷史重演活動的背景是1942年德

軍入侵蘇聯境內所發生的戰役，戰況設

定為德軍攻擊蘇聯紅軍駐守的陣地，俄

軍則一邊撤退、一邊展開猛烈反擊，整

場模擬戰分兩回合進行；在德軍部份，

分為攻擊與突擊兩個階段，蘇軍則分為

逆襲及陣地戰鬥兩個階段；在戰鬥開始

前，德、蘇雙方指揮官會先舉行戰況推

演，然後向下達作戰命令，整個過程忠

實重現實際戰場狀況。

活動過程
在活動前一天時，參加重演的蘇聯紅

軍部隊便陸續進駐場地，開始像軍隊一

樣的搭建住宿營帳，並以鐵絲網構築防

禦工事，參觀者則被規定在活動場所外

觀摩，而德軍與蘇軍則派出人員，對觀

摩人員實施裝備介紹和活動流程簡介；

蘇軍機槍彈藥手忙著將彈藥搬運至陣地。

馬克沁機槍伍開始整備清槍和補給彈藥。

在作戰之前，蘇軍開始分配糧食。

準備好迎擊德軍的蘇聯紅軍機槍伍。

戰壕中警戒的蘇軍士兵抓空檔填飽肚子、準備作戰。

德軍迫砲兵搬運彈藥中。

德軍開始架設迫擊砲，準備砲轟蘇軍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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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軍MG34機槍手進佔土丘，掩護步兵攻擊前進。

在德軍方面，除了做好進攻前的準備

外，並實施各單位戰鬥任務的分配，其

中德軍主要在教授單兵攻擊和機槍伍進

擊要領；俄軍則為防守戰鬥做準備，不

但整理出機槍陣地前的配置，並在陣地

前設置鐵絲網柵欄，並連可實際使用的

軍用有線電話也裝上；次日活動正式舉

德軍戰鬥工兵破壞蘇軍陣地的鐵絲網及佈雷區。 德軍突擊部隊從蘇軍陣地缺口蜂擁而入。

蘇軍修補防線的鐵絲網。

德軍開始對蘇軍陣地發起突擊。

蘇軍斥候發現德軍先遣部隊正在逼近中！

德軍對蘇軍陣地發動正面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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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演活動重演活動重演活動Reenactments 

行開幕儀式後，雙方部隊軍容壯盛的接

受指揮官檢閱，並由各連隊長下達作戰

命令，確認各自執行的任務活動，並強

調並非要完全消滅對方才算勝利，重要

的是在命令下達後，部隊是否能夠確實

執行長官所賦予的任務，並且讓所有重

演玩家能在整個模擬作戰的過程中，徹

底了解戰術運用與充分享受模擬戰鬥的

過程！

模擬作戰
這次重演活動的雙方都必須使用各自

部隊的武器(均為軟式氣槍和不可動模

型槍)，在第一回合的行動中，德軍奉

命攻擊駐守高地的蘇聯紅軍守備部隊，

於是先按照連本部的指令，派遣第一排

向蘇軍陣地進逼，直到抵達攻擊發起點

後，便立刻展開攻擊；德軍在第一輪攻

擊後佔領蘇軍陣地，接著以迫擊砲支

援攻下蘇軍本部；由於突然受到德軍突

蘇軍以馬克沁機槍展開反擊。

蘇軍撤退至第二道防線中。

手持98K步槍的德軍玩家，請注意都已戴上護目
鏡。

蘇軍準備死守的最後一道防線。

佔領蘇軍防線後的德軍準備向蘇軍本部進攻。

德軍已經進攻至蘇軍陣地前。 突破蘇軍陣地的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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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蘇軍只好邊戰邊退⋯就這樣進行了

約莫個把鐘頭的攻防戰，德軍終於攻下

蘇軍的整個防線，接著便在剛奪下的蘇

軍陣地內享用熱騰騰的午餐，菜單則包

括了黑麵包、馬鈴薯泥、酸黃瓜和咖

啡，讓參演同好都能吃飽並體驗戰地野

炊的風味。

第二回合改由蘇軍向德軍陣地展開逆

襲作戰，只見蘇軍發起人海攻勢向德軍

陣地強襲，進行慘烈的貼身肉搏戰；在

這場近身纏鬥的陣地掃蕩戰中，雙方除

蘇軍遭受德軍迫擊砲的猛烈攻擊。

德軍前線部隊以無線電回報戰況，並請求迫砲支援。

傷亡慘重蘇軍決定棄守陣地，開始向後方撤退。

佔領蘇軍陣地後的德軍，開始建構工事以防蘇軍逆襲。

死傷累累的蘇聯紅軍士兵。

在缺乏後援的情況下，蘇軍陣地防守開始逐漸潰

散。

馬克沁重機槍是重火力，絕不可留給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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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演活動重演活動重演活動Reenactments 

了使用個人武器外，還使用塑膠或海棉

材質製成的刺刀或鏟子，火力支援的迫

擊砲則是以空氣壓力將網球砲彈彈出，

德軍還派出前線觀測班，實際以無線電

回報敵軍座標，迫砲兵接獲資料後立刻

標定位置，然後向目標發射，順利的達

成掃蕩蘇軍的任務。

重現戰地氛圍
為了確實呈現當年德、蘇兩軍交戰時

的戰地氛圍，雙方軍隊都使用不少的二

戰時期真品裝備，像是有線野戰電話、

無線電話機、偽裝網、軍用帳篷和炊具

食器等；在人員編制方面，德軍本部連

編制8人，包括連長、士官長、本部連

排長、兵器士官、彈藥士官、無線電士

轉攻為守的德軍在戰壕中持槍警戒。

為重現戰場氛圍，連黑麥麵包也以古法烘製。

提著大鍋運送伙食的德軍食勤兵。 德軍連本部在評估戰況後，決定增援以應付逆襲的蘇軍。

增援部隊在出發前接受長官校閱。

德軍食勤兵開始為前線士兵準備戰地伙食。 德軍的戰地餐點包括黑麵包、酸黃瓜、馬鈴薯泥、

蕃茄豌豆和蔬菜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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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兩名傳令兵；迫砲排亦編制8人，排

本部則編制4人，包括排長、衛生兵和

兩名傳令兵，另外三個滿編的步槍班則

分別有9~10名步槍兵，使用的個人武

器有Kar98步槍、MP40衝鋒槍、MG34

機槍等德式槍械；在俄軍方面，因人數

只有34人，故排本部編制4人，包括排

長、政戰官、通信兵和傳令兵，機槍班

蘇軍在重整後，對德軍再度發起攻擊以奪回陣地。

蘇軍以人海戰術衝進德軍防線。

鏟子和槍托變成肉搏戰的最佳致命武器。

德軍增援部隊抵達戰場，開始從側翼攻擊蘇軍。

德軍憑藉優勢火力及增援部隊，再次擊退逆襲的蘇

軍。

雙方部隊在肉搏戰中都傷亡慘重。

德、蘇兩軍展開短兵相接的白刃戰。

德軍士兵在戰壕中警戒，以防止蘇軍再度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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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演活動重演活動重演活動Reenactments 

自行以Walky-Talky改裝無線電的德軍玩家，腰間
掛的無線電清晰可見。

德軍一個班配備一個MG34機槍伍，因為1942年初
MG42尚未配置於東線。

德軍背負的真品Torn.Fu.d2無線電，發射功率
1W，頻率為33~38兆赫。籌備這次重演的西日本歷史事件營運事務局的工作人員，後排左三即為本文作者小田先任(Hide Koda)。

全體蘇聯紅軍餐演人員合影留念。

參與本次重演活動的德軍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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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4人編制，另外還有兩個各10名步

槍兵的步兵班，其中大部分隊員使用莫

辛納干(Mosin-Nagant)步槍和PPSh-41

衝鋒槍，另外還出動了屬於不可動模

型槍的DShK重機槍和馬克沁M1910機

槍，算是精銳盡出的重演部隊。

結語
這次重演活動由關西〝西日本歷史事

件〞(West Japan Historical Event)營運

事務局( HYPERLINK "http://his-event-

kansai.com/)主辦，筆者所屬的美國陸

軍第100" http://his-event-kansai.com/)

主辦，筆者所屬〝美國陸軍第100營

〞(US Army 100th Battalion，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Bco.HQ)的

大多數成員均有參加，其中有很多是具

備軍事背景的現役軍、警人員和軍史

研究者，因此每次重演都相當擬真而考

究，若讀者喜歡的話，日後筆者將繼續

帶來更多的報導。

德軍的配備很考究，士官

配MP40衝鋒槍，士兵持
98K步槍，連機槍兵都配
備魯格(Luger)P08手槍。

蘇聯仿製英國馬克沁(Maxim)機槍的7.62mm口
徑M1910水冷式重機槍(不可動模型槍)。 

德軍玩家肩背香港紅狼(RWA)限量發售的MG34機槍(AEG)。

俄軍士兵使用的DP27輕機槍，也是不可動模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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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ZR4輕量化    戰術全地形載具
Polaris Defense MRZR4       Lightweight Tactical ATV

美
軍特戰部隊在中東或亞洲地區作

戰時，發現機動力對於敵後長程

偵查或突擊作戰來說是非常的重要，但

若要執行長程敵後滲透空降作戰時，卻

受到不少的限制，像是一般的悍馬車

(HUMVEE)因車體過大，塞不進MH-47E

契努克(Chinook)特戰直升機或MV-22魚

鷹(Osprey)傾轉旋翼運輸機，因此被迫

採用外掛方式來吊掛車輛，如此不但限

制了飛機的操控性能，也拉長了貨物及

人員裝卸的時間，這對於時間緊迫的敵

後空降作業而言，的確是一個攸關生存

的重要因素！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軍

特戰司令部(USSOCOM)緊急從現貨市

場引進了美國北極星防衛公司(Polaris 

Defense)所生產的MRZR4輕量化戰術全

地形載具(LTATV)，該車配備了一具排氣

量875cc的Polaris ProStar 900型四行程

雙缸引擎與全時四輪傳動系統(AWD)，

車上能載四名全副武裝士兵和227kg的裝

備，亦可以乘坐六名士兵；由於MRZ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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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ZR4輕量化    戰術全地形載具
Polaris Defense MRZR4       Lightweight Tactical ATV

●採訪/乙夜‧Covered by Itsuya

●翻譯/王清正‧Translated by C. J. Wang

Due to its small size, high maneuverability and cross-
country capability, the MRZR4 Lightweight Tactical All-
Terrain Vehicle manufactured by Polaris Defense was 
adopted by USSOCOM and JGSDF. CKM Japanese 
Correspondent Itsuya covered the story….

由美國Polaris Defense公司開發的MRZR4輕量化戰術

全地形載具(LTATV)，因具備體積小、機動力強和行駛崎

嶇地形的優點，因此被美軍特戰司令部和日本陸上自衛隊

採用，本刊駐日特派員乙夜為您帶來最新的現場報導⋯

的車體很小，因此一架MH-47或MV-22

機內可搭載兩輛MRZR4；MRZR4在車

體前方設有機槍座，可提高乘員的防禦

火力；目前美軍特戰司令部已採購為數

約2,000輛的MRZR4和較小的MRZR2，

大多配發特戰部隊在阿富汗執行任務。

在日本方面，因為在311東日本大地震

時，連續發生了颱風、火山爆發、洪水

.和土石流等大自然災害，加上日本的山

間住宅區密集度相當高，一旦發生山中

道路中斷的狀況，救難人員幾乎很難深

入災區搶救，而災變地區也會立刻被孤

立，因此為了能在災難發生初期立刻能

夠展開救助行動，具備高機動力又擅長

行駛崎嶇地形的美製MRZR4輕量化戰術

全地形載具便獲得了日本陸上自衛隊的

青睞，未來預計採購多輛來擔任救災和

作戰訓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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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阿富汗美軍部隊搭乘MRZR2來執行偵查巡邏任務。(By www.pinterest.com) 

悍馬車因車體過大，塞不進MV-22魚鷹運輸機，因此只能採用外掛方式來運輸。(By 
en.wikipedia.org) 

MRZR4的小兄弟MRZR2在前、後方均可加裝機槍。(By www.
rzrforums.net) 

一架MH-47E特戰直升機可裝載兩輛MRZR4。

MRZR4的車尾置物空間可裝載227kg的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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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列多款MRZR4系列權地形載具的日本Polaris展示間。 

只需雙人合作，即可將MRZR4的車頂防滾籠
拆除。

MRZR4的駕駛艙內觀，配置CVT無段變速系統，副手席還裝有握
把。

MRZR4的車配備了一具小型絞盤和兩只拖車鉤。 

配備全時四輪傳動系統的MRZR4，擁有優異的越野能力。 體積更袖珍的單人座 MRZR2全地形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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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已採購約2,000輛的MRZR4和MRZR2，日本自衛隊也打算跟進。

在MRZR4前座後方的防滾架上，裝有一只大型的
置物包。 

875cc的Polaris ProStar 900型四行程雙缸引擎。

乙夜跟接受採訪的日本Polaris公司人員合影留念。 

MRZR4除了標配的Moapa AT/26輪胎外，還可配
置名為〝地形裝甲〞(Terrain Armor)的中空式防爆
胎。 

改裝為越野賽車的MRZR2，配備粗大的重量級懸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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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戶資料 ( 必填 )

收件人：___________________ □男 □女 □公司 □代訂商

我是□新訂戶□續訂戶 / 原訂戶編號＿＿＿＿＿＿  □零售

聯絡電話：( 宅 ) ＿＿＿＿＿＿＿＿＿＿＿＿＿＿＿＿＿＿

　　　　　( 公 ) ＿＿＿＿＿＿＿＿＿＿＿＿＿＿＿＿＿＿

手機：＿＿＿＿＿＿＿＿＿＿＿＿＿＿＿＿＿＿＿＿＿＿

傳真：＿＿＿＿＿＿＿＿＿＿＿＿＿＿＿＿＿＿＿＿＿＿

收件地址：□□□□□（請務必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訂戶需填）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歷：□國中以下□高中 / 職 □專科 □大學□研究所以上

購買物品： 

□戰鬥王雜誌：

□訂閱一年  □訂閱二年  □訂閱三年

　訂閱贈品：________________

　起訂／期數：______ 年 ______ 月號／第 ______ 期

□ 戰鬥王雜誌過刊（請註明期書或某年某月號雜誌，郵資

台灣境內每本 NT$10 元，超過 10 本免郵資；海外交寄煩

請來電或 E-mail 詢價）

□ 玩具槍購買指南 ( 定價 350) 現優惠 200 元 / 本 ( 含國內郵資 )

□ 2009 年 □ 2010 年 □ 2011 年 □ 2012 年 □ 2013 年 

□ 2014 年 □ 2015 年

□ 2016 玩具槍購買指南定價 350 元 / 本 ( 含國內郵資 )

□世界軍博館定價 350 元 / 本 ( 含國內郵資 )

□海陸悍將定價 350 元 / 本 ( 含國內郵資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購買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發票開立方式 

發票：□二聯  □三聯  □統一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票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小時傳真專線：+886-2 8911-0872

讀者服務專線：+886-2 8911-0857

地址︰ 23152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一段 18-1 號 24 樓

E-mail ︰ info@combatking-monthly.com

●訂閱方式：

　以下付款方式完成後連同收據並填妥訂戶資料後請以電話 (886-2-

8911-0857)、 傳 真 (886-2-8911-0872) 或 E-mail(info@combatking-

monthly.com) 方式告知本刊客服小姐。

  

1. 劃撥訂閱
　 請剪下背面劃撥單或另至郵局領取劃撥單 ( 需填寫訂戶基本資料於劃

撥單空白處 )  

　戶名：寶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19878668  

2.ATM 轉帳
　銀行：玉山銀行（銀行代碼：808）  

　帳號：0901-940-015706

3. 電匯訂閱
　利用銀行電匯  

　填妥戶名：寶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玉山銀行北新分行（銀行代碼：808）  

　帳號：0901940-01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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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訂閱（含運費）
1 年 12 期 2 年 24 期 3 年 36 期

NT ＄2,500 NT ＄5,000 NT ＄7,500
★訂戶若未收到當期雜誌，請於當月 5 號前來電本公司告知。

海外訂閱（含運費）

地區 1 年 12 期 2 年 24 期  3 年 36 期

中國內地 NT ＄3,500 NT ＄7,000 NT ＄10,500

香港、澳門 （HKD ＄850） （HKD ＄1,700） （HKD ＄2,550）

 （US ＄110） （US ＄220） （US ＄330）

亞太、紐、澳 NT ＄4,000 NT ＄8,000 NT ＄12,000

 （US ＄133） （US ＄266） （US ＄399）

美加、歐洲 NT ＄4,200 NT ＄8,400 NT ＄12,600

中南美洲 （US ＄140） （US ＄280） （US ＄795）

★ 本刊一律以航空平信方式寄送，訂閱價格已含郵資。

★ 海外訂戶請勿寄旅行支票，私人支票恕不受理（由於郵寄成本過高，海外訂戶

恕不贈送訂閱贈品）。

訂閱價格

●海外訂閱方式：

Payment Instructions

Account No.:0107-441-795395

Account Name:Baoho Publication Co., Ltd.

Swift Code:ESUNTWTP

Advicec Bank Name:E. SUN COMMERCIAL BANK,LTD.

Bank Tel. Number:+886-2-2222-0603

Bank Address:5F.,No.115, Sec.3,Minsheng E. Rd.,Songshan

District,Taipei City 105,Taiwan(R.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