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rsoft Modify Demon EP.2Airsoft Modify Demon EP.2
EMG Upgrade Version of SAI BLU 
在22屆武哈祭中公開的EMG/SAI BLU GBB手槍，像真度直逼實銃令人驚豔， EMG為提供射手擬真的射擊體

驗，委由AW公司代工生產，而改造G系列手槍的下槍身和扳機系統則由G&P生產，除可配合SAI BLU手槍使用

外，還可搭配Tokyo Marui的G系手槍滑套，並單獨販售BLU手槍下槍身套件，以滿足市場上對G系列手槍升級

需求⋯

In order to provide shooters realistic shooting experience, EMG has commissioned AW to produce 
SAI BLU GBB pistol, which is a perfect platform for modification. The lower frame and trigger system is 
manufactured by G&P, which not only fits the SAI BLU, but also fits all G-series GBB pistols….    

●文、圖/Alan of ToySoldier  ●感謝/ Douglas Mak、EMG Arms提供協助

EMG升級版SAI BLU
氣動手槍

氣槍魔改王氣槍魔改王氣槍魔改王
二代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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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 編輯部

●感謝天軍企業 (ICS) 提供相關資訊

Action Sport Games (ASG) 是一家專精於仿真槍及周邊配件開發及製

造的國際知名企業， 他們的業務還包含生存遊戲的電動槍、氣槍、

CO2槍及真槍授權槍款，在前幾年便已發佈了具有開創性的 CZ Scorpion 

EVO 系 列、CZ P-09、 CZ SP-01 Shadow、 CZ BREN 805 及 Dan 

Wesson 715等槍款；這把 HERA Arms CQR電槍便是由 ASG與天軍企業

(ICS Airsoft)共同合作的專案，該電動步槍是使用 HERA Arms提供的原始

藍圖所設計和開發的，同時也將配備由 HERA Arms制定的氣槍組件，原型

槍並於 2018年的 Shot Show上由 ASG和 ICS共同發表，引起業界不小的

加上 5.56mm彈鼓的 Hera CQR步槍實銃。
(By Hera Arms)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天軍企業 (ICS) 提供相關資訊

Action Sport Games (ASG) 是一家專精於仿真槍及周邊配件開發及製

造的國際知名企業， 他們的業務還包含生存遊戲的電動槍、氣槍、

CO2槍及真槍授權槍款，在前幾年便已發佈了具有開創性的 CZ Scorpion 

EVO 系 列、CZ P-09、 CZ SP-01 Shadow、 CZ BREN 805 及 Dan 

Wesson 715等槍款；這把 HERA Arms CQR電槍便是由 ASG與天軍企業

(ICS Airsoft)共同合作的專案，該電動步槍是使用 HERA Arms提供的原始

藍圖所設計和開發的，同時也將配備由 HERA Arms制定的氣槍組件，原型

槍並於 2018年的 Shot Show上由 ASG和 ICS共同發表，引起業界不小的

加上 5.56mm彈鼓的 Hera CQR步槍實銃。 實銃使用的 CQR槍托，右邊有擋板者為符合
美國加州法律的版本。(By Hera Arms)  

天后 (Hera Arms) 槍廠生產的 CQR系統是一套專為實銃市場

而開發的戰術槍托，基於AR-15 步槍的廣泛使用度和 CQR槍托

易於安裝的特性，在原廠推出後便變成 AR-15 改裝為短管步槍

(SBR) 的不二選擇，因此丹麥ASG集團在取得天后原廠授權後，

便與 ICS 合作開發使用 CQR系統的 AR系列電槍，讓槍迷終能

一親芳澤⋯

The Hera Arms CQR is a stock system specially designed 
for real rifle market. Due to the popularity of AR series and the 
easy-fitting capability of CQR, Hera Arms CQR swiftly become 
the top choice for modify AR series into a SBR. In this case, 
ASG from Denmark contacted Hera Arms and got the official 
authorization, and then ASG joined ICS to develop an airsoft 
SBR that fits with CQR system….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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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軍企業 (ICS) 提供相關資訊●感謝天軍企業 (ICS) 提供相關資訊

希臘天后短劍出擊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皇朝科技 (King Arms) 提供相關資訊

基
於丹麥「動作運動遊戲」

(Action Sport Games，簡稱

ASG)集團與 CZ的長期合作關係，

ASG順利取得該槍的官方授權，

然後由皇朝科技 (King Arms，簡稱

KA)負責設計製造，推出一把具有

Mosfet系統、能提供良好火力控制

功能的電槍版 CZ805；這套系統不

CZ805A2步槍已在 2016年獲得捷克傘兵部隊正式採用。(By CZ)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皇朝科技 (King Arms) 提供相關資訊

基
ASG)集團與 CZ的長期合作關係，

ASG順利取得該槍的官方授權，

CZ805A2步槍已在 2016年獲得捷克傘兵部隊正式採用。(By CZ)

CZ805 布倫 (Bren) 是由捷克共和國布羅德兵工廠於 2006 年研

製的突擊步槍，目的是要取代捷克軍隊中服役多年的Vz. 58 突擊

步槍，同時也參加了斯洛伐克軍隊的新型制式步槍競選，最後於

2016 年 11 月獲捷克陸軍正式採用，ASG 取得原廠正式授權後與

台灣皇朝科技 (KA) 合作，複刻了電槍版的 CZ805，為東歐突擊步

槍家族再添新血⋯

CZ805 Bren assault rifle was developed in 2006 to replace 

the ageing Vz.58. In 2016, it was officially chosen by Czech 

Army as the new generation assault rifle. Due to ASG has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Z, so ASG got the authorization and 

cooperated with King Arms to produce the AEG version of 

CZ805⋯.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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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皇朝科技 (King Arms) 提供相關資訊●感謝皇朝科技 (King Arms) 提供相關資訊

捷克霹靂火



●文、圖 / Samson Lo

●感謝 ARES Airsoft 提供相關資訊

筆
者會說戰神 (Ares)MSR-WR是

一把特務專用狙擊槍的原因，是

因為該槍正是一把具有快速裝拆功能

的氣動狙擊槍，而且這把體積頗大的

MSR-WR進行大部分解後，竟可收藏

在一個小型手提箱中，剛好是特務狙擊

MSR-WR狙擊槍的大部分解。

●文、圖 / Samson Lo

●感謝 ARES Airsoft 提供相關資訊

筆
因為該槍正是一把具有快速裝拆功能

MSR-WR狙擊槍的大部分解。

一名身穿筆挺西裝，拿著手提公事包的帥氣男仕，走到某大厦天台之

後，打開公事包在內取出一把能快速裝拆的狙擊步槍，接著幹掉遠方的

目標 ...... 這正是特務電影常見的橋段，而ARES 生產的 MSR-WR正是

一把特務電影中不可或缺的特務用狙擊槍。 

A sharp-looking guy with a briefcase comes up to the rooftop 

of a high-rise building, then he pull out a quick-detachable sniper 

rifle, and swiftly take down the far-away target⋯.this is an often 

seen scene in spy movies. Gladly, Ares from Hong Kong has just 

produced such an airsoft sniper rifle called MSR-WR that may fulfill 

your dream⋯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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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ARES Airsoft 提供相關資訊●感謝 ARES Airsoft 提供相關資訊

特務用狙擊槍



M17 SMG所使用的 HeatCoreTM

氣動槍機以其構造簡單、可靠性

和無與倫比的適應寒冷天候性能而聞

名，這組 HeatCoreTM氣動槍機還可

搭配不同模組的槍身，通過不同的槍身

外殼呈為符合各種任務需求，這把 M17 

SMG便是該公司最新推出的模組化全

自動衝鋒槍，同時在不同模組的組合不

斷推出情形下，讓這種一魚多吃的模組

化設計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正如同之

前推出的 M17系列一樣，M17 SMG擁
使用 17mm漆彈 (或橡膠彈 )的 M17 SMG，彈匣容量為 8發。 

成立已超過 20年的MILSIG，以生產鎮暴槍、槍彈、訓練用武器而著稱，該公司的產品提供了全球各地的

漆彈愛好者、軍事單位和執法人員方便可靠的訓練用產品，而這把M17漆彈衝鋒槍 (SMG) 正是可以讓你玩得

開心又可自衛防身的產品⋯

MILSIG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ey’re well-known for producing anti-riot 

gun、paintball and training weapon for paintball gun lovers、military units and law enforcement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 paintball SMG is their latest product for self-protection and having fun⋯.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騎翼 (Chi-E) 提供相關資訊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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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暴漆彈衝鋒槍 



成
立於澎湖的 3D電影道具工作室 (3D MMP)，

採用 3D列印技術研製出許多不同武器，其

最新開發的 Mk19榴彈機槍是目前單兵操作的最

大型武器，從來都沒有廠商生產過，3D MMP認

識到未來生存遊戲中的「軍事模擬活動」(Military 

Simulation，簡稱 Milisim)將出現更多新型態的玩

法，而Mk19榴彈機槍勢必會出現在此類的活動中，

於是開始蒐集全球各地的戰場資料，以便進行研發；

Mk19是美軍在越戰時開始使用至今的一種 40mm

口徑、以彈鏈供彈的榴彈機槍 (或稱自動榴彈發射

器 AGL)，由美國海軍兵工所開發，通用動力及薩

科 (Saco)防務生產，越戰時美國海軍的內河巡邏艇

上裝有此一武器，可藉由壓倒性火力來牽制敵人的

成
最新開發的 Mk19榴彈機槍是目前單兵操作的最

大型武器，從來都沒有廠商生產過，3D MMP認

識到未來生存遊戲中的「軍事模擬活動」(Military 

Simulation，簡稱 Milisim)將出現更多新型態的玩

法，而Mk19榴彈機槍勢必會出現在此類的活動中，

於是開始蒐集全球各地的戰場資料，以便進行研發；

Mk19是美軍在越戰時開始使用至今的一種 40mm

口徑、以彈鏈供彈的榴彈機槍 (或稱自動榴彈發射

器 AGL)，由美國海軍兵工所開發，通用動力及薩

科 (Saco)防務生產，越戰時美國海軍的內河巡邏艇

上裝有此一武器，可藉由壓倒性火力來牽制敵人的

許多玩家都希望有戰爭電影上的夢想武器，但許多大型武器因為體積過大，或太過冷門而始終盼不到槍廠

的青睞，還好新成立的 3D MMP公司將 3D列印技術印進了軍品市場，讓許多玩家只能夢想的武器，現在都

可以進行客製化打造，這挺Mk19 榴彈機槍便是最好的例子⋯

The Mk19 automatic grenade launcher is an awesome weapon that doesn’t appreciated by toy gun 

manufacturer due to its size and sophisticated mechanism in the past. But now 3D MMP has been using 

3D printing technology to reproduce Mk19, and it’ll be launched in the coming months⋯.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 3D電影道具工作室 (3D MMP) 提供相關資訊

裝在 M3三腳架上的 Mk19榴彈機槍實銃。(By Wikipedia)

新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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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19 榴彈機槍



老槍抱報

038 2018.05.01

蟒蛇 (Python).357 左輪槍以獨樹一格的威猛造型和大口徑的威力，至今仍然是極佳的動作片道具，日本國

際 (Kokusai) 公司在 80年代複刻了這把由柯特 (Colt) 生產的 .357 麥格農左輪槍，並鍍上 22K金以突顯該槍

的尊貴地位⋯

Colt Python .357 revolver is a big caliber and powerful weapon. It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action 

movies. Kokusai from Japan produced a replica of Python in the 80s, and plated with 22K gold to 

emphasize its premium status⋯.

1976年的法國動作片《左輪大煞星》(Police Python .357)便以這款蟒蛇手
槍為主角。(By Wikipedia) 

巨蟒左輪槍

蟒
蛇 (Python).357左輪是一把由美國康乃狄克州的柯特公司

所製造的左輪手槍，以發射 .357麥格農 (Magnum)、.38 

Special、.38 S&W(.38/200)等口徑的子彈，以生產 M1911自動

手槍為主的柯特公司，推出蟒蛇左輪槍的目地，是想攻取左輪手

槍方面的市場，它於 1955年推出時，與它主要對手史密斯與威

森 (S&W)製造的 S&W M29 .44麥格農於同時推出，兩種產品

也從此在左輪槍市場中纏鬥了數十年；Python是一把具有雙動

式操作扳機的左輪手槍，強固的槍管和轉輪彈倉讓它可以裝載、

發射，並承受大威力的 .357口徑子彈，Python的威力更號稱可

以在近距離擊倒一隻猛獸；不過這樣夯的 Python已經在 1999

年停產了，所有在市場上流通的新、舊 Python都變成了高價左

輪手槍商品。

國際 Python 模型手槍
成立於 1970年代的國際 (Kokusai)產業，是日本許多老字

號槍舖之一，它在 1980年邁入營業巔峰時期，以製造模型手

槍為主，但是樹大招風，他們產品成為警方關注的對象，因為

Kokusai的左輪模型都是以金屬製造，難免引起有心人士遐想，

老槍抱報老槍抱報

巨蟒左輪槍

●文、圖 / 編輯部 

●感謝老槍友俱樂部提供相關資訊



Classic Toy Gu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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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槍身的火控組與實銃尺寸完全不同，無法互換

零件。

槍管背面的柯特製造廠刻印。 

該有的〝柯特小馬〞招牌標誌也忠實重現。

槍管上〝Python .357〞的深刻印真是迷人啊！ 

擊鎚以及裝飾用的撞針。 

巨蟒左輪槍

Classic Toy Gun ReviewClassic Toy Gun Review

在走過風光的 1980年代後，1990年

玩具槍市場轉向電動槍、氣槍，模型手

槍逐漸乏人問津，業績自彼時起逐漸下

滑，2000年時又因為公司發生火災，

而宣佈暫停公司業務活動，所剩下的庫

存交由另一家名為「太陽計畫」(Sun 

Project)銷售，其餘產品的生產模具轉

賣給模具製造商Woolly Wood，該公司

並買下 Kokusai的商標繼續發售，直到



軍品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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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武哈祭在中南部軍友們的殷切期盼下，首度移師台中市舉行，熱情參加的觀眾人數爆增，本

刊這次選擇在場地廣闊且交通便利的台中國際展覽館舉行，在4月13~15日這三天中，有來自台、港、中、

韓、日、美6國的數十家廠商參展，吸引了上萬名來自全國的軍迷，在這場亞洲最盛大的軍品展覽會場中

享受武哈祭引爆的熱情⋯

●台港編輯部聯合採訪

第23屆台中武哈祭



Military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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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8 Hooha Show was held at Taichung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Hall from Apr. 13~Apr. 
15. This is the fi rst time that we organizing the show in Taichung. The exhibition site was huge 
and spacious, and attracted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attend the show. Let’s take a good look of 
the 23rd Hooha Show….

第23屆台中武哈祭 The 23rd Taichung Hooha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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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魅巡邏步槍

APS ASR122 GPR

with Violet

●文、圖/Samson Lo

●模特兒/Kristy Wong

●感謝/APS、Jan Tong(Sword Tactical Supply)提供協助

上期本刊剛介紹過的APS終極幽靈(Phantom 

Extremis)AEG步槍系列最新的PER MK-VI緊

緻型步槍，到了四月初，從不停下腳步的APS

已把全新的「鬼魅巡邏步槍」(Ghost Patrol 

Rifle)送到戰鬥王編輯部，所以我們便打鐵趁熱

趕快介紹這把APS全新的Ghost Patrol Rifle系

列的第一彈~ASR122 GPR步槍⋯

We’ve made a review of APS Phantom 
Extreme Rifle Mk.VI last month, but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April, APS sent the latest 
Ghost Patrol Rifle Editorial Department right 
away. In this case, we’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continue report of APS AS112 G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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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國家軍事   博物館
2014年開幕的荷蘭國家軍事博物館(NMM)位於前荷蘭空軍索伊斯特堡(Soesterberg)基地，由原本位

於該地的軍事航空博物館(MAM)和位於戴爾特(Delft)的陸軍博物館(AM)兩者合併而成，堪稱是荷蘭佔

地最廣、外觀最現代化的博物館，館內展示了眾多曾在荷蘭軍隊服役的戰機、直升機、戰車、裝甲車和

火砲，宛若一部具體而微的近代荷蘭軍事史⋯

The National Military Museum established in 2014, is situated on the former air base at 
Soesterberg. It combines the collections of the former Military Aviation Museum in Soesterberg 
and Army Museum in Delft. There’re numerous pieces on display, including tanks, planes, armored 
vehicles and helicopters. It’s defiantly a must-go place when you visit Netherlands….

2014年開幕的荷蘭國家軍事博物館(NMM)位於前荷蘭空軍索伊斯特堡(Soesterberg)基地，由原本位

National Military Museum in Netherlands

軍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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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國家軍事   博物館
●採訪/艾瑞克‧Covered by Eric Wang

National Military Museum in Netherlands

Military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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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初位於日本新瀉縣上越市的關山演習場，在一夜之間下了三米高的積雪，翌日自衛隊

第 2和第 14 普通連隊 ( 步兵營 ) 即在此進行實兵對抗演練，駐地位於上越的第 2連隊擁有地利

之便，相較第 14 連隊人數占有較大優勢，兩方勢均力敵，究竟結果如何？請看本刊日本特派員

乙夜來自現場的獨家報導⋯

陸上自衛隊冬季協同演習
JGSDF Winter Joint Exercise 2018

●採訪 / 乙夜‧Covered by Itsuya 

●編譯 / 蔡牧霖‧Translated & Edited by Karl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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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軍力



陸上自衛隊冬季協同演習
JGSDF Winter Joint Exercise 2018

JGSDF held a winter joint exercise at the Sekiya base in Joetsu City, Niigata County. The 
2nd Brigade and 14th Brigade played as Blue army and Red army separately. They fought 
each other under terrible weather condition. Wanna know the result? Check this coverage 
from CKM Japan Correspondent Itsuya…. 

0972018.05.01

JSDF Strength 



Reenactment of German MG42 
Air-Defense Shooting

MG42機槍
防空射擊示範重演 

重演活動重演活動重演活動Reenac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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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上對步兵最大的威脅除戰車之外，便是來自空中的攻擊，二戰步兵在面對敵軍空襲時由於缺乏單

兵防空武器，只能以手中的武器進行反擊，機槍本來就是單兵主要火力，做為防空防禦更是不二選擇，

TRA於是以本次的MG42 機槍防空射擊重演，讓大家了解當年步兵艱苦對抗空中攻擊的實況⋯. 

WW2 German troops use MG42 to fire swiftly and fiercely toward Allied fighters, so it may considered 
as the major infantry air-defense weapon. TRA recently held an air-defense reenactment of WW2 
German soldiers. Let’s check it out….   

●文、圖 / 陳益源 

●感謝 TRA 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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