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於都會型犯罪和恐攻事件日增，易貫穿人體

的5.56mm口徑步槍較不利於人口稠密區使用，

而且攜帶兩種不同彈藥也徒增射手體力負擔，於

是跟 9mm手槍共用彈藥和彈匣的AR-9 衝鋒槍

便因應而生，香港 CA公司看上AR-9 實銃的靈

巧性能，開發出名為X9的 AEG版衝鋒槍系列，

讓經典陸軍的產品線更加充實⋯

The compact and nimble AR-9 SMG, using 
the same ammunition and magazine of 9mm 
pistol, is perfect for dealing with urban crime 
and terrorist attack. Classic Army noticed 
this SMG and decided to reproduce its AEG 
version, which is called CA Nemesis X9….

復仇女神赤火烈焰
CA Nemesis X9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經典陸軍 (Classic Army) 提供相關資訊

CA Nemesis X9
全長：50~70cm
總重：2.5kg 
材質：鋁、鐵

槍口初速：103~107m/s(330~350 FPS) 
裝彈數：120 
Hop-up：可調 

018 2018.09.01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經典陸軍 (Classic Army) 提供相關資訊

AR-9是 1980年代因應警務人員

需求而開發的 9mm衝鋒槍，該

槍配置簡化的 AR步槍氣體傳導系統，

利用簡單的反衝原理來作用，雖然提高

了射速，但後座力也無可避免地擴大其

彈著面積，不過 AR-9的效能就是提供

近距離的火力壓制和突擊效能，而且在

狹窄的建物內槍管太長也不夠靈活，於

是 AR-9也捨棄了長槍管，等於也就不

在乎長距離準度，因此可說 AR-9原本

只是在新世代衝鋒槍問世前的過渡型產

品，但是卻意外受到射手的認可，主要

是因為該槍採用 AR步槍的火控系統，

射手不需重新適應，而且 AR-9使用跟

9mm手槍相同口徑彈藥，可大幅減少

攜帶重量，反而成為自樹一格的槍型，

因而不少槍廠也陸續推出類似槍款或升

級套件，讓 AR-9槍族日益壯大。

CA Nemesis X9 
香港經典陸軍 (CA)在睽違台灣玩具

槍市場好一陣子後，由新代理商八角

銃工 (Octagon Airsoft Taiwan)於 8月

20日在 TMC台北店發表新作復仇女神

(Nemesis)X9衝鋒槍系列，除展示同

系列多款新槍外，並宣佈之後 CA在台

的後勤修補給地點，讓 CA槍友能擁有

更多的售後服務資源；X9是 CA最新

研發的電動衝鋒槍系列，提供玩家在突

擊步槍太長，手槍又太短的尷尬級距之

間，另一種跨界思維的主攻槍款，該槍

採用了M-Lok護木導軌系統，可隨意加

裝握把、戰術手電筒、雷指器或快速瞄

具，CA採用金屬材料來製作護木和機

身，並配備可摺式的機械式瞄具，作為

無光學瞄具時的輔助瞄準，在使用附加

光學瞄具時則可迅速向下翻轉，完全不

CA台灣新代理八角銃工(Octagon Airsoft Taiwan)於TMC台北店發表X9衝鋒槍，有五款顏色可供選購。 

彈匣插槽座前有波浪狀的手握凹痕。 

槍身刻有〝復仇女神〞(Nemesis)字樣。

防滑握把內裝馬達，但並未變得較厚。 

位於槍身右側的彈匣釋放鈕，槍機片上的美國國旗

代表實銃的生產地。

X9 SD可選配KAC款式滅音器，但原本的攻擊頭防
火帽仍附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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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斯洛伐尼亞的Arex 公司，在 2016 年美國 Shot Show 中首度發表了 Rex AKB-15 突擊步槍，該槍

是以前南斯拉夫生產的M70 突擊步槍為藍本，將其運用西方模組化和輕量化概念而製成，新成立的大角星

(Arcturus) 玩具槍廠參考該槍的設計，以同樣的概念和工法，製作出這把AEG款的人馬座 (Centaur) 電槍⋯

The REX AKB-15 made by Slovenian Arex is based on the ex-Yugoslavian Zastava M70 assault rifle, 
which, in turn, is a clone of the Soviet Kalashnikov AKM. The newly established BB gun manufacturer 
Arcturus noticed this modern looking AK, and reproduced the AEG form of REX AKB-15 which is called 
Centaur-B….  

ACR風格的AK 
Arcturus Centaur-B 

●文 / 編輯部、圖 / 阿德 

●感謝大角星 (Arcturus) 提供相關資訊

斯
洛伐尼亞 (Slovenia)的艾雷克斯

(Arex)公司生產的AKB-15實銃，

是利用前南斯拉夫的 Zastava M70步槍

進行改造而推出的進化版 AK，由於前

華約集團長期由當時的蘇聯提供武器，

故極少發展民用型槍械，更遑論會有改

裝套件出現，但是在鐵幕解體之後，這

些兵工廠為取得更多訂單以求生存，便

開始引進西方的模組化概念和設計，

希望能在民用槍械市場掙得一席地，

AKB-15便是依據此一概念而開發，不

但在槍身部件、護木、槍托、彈匣、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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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turus Centaur-B 
Arcturus Centaur-B
全長：730~930mm(槍托伸展時 )
總重：3.89kg
彈匣容量：30/130發
槍口初速：105m/s(約 345FPS)

槍托帶有濃厚 ACR風格，可向槍身右側摺疊。  

斯洛伐尼亞 Arex公司在美國 SHOT Show中發
表的 Rex AKB15實銃。(By Defense Review & 
Arex.com) 

伸縮托有六段長度可調整，腮貼亦可調高 1.5cm。 

前南斯拉夫生產的 Zastava M70步槍是 Rex AKB-15實銃的藍本。(By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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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初的 SHOT Show 上，SAI 對於 G&P製作的 GRY15 

VSBR 步槍相當欣賞，決定將該槍予以實銃化，堪稱氣槍逆向發展的

創舉，時間不過半年，SAI 又將推出 GRY15 AR 的第二代步槍，同

樣是由 EMG負責開發，並由香港 G&P代工，快到連 SAI 官網都未

及更新資料，請趕快來看本刊的獨家報導⋯

SAI was quite impressed by EMG GRY15 VSBR at SHOT Show 
2018 in Las Vegas. They even decided to produce the real rifle 
of GRY15, which is developed from GRY15 AEG. 8 months later, 
EMG is releasing the GRY15 Gen2 now. Let’s check it out….  

灰色惡魔叉戟
EMG SAI GRY15 Gen2

●文 / 許嘉華‧Text by Hsu Ka Wah Alan

●圖 / 德哥‧Photo by Chu Lap Tak  

●感謝 EMG、G&P 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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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G SAI GRY15 Gen2

氣
槍領先實銃發行新槍款！這不是

一個口號而已，而是在氣槍業界

已經出現的特殊現象，特別是某些銷售

數字遠比實銃高的玩具氣槍，然而這也

因而引發一個更奇怪現象，就是玩具氣

槍的款式比實銃推出得更快，早年的

KAC PDW和 Magpul的 Masada便是

典型例子；如今這樣的情況又再次出現，

而這次的主角輪到槍界紅人美國 SAI公

司，推出的氣槍是 SAI的 GRY15 AR

第二代 (Gen2)，到截稿日期為止，SAI

網站都尚未公佈 GRY15 Gen2的相關

資料，究竟和第一代 GRY15 有甚麼差

異呢？請接著看下去，因為魔鬼就藏在

細節中⋯

EMG/G&P GRY15 Gen2
 有槍友曾質問我 GRY15 Gen2的機

匣和一般 M4沒啥差別啊！然則此言差

矣，雖然該槍的上機匣和一般 M4機匣

幾乎一樣，只是刻上 SAI字 ，但下機

匣 ˇ呃設計則頗具匠心，尤其是下機匣

EMG SAI GRY15 Gen2
全長：81~89cm(槍托伸展時 )
總重：2.75kg(6.11磅 )
內管長度：363mm
彈匣容量：130發 (兼容他廠 M4/M16系
列彈匣 )
槍口速度：122~127m/s(400~420FPS)
槍管螺紋：14mm 正牙
上旋組：可調

標準版 EMG/SAI GRY15 Gen2步槍，RIW表面處理已被 SAI官方認可，可算是首支 Ceraoke塗裝的量
產化商品。

機匣頂端的全通式戰術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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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衛武器 (PDW) 是生存遊戲近距離戰鬥 (CQB) 中不可或缺的利器，各家玩具槍

廠紛紛推出此類短小輕便又火力強大的槍型讓消費者選購，摩帝 (Modify) 近期推出的

PDW新槍正是集結前述諸多優點，並加入玩家實戰經驗設計而成，勢必會成為生存遊

戲場上的新寵兒⋯

PDW is the perfect weapon for close-quarter-battle in survival game. It’s compact, 
easy-operated and may fire rapidly. The recent launched Modify PDW is exactly that 
kind of weapon that fits all the mentioned advantages. It definitely will be suitable for 
survival game players….    

輕巧犀利火力勁
Modify PDW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摩帝 (Modify) 提供相關資訊

摩
帝 (Modify)推出的這把 PDW和之前試

作品最大的不同處，在於引人矚目的特

製伸縮托，採用金屬製作，不但強固且耐久，

抵肩射擊也更加穩定，其護木有弧型溝槽與三

面的 Keymod孔位，採用兩顆內六角螺絲為固

定鎖點，將鎖點打開後可看到 Modify XTC槍

系獨特的兩段式對鎖裝置，有別於一般護木使

用星狀環，此設計能幫助外管與槍身的結合更

加確實與牢固；在導管座部分，與去年試作品

相比，PDW完全展現潮槍風格，獨特的三角型

的瓦斯導管座，讓整體視覺效果有更強悍的感

覺，同時沿襲了 XTC系列的 G1齒輪箱，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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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合金加工的匙孔護木外觀平順，手感不錯。 護木使用兩顆內六角螺絲為固定鎖點。 彈匣插槽前有突起鋸齒狀，方便射擊時握持。 

45度角火控選擇鍵，切換更加快速。

小編自行加裝自購電動彈鼓，PDW變身為輕機槍。

Modify PDW
全長：590mm~675mm
總重：2.9kg
口徑：6mm
材質：鋼 /鋁
彈匣容量：190發
發射動力：電動

槍口初速：100~120m/s（約 382~393F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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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蛇科技所打造的 AR系列 GBB 步槍在創下自己的一片江山後，也將觸角伸到了

416 槍系上，雖然HK416 與M4在實銃的操作系統上有所不同，但是 GBB系統原本

就大同小異，於是同為鍛造槍身的VR416 GBB 便因此而誕生，不論在外型、重量和

操作手感，都會讓您有截然不同的全新感受⋯

Viper Tech is well-known for producing AR series GBB rifles in the past. Now, 
they’re focusing the HK416 series, and start to manufacture the GBB version of 
HK416 which is called VR416. No matter its appearance, weight and handling, It’ll 
surely give you a totally brand new experience….

致命火力新毒牙
Viper VR416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毒蛇科技 (Viper Tech) 提供相關資訊

HK416實銃是將 HK G36的氣動系統裝在 M4卡

賓槍上所推出的突擊步槍系列，同時也可利用

更換氣動系統、上機匣組件、槍管和彈匣來改造現

有的 AR-15系列步槍；HK416採用的 HK G36短行

程活塞傳動式系統，要比 AR-10、AR-15和 M4的

瓦斯導氣系統更可靠，加上配置冷碳鋼鍛造的槍管，

能使槍管壽命增長到能承受 20,000發子彈射擊；

HK416採用自由浮動式護木，可降低射手部震動影

響射擊精度，護木上設有共四道戰術導軌，可供加裝

雷指器或槍燈，另外在槍托底部設有緩衝塑料墊，可

有效減少後座力和火藥產生的污染影響槍機的運動，

進而提高武器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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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er VR-416 GBB
全長：784mm~866mm(10.5吋管 )
895mm~977mm(14.5吋管 )
總重：2.65kg/2.78kg
口徑：6mm
材質：鋼 /鋁
彈匣容量：36發
發射動力：瓦斯 /CO2
槍口初速：120~125m/s 

VR416外觀類似配置 M4A1前段槍管的 HK416早
期款。

下槍身的線條較 M4A1強化許多。 

火控選擇鍵採用萬國通用圖示。 VR416全系列均配備毒蛇自製氣動彈匣。 

槍身與M4A1有細部不同，為全新數據CNC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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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戰神防衛 (Ares Defense) 公司研發使用彈

鍊、彈匣雙用供彈的伯勞鳥 (Shrike) 輕機槍，是一

款採用上槍身升級套件改裝M16/AR-15 步槍成為

輕機槍的傑作，香港金鷹公司參考了該槍的優點，

設計出可變身的TTR戰術電動機槍⋯

The Shrike LMG developed by Ares Defense, 
is a belt-fed upper receiver module for M16/
AR-15 line of rifle. It may consider as the most 
successful upgraded kit by changing an assault 
rifle into a LMG. Golden Eagle from HK noticed 
its advantages and decided to develop the AEG 
version of Shrike, and it’s called TTR….    

百變金剛戰術機槍

GE TTR
Type A/B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金鷹 (GE) 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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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A/B

美
國戰神防衛 (Ares Defense)公司研

發的伯勞鳥 (Shrike)輕機槍實銃，可

提供一挺完整成槍，或以上槍身升級套件

(Upper Receiver Module)改裝 M16/AR-15

步槍系列；該輕機槍是採用瓦斯操作活塞傳

動系統操作，可快速更換不同長度的槍管和

一組擁有 MIL-STD-1913戰術導軌的護木，

GE TTR Type A/B 
型號：TTR 1.0、TTR 1.1、TTR 1.2(彈鼓 /彈匣系統 )
長度：918.5mm、844mm、780mm
重量：3.75/3.62kg、3.68/3.56kg、3.60/3.48kg
裝彈數：2500發 (彈鼓 )、300發 (彈匣 )
口徑 : 6mm
Hop-up：可調

伯勞鳥(Shrike)實銃被視為步槍變身輕機槍的成功案例。(By 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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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mis CP1-M氣槍一開始便被設定為運動用槍，其造型類似10m空氣競技手槍，可作為選手的訓練用槍，

也可做為休閒運動用槍，能在戶外射擊罐頭和金屬標靶，省下去靶場的高昂費用⋯

Artemis CP1-M is designed as an airgun for shooting sports. It’s similar to 10m competition air pistol, and 
can be used as training gun or leisure sports gun. It can shoots cans or metal targets in the field, which may 
save cost for the shooting ranch…. 

氣動休閒運動手槍
Artemis CP1-M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岭峰氣槍公司提供資料 

SPA 旗 下 的 狩 獵 女 神 (Artemis)

CP1-M是由 12g的 CO2氣瓶來提

供射擊動力，射擊時必須拉動上膛桿，

才能將轉輪式彈倉中的鉛彈上膛，該槍

使用的是 4.5mm口徑的喇叭彈，有櫸

木製的適形握把，仿競技用的槍身特別

加大，不論使用左、右手握持時，都可

感受手部的包覆性良好，因此可視為一

把練習用的精準射擊氣槍，其照門和扳

機都可以因應個人的手感及瞄準習慣而
CP1-M可另購瞄準鏡，作為射擊輔助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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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mis CP1-M 

使用轉輪彈倉以上彈桿裝彈時狀態。

使用單發手動裝填時，需要在彈槽放置一個上彈置

具。

CP1-M可使用 9發轉輪式彈倉，亦可單發裝填。

槍身右側標示使用 4.5mm(.177cal)口徑。

調整，轉輪式彈倉可以裝填 9發鉛彈

(4.5mm)，在射擊時操作手動的上膛桿

時，可以一次一顆的方式，將鉛彈逐一

推入槍膛內，如果手中沒有轉輪式彈倉

或剛好故障，也可以用手動方式裝填鉛

彈，也是另一種樂趣；在槍管的正下方

是儲氣槽，須將蓋子旋開後，再裝入一

個 12g的 CO2小鋼瓶作為動力來源，

然後將蓋子旋緊，讓小鋼瓶被氣嘴刺破

即可，而 Artemis之所以將其設計為採

用 CO2動力，是因為該槍比彈簧活塞

(Piston Action)系統有較低的振動，可

使射擊時更加穩定，沒有機件之間造成

的磨損 (編按：活塞環會因磨損造成氣

密不良 )，射擊爆音會明顯的較為安靜。 

 CP1-M的照門設計的較高，照門上

黑色的凹槽和準星形成完美的三角瞄準

點，可以讓射手更容易捕捉目標，還可

以透過照門上螺絲調整歸零，在槍身的

上方還裝有一道 11mm的短導軌，以便

安裝瞄準鏡；CP1-M的槍身完全由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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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阿塔曼 (Ataman) 槍廠素以卓越品質、可靠性能和生產技術而聞名全球，Ataman M2R氣槍便是該廠

以先進製作技術，搭配Walther 精密槍管而誕生的傑作，配置符合人體工程學的核桃木槍身，加上令人驚嘆

的 300 Bar 填充壓力氣瓶，是一把緊緻輕巧的多功能卡賓氣槍⋯

Russian Ataman is famous for its product quality, reliable performance and brilliant skill. The Ataman M2R 
is their latest product that fits with Walther barrel, walnut frame and 300 Bar PCP container. Certainly a 
compact air carbine that worth purchasing….   

緊緻輕巧卡賓氣槍 
Ataman M2R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熊賀生存遊戲專賣店提供相關資訊

阿
塔曼 (Ataman)M2R緊緻型卡賓

氣槍 (M2R Compact Carbine)除

使用堅固的核桃木槍身外，還設計了一

組軍用造型的伸縮托，不但讓原本的槍

身長度大幅縮減，更可以在摺疊後輕

鬆收納至槍袋，長度也剛好可放進汽

車後座，完全不會另外佔據行李廂的空

間，騰出的空間就可以放置其他野外活

動的器具，如腳踏車或露營用具等，而

且摺疊操作過程方便，只需要按下卡

榫，便可將槍托摺疊，這也是 M2R跟

前一代採用固定托版本的最大不同處，

不但槍身變得更輕巧，而且攜帶方便，

緊緻耐用；M2R緊緻型氣動卡賓槍

(Compact Carbine)可選擇五種口徑的

子彈，分別是 4.5mm(.177)口徑 (裝彈M2R是一把採用軍規摺疊托的氣動卡賓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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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man M2R 
Ataman M2R Compact Carbine
口徑：6.35mm(.25)  
槍口初速：980 FPS(海外版，台灣地區
為法定 2J以下 )  
全長：1100mm  
總重：2.58kg  
氣瓶容量：300Bar

M2R採用加長型上膛桿，操作更為省力。 

扳機扣壓可由護弓前的小孔進行調整。 氣瓶前的空氣壓力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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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械士工坊 (Armor Works)與偉益 (WE)最近合作推出 GBB

手槍專用彈鼓，本體以強化塑膠打造，內建空間加大的金屬

氣化槽，儲氣量較之前的彈匣要增加了約一倍左右，裝彈數更由一

般標準的 20~30發增至 350發，容量堪稱是目前市售手槍用 GBB

彈鼓之冠，對於想把手槍當作次要武器的玩家而言，更是如虎添

翼，尤其是可自動射擊的 G18C、G19C、M9A1等手槍，若再加

上時下流行的手槍變身衝鋒槍套件 (如 CAA Roni及 RST Orion)，

真可說已經把手槍進化到衝鋒槍的等級啦！

AW GBB彈鼓雖然看起來體積不算小，但由於考量到搭配的是

手槍，必須單手能夠握持射擊，尤其裝滿 350發 BB彈後的重量可

GBB 手槍玩家一直在追尋裝彈數多、能持續射擊且提供強大火力的彈

匣，但是早期礙於製作技術，僅有加長型彈匣問世，但攜帶較為不便，

於是軍械士工坊 (Armor Works) 與偉益 (WE) 公司合作，以魯格 P08 用

彈鼓為基礎而進行改良，終於推出能適用不同GBB手槍的彈鼓，完成玩

家們多年的殷切期盼⋯

GBB pistol players have been looking for magazine that has larger 
capacity, sustain firing ability and awesome firepower for quite a 
long time. But in early years, due to technical problem, the airsoft 
manufacturers may only produce extended magazine. Luckily, AW and 
WE are cooperating to produce the Adaptive Drum Magazine now….

筆者持續狂操猛射 AW彈鼓，效果較預期來得更好。 

●文 / 編輯部、圖 /Alan 

●感謝 AW提供相關資訊

嚴選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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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龍捲風彈鼓
AW Adaptive
Drum Magazine



     Crye precision公司因為曾參與了美

軍的裝備改進計畫，因而累積了從

頭盔、戰術背心到戰鬥服的一系列製作

經驗，特別是在先進型頭盔的設計工作

方面，早在 AF盔 (Airframe Helmet)公

開亮相之前，Crye Precision便一直在

進行防彈頭盔的設計工作，這個項目最

早可以追溯到 2005年美國陸軍「未來

作戰系統」(Future Combat Systems，

2010 年 Crye Precision 公司推出一款名為Airframe Helmet 的新型頭盔，主要是在不降低防護能力的前提

下，同時能解決頭盔在炙熱環境下的透氣問題，此設計發始於美軍的「未來戰士計畫」，其獨特的兩片式構型，

吸引不少特戰玩家追捧，於是TMC公司以較輕的材質複刻生產這頂AF盔，滿足了生存遊戲玩家求新求變的

需求⋯

The Airframe Helmet was released by 
Crye Precision in 2010. Its configuration 
may successfully solve the ventilation 
problem under f iery condit ion. AF 
Helmet was quite popular among 
special operation units and law 
enforcement. TMC noticed its 
value and reproduce it with 
lighter material, which is 
very suitable for survival 
game….   

●文 / 編輯部 

●感謝 TMC提供相關資訊

嚴選裝備

060 2018.09.01

複刻版特戰頭盔
TMC AF Helmet



對於〝正職軍宅〞而言，或多或少都響往能跟愛

槍及裝備獨處，然而在整理戰術裝備時，常受到生活

空間和家庭環境的限制，尤其像香港寸金寸土的狀況

下，在在讓軍宅們可使用的空間大受限制，而泰勒斯

戰術公司公司 (TT) 推出的「模組化戰術衣櫥」，正

可以解決這種〝另類男人之苦〞…

To those “Military Nards”, aka Otaku, having a 
personal space to store their airsoft guns and gears 
is very essential. Unfortunately, this dream is quite 
impossible to achieve in Hong Kong, where houses 
are extremely expensive! Thanks to TALRS, the 
Modular Tactical Wardrobe is the perfect solution to 
solve this problem….

●文、圖 /Alan

●感謝 Talrs Tactical 及 Solo Tam 提供相關資訊

嚴選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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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浪漫戰術空間
Talrs Modular Tactical Wardrobe



夏老威與衝鋒槍 
Ares M45 SMGwith Zoe So
●文/Samson Lo、Alan

●圖/Samson Lo、德哥、Alan

●模特兒/Zoe So

●感謝戰神(Ares)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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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手槍彈藥的AR型衝鋒槍早在80年代便已問世，但當時並不太受歡迎，近年隨著美國民間槍械條例的轉

變，AR衝鋒槍再以〝AR 手槍〞(AR Pistol)之名號捲土重來搶佔民用槍械市場，戰神(Ares)亦緊追潮流，推出

AEG版的M45衝鋒槍⋯

The AR style SMG was developed in the 80s, but it was not popular then. The civilian arms control 
regulation has been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AR SMG is once again back to the market under 
the name of “AR Pistol”. In airsoft world, Ares also set eyes on the AR pistol, and release the AEG version of 
it. It’s called Ares M45 SMG…. 

要
說最早生產的A R衝鋒槍，當

然是柯特(Co l t)自家編號M635

的〝柯特9毫米衝鋒槍〞(Co l t  9mm 

Submachine Gun)，其設計目的是要搶

佔80年代初期的美國衝鋒槍市場，雖

然採用9mm或其他口徑彈藥的衝鋒槍

在二戰前已被廣泛使用，但也一直有準

確度欠佳的缺點，直到H&K推出MP5

後才改變了這觀點，再加上在1980年

的伊朗大使館事件中，英國SAS部隊在

全球媒體眾目睽睽下，手持MP5完美地

解決了事件，為MP5衝鋒槍免費做了一

個影響力十足的廣告，自此之後，各國

便開始大量採購新型衝鋒槍，以取代現

役的舊式衝鋒槍，而柯特便以AR-15步

槍為基礎，開發出採用9x19mm子彈的

M635衝鋒槍，希望能跟H&K MP5一爭

長短，但由於MP5有SAS的加持，所以

在這場競爭中M635可說以慘敗收場，

最後便在市場中消聲匿跡。

夏老威與衝鋒槍 

Ares M45採用AR構型，外觀緊緻精細，附有125發和55發的長、短彈匣各一。

Ares M45的大部分解。

摺疊式伸縮托利用兩個接電點與波箱連結。 M45的短型前段，結合準星、防火帽、槍管及護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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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Ares M45 SMG with Zo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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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Ares M45 SMG with Zoe So



棕櫚泉航空博物館
坐落於機場旁的棕櫚泉航空博物館，擁有全美規模數一數二的戰機收藏，不但保存狀況良好，還不定

期升空表演，館內還展示多款古董汽車、航空主題畫作、文獻圖片資料及多種紀念品，值得專程造訪，不

但能觀賞經典戰機，也可向戰機飛行員致敬⋯

●採訪/大塚正諭‧Covered by Masashi Otsuka

●編譯/艾瑞克‧Edited & Translated by Eric Wang

軍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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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櫚泉航空博物館
Palm Spring Air Museum is located at the northern part next to Palm Spr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is museum owns the largest WW2 military collection in the whole USA. There’re also lots of vintage 
cars, paintings, documents and souvenirs being exhibited. It’s a must-see spot when you’re traveling in 
California….

Palm Springs Air Museum
Military Museum

0812018.09.01



814 Air Battle 
Reenactment at AEEH

航教館八一四重演巡禮 
重演活動重演活動重演活動Reenac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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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航教館成立至今，因軍方人力缺乏，於是改由委外方式經營，剛好TRA成員 Batman 也在館中負

責活動企劃，於是策劃了慶祝活動「筧橋重現」，讓大家理解空軍節由來，也與民眾進行互動、合照和

裝備介紹，充分達成重演活動寓教於樂之目的⋯

Aviation Education Exhibition Hall, aka AEEH, organized a 814 Air Battle Victory Reenactment with 
TRA in Gangshan. This activity was for paying respect toward ROCAF against Imperial Japanese Air 
Forde on 14th August, 1937, which becomes the Air Force Day. TRA interacted with audiences and 
exhibited their equipment at the reenactment….       

●採訪 / 蔡牧霖‧Covered by Karl Tsai 

●感謝岡山航教館、TRA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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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香港   動漫電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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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2018 Animation Comic        Game Hong Kong

●文/盧志邦‧Text by Samson Lo

●圖/德哥‧Photo by Chu Lap Tak 

在每年七月底舉行的「香港動漫電玩節」(ACGHK)，是香港動漫電玩迷的盛事，參展的廠商包括漫畫出版

社、動畫代理商、動漫精品、玩具廠商和遊戲機製造商等等，動漫迷所喜歡的商品，同時也吸引了大量Coser

扮演自己喜歡的角色到場，當中當然有不少持用槍械的角色，這次我們就以ACGHK裡拿槍角色的Coser們為

主題來報導⋯



2018香港   動漫電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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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2018 Animation Comic        Game Hong Kong

在
動漫和電玩中有許多使用槍械的

角色，所以在以往的「香港動漫

電玩節」(ACGHK)也會有不少扮演持

槍角色的Coser參與，但是不知從何時

開始，居然也引來了一批生存遊戲玩家

穿著軍服拿著槍，去踩這塊原本不屬於

他們的場合⋯這一期我們除了介紹精彩

的動漫電玩〝持槍Coser〞 外，同時也

探討一下這另類〝Coser〞所帶來的影

響；由於動漫或電玩當中擁有大量使

用槍械的角色，所以到場參與的Coser

有不少也是以槍械為主要道具，以今年

為例，有相當高比例的Coser是以火熱

遊戲《絕地求生：刺激戰場》(Player 

Unknown's Ba t t leg rounds，簡稱



廣州野戰行企業總部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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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Guangzhou YZH Enterprise HQ
●文、圖/編輯部 

作者=●感謝廣州野戰行(YZH)熱情接待及協助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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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野戰行企業總部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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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Guangzhou YZH Enterprise 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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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成立於中國廣州的廣州野戰行，是一家專營戶外運動產品和生存遊戲裝備的公司，集設計、生產

和銷售於一體，並擁有自己的愛默生(Emerson)和步兵(Infantry)等品牌，該公司還斥資購入整棟工業園區

大樓，並將之重新裝修為企業總部，以供展示旗下全系列商品及許多珍貴軍事收藏品，是各位軍迷們到廣

州時不可錯過的據點喔⋯

The Guangzhou YZH, which is specialized in Sports wear�survival game gear and boots, was 
established in 2003. It’s a company combines design,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ltogether. Emerson, 
Infantry, Shoote and Winforce are their famous brands. Let’s take a look…. 

廣
州野戰行(YZH)商貿有限公司坐

落在中國廣州，除了專業批發、

零售各種登山、野戰遊戲戶外裝備，並

代理多款國外知名牌戶外用品，並於東

莞擁有自己的生產基地，占地12,000

平方米，擁有獨立的生產及包裝線，採

用自動管理生產流程，該公司也可提供

EOM和ODM服務，除了生產製造外，

還結合了銷售和客服團隊，同時在中國

還註冊了愛默生(Emerson)服裝、溫佛

斯(Winforce)背包和步兵(Infantry)戰術

軍靴等品牌，每年營業額超過3,000萬

人民幣，除此之外，也經營5.11和沙法

利蘭(Safariland)等進口品牌銷售。

廣州野戰行旗艦店座落於一處文創園

區內，原本是一棟老舊工廠的辦公建築

物，野戰行購入後將之重新裝修為玻璃

帷幕四層店舖，一至二樓為野戰行自

有品牌愛默生(Emerson)的產品展示空

間，其中包括了各式各樣的背包、頭

盔、護膝、帽子、戰術裝備、護目鏡和



澎湖飛靶射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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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文、圖/編輯部 

●感謝澎湖射擊訓練中心(PSTC)熱情接待及協助採訪

隨著觀光靶場的熱潮興起，全台各地陸續設立了飛靶射擊場，讓到該地的遊客也能體驗實銃射擊的

樂趣，而藍天碧海、景色秀麗的澎湖更是設置靶場的好地點，澎湖射擊協會的會長Well便投資設立了

澎湖射擊訓練中心，希望能為澎湖帶來更多的觀光人潮⋯

Trapshooting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at tourist attractions around Taiwan. Penghu is a 
beautiful island outside of Taiwan that has amazing scenery and lots of outdoor spaces, which is 
perfect for shooting sports. In this case, Well, the head of PSA, established the PSTC, which is an 
excellent shooting ranch for shooters...     



1112018.09.01

Special Report

Penghu Trapshooting Ranch

1112018.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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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軍貿易有限公司從設立之初，便

以玩家需求做為營業主導方針，

也是香港採購或代理各國最新玩具鎗產

品的老牌店家，許多知名品牌的氣槍

如：德國華瑟(Walther) Co2氣槍、美國

Crossman CO2氣槍、俄羅斯名廠玩具

槍、日本Marui電槍及氣槍，以及台灣

生產的KJ、WE、HFC、SRC、G&G、

ICS、Guarder及香港的G&P等各種不

同品牌，近年來新成立玩具槍維護及配

件部門，更提昇顧客服務條件，成為到

香港旅遊的軍友們必逛的勝地。

AF旗艦店位於旺角煙廠街，旁邊正

是廣華街，因此附近有多家軍品相關店

舖，店面為一樓挑高建築，室內空間寬

敞明亮，打造為產品及裝備展示區，

陳列了偉益(WE)與軍械士工坊(AW)的

全系列產品，當然也包括多家槍廠的新

槍，另外店內還有一座迴旋式樓梯，可

到達位於小閣樓的VIP室，可提供給來

店的貴賓作為商談之用；各位若有機會

到香港遊覽，這裡絕對是值得一遊的好

地方。

香港三軍旗艦店 ●文、圖/編輯部 

●感謝三軍氣槍軍用品店(AF)提供相關資訊

Armed Forces Flagship Store
創立於1988年的三軍(AF)，初期以銷售野戰用品為主，隨後在新界成立三軍外展中心推廣生存遊戲，之後

與偉益(WE)公司成為合作夥伴，進而創立「軍械士工坊」(Armorer Works)產製各式氣槍產品，今年7月更於

香港旺角設立AW/WE聯展中心，為玩家們提供更好服務空間…

 Established in 1988, the “Armed Forces” is one of the oldest airsoft gun stores in Hong Kong. AF started 
to cooperate with WE later, and built up the “Armorer Works” to produce custom pistol. This July, AF set up 
the Flagship store in Mongkok which exhibits AW and WE products…. 

☆三軍旗艦店 
地址：香港旺角煙廠街39號地下(一樓)
營業時間：週一~週六(12:30~22:00)

酷店巡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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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田商社是台中知名的生存遊戲軍

品裝備專賣店，在內行玩家中有

相當好的口碑，近年又跟香港〝鬥陣

俱樂部〞(Fighting Club Custom，簡稱

FCC)合作開發新款遊戲用槍及戰術裝

備，並且在台中著名的大坑風景區麗寶

樂園旁邊，開設一處專供生存遊戲使用

的野戰場地，由於該場地是利用河流環

繞的地形設置，感覺很像位於舊金山海

灣中惡名昭彰的惡魔島監獄，因此就將

其命名為〝惡魔島〞(Alcatraz)生存遊戲

射擊場；春田商社利用天然地形和人為

設施，並參考了國際實用射擊(IPSC)和

近距離戰鬥(CQB)的概念，設立了十餘

個難易度不同的關卡，讓玩家能藉由個

人的精準射擊技巧和戰術運動能力，來

達成過關或對戰的勝利；各位住在台中

地區的戰友們，有空時不妨到惡魔島小

試身手一番，包準讓你大呼過癮！

惡魔島生存遊戲射擊場
●文、圖/編輯部 

●感謝聯盟軍生存遊戲專賣店提供相關資訊

Alcatraz Survival Game Ranch 
由台中春田商社規劃營運的「惡魔島生存遊戲射擊場」，位於台中知名的大坑風景區內，場地按照地形安

排關卡，適合槍隊作戰或進行射擊競賽活動，更是假日休閒允棟的好去處…

 ☆惡魔島生存遊戲射擊場 
地址：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二段原麗寶樂園旁

電話：+886-4-2452 4343
開放時間：平日採預約制，週六、日全天開放。

戶外溪流環繞，造就出極佳野戰環境。

利用人為設施設立了十餘個難易度不同的關卡。

生存遊戲玩家利用空檔進行試射。

酷店巡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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