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綽號〝黑魂〞的Marcux採用黑色表面處理，搭配精美的銀色槍
管。 

APS Gladiator M1911
再造傳奇格鬥士

格鬥士 M1911有黑色和黑沙 TWO TONE 2種槍款。

格鬥士  M1911有黑色和黑沙 
TWO TONE 2種槍款。

APS則是經過兩年時間的研發，建基於傳統

氣動M1911手槍的設計，用心研發了格鬥士

(Gladiator) M1911系列，並分別用古羅馬知名格

鬥士馬庫斯(Marcux)及克雷斯(Crxius)來命名其兩

支M1911新作。馬庫斯(Marcux)不但是威猛的格鬥

士，也是電玩《戰爭機器2》(Gears of War 2)中的

靈魂人物，APS除了採用此名外，還根據外觀特

APS生產的瓦斯/CO2雙動力手槍一向頗受好評，但外型趨近G系手槍，讓玩家的選擇較有限，因此APS便推

出這把以柯特(Colt)M1911為藍本的〝格鬥士〞系列(Gladiator series)氣動手槍，並分別用羅馬格鬥士馬庫斯

(Marcux)及克雷斯(Crxius)來命名其兩把M1911新作…

APS is famous for its Gas/CO2 dual-power airsoft pistol. But, the appearance of the pistol is quite similar 
to Glock pistol, which makes the consumers have limited choice. In this case, APS is kicking off the brand 
new Gladiator M1911 series in the market rec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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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 Scorpion D-mod 2 
紅色天蠍競技之王

為配合競技需求，滑套卡榫也經過特別設計。

天蠍手槍的準星和照門都加裝了光纖棒，瞄準更精

確。

天蠍手槍的滑套拋殼鉤特寫。 現在很流行燒炙型握把，上面還有 APS的商標。

APS天蠍(Scorpion)手槍使用鑄鋁

合金以CNC加工製作的滑套，幾

乎是客製化競技手槍的基本要求，然而

這把手槍配置了APS獨創的〝零〞系微

動扳機組，扳機組的高敏感度能讓射手

在扣扳機時，可以毫不費力地擊發，減

少手指的出力而影響槍枝的瞄準，雖然

扳機的扣壓如此敏感，但APS相當注

重射手的安全，所以在零系微動板機組

加上了手指扣上才能操作的保險裝置；

雖然許多人認為競技手槍一定要客製

化，而且許多部件也得過細部調校，但

射手的手感才是最重要的，就好比生存

遊戲，並不是每個人拿把機槍下場，就

可以憑火力撐過全場，當然競賽手槍要

求精準度高，要能快速地更換彈匣和上

競技手槍除了要求準度高、輕量化、能快速換匣和上膛之外，也走向個性化和客製化的潮流，目前市售的

槍型雖然琳瑯滿目，但已無法滿足高階玩家的需求，於是APS推出這把天蠍手槍，不論性能或外觀都朝向競技

之王的地位邁進…

The competition pistol requires highly accuracy, light weight, fast reload and change magazine. In this 
case, the GBB pistols in the market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personalized and custom-made. The APS 
newly launched Scorpion GBB pistol is exactly the perfect example of such trendy competition pis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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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 VX01 GBB Pistol
火紅力量生力軍

黑色滑套搭配霧銀色外管和聚合物下槍身的

VX0101手槍。

加裝槍燈的VX0101，其戰術化設計可滿足玩生存
遊戲的需求。

滑套後方的蜂巢狀浮雕具備防滑功能。所有的VX系列手槍均配置火紅色氣嘴。

源
自台灣的軍械士工坊(A rmore r 

Works，簡稱AW)所推出的新作

VX系列手槍，採用蜂巢式圖騰作為其

構型特色，亦即利用CNC削切加工製

作滑套上方及下槍身表面的鏤空蜂巢狀

雕飾，除了外觀上相當酷炫之外，同時

亦減輕了整體槍重，而且這些看似裝飾

的加工，除可當成防滑紋外，亦可增加

握把的緊緻度，如此一來不但適用於生

存遊戲，更適合作為射擊競賽的專用槍

械；VX系列手槍搭配了AW標誌性的火

紅色氣嘴，替該槍提供了穩定的火力和

爽快的後座力，原廠的外管採用霧銀色

電鍍並設有內螺紋(以供加裝滅音器)，

加上同樣霧銀色的彈匣搭配上鏤空蜂巢

狀的滑套及下槍身，讓VX系列手槍得造

軍械士工坊(Armorer Works，簡稱AW)素以平價且高品質的Hi-Cap(HX系列) GBB手槍來推廣射擊競賽運

動，現在又將有生力軍要加入旗下，也就是隸屬改良版葛拉克(Glock)家族的全新構型VX系列氣動手槍，絕對

值得槍友們關注…

The high-quality and fair-priced HX series GBB pistol was the main product of Armorer Works for 
promoting airsoft shooting sports in the past few years. Now, AW is presenting another new star of its 
modified Glock family, which is known as the VX series GBB pis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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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gun  FNS9
戰術新先鋒

由
比利時國營赫斯塔爾兵工廠

(Fabrique Nationale of Herstal，

簡稱 F N )所生產的白朗寧高威力

(Browning Hi-Power)手槍，是一把優秀

的軍警用半自動手槍，從1935年開始

生產以來，雖然曾做了許多小改進，但

一直都無太大的變動，Hi-Power手槍70

多年來一直在許多國家的軍隊、警察和

特種部隊服役，歷經各種戰爭考驗，成

為可靠而足以信賴的名槍，但Hi-Power

手槍雖已是FN廠的招牌產品，但並不

代表就能穩居市場龍頭，尤其是到了

1990年代，現代手槍的迅速發展已經讓

Hi-Power手槍逐漸失色，於是FN廠開

始致力於開發新型現代手槍，2003年

FN廠首度推出了使用聚合材料製作的

FNP手槍系列(編按: P即為Plastic之意

)，但FNP系列的設計過於保守，導致市

場反應不佳，於是FN廠再度改進設計，

在2010年正式推出的更先進的FNS手槍

Cybergun在2015年發表的FNX-45 GBB手槍頗獲廣大槍迷的好評，於是 Cyber  gun便乘勝追擊，推出以比

利時FN Herstal槍廠最新款9mm口徑FNS-9緊緻型手槍為藍本而複刻的GBB氣動手槍版本，勢必會在市場上

掀起一股旋風…

When Cybergun lunched FNX-45 GBB pistol in 2005, it was very popular among airsoft players. Now, 
Cybergun is gonna keep it up, and releasing the GBB version of FNS-9 in the market, which will surely be a 
hit once again….  

滑套左側表面有美國製造及FNH USA的刻印。滑套左側表面有FN原廠授權的廠徽及槍枝型號刻
印。 

FNS-9人體工學設計輕量化、左右雙邊連動操作介
面是目前槍械設計潮流。

彈匣的瓦斯注入口移至側邊上方，不會破壞仿真外

觀。

系列，該槍的滑套卡榫和彈匣釋放鈕均

為左、右雙向通用，滑套和槍管都採用

不銹鋼作高溫氮化處理，下槍身則為聚

合物材質，握把具備人體工學設計，同

時還採用新式擊錘內置式短行程雙動操

作(Double Action)型式，而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槍型就是9mm口徑的FNS-9。

Cybergun近期推出的最新產品，就

是以現代化人體工學設計的雙邊操作介

面，搭配新世代輕量潮流的塑料下身，



062

衝鋒槍 Sub-machine Guns

幽靈M4(Spectre M4)是義大利SITES公司於1980年代中期所開發的

衝鋒槍，外觀緊緻、造型獨特，該槍被美國Echo 1公司相中而生產了其

民用型〝獵鷹〞快速佈署手槍的電槍版(AEG)，近日並由Echo 1的香港

總代理BOL正式發表上市…

The Spectre M4 SMG was developed by Italian SITES factory in the 
mid-80s. It’s compact, light and has a unique appearance. The Echo 1 
noticed this SMG and manufactured the AEG version of Spectre M4’s 
civilian type Falcon RDP, and it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by Echo 1’s HK 
distributor BOL in Hong Kong recently….

專為軍警特種部隊而開發的幽靈

M4(Spec t re M4)衝鋒槍，是義大利

SITES公司在80年代中期的產品；該

槍以反衝作用運作並配置閉鎖式槍機

(closed bolt)，射擊模式選擇(火控組)

跟半自動手槍相似，採用雙動式扳機和

待發釋放裝置取代了手動保險，並以擊

錘擊發彈藥，若槍膛內已有一枚子彈，

射手只需拉下擊錘、扣下板機，就能夠

直接開火，非常適合近距離緊急接戰

之需；幽靈M4配備鋼製機匣，並設計

了一根可折疊至機匣上方的槍托(Top-

folding Buttstock)，搭配塑料製成的前

握把，外型短小而緊湊，其30發和50發

裝的兩款彈匣，子彈裝填方式均為四排

式設計，而本文所介紹的Echo 1電槍版

幽靈M4即是以獵鷹手槍為設計藍本。

Echo 1香港總代理BOL推出的這把幽

靈M4，雖然是以民用型的獵鷹快速部

署手槍(Falcon RDP)為藍本，其實卻

是一支採用三代變速箱(波箱)的衝鋒槍

仿實銃四排式裝彈設計的厚實彈匣，彈容量為40
發。 

位於槍身右側扳機護圈上方的保險鍵，是單獨的設

計。 
位於握把頂端的射擊模式選擇鍵可雙邊連動，後方

則是槍背帶扣環。

鎳氫電池或鋰聚合物電池可裝在前握把內，電線不

會外露。 

位於扳機護圈最前方的彈匣釋放鍵。 

Echo 1 Spectre RDP 
神出鬼沒惡夜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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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在二戰時期開發的斯登(Sten)衝鋒槍，因為操作簡易、性能可靠，直到60年代仍是大英國協各國的主力

衝鋒槍，總生產數超過400萬支而成為傳世經典名作，台灣的道勳(GHK)公司也因此槍的盛名而研發的45%比

例的全鋼斯登操作模型槍，讓廣大槍迷能夠一償收藏名槍的願望…

The easy-operated and reliable Sten gun made by Britain in WW2, was still the first line SMG of most of 
the CoN armies in the 60s. The total quantity of Sten that ever been made is over four millions, which made 
it one of the legendary guns in the 20th century. GHK from Taiwan has released a 45% scale Sten model 
gun recently, in order to pay tribute to this famous SMG….    

斯登(S t e n)衝鋒槍是英國在二戰時

期大量製造及配備的9×19mm口徑衝

鋒槍，二戰結束後，英軍還一直使用

到1 9 6 0年代，而該槍之所以會命名

為〝Sten〞，其實是採用了該槍的設

計師瑞金諾•謝勃少校(Maj. Reginald 

“S”hepherd)和哈洛德•特賓(Harold 

“T”urpin)姓名中的S與T兩個字母，

再加上生產商恩菲爾德(“En”field)名

稱中的〝En〞兩個字母而組成；由於英

軍在二戰初期尚未配備制式的衝鋒槍，

因此只好從美國進口湯普森(Thompson)

M1A1衝鋒槍來作為第一線的步兵武

器，但是美製M1A1衝鋒槍所使用的昂

貴.45 ACP彈藥，卻讓英國軍方漸漸不

勝負荷，迫使英國決定自行設計一支

使用9mm口徑子彈(註：可以通用從德

軍手中擄獲的彈藥)、輕巧又便宜的衝

鋒槍，於是斯登(Sten)衝鋒槍便因應誕

生，雖然此槍的造價低廉，也沒有彈藥

短缺的問題，卻因為製造品質低劣而出

現嚴重的卡彈問題，連命中率也很差，

而且保險裝置常鬆脫而出現走火情形，

造成前線英軍士兵對斯登衝鋒槍的評價

不佳，甚至替它取了個〝水管槍〞的渾

名，如果能夠自行選擇，他們寧可使用

擄獲的德軍MP40衝鋒槍，不過斯登衝

上槍身左側仍保有實銃的AK系列特有鏡軌。 GHK Sten Mk II操作模型槍的槍管套筒上有12個
散熱孔。  

GHK Sten Mk II Model Gun
不列顛迷你噴火龍

鋒槍在經歷過一至六型(Mk I~Mk VI)的

持續改良，性能和可靠度均大幅提升，

不但全球共有50個國家曾使用過斯登衝

鋒槍系列，挪威、波蘭和澳大利亞亦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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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R系列卡賓槍是香港APS槍廠非常成熟而暢銷的產品，基本上可視為

一支改裝潛力無窮的客製化M4 EBB，近日APS一口氣推出兩款外觀時髦

亮麗、競技風格十足的ASR系列新槍，也就是被暱稱為〝紅龍〞與〝金龍

〞的ASR120和ASR121… 

ASR is the most popular and important M4 style carbine series 
manufactured by APS. These excellent-made EBBs have outstanding 
appearance and match style. The latest models of APS ASR series are 
ASR120 & ASR121, which are also known as Red Dragon and Gold 
Dragon….

加裝輔助鈎的競技型槍機拉柄(MSCH)。 上機匣左側採用鏤空設計，可以清晰看到銀色的變

速箱。 

APS從2014年推出M4卡賓槍式樣

的ASR110之後，歷經多次的研發

改良，逐漸衍生出10餘款不同的槍型，

而這些槍型的共通特色就是擁有極大的

改裝潛力，能夠讓買家自行改裝成個人

色彩明顯的客製化步槍，因此也讓APS

的ASR系列成為該公司最暢銷也最重

要的商品；APS近日推出的ASR120和

ASR121紅、金雙龍〝鍛造競技步槍〞

(Forged Match Rifle，簡稱FMR)，堪稱

是同廠ASR卡賓槍系列的顛峰之作，基

本上兩者都是配備16吋槍管的M4 EBB

步槍，但是在槍身塗裝與配色上卻下了

好一番工夫，護木是採用目前最紅火

的匙孔式(Key Mod)護木，具備造型簡

潔和重量輕盈的好處，如此一來重心偏

後，可利於射手各種姿勢的持槍動作；

最引人注意的是，這兩款槍的上機匣左

側和下機匣的彈匣井部位都採用特殊的

鏤空設計，玩家可以清晰看到機匣內的

變速箱和彈匣，而且有助於減輕槍身重

量，另外還換裝了號稱〝型到無朋友！

〞的APS TRON Tube直通快拆式槍托(

內部可放鋰電池)；機匣與護木正上方軌

道採用低姿態(low profile)設計，高度降

低而貼近瞄準基線，有助於射手進行精

準射擊；槍上配置的彈出式光纖準星和

照門是安裝在右側，以便讓出機匣上方

空間給遠距離光學瞄具使用，堪稱是專

業級的設定。

跟一般M4的濃厚戰術氣息比起來，

槍身塗裝由鮮豔的紅、金、黑三色所

構成的ASR120紅龍(Red Dragon)和

ASR121金龍(Gold Dragon)，明顯的

偏向時髦潮槍設計，並兼具濃厚的客製

化競技風格！APS原廠將防火帽、彈匣

APS ASR120 & ASR121
紅金雙龍傲騰香江



APS以往生產的AR系列電槍大多用色鮮艷華麗且風格徧向競賽用槍，

但APS在去年決定走向實用戰鬥風格，於是經過兩年的籌備與研發，

APS在2017年帶給槍友們新春賀禮，就是專為玩家需求而開發的新款〝

幽靈終極版〞(Phantom Extremis)AR電動後座力(EBB)突擊步槍，內行

的玩家們可以啟動國防預算啦！

Almost all of the APS AR series rifles were very bright and colorful, 
and quite partial to shooting competition style. But APS decided to 
make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2017. The first product is the brand new 
Phantom Extrmis AR EBB rifle, which i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airsoft 
enthusiasts….  

APS幽靈步槍分為配備10吋護木的MK I(下)和12.5吋護木的MKII(上
)兩款。

在Phantom Striker戰術護木上方
裝有一條有刻度的長條戰術導軌。

裝有洩焰孔的三叉式Icefyre防火
帽，一看就知道是高等貨。

鋁合金槍身經過人因工程改造，重

量大幅減輕。

APS在2016年末發表了全新的幽靈

終極版電動後座力步槍(Phantom 

Extremis Rifle，簡稱PER)！PER雖然

也是一支AR構型的電槍，但整支槍都是

全新設計的產品，堪稱是APS兩年有成

的代表性產品；該槍可配備APS研發的

10吋的〝幽靈衝擊〞(Phantom Dash)

戰術護木或12.5吋的〝幽靈攻擊者〞

(Phantom Striker)戰術護木，兩者皆採

用自由浮動式設計，只在護木上方設有

一長條的戰術導軌，在護木左、右及下

端則設有鎖匙孔(Keypad)，玩家可自行

選擇是否要在上面另外加裝戰術導軌，

此一設計的好處是可以縮小戰術護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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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 Phantom Extremis EBB Rifle 
終極幽靈再造傳奇

幽靈終極步槍(PER)是APS經過兩年努力才推出的實戰風格新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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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A1是大部份英聯邦國家從50年代到80年代的制式步槍，所以L1A1可說是英

軍玩家的必備品，Ares雖然在多年前曾推出過L1A1，但已絕版多時，直到現在

Ares才終於再次推出L1A1，而且有塑料槍托和擬真的木製槍托兩種版本版本，可

讓英軍玩家的收藏更加完備…

The Self Loading Rifle L1A1 was the standard rifle of many Commonwealth 
Nations from the 50s to the 80s. The airsoft version of L1A1 is also a must-buy 
item to most of the British troop reenactors. Ares has produced L1A1 AEG in 
many years ago, but they‘re very rare nowadays. Fortunately, Ares is launching 
the L1A1 again now. The rifle is fitted with plastic stock or wood stock, which will 
be very attractive to airsoft fans and reenactors….   

木製護木用料紮實，堅固且像真，絕對耐操。

摺疊式槍機拉柄(上膛桿)是 L1A1與FN FAL的主要
區別之一。

機匣上刻有實銃型號，射擊模式選擇鍵因被槍機阻

礙，不能撥到自動射擊位置。 

木製提把完全依照初期型實銃而複刻製成。

大
約10年前戰神(Ares)就曾推出過電槍版

的L1A1，可能對諸多英軍玩家而言實

在等了 L1A1 太久，所以當年一推出便被玩

家搶購一空，所以 Ares L1A1在近年可說是 

AEG 中少數的絕版夢幻逸品，當年沒買到的

玩家無不費盡心思地想去弄一把回來，好在

事隔多年後 Ares 終於再度推出 這把經典的

L1A1上市發售，以解眾多英軍玩家的單相思

之苦！不過Ares 這次並不僅是單純的再度販

售，其實在這把重新上市的L1A1身上業作了

不少改良，其中包括採用了新式電子齒輪箱

系統，而使用傳統齒輪箱的舊版 L1A1 基本

上只能使用8.4V的電池，因為若使用更高電

壓的電池，可能會因為馬達轉速太快而導致

Ares Self Loading Rifle L1A1
英聯邦戰士的長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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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問世的史泰爾(Steyr)AUG，被譽為史上第一支正式量產的犢

牛式軍用步槍，具備外型緊緻、性能可靠和模組化設計等優點，迄今已

廣為全球近60個國家的軍警單位與特種部隊所採用；以生產AK GBB步

槍而聞名的台灣道勳(GHK)槍廠也對AUG情有獨鍾，推出了這支GBB版

的AUG A2步槍…

Known as the first mass-produced bullpup military rifle, the Steyr 
AUG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as service rifle by nearly 6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airsoft manufacturer GHK from Taiwan has also set 
eyes on this unique rifle and launched the GBB version of AUG A2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April….

GHK AUG A2是GHK推出的第一把

犢牛式GBB步槍，也是市面上第

一支GBB版本的AUG步槍，在第19屆武

哈祭軍品展中首次公開亮相時，便吸引

許多台、港玩家的關注，而GHK憑藉其

一直以來在產品開發上的堅持，在研發

製造這支AUG A2時也投注了相當多的

心力與金錢，在外觀上採用全黑色系塗

裝，不但以實銃精密採吋，連細部也不

敢掉以輕心，其槍身以亞鉛合金與塑料

材質打造，790mm的槍長和3.1kg的槍

重(空槍)，都跟實銃的790mm和3.8kg

相差無幾，連1.5倍的光學瞄準鏡也具

備跟實銃一樣的實際功能，並有著與實

銃一樣的圈狀瞄準圖形；在內構部分，

GHK AUG A2忠實重現實銃的模組化內

構設計，大部分解方式亦與實銃相同，

與仿真操作的GBB系統搭配，把玩性一

流，也可看出GHK務求盡善盡美的努

力。

在實際射擊部分，使用GHK AUG A2 

GBB專用的菱格紋瓦斯彈匣，以12kg瓦

斯為動力射擊時，有相當出色的氣化效

果與續航力，槍口初速在120~125m/s

之間，除此之外，其兩段式的扳機結構

也跟實銃相仿，第一段有著相當輕的扳

機扣壓，能夠輕易做出半自動模式下的

快速射擊，第二段扳機與第一段有明確

的分界，扣壓會稍重些，讓射手能夠單

靠控制扳機來遷換射擊模式；GHK鑑於

犢牛式陸軍通用步槍

裝在槍身左側的弧形可動式槍機拉柄，跟AUG A1
的方形略有不同，且上膛後拉柄可折起。 

GHK AUG A2配備跟實銃一樣的20吋槍管。 

GHK Steyr AUG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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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65是匈牙利仿製AKM而成的突擊步槍，除了該國的軍警單位使

用外，還大量外銷第三世界國家，甚至有部分流入了私人軍事承包商及

恐怖份子手中；香港匠神(Hephaestus)曾在數年前以手工打造此槍的氣

槍版本，但因價昂量少，始終未能成為主流商品，如今匠神在逐漸成長

茁壯後，終於推出了價格合理的量產型AMD-65 GBB步槍…

AMD-65 is the AKM made in Hungary. It’s the modified version of 
AMD-63, and the standard issued assault rifle for Hungarian military 
and police units. AMD-65 has exported a large quantity to the 3rd 
World, and some of the rifles were in the hands of PMCs or terrorists. 
The GBB version of this unique AMD-65 was manufactured by 
Hephaestus from Hong Kong recently….   

香
港 匠 神 公 司 的 英 文 名 字 〝

Hephaestus〞，是希臘神話中

負責打造神兵利器的工匠之神；由於

該公司的創辦人Lawrence玩GBB、愛

GBB，所以秉持著熱愛GBB的精神與毅

力，開始投入製造GBB氣槍的行列；最

初Hephaestus曾推出一把由純手工打造

而成的AMD-65 GBB步槍，不過當時是

少量生產，成本與售價都高不可攀，不

過在多年之後，因為Lawrence對GBB

的執念，終於推出了售價合宜的量產版

的AMD-65 GBB步槍，這對於喜愛AK槍

系的槍迷來說，的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

好消息！

目前市面上除了左岸槍廠與台灣利成

科技(LCT)有生產過AMD-65電槍之外，

喜愛AMD-65的朋友卻苦無GBB成槍可

以玩賞，因此只能自行進行改裝，但坊

間販售的外觀改裝配件，在許多細節上

都跟AMD-65實銃有著些許的差異，導

致玩家自行改裝總是缺了那麼一個味！

有鑑於此，Hephaestus便透過管道採

購了許多AMD-65實銃的真品零件來進

行採吋，並重新繪圖開模製作，務必追

求完美與像真；Hephaestus生產的這

支AMD-65 GBBR，採用了GHK AKM 

GBB的火控系統，以及重新開模製作的

AMD-65專用下槍身，耐用度與可靠度

都比早期產品有顯著的增加。    

這支匠神AMD-65 GBBR槍身以鋼材

打造，不論是槍身尺寸、重量與色澤都

跟實銃無分軒輊，擬真度可打極高的分

亦正亦邪匈牙利AKM

沖壓製成的鋼質瓦斯活塞管和下槍身。 跟實銃神似的鋼製防火帽和可調式準星。

Hephaestus AMD-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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