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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芝軒 (ICS)CXP 系列又有新貨登場啦！這把以西班文

中的「戰鬥者」而命名的 Pleador，是一把半金屬運動版

電槍，除了保有 CXP 系列的高性能外，強化的塑鋼槍身

更增加靈活輕巧的特色，是一把完全對應下場戰鬥的利器

…

There’s a new member in the ICS CXP series…the 

CXp-Pleador, which means “fighter” in Spanish, is a light-

weight, semi-metal, sporty AEG. It not only keeps the 

original performance of CXP series, but also agile and 

nimble. A perfect AEG for wargame…  

ICS CXP Peleador
突擊戰鬥天王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一芝軒 (ICS) 公司提供相關資料

可視長度調整的戰術版槍托。

強化塑膠製成的 M-LOK 系統的護木。 護木上有 M-LOK 系統的標記。 槍機裝飾片內圍上旋組調整裝置。

CXP 系列的獨特造型火帽。 300 發高容量彈匣。

槍身上的戰術軌道為金屬製品強度夠。

一
芝軒 (ICS) 是台灣最早投入電動

氣槍市場的知名大廠 20 多年來

ICS 不斷聽取資深玩家們的經驗和建

議，打造專為生存遊戲而設計的 CXP

系列電動步槍，造型簡潔且機能性強，

該系列已經擁有多款高性能槍款，儼然

成為 ICS 種多槍款中的主力王牌，這把

「戰鬥者」是 CXP 系列中的運動版，

整把槍除了須受力及結構強度部份的波

箱、外槍管、魚骨、後托桿外，多以強

化塑膠製作，除了製作成本考量外，還

可減輕槍身本體重量，而且本體的韌度

也較佳，或許有玩家會認為現在的玩具

槍都已經是全金屬化 ? 為何還要推出塑

膠槍身的產品，關於這點小編向來認為

BB 槍是生存遊戲的配角，一把發射 BB

彈的工具，就像棒球賽中的球棒，為何

職業棒球賽中反而要使用木棒呢 ? 再說

金屬本身在使用過程還會面臨金屬疲勞

以及氧化的問題，以現在 BB 槍的價格，

對於戰損的槍有無呼大錢維修的必要 ?

應該大家心裡有自己的盤算，所以運動

版在空氣軟槍市場，雖非主流，但是多

年下來仍然是市場上不可或缺的區塊，

因為不是每位消費者都有預算能花兩、

ICS CXP Peleador
全長：81/89cm

內管長度 : 37cm

總重：2.36kg

彈匣容量 : 300 發

初速 : 120~130m/s

HOP-UP : 可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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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417 的玩具槍版本並不多，且因為授權之故皆為Umarex 所發行，除電槍版本外近年又加入 GBB 步槍

系列，然而由日本設計、中國製造、香港發行的 S&T，向以高 CP值商品及親民價格取勝，今年年中推出的

無刻字版HK417 電槍，巧妙避開授權，便是一把非常適合各階層玩家的平價生存遊戲用槍⋯

Due to all the airsoft HK series products were authorized-produced by Umarex, therefore, there are not 
too many similar product in the market. But, the S&T HK417 has cleverly avoid this situation, it has no 
JK logo, nor marking on the rifle, which makes it a affordable and easy-owning AEG for playing survival 
game….    

S&T HK417
德式精準突擊步槍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駿盟國際 (S&T) 公司提供相關資料

HK416/417系列突擊步槍專用的照門。

HK417獨有的準星。超大的槍托塊完全不必擔心電池置放空間。

槍托底部非常厚實的塑膠製緩衝墊。

HK417的實銃為 Heckler  Cook，

將 HK416擴大使用威力更強大的

7.62mm×51子彈開發而來的，因為在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場上，7.62mm子

彈展開它在沙漠中開火的遠程優異的

性能，而讓軍方重新對其展開評估；

S&T HK417
雖然價格較為低廉，但是該有的配備

皆一應具全，完整的呈現實銃有的金屬

製 14吋多軌道戰術護木，再搭配了一

個 16吋的外管，這些都屬於 HK417獨

有的特色標記，而且在握把和槍托塊上

也使用了輕質尼龍纖維材料，因為 S&T

便是將其設定為一把下場槍，特別是握

把握感有別於 M4系列舒適性更是遠遠

超過，比較遺憾的是槍身刻印 .，或許

是要留給玩家們又更多發乎的空間吧 !

而且它的魚骨做工相當平整，即使沒戴

手套或不裝握把也可以輕鬆握持，小編

覺得似乎可省下這些配件的預算啊 !在

電池置放空間方面，大家其實不必擔心

放置在後托的空間不夠，S&T HK417

的後托超級大 .，不管是 3條式鋰電或

雙節式鋰電都能輕鬆置入。在外觀上即

使是細節部分 S&T也盡量做到與實銃

S&T HK417
全長：91cm-99cm，
總重：2.78kg
彈匣容量：400發 (視出貨地區而有所
不同 )
初速：105~110m/s
發射動力：電池

上旋組：可調

HK417總共有12、16、20英吋的槍管，

從處理 CQB到中、遠程射擊，可以說

一手包辦，HK417採用短行程活塞傳

動系統，比 AR-10、M16及 M4的導氣

管傳動式更為可靠，能有效減低維護次

數，並進而提高效能，並且可以在擊鎚

未被扳制定位時，將火控選擇擇鈕撥至

保險位置；HK417採用伸縮槍托設計，

底部裝有相當厚實的緩衝塑料墊以降低

7.62mm子彈射擊時的後座力，同時採

用自由浮動槍管設計，必要時整個前護

木可完全拆下，以節省因戰損而需要維

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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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417 的玩具槍版本並不多，且因為授權之故皆為Umarex 所發行，除電槍版本外近年又加入 GBB 步槍

系列，然而由日本設計、中國製造、香港發行的 S&T，向以高 CP值商品及親民價格取勝，今年年中推出的

S&T HK417
德式精準突擊步槍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駿盟國際 (S&T) 公司提供相關資料

HK416/417系列突擊步槍專用的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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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16吋的外管，這些都屬於 HK417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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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bow 6 SMG-11
知名電玩《彩虹六號：圍城行動》(Rainbow Six：Siege)是以特種部

隊為主題的第一人稱戰術射擊遊戲，以CQB快速對戰為主，玩家可以選

擇不同角色、武器和裝備以達成任務，而這把SMG-11便是遊戲中的英

國SAS空降特勤隊員所最愛用的近戰武器，且看Show Guns如何將這把

遊戲中的神器在現實中重現⋯

The famous “Rainbow Six : Suege” is an exciting video game 
which is based on the real combat of Special Operation Teams. In the 
game, player may choose different weapon and equipment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 mission. The SMG-11 is the first choice of CQB 
weapon of the British SAS in Rainbow Six. Let’s find out how the SG 
made the SMG-11 from a video game toy gun into a real GBB SMG….

彩虹六號
特戰衝鋒槍

在槍身左側開一條長長的凹槽。

用不鏽鋼螺絲製作槍機拉柄與槍機拉柄聯結。

製作槍機拉柄護板的襯墊。 槍機拉柄全組及鈎組件。
首先製作槍機拉柄的金屬鈎。

喜
歡打生存遊戲的朋友，一定都不

會對電玩《彩虹六號：圍城行動》

(Rainbow Six：Siege)感到陌生，這部

根據湯姆•克蘭西 (Tom Clancy)原著改

編的動作電玩，是以特種部隊為主角的

第一人稱戰術射擊遊戲，遊戲內容精彩

刺激，主要 CQB快速對戰，玩家可以

選擇不同特勤幹員為角色，每位角色皆

擁有不同武器和裝備，而這把 SMG-11

便是在遊戲中出現的英國 SAS空降特

勤隊員所最愛用的近戰衝鋒槍，因此知

名度亦隨著電玩盛行而隨之水漲船高。

在香港素以改裝特殊槍械而聞名的

Show Guns(簡稱，SG)，近日接獲一

位熱愛彩虹六號電玩的玩家訂單，希

望 Show Guns能將這把遊戲中的神器

在現實生活中重現⋯SG接獲任務後，

決定不濟成本為客戶特別打造這之遊

戲中名為〝SMG-11〞的衝鋒槍 (實銃

●文、圖 /Text & Photo by Felix

●感謝 ShowGuns 提供相關資訊

特殊槍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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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品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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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soft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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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屆武哈祭在 7月 5日 ~7 月 7日這三天於高雄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有來自台灣、香港、中國大陸、

韓國、日本和丹麥等四十餘家廠商參展，更吸引了上萬名來自全台各地的熱情軍迷們，這場首度在南台灣

舉辦的老牌軍品展到底有啥精彩之處？請看我們的報導⋯

The 25th Hooha Show was held in the beginning of Jul. in Kaohsiung. There’re exhibitors from 
Hong Kong, China, Korea, Japan, Denmark and Taiwan attended the show, and attracted 
more than 10,000 visitors. Wanna know the excitement and highlight of the show? Just enjoy 
our coverage as following….

●採訪 / 編輯部●採訪 / 編輯部

第 25屆高雄武哈祭 The 25th Kaohsiung Hooha Show 
影 片 連 結



軍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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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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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kok Airsoft Expo 2曼谷CDC氣槍博覽會
●採訪 / 瘋貓‧Covered by Tiger Chen

●感謝WarChief、TMC、APS、Charles 提供相關資訊

一年一度的曼谷〝氣槍博覽會〞(Aiesoft Expo) 軍品展於 6月 28~30 日假水晶設計中心 (CDC)

舉辦，有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和泰國當地的多家廠商參加，隨著泰國 airsoft 槍枝及軍品

的逐漸漸開放，愈來愈多的業者開始重視此一市場，雖然此展的規模和內容不及武哈祭，但對業

者而言卻是個嶄新契機⋯

The annual Airsoft Expo was held from 28th to 30th , Jun. 2019 at the Bangkok 
Crystal Design Center. There’re exhibitors from China, Hong Kong, Taiwan and 
Thailand participated the exhibition. Due to the airsoft market in Thailand has 
gradually open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manufacturers and related shops 
pay lots attentions toward this new airsoft show….



中國人民  革命軍事博物館 

60 年代開幕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位於北京市海淀區，是北京第一個免費開放的國家級博物

館，歷年來經過多次整修改建，成為全中國佔地最廣、設備最現代化的軍事博物館，館內展示了眾多

曾在解放軍服役的戰機、直升機、戰車、裝甲車、火砲、槍枝，宛若一部具體而微的近代中國軍事史，
極具觀賞價值⋯

The Military Museum of the Chinese People's Revolu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60, is situated in 
Beijing. After many times of renovation, It became the biggest and most modern military museum in 
China. There’re numerous exhibits on display, including tanks, planes, armored vehicles, artillery, 
helicopters and infantry weapons. It’s defiantly a must-go place when you visit Beijing….

Military Museum of the Chinese People's Revolution
●採訪 / 艾瑞克‧Covered by Eric Wang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地址：北京市海淀區復興路 9號
開放：週二 ~週日 09:00~17:00
票價：免費

軍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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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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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Broken Sword 2 斷劍2號行動

自數年前舉辦的斷劍1號行動後，鱷魚小隊一直想再規劃一次規模更大的活動，來延續此一軍事模擬生

存遊戲，在一次偶然聚會中，斷劍二號活動終於被拱出來，而且決定在6月8~9日於佔地廣闊的TPSA旗山

訓練中心，舉辦兩天一夜的〝斷劍2號行動〞，請看本刊特派記者Andrew所做的精彩報導⋯

●文、圖/Andrew Lai、山狐戰術中心 

●感謝鱷魚小隊、TPSA旗山訓練中心提供相關資料

After the Operation Broken Sword held a few years ago, the organizer Crocodile Survival Team always 
want to hold another bigger wargame. Finally, they decided to hold the Operation Broken Sword 2 at the 
TPSA Training Center in Kaohsiung. CKM reporter Andrew Lai has the story….  

生存遊戲生存遊戲生存遊戲Survival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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