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幽
靈終極六代步槍 (PER Mk VI) 配

置 的 CRS 伸 縮 托 是 APS 的 全

新設計，採用高強度的軍規聚合物製

成，重量只有 450g，除了融合現今流

行的 MP5/416C 伸縮托操作特色和緊

緻性外，還加上了全新的創意，只需按

下槍托底部按鍵，槍托便會立刻彈出，

並且迅速固定至適合的長度，總共有四

個長度可供選擇，另外在槍托底部按鍵

附近，設有快拆式槍背帶環座，可裝上

1~1.25 吋的快拆槍帶環，另外 CRS 伸

縮托桿內有 117 x 32 x 31mm 的大型電PER Mk VI 是幽靈終極系列中最緊緻的成員，全新設計的 CRS 伸縮托外觀質感極佳。

APS 的幽靈終極步槍系列 (Phantom Extremis) 正式推出第六代，它不但繼承了 PER 系列的快速更換彈簧

系統、M-Lok 護木和手槍型握把等等優秀功能外，PER Mk VI 除了外觀更加緊緻，還搭配全新設計的伸縮托，

就是要讓幽靈終極步槍的槍迷們非買不可…

APS finally release the Phantom Extremis Rifle Mk VI. It has not only inherited fast-changing spring 
system、M-Lok handguard and Pistol shape grip of PER series, but also has become more compact and 
fitted with a brand new retractable stock. It’ll certainly grab the hearts of airsoft enthusiasts….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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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靈終極六代步槍 
●文、圖 /Alan & Louis Wong 

●感謝 APS、Joe Lau 提供相關資訊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建瑋 (KWC) 玩具公司提供相關資訊

PKM 通用機槍最早出現在越南戰

爭中，而在不久之前的烏克蘭危

機中仍然被作為主要的步兵火力，另

外 ISIS、塔利班和敘利亞的士兵現在

也正在使用這把機槍，而 PKP 機槍則

被視為 PKM 通用機槍的改良型，且有

80% 的零件可通用，該槍在槍管外加一

個金屬襯套，後方還裝置了一組鋼製且

內置塑膠的固定提把，除了做為提把之

用外，也可以防止槍管過熱後導致熱氣

上升，造成照門與準星間的瞄準基線產

生海市蜃樓現象，同時採用無法快速更

換槍管的設計，這也是 PKP 在外觀上

與 PKM 最大的分別；做為 Raptor 公司

的創業作，這把 PKP 不但在外觀上精

來自第四近衛裝甲師的俄軍手持 PKP 機槍和 RPG-26 反坦克火箭。(By Wikipedia) 

由俄羅斯聯邦儀器設計局 (KBP) 設計製造的佩切涅格機槍 (Pecheneg，簡稱 PKP)，是以 PKM通用機槍為

藍本改良而來，是目前俄羅斯軍隊的主力機槍，台灣的山城企業 (Raptor) 公司便以此款機槍為藍本，開發出

適合生存遊戲的 PKP電動機槍…

PKP designed by KBP, is a modern GPMG which developed from PKM. It’s the current main-stream 
machine gun of Russian Army. The Raptor company in Taiwan used this MG as base, and released the AEG 
version of PKP MG….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山城企業社 (Raptor) 提供相關資訊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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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猛禽



以
色 列 突 擊 武 器 戰 術 配 件 公 司

(Command Arms Accessories 

Tactical，簡稱 CAA Tactical) 在 2016

年推出新版的手槍改卡賓槍套件，定命

名為〝朗尼手槍改卡賓槍套件〞(RONI 

Pistol Carbine Conversion Kit)，其本

體是以強化塑料及鋁合金製造，槍身

上方有一條全通式 M1913 戰術軌道，

朗尼 (RONI) 是 CAA 氣槍部門推出的手槍改裝卡賓槍套件，最先推出的是專為葛拉克手槍所設計的改裝

平台，之後陸續推出適用 SIG P226 和 Beretta M92/M9A1 的款式，全部以強化塑料和鋁合金製造的主體

量輕質堅，同時還裝有新型伸縮折疊托，來提升射擊精度，是符合軍規級近戰武器套件，勢必再度引起大批

Airsoft 發燒友的搶購…

Micro Roni is a pistol/carbine conversion kit developed by CAA Airsoft Division. The first edition was a 
platform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Glock pistols. After that, CAA continued to launch kits for SIG P226 and 
Beretta M92/M9A1. These kits are made of reinforced plastic and alloy, which is light weighted and strong. 
They’re also fitted with new stock to enhance shooting accuracy. These conversion kits will surely attract lots 
of airsoft enthusiastics….    

●文 / 編輯部

●感謝台灣皇朝科技 (King Arms) 提供資料協助拍攝

裝上 M92 手槍後的 KA RONI 改套，闔上側邊槍身即可使用。 

嚴選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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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珍變形卡賓槍改套 



做
為一個全方位的氣槍製造商，

SPA 所設計氣槍不但槍型種類

豐富，且均能滿足廣大射擊市場中的

高、低階客戶，而這把 M16A 氣槍便是

將上一代的 M16 氣槍加以改進設計，

不但承襲了原本的射擊準度，使用的

傳統獵槍槍托亦可讓射手迅速適應；

M16A 的槍身和發射機構整個包覆在山

毛櫸製作的槍托中，木質讓貼腮和手

感更加舒適，槍機拉柄 ( 上膛桿 ) 設計

在槍身右側，射擊時使用左手推動拉

桿，便能完成上膛動作，不過有些不

便的是槍機拉柄無法換至左邊，所以

左撇子射手在上膛時，上身必須離開

Artemis M16A 採用傳統獵槍槍托，射手較易適應。 

岭峰氣槍公司 (SPA) 旗下的 Artemis 品牌，是希臘神話中的狩獵女神

阿堤米斯•阿格特拉 (Artemis Agrotera)，而 M16A 則是將傳統空氣獵

槍加以升級，擁有更大的儲氣槽以發射更多彈數，同時 SPA 還重新調整

氣閥裝置，每一發射擊的出氣量穩定，而且便於攜帶至戶外狩獵及射擊

運動使用…

Artemis is the brand name of SPA, which comes from the Goddess 
of Hunting Artimis Agrotera of ancient Greek mythology. M16A is 
Artemis’ latest product. It’s an enhanced air gun with bigger air storage 
tank and adjustable air-valve, which may fire each round with stable 
air output, and it’s easy to carry for outdoor hunting or shooting 
competition….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岭峰氣槍公司提供相關資訊

硬式氣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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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猛旋風騎士 



加納納戰役
台灣東部最大型的生存遊戲活動「東擎任務」，是由推動生存遊戲不遺餘力的「花蓮縣空氣軟槍運動

安全協會」，為提昇花東地區槍隊的戰鬥技能及與各地槍隊交流，緊接去年廣獲好評的東擎任務1-尖刃

行動，於今年3月10~11日在風光明媚的花蓮瑞穗，再度盛大舉辦了「2018東擎任務2」的全台生存遊戲

聯誼活動…

生存遊戲Survival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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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East Atlas 2-Battle of Ganana 加納納戰役

●採訪/蔡牧霖•Covered by Karl Tsai

●感謝花蓮縣空氣軟槍運動安全協會協助採訪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cohesion and combat skill of survival game players  in Eastern Taiwan,  the 
Hualien County Airsoft Sports Safety Association once again  hosted  the Mission East Atlas 2-Battle 
of Ganana at Ruisui Township  in Hualien  from Mar. 10  to Mar. 11. There’re survival game teams from 
Keelung, Taipei, Taoyuan, Taichung and Kaohsiung participated this big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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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海軍護衞艦    葡月號訪港 
French Navy Frigate Vendemiaire Visited Hong Kong
香港向來是各國海軍艦到訪的熱門景點，法國海軍護衞艦 (Frigate) 葡月號 (Vendemiaire)

於 2018 年 2月 26 日 ~3 月 2日蒞港訪問，並於 2月 27日開放予香港市民參觀，本刊香港

編輯部當然不能錯過此難得登艦採訪的機會！

Hong Kong has been a hot-spot for supply to navy ships around the world. French Navy 
frigate Vendemiaire visited Hong Kong from Feb. 26 to Mar. 2, and held an open-day for 
citizens of Hong Kong on Feb.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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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軍備



法國海軍護衞艦    葡月號訪港 
French Navy Frigate Vendemiaire Visited Hong Kong

●文 / 盧志邦   ●圖 / 樓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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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Armored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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