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芝軒 (ICS). 自 2016 年開始投產瓦斯手槍之後，便不斷嘗試變新，除傳統的 GBB 手槍之外，也開始規劃

以 CO2 為動力的氣動手槍，這類手槍早年即為台灣玩具槍產品外銷大宗，其構造簡單、性能卓越，而且可變

換不同口徑的彈種，這把 PM2 便是 ICS 進軍 CO2 氣槍的試金石…  

危險特工小黑星 
ICS BLE PM2 CO2 Pistol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一芝軒 (ICS) 提供相關資訊

蘇聯製的馬卡洛夫PM實銃是60年代的產物。(By Wikipedia) 

馬
卡 洛 夫 手 槍 (Pistolet Makarova， 簡 稱

PM)，於 1951 年成為蘇聯軍官和警察配

發的隨身武器，在冷戰時期分別由幾個共產主義

國家製造， 除了蘇聯之外，還有東德、保加利

亞和中共等國，在統一後的德國甚至還擁有數千

支的馬卡洛夫手槍，而馬卡洛夫手槍為滿足商

用市場需求，另外又開發了現代化的馬卡洛夫

手槍 (Pistolet Makarova Modernizirovannyy，

簡稱 PMM)，是 1990 年 IMZ 的工程師重新設計

了 PM，主要是增加了雙排上彈的功能，( 編按 : 

PMM 是 12 發，而 PM 是 8 發子彈 )，而由 ICS

所製作的 CO2 氣槍，則是仿自前一代 PM 槍型，

其外觀沿襲 PM 短小精悍的風格，加上性能潑辣，

堪稱最佳特工用槍。

Since ICS started to produce gas pistol in 2016, they have constantly upgraded their products and begin to 
research the possibility of manufacturing CO2 pistol. Finally, ICS’s sub-brand BLE released the PM2 CO2 
pistol in recent days, which may consider as the touch stone of ICS marching into the CO2 pistol market….

新槍報導

018 2018.12.01



ICS PM2
總長：16.5cm
重量：0.62kg
槍口初速：105m/s
動力：CO2
上旋組：可調

裝彈數：13

握把後方的螺絲轉開後便可裝入CO2氣瓶。 

ICS PM2彈匣可裝13發的6mm BB彈。 將握把底部的內六角螺絲旋緊，即可刺破CO2氣

瓶來供氣。

 PM2 可以算是 ICS 首度嘗試使用

CO2 動力的氣動手槍，之所以會採用

馬卡洛夫 PM 這款手槍，因為該槍是近

年來頗為熱銷的槍款，而且外型討喜，

雖然與時下的氣吹後作力 (Gas Blow 

Back) 系統的手槍不同，但仍然可作為

策略性商品來銷售；ICS 為精簡構造及

節省 CO2 氣體的消耗，將這把 PM2 設

定為固定式滑套，射擊時滑套並不會有

New Gu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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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銃界和影視作品引領風騷 30多年的M9手槍，在玩具槍界更是眾所周知的長青槍款，因此 ICS 參考了

這把M9手槍作為原型，並搭配以黑豹眼系列的精密氣化系統，推出了性價比極高的 BM9氣動手槍…

M9 is the military version of famous Beretta M92F. It has been highly recommended by US troops, and it’s 
also quite popular in the movie business for 3 decades. ICS choose it as base plus add in the sophisticated 
BLE GBB system, and launched the BM9 GBB pistol lately….   

致命武器所向披靡 
ICS/BLE BM9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一芝軒 (ICS) 提供相關資訊

滑套表面刻有ICS刻印，下端還有警語。 

做
為 世 界 上 經 營 最 久 的 貝 瑞 塔

(Beretta) 槍械公司，至今已經營

500 多年，在歐洲槍械製造業中有著不

可撼動的地位，特別是美軍在 1985 年

採用貝瑞塔 M9(M92F 的軍規版 ) 作為

制式手槍後，M9 便跟隨美軍部隊在外

征戰多年，尤其在波灣戰爭和伊拉克戰

爭中更展現了極佳的實戰能力；另一方

面，民用版 M92 手槍歷在好萊塢電影

和電玩射擊遊戲的推波助瀾下，更勢如

破竹的橫掃整個槍械市場，成為該公司

的銷售王牌！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周潤

發在 1985 年的《英雄本色》(A Better 

新槍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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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BLE BM9
長度：21.6cm
重量：1.1kg
初速：95m/s
裝彈數：26 發

動力：瓦斯

上旋組：可調

上下槍身的內部構造特寫，相較他廠的M9產品，BLE BM9已有改變很多。

彈匣底部刻有黑豹眼的縮寫。

滑套保險開啟後，氣閥擊鎚位置便跟著移開，無法擊發。

彈匣表面的刻字模仿實銃口徑，但標示已改為台灣

製造。 

Tomorrow) 中手持兩把 M92 手槍同時

射擊，將 M92F 的的知名度完全打開，

堪稱是最成功的置入性行銷！

一芝軒 (ICS) 在 2016 為了開發新系

列氣動手槍，於是創立了「黑豹眼」

New Gu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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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存玩家而言，一把好電槍就是耐操、好用和輕便，因此 LCT 便按照玩

家的需求而開發出這款TX-Baby，即使是初學者也可輕鬆入手，該槍擁有全鋼

結構，並採用丸井系統三代波箱，是構造簡易但性能潑辣的特戰版衝鋒槍…

To the experienced airsofters, a good AEG means durable, useful and 
handy. LCT TX-Baby is exactly produced under such concepts and thoughts. 
It’s full-steel structure and fits with Marui Gen3 gearbox. Definitely is a perfect 
SMG for survival game….

戰術寶貝火力強

LCT TX-Baby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利成科技 (LCT) 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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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 實銃家族中能被拿來當作衝鋒

槍的，大概非 AKS-74U 莫屬了，

但該槍僅配發俄羅斯傘兵及特種部隊使

用，即使到了 21 世紀，仍未進化到可

安裝模組化套件的程度，除因俄羅斯軍

方缺少充足預算來優先更換小口徑武器

外，不想與西方國家同流也是其中一項

因素，然而軍火工業若沒有訂單也無法

鋁合金CNC加工的新版戰術護木。 鋼製攻擊型防火帽，近戰魄力感十足。 

槍身上方的鋼製戰鬥照門與AK相同。 護木上方的戰術軌道特寫。 

護木上有四條長度不同的戰術軌道。

TX-Baby最明顯的特徵便是此款新式握把。

生存，所以陸續開始有一些廠商開發出

AK 系列能用的戰術配件，以增加 AK

在世界軍火市場上的競爭力，同樣的，

LCT 這把 TX-Baby 電槍亦是基於此一

理念而誕生。

利成科技 (LCT) 生產的 AK 電槍堪稱

是業界翹楚，然而所有的 AK 電槍都會

碰到一個問題，就是除非採用後出線的

設計，否則裝置電池的空間可說是小的

可憐，造成電池採用外掛模式也不足為

奇，幾乎所有製作 AK 電槍的廠商都必

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在擁擠的槍

身內，除了波箱外還要騰出裝電池的空

間，幸好 LCT 將 TX-Baby 的瓦斯鋼管

改成放置棒狀電池的空間，總算完美的

解決此一難題，除此之外，AK 實銃在

出廠時應該都是嶄新整潔的，實際上卻

恰恰相反，剛出廠的 AK 在外觀上通常

都有機械加工產生的各種劃痕、油漬、

疙瘩和瘀傷，不過這才是 AK 的真實面

貌所在，因此採用真正的鋼材製成的

TX-Baby，才能讓玩家體會到 AK 系列

027201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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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香港的 Dytac 團隊在氣槍設計、製造方面擁有多年的經驗，不但擅長將最新的實銃設計理念及配件整

合運用在氣槍上，更是香港最早將水轉印技術用於氣槍的公司，該公司最近獲得 SLR Rifleworks 授權生產的

B15 氣槍系列，外型充滿潮槍動感風格，勢必引爆槍友熱烈討論風潮…

Dytac has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in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airsoft rifles. It’s also the first 
company in Hong Kong that uses water transfer printing tech on airsoft guns. Dytac got authorization from 
SLR Rifleworks and reproduced the SLR B15 series recently. This awesome rifle will surely cause impact 
toward the airsoft biz….    

新風格動感潮槍
Dytac SLR B15
●文 / 編輯部、圖 / 德哥

作者 = ●感謝 Dynamic Tactical 提供相關資訊

動
態戰術 (Dynamic Tactical，簡稱

Dytac) 公司成立於 2007 年，是

香港第一家將水轉印塗層技術用於氣槍

產品的廠商，有別於一般氣槍過去大

多採用黑染或烤漆來做表面處理，因

此可展現出更豐富的多色澤，方便射

手搭配自已身上服裝，因此剛推出不

久便獲得許多玩家的青睞，同時 Dytac

在 2015 年的 Shot Show 中更成功地

與位於科羅拉多州的 Hexmag 公司達

成合作協議，Hexmag 以開發 AR-15極具前衛造型的雙邊通用型槍機拉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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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tac SLR B15
有SLR專利造型的上機匣戰術軌道。 

前方搭配的EMG戰術握把(需另購)。 

具有特別六角蜂巢圖案的

120發容量Hexmag彈匣。 

打開刻有Dytac縮寫DT的防塵蓋，可見其內部的上

旋組調整鈕。

下機匣前段的幾何圖案除造型特殊外，亦兼具握持

防滑功能。

槍身特殊幾何圖案凹槽，帶來全新視覺感受。 

和其他實銃使用的「纖維增強聚合物」

(PolyHex2 Advanced Composite) 材質

彈匣聞名，在美國國內市場有極大市

佔率，Dytac 因獲得製作該品牌氣槍專

用彈匣授權，在誠品推出後同樣獲得

市場的極佳反應；2016 年再獲得 SLR 

Rifleworks 授權，將 SLR 旗下實銃產

品氣槍化，並以 SLR Airsoftworks 品

牌成功打入氣槍市場；而 Dytac 在中國

也與頗具規模的氣槍工廠合作，不斷開

發新的氣槍推出市場，儘管傳統的 AR

及 AK 系列電槍在現今市場已趨飽和，

但 Dytac 將其研發的尼龍纖維聚合物、

鋁合金加工技術，大量應用在該公司產

品上，不但滿足了消費者求新求好的胃

口，更帶給玩家們耳目一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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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槍械大廠雷明頓 (Remington) 生產的M700 狙擊槍，向來是軍警單位愛用的制式狙擊槍，而該槍被

製成玩具槍也不下四、五種版本，現在KA再度將其推出上市就是看中其高人氣，同時搭配KA自豪的氣動系

統，勢必再度成為狙擊槍市場的新寵…

The Remington M700 sniper rifle was frequently equipped by military and law enforcement in the world. 
Its BB gun version has also been produced by several toy gun manufacturers. Now, KA is launching the 
M700 fits with GBB system again recently. It’s definitely a good choice for wargame players….  

遠距致命殺機 
King Arms M700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台灣皇朝科技 (King Arms) 提供相關資訊

美
國雷明頓武器 (Remington Arms)

公司在 60 年代推出 700 型獵槍，

是一款採用旋轉的栓式槍機及中置彈倉

供彈，並可換裝置不同的瞄準鏡及多種

槍托的來福槍，之後隨著市場需求開發

出可裝上腳架及可拆式彈倉的版本，後

來由於美國軍方有新型軍規狙擊槍的需

求，於是雷明頓便積極開發 700 型獵

槍的軍用衍生型，讓雷明頓可以向軍用

市場及執法部門推廣該槍，雷明頓還特

地設置了軍用 (Remington Military) 及

執法 (Law Enforcement) 部門的專屬產KA M700跟M24或M40實銃在外觀上的最大不同，就是改以彈匣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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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Arms M700

M700的外管以鋁合金製作，再以CNC精密加工而成。 

加長版戰術軌道可另行加價購買。 

彈匣容量為25發的金屬彈匣，拆裝均相當方便。

品線，最後將其命名為 700P，成為軍、

警單位普遍使用的狙擊槍；在此同時，

700P 的卓越性能也提供了特殊用途狙

擊槍的研發基礎，1966 年美軍陸戰隊

便採用由該槍所發展的 M40 狙擊槍，

美國陸軍也在 1986 年採用 M24 狙擊武

器系統 (Sniper Weapon System，簡稱

SWS)，而這兩把狙擊槍其實就是 700P

的軍規重管版本。 

KA M700
King Arms( 以 下 簡 稱 KA) 生 產 的

M700 原廠編號為 AG-180，是一款參

考警版 700P 實銃所推出的瓦斯狙擊

槍，使用瓦斯作為發射動力有一個好

處，就是在拉動槍機不需太費力，只要

將 BB 彈順利推入槍膛內即可，而且拆

KA M700 
總長：112cm
總重：3.3kg
發射動力：12kg 瓦斯

彈匣容量：25 發

口徑：6.02mm
槍口初速：約 120m/s 
材質：鋅合金、鋁、木頭

上旋組：可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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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yTac M200 是美軍現役狙擊槍中的佼佼者，2017 年 5 月一名在伊拉克執勤的美軍狙擊手，從遠在

2,414 公尺外狙殺了一名伊斯蘭國戰士而一戰成名，現在 S&T 將該槍複製，變成採用手動活塞壓縮空氣系統，

並將其輕量化以符合生存遊戲需求，巨砲來襲，玩家千萬小心…

CheyTac M200 sniper rifle is famous for its long shooting range. In May, 2017, a American Army sniper 
gunned down an IS terrorist from 2,414m away, which made the M200 even more legendary. S&T from 
Hong Kong also set eyes on the sniper rifle, and reproduced the bolt-action version of M200. Airsofters 
beware of the giant gun…  

巨砲來襲玩家當心 
S&T M200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駿盟國際 (S&T)、翔準國際 (AOG) 提供相關資訊

由
美 國 查 伊 戰 術 公 司 (Chey 

Tactical) 生產的 M200 戰術干預

型 (CheyTac Intervention M200)，是一

把使用栓式槍機操作的狙擊槍，主要是

用來狙擊遠距離的目標，該槍配備可拆

卸式的 7 發裝彈匣，使用 .408 或 .375

口徑的步槍子彈，根據原廠測試後指

出，能夠在 2,286 公尺的距離外直接命

中直徑比 2.5cm 還要小的目標，堪稱

是現代狙擊槍中的佼佼者；M200 是以

EDM 的 M96 風行者 (Windrunner) 狙

擊槍為基礎，將發射機構改裝在槍身尾S&T M200狙擊槍重約7kg加上狙擊鏡不過8kg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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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M200

M200護木下方的提把，可做為緊急時的腳架使

用。 

槍身後方有可伸縮的槍托。 

機匣上方有M1913戰術軌道可裝置狙擊鏡(需另購

)。

M200槍托相當粗大，在射擊時可做為依託。

S&T也有推出黑色的M200。 

端，並且搭配配有腮貼的伸縮槍托，槍

管採用自由浮動式設計，只有結合部份

會跟槍身的機匣連接，並由圓柱型護木

保護，槍管和槍機皆有凹槽，以減輕重

量及提升抗張力，在運輸時可迅速拆卸

分解，是美軍現役成效優異的重型狙擊

槍。

S&T M200
S&T M200 因為是一把拉一打一的空

氣狙擊槍，所以其動力系統是以彈簧為

主，其原廠活塞、尾頂、彈簧規格均與

馬牌 (Tokyo Marui) 的 Type96 狙擊槍相

同，不但彈簧直徑同為 13mm，活塞筒

也相同，所以玩家如果想要自行提升，

可以考慮換用馬牌的 Type96 相同規格

的升級套件，原廠活塞、尾頂桿都是鋁

S&T M200
全長：128~141 cm
總重：7.15kg
內槍管長：43cm
槍口初速：110-130 m/s (360-425fps)
彈匣容量：30 發

材質：鋅合金、ABS 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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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期的蘇聯開發了 PK通用機槍，作為其部隊使用主力機槍，再經改良後成為 PKM機

槍，之後更成為日後華沙公約組織使用最廣泛的機槍；由於俄國與車臣、克里米亞接連著打仗，

PK與 PKM頓時成為新聞焦點，香港A&K公司便精雕細琢打造了這兩款電動機槍，也讓俄

系生存玩家的軍械庫不再寂寞….

 PK was the main machine gun for Soviet troops during the Cold War. PKM was 
the upgraded version of PK, and it became the most common used MG Warsaw 
Convention countries. A&K has set eyes on these MGs and released the AEG form 
of PK and PKM….

卡拉希尼可夫的雙劍
A&K PK/PKMS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 A&K Airsoft 公司提供相關資訊

PK 通 用 機 槍 ( P u l e m y o t 

Kalashnikova) 意為卡拉希尼科夫

的機槍， 是由 AK-47 突擊步槍的設計

者卡拉希尼科夫，在 1961 年所設計的

通用機槍，目的是取代二戰之後的 RPD

輕機槍，它採用大量沖壓方式製造，以

裝備冷戰時期的蘇聯軍隊，該槍所擔

當的角色即等同北約國家的 MAG58、
A&K PKM( 上 ) 的上機匣施作工法較 PK( 下 ) 機槍更為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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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 PK/PKMS

PKM 機槍規格
全長：118cm
總重：7.5kg( 木托 )/5.8kg( 膠托 )
內管長度 : 51cm
彈箱容量：5,000 發

槍口初速：103~118m/s(340~390 FPS)
射擊模式：半 / 全自動

電池規格：9.6v~11.1v -1600mAh
上旋 (Hop-up)：可調式

供彈方式：電動自動上彈

波箱規格 : 8mm 軸承快拆波箱設計可更換彈簧
PK 機槍 ( 下 ) 的外槍管上有散熱的條紋，是兩者最大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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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soft Modify Demon EP.2

G&P Airsoft MWS Instrumentality Project 
東京丸井公司在2014年推出M4A1 MWS氣動步槍，配置可減少磨損的新型ZET火控系統，但該系統複雜又難

拆裝，G&P公司決定將ZET系統補強完整，不但強化原有材質，且在無損其功能下簡化結構，讓擁有M4A1 MWS

氣槍的玩家能放心操作愛槍…

Tokyo Marui released the M4A1 MWS which fitted with ZET system in 2014. Although this fire-control 
system may reduce the abrasion of mechanical handling, but it’s quite complicated and hard to assemble 
and dismount. Therefore G&P decided to reinforce its original material and simplify its structure without 
losing function. This G&P reinforce project will certainly make the TM M4A1 MWS a much better airsoft 
carbine for airsofters….

●文、圖/Alan of ToySoldier

●感謝秋星實業(G&P)、Martin Li、肥偉哥提供相關資訊

G&P的MWS補完計劃

氣槍魔改王二代目

俗
話說叫「後發先至」，處於現今玩具氣槍的戰國

時代中，除了生產實銃商授權的產品外，GBB

氣槍或電子波箱的AEG，早已是業界生存的基本條件

了，就在GBB已將變成平凡產品之時，日本氣槍業老

店東京丸井(Tokyo Marui，簡稱TM)，在2014年突然宣

布將生產GBB 長槍的時候，筆者周邊許多業界人士或

資深玩家無不嗤之以鼻，但是他們不知道當年TM開發

團隊已由40代的氣槍玩家主導，並且從社長到宣傳部

職員，不但親自到港、台地區，了解業界最新市況想

打破企業的瓶頸，這種破釜沉舟的決心，再加上其追G&P黃銅製的專利MWS火控組A款套件和TM原廠的ZET系統火控組(上方)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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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兵專欄 

Toy Solider Column

G&P Airsoft MWS Instrumentality Project 

G&P的火控組套件除組裝簡易外，而且打開上機匣

後便可用六角扳手進行微調擊錘彈弓力度。

G&P MWS 改良版單向流動量設計飛標，綠色火力

最溫和，紅色火力最強勁。

有玩家發現MWS原廠槍機，有槍機運動軸線不置中的問題一邊常有特別嚴重磨損。

求完美的民族性，對此GBB長槍的企劃

便頗具信心。在2015年終於推出第一

把M4A1 MWS GBB，但由於受到嚴格

的刀銃法規，只能擁有1焦耳以下動能

的MWS，看似無法滿足追求初速、射

程、與互換實銃部件性和耐操性的玩家

們嚴酷考驗，但經過兩年的發酵和玩家

口碑，MWS憑著穩定性能、超水準射

程、精準度，現早已成為亞洲氣槍玩家

追捧的新寵兒啦!

TM MWS的卓越性能，同時還因加

上了軍規Cerakote 表面處理，在外觀

評價上甚高，雖然原廠槍機設計與市面

上的泛WA系統的AR GBB不同，但原

廠槍機的總重只有220公克，槍機拉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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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416D 自從問世後即被全球多國特戰部隊採用，自然也成為特戰

玩家的追捧對象，然而因為欠缺公開資料，儘管至今已有多家玩具槍

業者已推出HK416D 的氣槍產品，但仍難以滿足吹毛求疵的玩家，現

在模動工坊以收集多年的珍貴資料，打造出堪稱完美作品的HK416D

套件，要徹底滿足特戰槍迷的需求…

HK416D has been adopted by many special operation units 
around the world. Its toy gun counterpart has also been produced 
by lots of airsoft manufacturers. But, due to lack of disclosure 
information, the modification of HK416D still cannot satisfy the picky 
airsofters. The MWC uses the detailed info that they collected, 
developed the MWC HK416D SMR kit, which will certainly fulfill the 
needs of airsofters….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模動工坊 (MWC) 提供相關資訊

美
國陸軍三角洲 (Delta Force) 部

隊及美國海軍特種作戰研究大

隊 (DEVGRU) 曾少量購買 HK416，用

來測試替換已使用多年的 M4 卡賓槍，

雖然後來美國軍方宣佈不會大量採購

該槍，但這數百把供測試的 HK416 仍

被使用至今；HK416 採用 HK G36 的

短行程活塞傳動式系統，比 AR-15、

M16 及 M4 的瓦斯導氣管傳動方式更為

可靠，並使用冷鍛碳鋼槍管以增長槍管

壽命，平均能承受 20,000 發子彈的射

擊；H416 的護木設有五條戰術軌道以

嚴選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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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安裝配件，並採用自由浮動式槍管，

槍托底部設有降低後座力的緩衝塑料

墊，機匣內有幫浦式活塞緩衝裝置，可

有效降低後座力和污垢對槍機運動的影

響，進而提高武器的可靠性，同時 H&K

還推出可靠性更高的鋼製 30 發彈匣供

HK416 使用。

關於 HK416D 實銃
 有關 HK416D 型號中的 D 字，是因

為該槍是由三角洲部隊 (Delta Force) 與

H&K 槍廠合作開發，所以才有此一說，

儘管如此，HK416D 仍是源自 HK416

的衍生槍款，跟制式 M4 卡賓槍在外觀

仍有些許不同之處，首先是保險及火控

選擇鍵改採用國際通用圖示，而且不論

擊錘處於任何角度均可撥至保險位置，

搭乘黑鷹直升機的三角洲隊員均持用 HK416D。

(By www.twgram.me) 

TM 生產的次世代電槍 HK416。(By www.hyperdouraku.com)

MWC 的 HK416D 升級改裝套件廣告。  

Parts and 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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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瑞塔 (Beretta)M12 衝鋒槍誕生於 1960 年代，直到 1978 年才在實銃界嶄露頭角，日本模型槍公司

(MGC) 慧眼識英雄，在 1980 年便複製了道具槍版本，數年後又使用同樣模具開發了氣槍版本，時至今日，該

槍仍被許多玩具槍業者奉為圭臬…

Beretta M12 SMG was born in the 60s, but until 1978, it has been well-known in the real steel world. 
Japan MGC noticed its value and started to produce the model gun form of M12S in 1980. MGC duplicated 
the gas operated M12S once again A few years later. Until today, the M12S still is the benchmark of toy gun 
business….

義大利經典衝鋒槍
MGC/Beretta M12S

●文、圖 /Karl Tsai 

●感謝老槍友俱樂部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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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C/Beretta M12S

義
大 利 貝 瑞 塔 (Beretta) 槍 廠 於

1958 年開始為義大利軍警設計

新型衝鋒槍，最後該槍於 1961 年成為

義大利陸軍的制式衝鋒槍，並命名為

貝瑞塔 M12(Beretta Model 12，簡稱

PM12)，是一把使用採用氣體反衝式設

計的 9x19mm 口徑衝鋒鎗，空槍重量

為 3.48kg( 編按：滿彈匣約 3.82 公斤

)，槍托完全展開後的長度為 66cm，

槍托收納後只有 41.8cm，非常適合

特勤人員使用，該槍採用環包式槍膛

(Wrap-round) 設計，槍管長 20cm，其

中 15cm 包覆在槍機內，讓 M12 在射

擊時仍然保有頗高的準確度；該槍可

進行單發、全自動射擊，最大射速為

每分鐘 550 發，有效射程為 200m，照

門可調整瞄 距離為 100~200m，並可

使用 20、32、40 發三種不同容量的彈

匣；M12 衝鋒槍首次在媒體前露臉是在
MGC M12S 的槍身本體為 ABS 耐衝擊塑膠製作。

M12S 衝鋒槍的槍機重心在中段，射擊時槍口上揚角度甚小。 

貝瑞塔生產的早期型 M12 實銃。(By Gunbroker.
com)

1968 年駐西貢美國大使館遭攻擊，陸戰隊持 M12
防禦。(By www.flickr.com) 

一名美國陸戰隊士兵在伊拉克的民居家中找出的

M12S。(By www.xuehua.us) 

駐西貢美國大使館內的 CIA 人員也使用 M12。(By 
www.nam-valka.cz) 

摺疊槍托後的 M12S 體積甚小，一般手提袋即可

塞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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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槍展覽

2018 Airsoftcon in Alhambra 
加州軟式氣槍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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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soft Exhibition

位於美國加州阿罕布拉(Alhambra)的Evike.com是美國最大的軟、硬式氣槍銷售網站，除了擁有遍及全

美的通路外，還有占地廣闊的實體店面與發貨倉庫，而且每年都會舉辦一場名為〝Airsoftcon〞的展售

會，幾乎中、港、台三地知名的玩具槍廠都會參加，由於該公司是本刊的美國總代理，因此本刊也獲邀參

與，現在就讓我們一起暢遊這場加州最大的軟式氣槍盛會…

Located in Alhambra, California, Evike.com has been considered as the biggest airsoft 
gun sales website in the States. They host an airsoft gun show called “Airsoftcon” in the 
beginning of October every year. Almost all the major toy gun manufacturers from Taiwan, 
China and Hong Kong attended the show. Let’s check out this amazing and exciting airsoft 
convention….

●採訪/艾瑞克•Covered by Eric Wang

●感謝Evike.com協助採訪•Thanks to Evike.com for their kind assistance

2018 Airsoftcon in Alhambra 
加州軟式氣槍盛會



美式共產戰士
Dytac SLR MB47

with Nicole

●文/圖Samson Lo

●服裝協力/Toysoldier

●模特兒/ Nicole Holam

●感謝Dynamic Tactical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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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tac SLR MB47
with Nicole

身經百戰的AK系列至今仍然是許多國家的制式槍械，且高居

美國的民用槍械銷售排行的榜首，其改裝升級配件亦多如繁星，

其中以Sharps Bros所推出的MB47機匣、搭配SLR戰術護木所

組成的AK步槍最受歡迎，當本刊得知 Dynamic Tactical 即將複

製同款AEG時，立即取得最新樣槍來進行獨家報導…

The tough and reliable AK is still the standard rifle of many 
countries nowadays. There’re also many upgraded kits in the 
market. The Sharps Bros MB47 frame fits with SLR tactical 
handguard is the most popular one among them. Once CKM 
got to know that Dytac is gonna produce the AEG form of this 
combination,we swiftly made this exclusiv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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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 / 銀子彈•Covered by Silver Bullet

編輯 / 艾瑞克•Edited by Eric Soarer

Operation Erinyes
厄瑞尼斯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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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Erinyes
厄瑞尼斯行動

大陸在 2008 年開始徹底封禁所有的 BB槍產品後，造成內地的生存遊戲 (Wargame) 文化開始了長達

10年的斷層，雖然現已局部開放，但仍未全面解禁，儘管大陸不允許私人持有 BB槍，不過隨著近年來水

彈槍的勃興，再度讓大陸的Wargame 再度蓬勃發展起來…

Mainland China started to prohibit all BB gun products in 2008, which makes the number of wargame 
players swiftly decreased. Although the situation is partially open now, but wargame players are still not 
allow to own BB guns. Thanks to the vigorous growth of water-bullet gun, the wargame is once again 
ris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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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Devil’s Men
梅

爾吉勃遜(Mel Gibson)有子克紹

箕裘，米洛吉勃遜(Milo Gibson)

繼承衣缽，擔綱主演全新火爆動作強

片，危機四伏的槍戰刺激更勝《浴血任

務》！

    傑克柯林斯(米洛吉勃遜 飾)是一位前海

軍海豹突擊隊隊員，目前是協助中央情

報局追捕恐怖分子的賞金獵人。某次接

到了中央情報局長官(希薇亞荷克絲 飾)

的派遣任務，派他前往倫敦組成三人行

動小組，追捕一名預謀從俄羅斯流氓手

中購買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中央情報局

執行官 麥克奈特(艾略特考萬 飾)。

    沒想到麥克奈特雇用私人軍隊與三人行

動小組在街頭爆發了槍戰衝突，窒礙

難行的緊張攻防戰，這場惡魔般危機四

伏的任務行動，究竟誰才能獲得最後勝

利？

惡魔突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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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M CINEMA

梅爾吉勃遜兒子米洛吉勃遜有子克紹箕裘，首度擔綱主演全新火爆動作強片！一場惡魔

般危機四伏的任務行動，精彩駁火場面刺激度破表，正義的一方是否能獲得最後勝利呢？

●感謝可樂影業公司提供相關資訊

導演：馬修霍普 (Matthew Hope)
演員：米洛吉勃遜 ( Milo Gibson)
威廉·菲希特納(William Fichtner)
上映日期：2019/01/04
臉書：www.facebook.com/AlltheDevilsMen/ 

《惡魔突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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