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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包裝外盒，充滿Poseidon的華麗風格。

貝
瑞塔(Beretta)是世界上經營最久

的槍械公司，其歷史可以回溯到

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至今已經營了

500多年，歷史如此悠久的公司，當然

有不可動搖的地位，美軍在80年代就已

開始採用貝瑞塔M92F手槍，之後由美

國貝瑞塔(Beretta USA)加以改良生產並

命為M9手槍，該槍參加過多次現代戰

爭和區域衝突，尤其在波灣戰爭中發揮

了極高的實戰價值。

M92手槍歷年來在軍警和執法單位中

都有優異的表現，尤其在好萊塢電影的

渲染和電玩射擊遊戲的推波助瀾下，

M92手槍像勢如破竹的橫掃整個槍械市

場，成為該公司的銷售王牌產品，其中

這把在線上射擊遊戲、影視作品紅透半邊天，眾所周知的貝瑞塔M9手槍，

是義大利貝瑞塔公司所研發製造，在1985年成為美軍配槍之後，更大大的打開

了知名度，因此波賽頓公司參考這把M9手槍作為原型，並配合波賽頓的精密配

件，打造了這把性價比極高的M9氣動手槍⋯

Beretta M9 is hot in movie and on-line shooting game. Since US Armed Force adopted it as standard 
side-arm in 1985, M9 was worldwide famous. Poseidon took it as sample and fits with precise tuning parts, 
to produce the high cost performance B&W M9 GBB pistol….   

義大利神級手槍

●文、圖/編輯部 

●感謝波賽頓(Poseidon)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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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CS-04相似度頗高Thermodynamics Systems .357 Magnum Revolver實銃照片。(By armlist.com) 

華
山CS-04 CO2左輪槍的外型，

很難說是參考了哪把實銃的設

計，因為外觀特徵似曾相識，在參考

過許多資料後，比較〝接近〞的算

是Thermodynamics Systems .357 

Magnum Revolver左輪槍，但是在細部

還是有許多不同處，所以這應該算是華

山自行開發的新型左輪槍；CS系列共

有三款不同槍管長度的左輪槍，分別是

2.5吋、4吋和6吋，射手可依自己的用

槍習慣而選擇，同時華山還提供了消光

黑、霧銀和古銅三種顏色，相當具有特

色；CS-04整把槍使用金屬製造，重量

可達815g，頗具份量，加上該槍使用加

大的握把，很舒適就手，再配上4吋槍

管，相當霸氣！

左輪手槍(Revolver)的轉輪彈倉一般配有6發子彈，可以連續發射，直到6發子彈用完才需重新裝彈，因為

性能可靠、維修簡易，獲得不少人的喜愛；華山玩具推出以最新的CO2系統開發的CS-04左輪槍，喜歡轉輪仿

真射擊的玩家，應該迫不及待想擁有⋯

The revolving cylinder of revolver is normally contains 6 rounds. It can continually fire until the bullets 
are running out. It’s reliable and easy-maintained, which makes it a favorite firearm for long time. Far San 
has released the CS-04 revolver which is equipped with the latest CO2 system in recent days, and it’s the 
perfect toy gun that you don’t wanna miss….

無敵左輪煞星

●文、圖/編輯部

●感謝華山玩具(Far San)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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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Arms PT IST M1911的大部分解。

美
國「猛禽戰術」 ( P r e d a t o r 

Tactical，簡稱PT)槍廠的創辦人

麥特•柏凱特(Matt Burkett)不但拿下多

次三槍射擊競賽的世界冠軍，在美國更

是家喻戶曉的傳奇射手，因此猛禽戰術

也成為專為選手客製化競技槍枝的知名

槍廠；目前在亞洲三槍競賽日益熱絡的

情況下，麥特決定與King Arms玩具槍

廠合作，打造正式授權的鐵伯勞(I ron 

Shrike )M1911仿真競技用氣動手槍。

  King Arms(簡稱KA)這次發售的鐵

伯勞戰術版M1911(Iron Shrike Tactical 

M1911，簡稱IST M1911))手槍，是KA

繼去年獲得猛禽戰術(PT)授權生產的鐵

伯勞手槍(編按：詳見本刊2016年11月

美國〝猛禽戰術〞(Predator Tactical)槍廠在2016年與King Arms合作，打

造出第一把正式授權的仿真競技用氣槍－鐵伯勞M1911(Iron Shrike 1911)，

結果大受歡迎，King Arms於是不惜重金再度打造全新的鐵伯勞戰術版M1911

手槍，槍身採用了時下最流行的黑、金雙色設計，勢必擄獲槍迷的心⋯

Predator Tactical authorized King Arms to manufactured the Iron Shrike 1911 GBB pistol in 2016, and it 
was quite successful in the market then.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KA decided to cooperate with PT again 
to release the brand new Iron Shrike Tactical M1911. It’s fitted with trendy black and golden color design, 
which will certainly grab your heart….   

鐵伯勞戰術手槍

●文、圖/編輯部 

●感謝台灣皇朝科技(King Arms)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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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裝紅色光纖準星，可提高瞄準效率。

奧
地利葛拉克(Glock)槍廠於80年代

生產的G17手槍，是為了取代當

時奧地利軍方使用的華瑟(Walther)P38

手槍而研發，軍方正式採用後改名為

P80，但多數使用者仍愛稱其為Glock 

17；此槍的設計極為簡單也相當耐用，

能在極度惡劣的環境下操作射擊，還衍

生出多種口徑子彈的不同型號，世人對

其評價極高，也正因為如此，許多國家

的執法單位也紛紛改配備G17手槍。

 K J公司考慮到生存遊戲玩家的需

求，比照G17手槍設計出KP-13 GBB手

槍，不但外型、手感及操作上都跟G17

頗為類似，而且GBB手槍還有許多實

銃未逮的優點，比如不用到指定的靶場

葛拉克(Glock)G17是全球執法單位使用數量最多的手槍，其使用的口徑從

9mm到.45ACP都有，自從此槍於80年代出現後，便成為現代槍械設計的圭

臬；KJ公司參考了許多槍手使用G17的經驗，開發出具備實銃操作感的KP-13 

仿真GBB手槍，將帶給槍迷更多的樂趣⋯

Glock 17 is the most frequent used pistol by worldwide military and law enforcement units. Its caliber 
ranges from 9mm to .45ACP, and has become the idol design of modern pistol since it’s invented in the 
80s. KJ Works from Taiwan realized the value of G17, and adopts precious experience of many shooters, 
developed a GBB pistol which has quintessence of G17 that bring more pleasure to the fans….  

執法神器

●文、圖/編輯部

●感謝立智(KJ)公司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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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裝伸縮托及加上光學瞄具的Cx4實銃。(By Sierrapapacx4.com)

貝瑞塔(Beretta)Cx4 Storm是一把集運動、防衛和執法功能於一身的半自動卡賓槍，由於槍身使用輕量的

複合材質製造，加上前衛科幻的外型，讓Cx4頗受市場歡迎，於是Umarex公司比照實銃等級的材質，打造

Beretta原廠授權的4.5mm 氣槍，希望這把Cx4氣槍能像實銃一樣的受到廣大槍迷們的喜愛⋯

Beretta Cx4 is semi-automatic carbine for sports�defense and law enforcement use. With its avant-
garde appearance and its body made of light-weight composite material, the Cx4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market. Therefore, Umerax uses the same material as real gun to duplicate the 4.5mm Cx4 carbine which is 
authorized by Beretta. Hoping it will reach the peak as 9mm Cx4 real steel did….  

致命風暴卡賓槍
●文、圖/編輯部 

●感謝騎翼公司提供相關資訊



狙擊槍是現代戰爭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因為狙擊手專門對付具有高價值的人

物目標，因此一把優異的狙擊槍才能快、狠、準的解決目標，而M107A1不但有

傳奇狙擊槍M82的優良血統，而且更勝一籌，Cobra Defense於是以最簡單堅固的

手拉式空氣槍系統，打造了這把沉默殺手⋯

Sniper rifl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warfare. Due to sniper 
is particularly used to wipe off high valued enemy personal, so, the sniper 
rifle must be fast, fierce and accurate. M107A1 inherits the bloodline of the 
legendary M82 sniper rifle, and may consider as the best .50 cal. Sniper rifle. 
Cobra Defense duplicated M107A1 with simple air-cocking system, and released 
the silent killer…. 

●文、圖/編輯部

●感謝眼鏡蛇防衛(Cobra Defense)提供相關資訊

美
國陸軍在2005年3月將XM107納

為正式的長程狙擊槍，600挺於

美軍部隊服役的X M107被正式命名為

M107，並開始全面列裝基層單位，M107

還有另一個稱呼〝特種應用範圍步槍〞

(Special Applications Scoped Rifle，簡稱

SASR)，會有這樣的稱呼是因為海豹部隊

(SEALs)用於遠程狙擊的.50步槍，其實是

麥克米蘭(McMillan)公司的TAC-50，因為

在波灣戰爭使用的M82A1主要是用於反器

材和排除爆炸物，而後來的M107在美軍

中仍舊扮演反器材(Anti-material)任務，

到了2010年10月，巴雷特(Barrett)宣布

M107停產，並從2011年起改由M107A1

接替，其最重要的改良就是將重量減輕了

約1,800g，這主要是因為槍口制退器和槍

管上的一個U形零件改使鈦合金，以及新

的槍口制退器改為圓柱狀，以方便射手使

用快速裝拆的滅音器。  

眼鏡蛇防衛(Cobra De fense，簡稱

Cobra Defense MMG採用電槍射擊系統。 

狙擊槍是現代戰爭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因為狙擊手專門對付具有高價值的人

物目標，因此一把優異的狙擊槍才能快、狠、準的解決目標，而M107A1不但有

傳奇狙擊槍M82的優良血統，而且更勝一籌，Cobra Defense於是以最簡單堅固的傳奇狙擊槍M82的優良血統，而且更勝一籌，Cobra Defense於是以最簡單堅固的

手拉式空氣槍系統，打造了這把沉默殺手⋯

Sniper rifl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warfare. Due to sniper 
is particularly used to wipe off high valued enemy personal, so, the sniper 
rifle must be fast, fierce and accurate. M107A1 inherits the bloodline of the 
legendary M82 sniper rifle, and may consider as the best .50 cal. Sniper rifle. 
Cobra Defense duplicated M107A1 with simple air-cocking system, and released 
the silent killer…. 

●文、圖/編輯部

●感謝眼鏡蛇防衛(Cobra Defense)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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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步穿楊沉默殺手



●文、圖/編輯部 

●感謝3D電影道具工作室提供相關資訊

成
立於澎湖的3D電影道具工作室公

司(3D MMP)，以3D印刷技術複

製了許多武器，其中之一便是許多五、

六年級生入伍服役時曾操作的M2迫砲，

相信大家對它都有著苦樂參半的回憶，

然而M2迫砲並不像步槍一樣，可以在市

面上買到外觀相同的BB槍，迫擊砲別說

是玩具了，光是聽到就誰家裡有迫砲，

就會茲事體大，不過現在3D MMP可以

讓過去的砲班弟兄扛著60迫砲出操了，

因為該公司現已推出一門外觀逼真、媲

美真品的60迫砲模型！

M2迫砲因為口徑為60mm，因此在國

軍服役時曾獲得〝60迫砲〞的俗稱，

M2迫砲經歷過二戰、韓戰和越戰，雖然

目前已經除役，但充滿著歷史回憶，絕

對是重演玩家們的必備道具，雖然M2

迫擊砲是美軍使用的武器，但卻是由法

●感謝3D電影道具工作室提供相關資訊

抗戰時期中國陸軍正在組裝M2迫擊砲。(By 行政
院國家文化資料庫)

抗戰時國軍在印度受美軍教官的M2迫砲訓練。(By 
Quartermastersection.com)

國外博物館收藏的M2迫擊砲真品。(By US Military 
Forum)

電影對社會影響非常大，許多愛好槍械、軍裝的朋友多少都是受

到電影的影響，而開始踏入軍品收藏的不歸路，然而近年來由於3D

列印技術發達，更多玩家做夢都沒想過的”武器”，也能放在自己

家裡的軍械室，這組由3D電影道具工作室開發的M2迫砲便是最好

的例子⋯

Movie has tremendous influence toward our society. Many 
people like to collect guns and uniforms simply because of movie. 
3D printing technology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these days. The 
weapon used in movie may swiftly duplicate. The M2 motor made 
by 3D Military Movie Props is the best example….   

國艾德格•布萊德(Dr. Edgar Brandt)博

士在1930年設計，最後通過美軍測試

後，就立刻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大戰期間，M2迫擊砲為排級支援

武器，火力投射距離介於81mm迫

擊砲及手榴彈之間，美軍的每個步

兵排都發配3門M2迫擊砲做為火力

支援武器，二戰結束後仍在美軍中服

役，直到1980年才被M224迫擊砲所

取代。

目前3D電影道具工作室出品的M2

迫擊砲是鋁質和塑膠打造，外觀完全

以實物採吋，不論在小部件和細節部

分，都跟實物迫砲看起來一模一樣，

所有的零件均忠實呈現，包括砲管、

支架、高低機、砲盤、乃至砲彈等小

零件都一應俱全，

特殊槍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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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迫擊砲模型



●文、圖/編輯部 

●感謝昊克生存遊戲射擊休閒館提供相關資訊

La Bohemienne雙管獵槍採用左、右並列外擊鎚設計。

外露式擊鎚霰彈槍的射擊方式優雅又傳統，經典的左、右並排式槍管

操作容易，曾是許多獵人所喜愛的槍型，於是大衛‧貝德索里(Davide 

Pedersoli，簡稱 DP)槍廠以實銃的工法打造了波西米亞(La Bohemienne)獵

槍同款的模型槍，讓無法擁有實銃的槍友也能一親芳澤⋯

Shooting pattern of exposed hammer shotgun is elegant and 
conventional, and its side-by-side barrel is easy to operate. That made it 
a very popular shotgun for hunters. Davide Pedersoli manufactured the 
replica of La Bohemienne shotgun with the skill of making real gun. Now, 
those who can’t have real shotgun ma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La Bohemienne shotgun….      

波
西米亞(La Bohemienne)獵槍是義大利大衛•貝德索里(Davide Pedersoli，簡稱

DP)槍廠的最新力作，採用現代的製槍技術製造，是一把具有古典風格的並排式

槍管霰彈槍；如果以現代眼光來看，這款霰彈槍比較傳統，但是從美學角度來看，該槍

的外擊鎚是經典中的經典，呈現傳統獵槍的工藝之美，是DP槍廠的藝術傑作；這把La 

Bohemienne雙管獵槍，擁有長72cm且表面有棕色塗層的槍管，配合深色塗裝的核桃木

製槍托，堪稱是完美絕佳的組合，木托上面還有精緻的手工雕刻防滑紋路，不但完整重

現古典獵槍的美感，更兼具了現代製槍技術展現。

特殊槍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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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昊克生存遊戲射擊休閒館提供相關資訊

波西米亞狩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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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國際航太防衛展
Seoul ADEX    2017

●採訪/大塚正諭‧Covered by Masashi Otsuka 

The Seoul ADEX 2017 was held in Korea from Oct. 17~22, 2017. Due to North Korea launched 
nuclear ballistic missiles during that time, so the Korean military and civil defense industry have sent 
lots of new equipment and weapons to the show. The American also sent F22, F35, P-8A and many 
other new war planes to attend the show. It may considered as the biggest but most tense show ever 
had. CKM Japan correspondent Masashi Otsuka has the coverage from the scene….

2017年的首爾航太暨防衛展於10月17~22日於韓國舉行，由於受到北韓試射核子飛彈事件的影響，不

但韓國軍方和民間軍事工業出動了大批裝備參展，連美軍也派遣F22、F35和P-8A等新銳戰機前往助陣，

堪稱是近年來規模最大卻最緊張的一次展覽，本刊日本特派員大塚正諭有來自現場的精彩報導⋯

049201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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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正在尋找一把緊緻型的氣槍，大概只有犢牛式(Bullpup)

的氣動步槍可以滿足這項需求，因為它將彈匣設計在握把後方，

不但縮短了長度，更增加運動時的靈活性；狩獵女神(Artemis)繼

同為犢牛式的P-10氣槍後，再加以緊緻化而創造出Artemis P15

氣動步槍，搭配了壓力調節器，成為狩獵用氣槍的新主流⋯

If you’re looking for a compact airgun, then probably the 
bullpop design will be your only choice. After released the 
bullpop P10, Artemis continue to launch the P15 bullpup airgun. 
It not only shortens its length, but also increases agility. P15 is 
also fitted with pressure regulator, which is very useful to the 
shooter….  

狩
獵女神(Artemis)P15氣動步槍的重量僅有2.1kg，槍身長度亦僅有

685mm，堪稱是犢牛式(Bullpop)設計的典範；該槍採用量輕質堅的

山毛櫸木做為槍托，底部還附上橡膠製的波浪狀槍托墊，在射擊時可以緊

密貼緊肩膀，讓射手在射擊時能夠更加穩固，其槍身、槍管及內部射擊機

構均由金屬製造，扳機的扣壓極為輕巧，同時在側面有一個簡單的手動保

險裝置，只需輕輕向內側推動，便可打開保險、扣下扳機，完成射擊；由

於Artemis之前曾經推出體型較大的P10氣槍，所以P15不論是在外觀和內

部結構上雖然還是以P10為基礎，但是已經加以緊緻化，同時在槍的前、

後配重上還做了細部調整，使其更加符合犢牛式步槍重心在中央的特色。

氣槍的心臟部位在於儲氣槽，因為它提供了氣動步槍火力的來源，也就

等於是一把步槍的彈匣，因此必須能確保有足夠的空氣壓力來射擊，它必

須使用一個灌裝器將高壓空氣注入位於槍管下方的儲氣槽，槍上有一個壓

力計可以清楚地標示所注入的氣壓量，以確保有足夠的空氣壓力，可以讓

P15氣動步槍維持一定的射擊距離，同時為了提高射擊精度，P15在槍身上

方配備了一個穩定的狙擊鏡安裝架，射手可以自行選購適合的光學瞄準鏡

安裝，可以說是相當貼心的設計； P15配備的轉輪式彈盤，依不同口徑尺

寸而有不同裝彈數容量，4.5mm(.177cal)口徑為11 發，5.5mm(.22cal)口徑

為10 發，而最大的6.35mm(.25cal)口徑則只有9 發，全部都是採用槓桿式

緊緻型犢牛式   氣動步槍
Artemis P15 Bullpup       Airgun 
●文、圖/編輯部 

●感謝SPA氣槍公司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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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緻型犢牛式   氣動步槍
Artemis P15 Bullpup       Airgun with K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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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國立二戰歷史博物館
位於烏克蘭首府基輔的〝偉大愛國戰爭博物館〞，因為2014年初俄國趁烏克蘭內爭兼併克里米亞，

並暗助烏克蘭東部地區親俄勢力與政府軍交戰，引發烏克蘭國內反俄情緒， 2015年4月烏克蘭國會通

過議案落實去蘇聯化，更改烏克蘭境內與前蘇聯有關的地名、公共空間與紀念建築物名稱，同年7月遂

改稱為「烏克蘭國立二戰時期歷史博物館」⋯

位於烏克蘭首府基輔的〝偉大愛國戰爭博物館〞，因為2014年初俄國趁烏克蘭內爭兼併克里米亞，

National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Ukraine in WW2 

軍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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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國立二戰歷史博物館
Due to Russia annexed Crimea and helped the anti-government rebel forc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of 

Ukraine in 2014, caused the Ukraine burst out anti-Russia agitation. In this case, all the places�public 
spaces and memorial buildings related to Russia, have to change its original name. In July, 2015,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Museum was renamed “National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Ukraine in WW2“ by the 
Ukraine government….     

●文/單永立‧Text by Hans

●圖/Alexander‧Photo by Alexander

●編輯/Karl Tsai

Due to Russia annexed Crimea and helped the anti-government rebel forc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of 

National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Ukraine in WW2 

Military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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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隊那霸航空基地開放
位於日本最南端的那霸航空自衛隊基地，是唯一陸、海、空自衛隊

及海上保安廳共用的機場，而每年那霸航空基地開放同時，也會結合

當地活動而成為沖繩當紅的觀光項目之一，今年因為在開放當天有解

放軍戰機接近航空識別區，讓基地內的 F-15J 戰機緊急升空，意外增

加不少軍事話題⋯.

At the tip of southern Japan, Naha is the only airbase that has 
been used by JSDF and Japan Coast Guard. The annual Naha 
Airbase Open House is not only a military activity, but also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tourism of Okinawa. This year, PLAAF’s 
H-6Ks and Y-8 flew over Okinawa air space on the AB open day, 
which caused JASDF sent their F-15Js to intercept emergently….

JASDF    Iruma Base Ope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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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隊那霸航空基地開放
JASDF    Iruma Base Open-house

●採訪 / 王清正、徐福佑˙Covered by C.J. Wang & F.U. 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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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由 LayLax 公司企劃的第 2 屆 Krytac 槍友會，於 2017 年 11 月 4~5 日在日本千葉縣印西市的東京

Sabage野戰射擊場舉行，並由Kriss USA和Alpha Industries 公司所協辦，提供擁有Krytac氣槍的槍友們，

參加一場具有實驗性質的新型態射擊活動，請看以下我們的特別報導⋯

The 2nd Krytac Owners’ Meeting organized by LayLax was held at Tokyo Sabage Park from Nov. 4 to 
Nov. 5, 2017. This activity was also assisted by Kriss USA and Alpha Industries, which allowed Krytac 
owners to experiencing an experimental style of war game….  

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第二屆槍友會
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第二屆槍友會Krytac 第二屆槍友會Krytac 第二屆槍友會Krytac 第二屆槍友會Krytac 第二屆槍友會Krytac 第二屆槍友會Krytac 第二屆槍友會Krytac 第二屆槍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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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Owners’    Meeting Volume 2  
Krytac 第二屆槍友會 ●採訪 / 王清正、乙夜‧Covered by C. J. Wang、Itsuya

091201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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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晁岳  ●圖 / 吳尚融

國共遼西會戰重演 

大歷史的演變方向往往不是我們一時能夠察覺的，然而每個人都在浪頭上載浮載沉直到靠岸，遼西會

戰決定了國民政府在東北的戰局，也埋下日後山河易幟的結果，台灣軍事歷史重演團體 (TRA) 將為各位

演繹這段烽火歲月⋯.

The evolving of history was not easily conscious by ordinary people. Yet, everyone has to face 
the consequence after all. The Liaoshen Campaign has determined the war situation of Na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east-northern China, and buried the result of free China. TRA is reenacting this 
period of war history for you….     

國共遼西會戰重演 
Liaoshen  Campaign      Reenac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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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遼西會戰重演 
Liaoshen  Campaign      Reenac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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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威狩獵及運動   射擊模擬器

110 2018.02.01

特別報導

Sim Way Hunting & Shooting      Sport simulator



智威狩獵及運動   射擊模擬器

1112018.02.01

Special Report

一般人所認知的射擊模擬器，應該與體感電玩遊戲相似，但是在筆者

造訪廣東中山市新博研公司(簡稱MSB)並體驗過他們與瑞典SimWay公司

合作開發的類比射擊系統，才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因為智威狩獵射擊

訓練模式，不但能讓射手更深入地了解並改進射擊技巧，還能多方面提

供即時射擊資料回饋，已經成為狩獵者最完美的教學工具⋯

Sim Way Hunting & Shooting      Sport simulator ●採訪/許嘉華‧Covered by Alan K.W. Hsu

●感謝新博研公司(MSB)提供相關資訊

MSB設計了以阻隔紅外線物料製成，兩款不同大小遮光帳篷(編按:圖中為小型帳篷)，以配合不同客戶的場
地大小需求。

MSB人員正為寶哥介紹模擬器用雷射槍硬體和軟體介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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