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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 Shark 
藍海惡鯊

下槍身前方設有M1913軍規戰術導軌。

滑套頂端有兩個長方形開孔，以CNC加工鏤空，可減輕滑套重量。Shark手槍大部分解，只需拔出槍身上的插銷，便
可快速拆除滑套。

滑套上配置的光纖準星及缺口式照門。

鯊魚全自動手槍是APS的CO2氣動手槍中的頂尖之作，APS蒐集客戶之前對旗下

GBB產品的批評再加以改良研發而成，就算〝鯊魚全自動手槍〞的名稱也是由客戶

票選而命名，做為APS在2018年呈現給客戶的代表作品…

The Shark is the best GBB automatic pistol ever been made by APS. It’s 
modified and improved after APS collected critical opinions from previous GBB 
pistol users. Even its name was selected by customers’ voting. If you wanna 
know more about Shark, just read this article….  

AP S對氣動手槍的射擊性能要求

甚高，所以新推出的鯊魚(Shark)

GBB手槍配備了25發的CO2彈匣(使用

12g瓶裝CO2)和6.03mm口徑的內管，

槍口初速平均為102m/s(330 FPS)，最

高射程可達60m，有效射程約35m；在

全自動發射模式下，射手可以在約2.5

秒內射完25發BB彈；鯊魚手槍與之前

APS的蜻蜓(Dragonfly)、蝎子(Scorpio)

和蜘蛛(Spider)等手槍相同，可完全兼

容共用瓦斯和Co2的彈匣，也可使用60

發CO2彈匣或50發的瓦斯彈匣，這點絕

對是市售同級產品無法比擬的。

近來對左撇子射手權益的重視，讓

GBB手槍的左、右手通用設計變得越

來越重要，故APS設計了可以用左、右

手食指控制的保險鍵，彈匣釋放鍵也是

左、右兩邊皆可操作的模式，另外許多

射手表示使用直身平面的扳機，可以憑

藉機械優勢而提升射速，並讓扳機扣壓

感覺更輕，所以APS鯊魚手槍的扳機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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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 MX0100 
終極雙聯火力 

拆開滑套，可見內部的槍管和氣嘴都是成雙成對

的。

彈匣底部只有一個進氣口，以確保氣壓相同。 彼此相通的特製雙聯裝槍管。

當
軍械士工坊(Armorer Works，簡

稱AW)把MX0100的照片放上網

路分享，居然被玩家們取笑是無中生有

的創造了一個可笑的玩具！但實際上

在2011年，義大利的「阿森納槍械」

(Arsenal Firearms)就曾推出一支以Colt 

1911A1為原型、名為AF2011-A1的雙

管手槍，基本上就是把兩支1911A1手

槍合成一支雙聯手槍，其滑套與槍身都

已重新設計，可容納兩組的彈匣、槍

管和槍機，滑套的拋殼口也被設計成

左、右兩邊，讓射擊動作更暢順，雖然

AF2011-A1是阿森納的產品之一，但由

於AF2011-A1實在過於創新，所以並未

在槍械市場引起太大的反應。

MX0100是AW推出的第一支雙聯手

槍，其滑套是重新設計，能容納兩套槍

管、槍機及復進簧等部件，而拋殼口亦

與Arsenal AF2011-A1 一樣，分別設在

滑套的左、右方；由於MX0100的槍身

是由兩把NE2101手槍合併而成，所以

扳機護弓、扳機和擊鎚等也是分成兩

組，但為了讓左、右兩組機械能同步射

擊，左、右兩組扳機是連動的，所以

不論按下哪一邊的扳機，都能同時擊

發；把MX0100大部分解後，還會發現

MX0100內部的組件非常有趣，該槍的

兩條槍管其實是相連的，而復進簧導桿

的根部也是相連的，兩個彈匣則靠底

板相連，為了讓左、右兩邊機械完全同

步，兩個彈匣的底部只有一個進氣口，

所以左、右兩個彈匣內的氣缸是相連

的，以確保擊發時左、右兩個彈匣氣缸

的氣壓相同，值得一提的是，該槍的表

面處理並不是一般的陽極電鍍或油漆噴

塗，而是使用水轉印技術在槍身上呈現

GBB手槍問世至今已經20多年，雖然性能及技術上已經非常成熟，然而在槍

款變化卻已經缺乏創新，為了保持槍迷的新鮮感，AW便將其傳統的NE系列改

造後，推出了趣味十足的MX系列雙管手槍…

GBB pistol has been invent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us the performance 
and technology are highly mature. But, the models of GBB pistol are lacking of 

innovation. Therefore, Armorer Works decides to modify its traditional NE series into the playful twin-barrel 
MX series GBB pistols, in order to maintain interests of f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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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 M9
義大利神級手槍

握把上刻有B&W的商標。可左、右連動的保險裝置。以瓦斯為動力的B&W M9 GBB擬真操作手槍。

在線上射擊遊戲和影視作品中紅透半邊天的貝瑞塔M9手槍，是義大利貝瑞塔老牌槍廠所研發，在1985年成

為美軍配槍之後，更大大的打開了知名度，因此波賽頓公司參考這把M9手槍的優點，並加上波賽頓的精密配

件，打造了這把性價比極高的M9氣動手槍…

Beretta M9 is hot in movie and on-line shooting game. Since US Armed Force adopted it as standard 
side-arm in 1985, M9 was worldwide famous. Poseidon took it as sample and fits with precise tuning parts, 
to produce the high cost performance B&W M9 GBB pistol….      

貝
瑞塔(Beretta)是世界上經營最久

的槍械公司，其歷史可以回溯到

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至今已經營了

500多年，歷史如此悠久的公司，當然

有不可動搖的地位，美軍在80年代就已

開始採用貝瑞塔M92F手槍，之後由美

國貝瑞塔(Beretta USA)加以改良生產並

命為M9手槍，該槍參加過多次現代戰

爭和區域衝突，尤其在波灣戰爭中發揮

了極高的實戰價值。

M92手槍歷年來在軍警和執法單位中

都有優異的表現，尤其在好萊塢電影的

渲染和電玩射擊遊戲的推波助瀾下，

M92手槍像勢如破竹的橫掃整個槍械市

場，成為該公司的銷售王牌產品，其中

最知名的電影就是1987年上映的《致命

武器》(Lethal Weapon)，在片中由梅爾

•吉勃遜(Mel Gibson)扮演的警探，手持

的武器就是M92手槍，由於在電影中出

現過太多特寫鏡頭，因此這部電影意外

成為貝瑞塔M92手槍超級大賣的功臣，

片中還特別強調M92手槍擁有左、右連

動的保險，讓慣用左手的男主角也能輕

易操作，如此強大的置入性行銷，貝瑞

塔應該要好好感謝好萊塢；B&W為了

讓玩家也能夠體驗到這把大名鼎鼎的手

槍，特別以金屬材質打造槍身並簡化內

部系統，讓這把M9成為入門級玩家都能

夠輕易上手的GBB手槍，完全不影響所

有操作細節，甚至在大部分解結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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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 S-17B 
無敵罪犯剋星

S-17B採用瓦斯動力彈匣。 S-17B的全槍大部分解。 防滑紋路的握把符合人體工學設計。

在
冷戰末期的80年代，奧地利的葛

拉克(Glock)公司為了因應軍方想

取代當時所用的華瑟(Walther)P.38手槍

而研發了G17手槍，奧地利軍方正式採

用後將其命名為P80，但是葛拉克公司

對外銷售時仍稱之為Glock 17，發展至

今已成為有30餘款不同型號跟口徑的龐

大家族，由於該槍的設計極為耐用，操

作也非常簡單，甚至能在極度惡劣的環

境下操作，因此獲得全球軍、警方及執

法單位相繼採購，成為舉世知名的手槍

產品。

波賽頓(Poseidon)公司在評估了現有

市場後，發現目前GBB手槍市場中尚缺

一種價格低廉但性價比高的產品區塊，

於是決定以〝大膽行動的戰士〞(Bold 

Warrior in Action)精神，推出自有品牌

B&W，其產品強調連入門新手也可打得

「直、遠、準」，而且有別於Poseidon

過去的生產的高端客製化槍枝，用較低

的價格便可取得Poseidon專利技術的產

品，不會因價格較低而失去品質，B&W

與Poseidon皆系出同門，B&W的創業作

S-17B在外型上跟Glock 17一樣的簡潔

流暢，又擁有性能和操作手感完全不輸

給實銃的優異性能，像是S-17B的準星

與照門上的夜間自發光點，可幫助玩家

在低光度環境中迅速瞄準目標，其彈匣

的汽化效果經過調校後更加優異，雖然

S-17B是第三代的構型，但卻是使用效

益最高的一款，一體成型的戰術軌道及

握把上的防滑紋路，在S-17B上面一樣

也沒有少。

由奧地利克拉克公司製作的Glock17手槍，是全球執法單位使用最普遍的手槍，

也是罪犯的剋星，從80年代問世至今已是第五代的構型，橫跨三個世代喜愛Glock

手槍的人，已經完全成為它的粉絲，波賽頓參考其流利操作性，同時搭配波賽頓的

海神精準系統，推出名為S-17B的GBB手槍，讓大家重溫名槍的回憶…

G17 has been the most common used pistol by law enforcement around the world. Since its first 
generation was launched in 80s, it’s now the 5th generation already. Poseidon take a fancy to its fluent 
operability, and fits it with Poseidon Accurate System, released the B&W S-17B GBB pis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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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gun FNS-9
霹靂戰術先鋒

滑套左邊有原廠授權的型號、FN廠徽和口徑(實銃為9mm)等刻印。 

Cybergun的FNS-9外盒
包裝，設計簡潔清爽。  

2010年FN廠首度推出使用聚合材

料製作的FNS手槍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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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Cybergun近期推出的新產品，便

是以現代化人體工學設計的雙邊操作介

面，搭配新世代輕量化的塑料下身，

以及FN廠正式授權商標的6mm 口徑

FNS-9 GBB手槍，擊發機構是比照實銃

FNS-9的雙動式扳機，在連射性能上表

現順暢，加上低槍身軸線構造和短行程

滑套動作，讓玩家可以感受到宛若實銃

般的後座力反應；滑套表面以消光黑的

金屬材質製作，並且打上FN的徽章和檢

驗章記，搭配固定的仿Trijicon三點戰鬥

瞄具，右側拋殼口則設有上膛指示器；

握把以輕量化複合式材質製作，表面亦

刻有FN廠的商標，至於滑套卡榫和彈匣

卡榫則均為左、右雙動的模式，同時該

槍還比照實銃的設計，可因應玩家的手

掌大小而調整握把片，可增加射擊時的

穩定度。

Cybergun在2015年發表的FNX-45 GBB手槍頗獲廣大槍迷的好評，於是 

Cyberg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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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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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BG34 TTI
駭客殺手 

BG34的造型相當具前衛風格。 滑套上方開孔以減輕重量，形成BG34的特色。 

葛
拉克34型(Glock 34，簡稱G34)

原本是由奧地利葛拉克公司於

1998年設計生產的手槍，使用9×19mm

子彈，彈匣容量為17發，原本是為了取

代銷量並不好的加長型G17L，故亦可

視為G17手槍的競賽版；G34是專為射

擊比賽而設計的手槍，裝有開孔式滑套

以減輕其重量，同時扳機扣力減輕至2 

kg(約4.5磅)，同時改進了拉克17L的缺

點，縮短了滑套和槍管的長度，除槍管

在電影《捍衛任務2》(John Wick：Chapter 2)中主角約翰.魏克所拿的手

槍，是美國塔倫戰術工業(Taran Tactical Industrial)公司所生產的戰術版

G34，該槍使用第三代的葛拉克槍身加以改造，由於造型搶眼，在電影推出

後讓槍迷為之心動不已，雙鐘公司便參考其造型，並搭配鋼製滑套，推出這

把頗為前衛的BG34戰鬥霸王(Combat Master)GBB手槍…

In movie “John Wick:Chapter 2”, the Tactical G34 pistol that leading actor 

holds was made by Taran Tactical in the States. This gun was based on the Glock Gen. 3 design, and has 
an eye-catching appearance that every fan wants to get one. Double Bell from China noticed its popularity, 
redesigned it and named “Combat Master”. It’ll be fitted with steel slide and will be released in beginning of 
2018….

無敵左輪煞星

及彈匣之外，其他零件皆可與使用.40 

S&W口徑彈藥的G35通用；G34 TTI的

滑套與下槍身導軌接觸距離較長，可增

加射擊的穩定度，滑套前方切削出一個

斜口，滑套頂端及左、右側也有開孔，

用以減少槍口前端的重量，以平衡槍身

的前、後重量，加上鍍鈦槍管、燒灼防

滑痕和擴大的彈匣插井槽(Magwell)，

特殊的造型讓電影劇組一看就相中而成

為主角的用槍。

雙鐘(Double Bell，簡稱DB)公司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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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杉貿易公司(Bolt)在2017年初推出SWAT ERB大受歡迎，它的強大的後座力系統在電槍界引起熱烈討

論，更在生存遊戲界投下震撼彈，現在Bolt決定再加碼升級更多配備的〝SWAT A4 Tactical〞，以滿足更高

階玩家們的需求…

Bolt launched the SWAT ERB SMG in 2017, and the responses of consumers were pretty good. In 
this case, Bolt decides to release this upgraded new SWAT A4 Tac, in order to satisfy those senior airsoft 
players…. 

隨
著Bolt SWAT衝鋒槍的熱賣，玩

家對該槍週邊配件的需求也跟著

變多，於是Bolt在參考了玩家們的實際

下場戰鬥經驗後，開發出SWAT專用的

新款RAS (Rail Adapter System)戰術

魚骨及低軌鏡座，同時將原來鋰電池的

前出線，改為後出線搭配固定托，整體

外觀雖然跟原來的SWAT相差不大，但

內部構造卻已更新，而且Bolt還加碼贈

送一只快拆式的鳥籠型防火帽，而這把

電動後座力衝鋒槍在增添戰術配件後，

被Bolt正式命名為〝SWAT A4 Tactical

〞。

Bolt擁有專利的電動復進後座力系統

(Electric Recoil Blowback System，

簡稱ERB)，同樣也會搭載在新推出的

SWAT A4 Tactical上，雖然像MP5這樣

緊緻的衝鋒槍內部空間相當狹小，但是

已進化到最新第四代版本的ERB系統，

卻完全不受空間限制，反而因為SWAT 

A4 Tactical的短槍身及配置固定托，讓

來自槍機復進的明顯後座力會更直接地

回饋至肩膀，那種爽度著實不可言喻，

小編在此先賣個關子，等你親自去體會

就能明瞭，此外，Bolt SWAT系列還有

一個獨特設計，就是利用槍機拉柄來當

作選擇後座力震動的開關，當槍機拉柄

後定在卡槽上時，ERB系統便會關閉

後座力震動，變成一把普通的電動衝鋒

槍，不過，誰會暴殄天物浪費這美妙的

SWAT A4 Tactical搭配最新開發的RAS戰術魚骨。 槍身上方的低軌鏡座，可自行搭配各式光學瞄具。 射擊模式分為單發、全自動射擊和保險三種。

Bolt SWAT A4 Tac戰術霹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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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期的M3衝鋒槍因為結構簡單、性能可靠，因此成為以美軍的主力衝鋒槍，從歐洲到太平洋戰場都可

發現M3的身影，也讓軸心國的士兵頭痛不已，現在一芝軒精心複刻了這支俗稱為〝黃油槍〞(Grease Gun)的

AEG版M3A1衝鋒槍，讓二戰美軍玩家又多了敗家的理由…

The M3, aka. Grease Gun, is a reliable and uncomplicated sub-machine gun used by US troops during 
WW2. M3 was found from Europe to Pacific battlefield, and it was considered as the pain in the ass by many 
Axis soldiers. ICS replicated the M3A1, and released the AEG version in the market….  

M3是一把配置開放式槍機、以反

衝作用操作、可全自動射擊的氣

冷式衝鋒槍，其槍機平時被扳機阻鐵卡

在機匣後方，當扣下扳機時，復進簧會

將槍機向前推並將子彈上膛，上膛後的

撞針會同時擊發子彈，槍機前方有一個

退殼鉤會抓住彈殼，擊發後火藥產生的

高壓氣體向後推出拋殼，讓退殼鉤退出

彈殼，如手指未鬆開扳機則會持續擊

發，直到彈匣內的子彈打完為止；子彈

打完後槍機會向前頂住槍膛，在更換彈

匣後再將右側拉柄向後拉，帶動槍機後

退固定在後方，再回復到準備擊發的狀

態；M3由鋼板沖壓製作槍身，然後以點

ICS M3A1配備的不可調式金屬照門。 握把上的防滑紋路也忠於實銃的設計。 ICS M3A1的上槍身為鋁合金壓鑄，強度夠且耐
操。

ICS M3A1 
Grease Gun

美國大兵
黃油槍 

焊組裝製作，裝配時間大為縮短，原本

M3的設定是打壞了就報廢，但生產速

度仍無法滿足戰場上大量的消耗，因此

在二戰結束前，仍跟湯普森衝鋒槍並列

為美軍的兩大主力衝鋒槍。

一芝軒(ICS)所生產的M3A1電動衝鋒

槍，上槍身為鋁合金壓鑄，下槍身是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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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向來以生產專業氣槍產品而著稱，以高工藝水平製造的高射速

氣槍，非常適合做為競技用槍，此一M4 Keymod HCV電槍是A&K在

2018年所推出的〝高射速系列〞的最新產品之一，玩家不可錯過…

A&K is well-known for manufacturing professional airsoft rifle. This 
M4 keymod High Cycle Version is a member of A&K High Shooting 
Rate series, and will launched in 2018. Airsoft players shouldn’t miss 
it….    

A&K的M4 Keymod高射速(H igh 

Cycle Version，簡稱HCV)電槍，

是一把以性能為導向，並以中、近距離

戰鬥而開發的高射速電槍，在此之前，

A&K的電槍便以高射速性能為設計走

向，不但槍身結構輕盈，而且內裝零件

配備俱全，不需多花時間及預算去為升

級傷腦筋；A&K最新的M4 Keymod高射

速電槍，搭配了15吋的匙孔護木，採浮

動式槍管設計，護木與槍管並無直接觸

及，可以防止因手震而影響瞄準精度；

此一匙孔護木以6顆內六角螺絲固定於

槍身上，護木上的匙孔可加掛戰術軌道

片並搭配各種光學瞄具，槍身上方還有

一條直通的戰術軌道，前、後各有一組

金屬製的摺疊式準星及照門，握把類似

MOE戰術握把，伸縮托則採海豹托的設

計，托桿內可放置電池，槍身全長則為

810mm(槍托伸展開為920mm)，戰術護

木均可通用市售的零件。 

M4 Keymod HCV搭配了300發的高

容量金屬彈匣，使用超高速、高扭力

的長軸馬達及8mm軸承的全金屬製二

代波箱，並採用低電阻銀線，最高射

速可達每秒25發，槍口初速為115m/

s(377FPS)，讓這把M4 Keymod HCV

操控性更好，適合中、近距離作戰，即

使在野外環境也能發揮性能；重新調整

過的上旋組(Hop-up)，加上長350mm

的6.04mm口徑精密管，有效射程超過

60m，另外該槍的金屬導軌系統採用輕

質陽極氧化鋁製造，非常適合連接各種

超高射速電槍

Keymod護木表面平整，沒有魚骨片也可徒手握
持。 

15吋的Keymod護木前端有3吋的戰術軌道，可供
加裝槍燈或雷指器。

A&K M4
Keymod H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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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自推出了幽靈終極AEG步槍系列(Phantom Extremis)備

受好評，現已推出第五代PER Mk V，不但繼承了前輩所擁有的

先進功能，還特地加上了音效放大防火帽、快速更換彈簧系統、

M-Lok護木和靈巧的雙邊火控選擇，準備吸引更多槍迷成為幽靈

終極步槍的粉絲…

APS Phantom Extremis Rifle series has upgrade to Mk V. 
This new generation rifle has not only the advantages of its 
predecessor, but also has Sound Blaster muzzle brake, quick-
change spring, M-Lok hand guard and fire control system, 
which ready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become the fans of 
Phantom Extremis Rifle series….   

APS的幽靈終極五代(PER Mk 

V)電動步槍，配置了名為〝

聲浪衝擊波〞(Sound Blaster)的音

效放大防火帽，可清晰地放大槍口

聲響，製造類似金屬衝擊音效，不

但加強了對手的威脅感，更帶來額

外的射擊樂趣，尤其是室內的近戰

環境，會大幅增加對手的心理壓

力，同樣的戰術在越戰中的SOG或

澳洲SAS隊員亦有使用，所以也被

稱作是「極度吵鬧的幽靈五代」。

APS以CNC加工技術處理PER 

Mk V的機匣，讓外型更符合人體

工學，而且機匣上的文字和標誌也

以深刻方式製作，十分清晰銳利，

PER Mk V還搭配耐用和以精準見

稱的銀刃(Silver Edge)齒輪箱，再

加上高性能馬達，讓產品的完成度

幽靈終極五代步槍
APS Phantom 
Extremis PER Mk V

加裝上實物HPS戰術手電筒和Holosun內紅點的PER Mk V電動步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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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騎士軍械公司 ( K n i g h t’ s 

Armament Company，簡稱KAC)

生產的M110半自動狙擊手系統(M110 

Semi-Automatic Sniper System，簡稱

SASS)，一支 7.62×51mm NATO口徑

的半自動狙擊槍，於2007年開始配發

給美國陸軍及海軍陸戰隊； SASS開發

的目的是為了汰換美國陸軍長期使用的

M24狙擊手武器系統(SWS)，最後KAC

順利在2005年9月贏得軍方合約，而

M110 SASS和SR-25/Mk 11 Mod 0最

主要的差別，在於M110 SASS沒有繼

續使用Mk 11 Mod 0原有的浮動式RAS

戰術護木，反而改用URX戰術護木，

槍托底板也改為可調式，並加裝摺疊機

械照門及準星，同時M110的彈匣釋放

鈕、射擊模式選擇鈕、槍機拉柄和槍

機釋放鈕均可左、右雙邊操作；M110 

SASS經過阿富汗的實戰洗禮後，美國

軍方發現其槍身實在太長，並不適合

任務需求，於是KAC火速推出一支名

為M110K1的緊湊型半自動狙擊槍，除

了換裝16吋槍管及伸縮托外，並改用

KAC的URX 3.1/7.62戰術護木，稱之

為緊緻型半自動狙擊手系統(Compact 

Semi-Automatic Sniper System，簡稱

CSASS)。

然而在整個S R-25/M110槍族中，

A r e s就只差M 11 0 K 1尚未推出，於

是這次便趁勢推出M110K1的電槍版

(AEG)，讓戰神(Ares)旗下的SR-25/

M 11 0家族更加完備！這次推出的

Ares M110K1 DMR  

Ares M110K1的彈匣插口左側表面刻有KAC授權的
商標。

M110/M110K1配備的160發無聲彈匣。

美國騎士(Knight)槍械公司生產的M110 SASS及M110K1 CSASS

實銃，是美軍特戰部隊最愛用的精準射手步槍(DMR)，香港戰神(Ares)

之前曾推出M110 SASS電槍，結果銷售成績非常亮眼，所以Ares決定

再接再勵的推出美軍陸戰隊武裝偵搜部隊(MARSOC)配備的M110K1 

DMR之電槍版(AEG)，特戰槍迷不可錯過…

M110 SASS and M110K1 CSASS are the favorite Designated 
Marksman Rifle, aka DMR, being used by American SOF. Ares from 
Hong Kong has manufactured the M110 SASS AEG in the past, and 
the sales record was awesome. In this case, Ares decided to redouble 
its efforts to launch the AEG version of M110K1, which is adapted by 
MARSOC….     

騎士精準射手步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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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管緊緻造型的C Q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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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內構部分，P M C-Q採用B o l t專

可動式槍機片內的上旋組(Hop-up)調整鈕。 上槍身的皮卡汀尼軌道及機械式金屬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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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戰短刃出鞘
Bolt B4 PM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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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Magpul在2015年的Shot Show中發表了專為AK槍系開發的戰術

配件後，也開啟了AK槍系的〝麥格普化〞(Magpulized)時代，擅於製作

訓練用槍的香港攝氏科技(Celcius Technology)洞燭先機，以自家生產的

訓練用AKM搭配Magpul的AK套件，與總代理eHobby Asia(EA)聯手推

出全球限量100支的特仕版成槍，搶攻新一波的潮槍市場…

Since Magpul launched the tactical accessory for AK series at SHOT 
Show 2015, the era of Magpulized AKs has opened up since then. 
Celcius Technology from Hong Kong has also noticed the trend, so CT 
used its own AKM and fitted with Magpul tactical accessory. The result 
is the Magpulized AKM Celcius Training Weapon, which is limited to 
produce only 100 copies and exclusively sold by eHobby Asia….   

美
國的武器配件製造商〝麥格普工

業〞(Magpul Industries)，以強化

塑料來製造外觀新潮且符合人體工學的

槍托、握把、護木、槍背帶及彈匣等產

品而聞名全球的實銃市場，後來這股熱

潮更延燒至玩具槍界，玩家們無不希望

將愛槍加以麥格普化(Magpulized)後，

以便更具個人特色且操作更為順手，不

過Magpul自從成立以來，推出的產品

都以AR步槍系列為大宗，鮮少有其他

槍系的配件，直到2015年初於美國拉斯

維加斯(Las Vegas)舉辦的SHOT Show

中，Magpul發表了全新的AK系列戰術

配件，讓聞名遐邇的AK槍系也能配置

Magpul的產品，進而掀起了一股麥格

普化(Magpulized)AK的風潮！以生產訓

練用武器(TW)而著稱的香港攝氏科技

(Celcius Technology，簡稱CT)很早便

注意到這股潮流，便與eHobby Asia(簡

稱EA)聯合發表了一款特製的Magpul化

訓練用AKM步槍，該槍的性能和規格都

跟CT原裝版的訓練用AKM相差無幾，

但加裝了Magpul生產的Zhukov AK47/

A K74延長型護木、M O E A K握把、

MOE固定式模組化槍托和充分擬真的 

PMag 30 AK/AKM Gen.3強化工程塑料

外殼CTW彈匣等新型戰術配件，光是這

些配備就足以讓槍迷們嗨翻天啦！ 

EA全球限量發售100支的Magpul化

CT訓練用AKM，配置了Magpul原廠生

EA Magpulized AKM CTW
麥格普化特仕版AKM

EA限量版CT訓練用AKM，配置Magpul的Zhukov 
AK47/AK74延長型護木。

Zhukov護木上的瓦斯鋼管保護蓋，在實銃功能上
是防止誤觸燙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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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爾(Thor)是北歐神話中的雷神，日耳曼人相傳索爾驍勇善戰，而且

曾大膽單挑巨人族，因此G&P在推出以神祇為名的宙斯(Zeus)電槍大受

歡迎之後，趁勝追擊再推出入門版的索爾高射速電槍，以滿足剛入手玩

家們的需求…

Thor is the God of War in north European mythology. Germanic 
people believe that Thor is brave and skillful in warfare, and he can 
defeat the giants single-handed. Since G&P has released the very 
popular Zeus AEG for high-end user already, So G&P is now launching 
the Thor high-speed AEG for those entry level players…. 

因
為G&P所推出的宙斯(Zeus)高

階版高射速電槍的消費市場的

反應頗佳，因此現在G&P又繼續推出

以北歐神祇命名的索爾(Thor)入門版高

射速電槍，G&P將這支Thor電槍定位

在接近高級客製化Zeus電槍的等級，

其半自動射擊時的初速為106~122m/

s(350~400FPS)，全自動射擊時的射速

則在每秒36發左右，這樣的高射速其實

已經讓目標難以逃脫，再加上8mm滾

珠軸承的加持，便當盒的配置也能承受

11.1V的高電壓和高耐磨性，而且Thor

還採用了G&P引以為傲的渦輪(Turbo)強

磁高扭力馬達，再搭配美國攻擊工業公

司(Strike Industries)授權、以強化工程

塑料製成的M4握把，和特別精挑細選的

便當盒組件、硬化處理的軸承、CNC製

作的高速齒輪和強化加硬的氣筒和氣嘴

等超強組件，難怪Thor被視為〝神之等

級〞，只需要4秒鐘就可掃空130發容量

G&P Thor SBR 
雷神巨鎚顯威 

Thor的護木中段較纖細，就算沒加裝護木也適合
徒手握持。

Thor配備實銃用的Viper CQB槍托。 

為增加耐用度，特別使用M4強化握把。 G&P自行研發的中容量130發彈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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