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lt B4的PMC〝私人軍事公司〞(Private Military 

Company)系列，因輕便短小又潑辣，很適合近距離戰鬥

(CQB)使用，於2014年推出後便頗受玩家歡迎，因此Bolt決

定將其配備升級為快拆系統(Quick-detach)，成為更具個人

特色的新版B4 PMC-Q近戰卡賓槍⋯

Bolt released B4 PMC series in 2014. This AEG 

is light-weight and small but extremely lethal, very 

suitable for CQB. In view of this, Bolt decides to upgrade 

the B4 PMC, which fits with new Quick-detach system, 

and make it a very reliable and styling CQB tactical 

carbine⋯.

特戰短刃出鞘
●文、圖/編輯部

●感謝崇杉貿易(Bolt)提供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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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管緊緻造型的CQB系統實銃，近年來在槍械市場上越來越受歡

迎，除了當作個人防衛武器(PDW)外，也兼做軍警單位的近戰

(CQB)武器，但這些緊緻造型的AR步槍，也深深地影響了生存遊戲玩

家的用槍取向，於是台灣Bolt槍廠將其旗下的B4仿真後座力電槍改裝成

極具個人特色的戰術卡賓槍，為了使其符合短小、緊緻和兇悍的特色，

其槍身採用強化鋁合金和塑料製成，配置4.8吋短槍管及金屬製RAS魚

骨，可在戰術軌道上加裝各種光學瞄具、槍燈或雷指器，同時為了讓整

組槍管前段更加強固，使用了一體成形的鋁合金外槍管，搭配一組強固

的護木箍環，讓整把槍變得更紮實而不搖頭，同時Bolt還替PMC-Q裝

上了Honeycomb式樣的蜂巢狀尼龍纖維護木擋手(Handstop)，讓射手

在射擊時能緊握護木，提高射擊的精確度，在槍托部份使用的是可做多

段調整的Bolt BTS伸縮托，在收納時的槍身總長度僅有610mm，已經

短小到可當成射手的預備用槍使用，這也是當初Bolt在設定這支PMC-Q

時，將所有的配件、組件都做到最緊緻尺寸的想法。

上槍身的皮卡汀尼軌道及機械式金屬照

門。

可動式槍機片內的上旋組(Hop-up)調整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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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一芝軒(ICS)繼今年推出叫座的〝火星〞(MARS)系列電槍後，繼

續推出同一系列的新款步槍，並賦予該槍一個以印尼巨蜥來命名的偉猛

名字⋯〝科莫多〞(Komodo)！不但打造出不同於以往的嶄新外型，內構

亦全部強化，還配置了新型S1戰術托，頓時讓Komodo成為ICS火星系列

的明星槍款⋯

ICS released the “Komodo” tactical rifle, which is named after 

the biggest lizard in the world, in recent days. This styling AEG has 

a brand new exterior look and interior mechanism, and fits with the 

S1 tactical stock. It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leading star of ICS 

MARS AEG series⋯.

威猛巨龍科莫多
●文、圖/編輯部

●感謝一芝軒(ICS)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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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odo步槍護木前端的開口，酷似凶猛的科摩多巨蜥(Komodo Dragon)，這也是該槍的命名由來。 

台
灣老牌槍廠一芝軒(ICS)在今年

3月 ICS發表了最新的〝現代化

突擊步槍系統〞(Modern Assault Rifle 

Sys tem，簡稱MARS)，並依照英文

縮寫將其命名為〝火星〞(MARS)系列

電槍，這也是 I C S在目前玩具槍市場

上推出的最新AR系列產品；MARS家

族中的最新產品是剛上市發售的科莫

多(Komodo)步槍，因為該槍護木的前

端開口像極了張開大口的科莫多巨蜥

(Komodo Dragon)，彷彿要一口吞下獵

物的威猛感覺，這也是該槍命名的由

來；Komodo的防火帽乍看之下神似舊

版的UK1，整把槍的外槍管長375mm，

並配置了時下最潮的14.5吋匙孔護木

(Keymod Handguard)，在護木前段的

四面各有一小段戰術導軌，可供玩家自

行加裝槍燈或雷指器，而且護木中段的

觸感特別平滑，就算沒加裝護手片，也

能夠輕鬆的徒手握持，不會有扎手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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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槍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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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密探聯邦密探
終極保鑣 

老美使用左輪槍的歷史非常久遠，其可追溯至1899年由史密斯與威爾遜(Smith & Wilson)所製造的.38口

徑M10左輪槍，由於結構簡單堅固加上價格便宜，連警察及執法部門也愛用M10軍警型左輪，日本的國際

(Kokusai)公司也在1980年複刻生產M10系列的左輪模型槍而大受歡迎，進而成為業界中的左輪槍王國⋯

The Smith & Wilson M10 M&P revolver has a very long service record since 1920. It was extensively used 
by the military and law enforcement for many years, and it could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revolvers in the States. The Kokusai from Japan also reproduced the M10 model revolver in 1980, and 
became the revolver kingdom of revolvers in Japan….  

M10軍警型(Mil i tary & Police，

簡稱M&P)左輪槍是史密斯威

森(Smith & Wilson，簡稱 S&W)槍廠

於1920年代推出的型號，主要是提供

給軍隊和執法部門使用，直到二戰爆

發，為了補足軍隊的龐大需求，於是

由美國及大英國協的兵工廠合力生產

M10 M&P，並改名為勝利型(Victory 

Model)，仍以射擊.38口徑為主，但後

來因為.38彈藥的威力不足，於是S&W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探員配備的.357口徑M13型左輪槍。(By Wikipedia)

聯邦密探聯邦密探
終極保鑣 終極保鑣 終極保鑣 

●文、圖/蔡牧霖‧Text & Photo by Karl Tsai

●感謝老槍友俱樂部提供相關資訊



香港戰神(Ares)槍廠在2016年推出捷克Vz.58突擊步槍的氣槍版後，

雖然在市場上算是叫好不叫座的小眾玩意，但多虧Cinemax動作影集

《勇者逆襲》(Strike Back)的兩位男主角在片中手持Vz.58驍勇善戰，

不但讓Vz.58在歐美熱賣，Ares也決定推出Vz.58系列的.223 Rem槍型

以饗槍迷，也讓Ares的整個 Vz.58 槍族更加完整⋯

Since Ares launched the AEG version of Czech Vz.58 in 2016, 

the market response was good, but not as good as Ares expected. 

Thanks to Cinemax TV series “Strike Back”, the action scenes 

of two leading actors use Vz.58 to wipe out terrorists made Vz.58 

gained huge popularity in the Western market. In this case, Ares 

swiftly released the Vz.58 .223 Rem series recently, which formed 

the complete Ares SA Vz.58 family⋯.

現代特戰風捷克步槍

●文/Samson@16AAB

●圖/Alan@Toysoldier 

●感謝戰神(Ares)提供相關資訊

Cinemax影集《勇者
逆襲》(Strike Back)
中出現大量男主角使

用Vz.58的畫面，也
因而讓Vz.58在歐美
爆紅。(By Cinemax) 

捷
克自行研發的SA Vz.58突擊步槍

之正式名稱為〝Samopal vzor 

1958〞，亦即捷克文〝1958型衝鋒槍

〞之意，Vz.58跟其他華約國家仿製的 

AK 系列突擊步槍截然不同， 不但內部

結構與 AK 系列有別，而且設計接近德

製槍械的風格，堪稱是捷克軍火工業自

主研發的代表作；捷克在經過華約倒台

及國土分裂後日益向北約靠攏，而且

其軍工企業亦希望能在使用 NATO制式

5.56 mm口徑子彈的龐大軍、民用市場

中撈回些油水，所以捷克小型武器公司

(Czech Small Arms)便以 SA Vz.58 為

基礎，發展出專攻歐美市場的 SA Vz.58

運動家(Sporter)系列。

S A V z . 5 8運動家 ( S p o r t e r )系列

主要分為  .222 R em、 .223 R e m(

即 5 . 5 6 x 4 5 m m標準北約口徑 )及

7.62x39m m三種不同口徑，而當中 

.223 口徑的SA Vz.58 正是針對西方市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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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長程守護者
Umarex/VFC HK G28 DMRwith Chubby 

德國國防軍(Bundeswehr)最新採用的HK G28精準射手步槍(DMR)，是從HK417民用版

MR308步槍改良而來，從2011年起迄今在阿富汗的服役紀錄相當出色，而巍嘉國際(VFC)在

2015年推出G28電槍(AEG)後，有關即將生產G28 GBB版本的傳聞不斷，如今經過兩年的企

劃，終於〝鍛〞造出全新的G28氣動步槍⋯

The HK G28 DMR was developed from the civilian type HK417, aka MR308, and gained 
remarkable service record in Afghanistan since 2011. VFC got authorization from Umarex, and 
produced the airsoft AEG version of G28 in 2015. Now, after two years of preparation, VFC 
has finally released the G28 GBB recently….   

德
國國防軍(Bundeswehr)在戰後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一直使用

G3A3加裝ZF6狙擊鏡成為G3A3/ZF

精準射手步槍(Designated Marksman 

Rifle，簡稱DMR)使用，之後又有衍生

型G3/SG1狙擊槍服役，直到德國參

與多國聯軍進駐阿富汗之後，發現需

要能適應高原沙漠的精準射手步槍，

於是便交由H&K槍廠以HK417的競技

型步槍MR308為基礎來開發新型G28 

D M R精準射手步槍，並於2011年時

採購了560套給駐阿富汗的德國步兵

使用；G28採用半自動射擊模式，可

發射7.62×51mm北約口徑的制式步槍

子彈，而該槍的短行程活塞傳動式系

統，要比AR槍系的瓦斯導氣管傳動式

更為可靠，可以有效減低維護次數和時

程，特別是在惡劣環境中能提高射擊效

能，同時HK G28有75%的零配件可與

HK417通用，在後勤補給上不會有太

●文/蔡牧霖‧Text by Karl Tsai

●圖/鬼老大‧Photo by Ghost Master 

●模特兒/糖糖(Chubby) 

●感謝巍嘉國際(VFC)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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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Field Air      Museum Indoor Exhibits 
瑪奇機場航空博   物館室內篇

瑪奇機場航空博物館成立於1979年，到了1993年才搬遷到215號公路的現址，該館擁有大量的戰

機、飛彈、航空設備和涵蓋整個航空歷史的文物，在室內與室外總共展出超過70架的飛機，上期已報導

過該館的戶外展示區，這一期則專門介紹室內展示的古董飛機、航空裝備與歷史文物⋯

March Field Air Museum was founded in 1979 at the March Air Force Base. In 1993, the museum 
moved to its present location alongside Highway 215. There’re more than 70 military aircrafts being 
exhibited indoor and outdoor at the museum. We’ve already reported the outdoor exhibits in Aug. 
issue. So, we’re focusing on the indoor exhibits in this issue….

軍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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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Field Air      Museum Indoor Exhibits 

●採訪/元小龍‧Covered by Deryk Walker

●編譯/艾瑞克、林文冠‧Edited & Translated by Eric Wang & Steve Lin 

●感謝館長傑夫‧胡利曼先生熱情接待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thank Mr. Jeff Houliman for his kind assistance.

瑪奇機場航空博   物館室內篇

Military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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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知性之旅

無敵機群
榮耀八一四 

今年是八一四空戰勝利80周年，本次國防知性之旅特地選擇發揚筧橋精神的空軍官校舉行，但就

在岡山空軍官校營區開放當天，中國再度派出轟6與運8電戰等軍機貼近台海空域飛行，正如同80

年前的敵機臨空般，當下強化國民對空防的信心與認知，其意義應遠大於戰力展示⋯

August 14th 2017 is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ROCAF 814 Air Battle Victory in the 2nd  Sino-
Japanese War. The Air Force held a large celebration activity at the Gangshan AB, where 
ROCAF Academy is located. On the same day, PLAAF sent several H-6 bombers circling 
around Taiwan in very close distance. This means the air-defens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ROC, just like 80 years ago….
●採訪/王清正‧Covered by C. J. Wang 

●感謝空軍司令部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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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八一四 

Intellectual Trip ofIntellectual Trip of
 National Defense

80th Anniversary 
of ROCAF 814 Air Battle Victory  
80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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