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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ESESE----999999999999----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 

                    S.P.TS.P.TS.P.TS.P.T非致命性武器非致命性武器非致命性武器非致命性武器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非槍炮彈藥相關條例管制品非槍炮彈藥相關條例管制品非槍炮彈藥相關條例管制品非槍炮彈藥相關條例管制品~    

一種即時的一種即時的一種即時的一種即時的........制暴制暴制暴制暴、、、、嚇阻嚇阻嚇阻嚇阻、、、、有效控制有效控制有效控制有效控制    

場面的非致命性武器場面的非致命性武器場面的非致命性武器場面的非致命性武器!!!!    

通過美國環境保護署環評報告通過美國環境保護署環評報告通過美國環境保護署環評報告通過美國環境保護署環評報告 

通過美國通過美國通過美國通過美國 -F.D.A檢測檢測檢測檢測  

美國超過美國超過美國超過美國超過1,3001,3001,3001,300個執法單位使用個執法單位使用個執法單位使用個執法單位使用    ! ! ! !     

2005200520052005年香港年香港年香港年香港WTOWTOWTOWTO民眾暴動民眾暴動民眾暴動民眾暴動    

美國海岸巡防隊美國海岸巡防隊美國海岸巡防隊美國海岸巡防隊執勤執勤執勤執勤    

2000200020002000年西雅圖年西雅圖年西雅圖年西雅圖暴動暴動暴動暴動    

均採用本產品均採用本產品均採用本產品均採用本產品 

    

SECURE EQUIPMENTSECURE EQUIPMENTSECURE EQUIPMENTSECURE EQUIPMENT CO.,LTD CO.,LTD CO.,LTD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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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意事項特別注意事項特別注意事項特別注意事項：：：：使用本系統須年滿使用本系統須年滿使用本系統須年滿使用本系統須年滿 18181818 歲以上成人歲以上成人歲以上成人歲以上成人。。。。

各種彈勿朝頭部各種彈勿朝頭部各種彈勿朝頭部各種彈勿朝頭部、、、、頸部或脊椎射擊頸部或脊椎射擊頸部或脊椎射擊頸部或脊椎射擊，，，，勿小於勿小於勿小於勿小於 3333 公尺以下近公尺以下近公尺以下近公尺以下近

距離對人射擊距離對人射擊距離對人射擊距離對人射擊，，，，避免逆風射擊避免逆風射擊避免逆風射擊避免逆風射擊，，，，發射器壓力需維持在最高發射器壓力需維持在最高發射器壓力需維持在最高發射器壓力需維持在最高

壓力壓力壓力壓力。。。。    

使用者必須小心完全閱讀並使用者必須小心完全閱讀並使用者必須小心完全閱讀並使用者必須小心完全閱讀並評估產品之適用性評估產品之適用性評估產品之適用性評估產品之適用性，，，，僅供僅供僅供僅供

使用前使用前使用前使用前受過訓練之執法及適當人員使用受過訓練之執法及適當人員使用受過訓練之執法及適當人員使用受過訓練之執法及適當人員使用，，，，並確認與此所有並確認與此所有並確認與此所有並確認與此所有

相關風險及責任相關風險及責任相關風險及責任相關風險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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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一一一一、、、、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研發動機研發動機研發動機研發動機    

近年來全球民主人權意識高漲，世界各國之集會訴

願均十分盛行，因立場、觀念或因種族不同，動輒集結

上街遊行，群眾活動日益頻繁；一旦有過度言論或行為

刺激常常衍發激烈肢體衝突，此時執法的警察或保安單

位人員與民眾就常會有肢體推擠，執法人員縱然有防護執法人員縱然有防護執法人員縱然有防護執法人員縱然有防護

重裝重裝重裝重裝，，，，嚴重嚴重嚴重嚴重脫序時不免脫序時不免脫序時不免脫序時不免引引引引發發發發流血意外流血意外流血意外流血意外，，，，或肇成大規或肇成大規或肇成大規或肇成大規模群模群模群模群

眾暴力事件眾暴力事件眾暴力事件眾暴力事件甚至甚至甚至甚至暴動暴動暴動暴動，，，，在在在在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媒體與通訊高度發展下媒體與通訊高度發展下媒體與通訊高度發展下媒體與通訊高度發展下，，，，

輕則影響社會秩序輕則影響社會秩序輕則影響社會秩序輕則影響社會秩序，，，，重則重則重則重則損損損損害國家形象害國家形象害國家形象害國家形象。。。。所以執法人員

在為了維護社會秩序，避免傷及無辜百姓前提下，處理

群眾事件大都盡量默默承受，無法立即伸張公權力，十

分難為。另外在全球各國之海權爭議上，海巡等單位常

在避免傷及人民生命的束縛下，無法徹底且有效執行公

務，維護海權工作，驅離或查扣逮捕非法漁船。 

維護維護維護維護治治治治安時安時安時安時，，，，執法人員執法人員執法人員執法人員常常常常視開槍為視開槍為視開槍為視開槍為「「「「既麻煩又不討既麻煩又不討既麻煩又不討既麻煩又不討

好好好好」」」」的行徑的行徑的行徑的行徑。。。。這種猶豫遲疑的心態這種猶豫遲疑的心態這種猶豫遲疑的心態這種猶豫遲疑的心態，，，，經常經常經常經常導致導致導致導致執執執執勤人員勤人員勤人員勤人員

自身安全自身安全自身安全自身安全受受受受到危害到危害到危害到危害，，，，或或或或開槍開槍開槍開槍肇成百姓無辜傷亡肇成百姓無辜傷亡肇成百姓無辜傷亡肇成百姓無辜傷亡；；；；之後還之後還之後還之後還

得得得得面臨面臨面臨面臨民刑事的訴訟與民刑事的訴訟與民刑事的訴訟與民刑事的訴訟與應付應付應付應付相關報告相關報告相關報告相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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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聖地牙哥海岸巡防隊在一次海上執勤時，採

用了一款可以發射一款可以發射一款可以發射一款可以發射多款多款多款多款特殊特殊特殊特殊子彈的子彈的子彈的子彈的：：：：S.P.T S.P.T S.P.T S.P.T 非致命性武非致命性武非致命性武非致命性武

器器器器系統系統系統系統，驅趕越區捕魚的漁船與漁民，效果十分良好，

於是許多州警局隨之跟進，美國目前已有超過一千三百

個執法單位，將其做為執勤配備。這種新型的系統系統系統系統是以是以是以是以

Co2Co2Co2Co2做為動力做為動力做為動力做為動力，依任務不同來使用不同子彈，其產生的

效果：有強力撞擊，會使人感到巨大疼痛，但不會貫穿

人體或衣服；另外有驅

散人群作用的子彈，造

成眼、鼻、口腔黏膜強

烈刺激，擊中擊中擊中擊中目標目標目標目標後粉後粉後粉後粉

末瞬間散開末瞬間散開末瞬間散開末瞬間散開，，，，使人失去使人失去使人失去使人失去

反抗力反抗力反抗力反抗力，，，，事後以清水沖事後以清水沖事後以清水沖事後以清水沖

洗即可洗即可洗即可洗即可，，，，不會有後遺症不會有後遺症不會有後遺症不會有後遺症。。。。    

「「「「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在執在執在執在執

勤時勤時勤時勤時，，，，是是是是一種即時的制一種即時的制一種即時的制一種即時的制

暴暴暴暴、、、、嚇阻嚇阻嚇阻嚇阻、、、、有效控制場有效控制場有效控制場有效控制場

面的面的面的面的裝備裝備裝備裝備，，，，可提供可提供可提供可提供執執執執法法法法

者者者者：：：：「「「「開槍與否開槍與否開槍與否開槍與否」」」」的第三種選擇的第三種選擇的第三種選擇的第三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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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系統優勢系統優勢系統優勢系統優勢////功能概述功能概述功能概述功能概述    

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主要目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多彈種視任務選用多彈種視任務選用多彈種視任務選用多彈種視任務選用，，，，射程遠射程遠射程遠射程遠、、、、            

準確準確準確準確、、、、立即立即立即立即有效有效有效有效控制場控制場控制場控制場面面面面之之之之非致命性武非致命性武非致命性武非致命性武器器器器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本本本本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與與與與 2008200820082008 年兩年連續榮年兩年連續榮年兩年連續榮年兩年連續榮獲獲獲獲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頒發頒發頒發頒發「「「「經濟部創新研發經濟部創新研發經濟部創新研發經濟部創新研發楷模楷模楷模楷模獎獎獎獎」。」。」。」。    

本系統本系統本系統本系統 2002002002007777 年年年年為為為為「「「「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計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計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計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計畫畫畫畫    

SBIRSBIRSBIRSBIR 專案專案專案專案」」」」。。。。其功能其功能其功能其功能、、、、品質品質品質品質、、、、合法及合法及合法及合法及安全性深安全性深安全性深安全性深    

受國家肯定受國家肯定受國家肯定受國家肯定。。。。    

平日訓練與執勤使用成本低廉平日訓練與執勤使用成本低廉平日訓練與執勤使用成本低廉平日訓練與執勤使用成本低廉，，，，保養方便保養方便保養方便保養方便。。。。 

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為手槍造型為手槍造型為手槍造型為手槍造型發射器，T6 

鋁合金製造，短小輕巧堅固易攜帶易攜帶易攜帶易攜帶。 
配合長短槍管置換配合長短槍管置換配合長短槍管置換配合長短槍管置換，，，，手槍立即變長槍手槍立即變長槍手槍立即變長槍手槍立即變長槍，，，，    

不必再配備一長一短兩把槍枝交互 

使用，累贅又浪費。 

短槍用於10M以下近距離機動快速射擊。                               

長槍用於30M遠距離，大目標或狙擊、標記。 
渦流擊鎚設計渦流擊鎚設計渦流擊鎚設計渦流擊鎚設計，導引高壓空氣，使子彈產生自旋，不 

需仰賴槍管膛線即可達到射程遠且準確之功效，射擊射擊射擊射擊

時時時時無後座力無後座力無後座力無後座力，，，，持用者不需經過特別訓練持用者不需經過特別訓練持用者不需經過特別訓練持用者不需經過特別訓練，，，，個個個個個個個個神準神準神準神準。。。。    

「「「「前前前前、、、、後上氣後上氣後上氣後上氣」」」」功能功能功能功能，，，，再利用再利用再利用再利用「「「「彈彈彈彈斗斗斗斗、、、、彈彈彈彈匣兩用進彈匣兩用進彈匣兩用進彈匣兩用進彈」」」」    

前進氣為12g/24發，彈匣內裝9發。 

後上氣加彈斗可無限增大供氣與載彈 

需求，使連續擊發之火力更為強大 

持久，即使面對再多敵人即使面對再多敵人即使面對再多敵人即使面對再多敵人，，，，    

需需需需大量發射大量發射大量發射大量發射也不用煩惱也不用煩惱也不用煩惱也不用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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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系統報告系統報告系統報告系統報告    

一一一一、、、、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槍枝槍枝槍枝槍枝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本體尺寸：長 25cm X 高 17cm。（不含附、配件） 
本體重量：1公斤以下。（不含附、配件） 
本體材質：T6 鋁合金，握把加止滑防震膠。 
撞擊焦耳：出口：17 焦耳  20M：10 焦耳。（最大） 
使用動力：二氧化碳（Co2）前進氣為 12g/24 發。 
作動方式：半自動式，可單發，連發最高連發最高連發最高連發最高 8888 發發發發////秒秒秒秒。 
擴充配備：戰術手電筒，雷射標定器、狙擊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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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測試報告測試報告測試報告測試報告----1111    以高速攝影機以高速攝影機以高速攝影機以高速攝影機 1/30001/30001/30001/3000 秒測秒測秒測秒測測測測測 10cm10cm10cm10cm 至至至至 20M20M20M20M 之彈速之彈速之彈速之彈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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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測試報告測試報告測試報告測試報告----2222    以微波雷達測速儀以微波雷達測速儀以微波雷達測速儀以微波雷達測速儀    測槍口子彈初速測槍口子彈初速測槍口子彈初速測槍口子彈初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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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彈種介紹彈種介紹彈種介紹彈種介紹 

霹靂保鑣的霹靂保鑣的霹靂保鑣的霹靂保鑣的 S.P.TS.P.TS.P.TS.P.T    非致命非致命非致命非致命性性性性武器武器武器武器系統系統系統系統是是是是唯一唯一唯一唯一專為專為專為專為    

執法人員設計執法人員設計執法人員設計執法人員設計之之之之：使用簡單，成本低廉，準確快速安全， 

可立即有效控制場面，使敵方暫時失去攻擊能力，不傷 

及無辜，拯救交戰者性命拯救交戰者性命拯救交戰者性命拯救交戰者性命的人道系統的人道系統的人道系統的人道系統。。。。    

霹靂保鑣的霹靂保鑣的霹靂保鑣的霹靂保鑣的 S.P.TS.P.TS.P.TS.P.T    非致命非致命非致命非致命性性性性武器武器武器武器系統系統系統系統不會不會不會不會貫貫貫貫穿穿穿穿人人人人

體體體體或衣服或衣服或衣服或衣服，，，，產生致命性的傷產生致命性的傷產生致命性的傷產生致命性的傷亡亡亡亡；；；；不追求目標的摧毀不追求目標的摧毀不追求目標的摧毀不追求目標的摧毀，，，，或或或或

留下永久性傷殘留下永久性傷殘留下永久性傷殘留下永久性傷殘。。。。    

本產品安全性報告： 

一、通過美國環境保護署環評報告。 

二、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制局-F.D.A檢測。 

本產品使用現況： 

美國警察局、移民局、海岸防衛隊、獄政管理等； 

2000年西雅圖暴動，2005年香港WTO民眾暴動等。以及 

各國執法者處理群眾騷亂控制，鎮暴維和勤務時，經常 

可見本系統發揮：快速、安全，立即有效的控制場面， 

完成任務，且成效良好。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目前目前目前目前有有有有超過超過超過超過1,3001,3001,3001,300個個個個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執法單位執法單位執法單位執法單位現役現役現役現役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不需要使用槍枝不需要使用槍枝不需要使用槍枝不需要使用槍枝，，，，使使使使用用用用S.P.TS.P.TS.P.TS.P.T    非致命非致命非致命非致命性性性性武器武器武器武器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就可以完成我們的任務就可以完成我們的任務就可以完成我們的任務就可以完成我們的任務，，，，來來來來保護無辜百姓保護無辜百姓保護無辜百姓保護無辜百姓，，，，打擊犯罪打擊犯罪打擊犯罪打擊犯罪，，，，

維持社會秩維持社會秩維持社會秩維持社會秩序序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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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保鑣的霹靂保鑣的霹靂保鑣的霹靂保鑣的 S.P.T S.P.T S.P.T S.P.T 非致命非致命非致命非致命性性性性武器武器武器武器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S.P.S.P.S.P.S.P.TTTT    

緣由是：：：：SSSSppppecial ecial ecial ecial PPPPrrrrojectile ojectile ojectile ojectile TTTTaaaacticcticcticctic    的的的的縮寫縮寫縮寫縮寫，，，，意謂著意謂著意謂著意謂著    

『『『『    特殊的特殊的特殊的特殊的    彈丸彈丸彈丸彈丸    戰術戰術戰術戰術    』。』。』。』。    

                霹靂保鑣的霹靂保鑣的霹靂保鑣的霹靂保鑣的 S.P.T S.P.T S.P.T S.P.T 非致命非致命非致命非致命性性性性武器武器武器武器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依執勤任務

不同來使用不同子彈，其產生的效果為： 

心理上心理上心理上心理上的的的的威嚇威嚇威嚇威嚇＋＋＋＋身理上身理上身理上身理上的疼痛的疼痛的疼痛的疼痛＋＋＋＋制伏性制伏性制伏性制伏性粉末粉末粉末粉末發揮發揮發揮發揮 

在心理上在心理上在心理上在心理上除了槍體的有形威嚇除了槍體的有形威嚇除了槍體的有形威嚇除了槍體的有形威嚇外，還有發射時爆裂

聲響的震撼效果。在身理上在身理上在身理上在身理上被擊中時的被擊中時的被擊中時的被擊中時的強力撞擊強力撞擊強力撞擊強力撞擊，會使

人感到巨大疼痛與暫時失去行動能力，其動能會讓人體

瘀青或擦痕，((((切勿對頸部以上射擊切勿對頸部以上射擊切勿對頸部以上射擊切勿對頸部以上射擊))))但但但但不會不會不會不會貫貫貫貫穿穿穿穿人體人體人體人體或或或或

衣服衣服衣服衣服，，，，造成造成造成造成致命性的傷致命性的傷致命性的傷致命性的傷亡或亡或亡或亡或留下永久性傷殘留下永久性傷殘留下永久性傷殘留下永久性傷殘。。。。 

另外有制伏制伏制伏制伏作用的子作用的子作用的子作用的子彈彈彈彈，，，，擊中目標後瞬間粉末散開

籠罩，造成眼、鼻、口腔黏

膜強烈刺激，使人失去反抗使人失去反抗使人失去反抗使人失去反抗

力力力力，，，，不會有後遺症不會有後遺症不會有後遺症不會有後遺症，，，，事事事事後以清水沖洗即可後以清水沖洗即可後以清水沖洗即可後以清水沖洗即可。。。。    

清除現場工作很簡單，把粉末掃除或用水清洗，再 

放到垃圾桶中即可。 

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能能能能讓讓讓讓任任任任務務務務能能能能圓滿達成圓滿達成圓滿達成圓滿達成，，，，確實確實確實確實執行公權力執行公權力執行公權力執行公權力，，，，

不不不不會會會會再再再再因為因為因為因為猶豫猶豫猶豫猶豫是否是否是否是否開槍開槍開槍開槍，，，，而而而而肇成肇成肇成肇成自身安全自身安全自身安全自身安全受受受受到危害到危害到危害到危害或或或或

有有有有百姓百姓百姓百姓因因因因此此此此無辜傷亡無辜傷亡無辜傷亡無辜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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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執行勤務與平日訓練使用的子彈不同，霹靂霹靂霹靂霹靂

保鑣保鑣保鑣保鑣    S.P.TS.P.TS.P.TS.P.T 非致命非致命非致命非致命性性性性武器武器武器武器系統系統系統系統己經開發了四種彈，可

供任務不同來使用不同子彈：（（（（顏色以實物為準顏色以實物為準顏色以實物為準顏色以實物為準）））） 
 

１、制伏彈制伏彈制伏彈制伏彈：平均重約 3g。（S.P.T pepper ball） 

                                   塑膠紅色或紅黃硬殼，內置約0.5%重之 

PAVA Capsaicinoids 0.5% pepper                  

A.S.T.A. 21.1 粉末高速撞擊目標高速撞擊目標高速撞擊目標高速撞擊目標後後後後    

外殼隨即破裂外殼隨即破裂外殼隨即破裂外殼隨即破裂，，，，粉末隨空氣粉末隨空氣粉末隨空氣粉末隨空氣擴散擴散擴散擴散籠籠籠籠罩罩罩罩    

，，，，造成眼造成眼造成眼造成眼、、、、鼻鼻鼻鼻、、、、口腔黏膜強烈刺激口腔黏膜強烈刺激口腔黏膜強烈刺激口腔黏膜強烈刺激，，，，    

使人失去反抗使人失去反抗使人失去反抗使人失去反抗能能能能力力力力。。。。    
 

     ２、鎮暴彈鎮暴彈鎮暴彈鎮暴彈：平均重約4.2g。(強力劇烈撞擊，無穿透 

力（顏色以實物為準顏色以實物為準顏色以實物為準顏色以實物為準），內置惰性減震 

膠。高速撞擊目標後外殼隨即爆裂，由 

減震膠執行二次衝擊，提高疼痛感；減 

震膠的用意在降低彈丸彈跳，避免傷及 

無辜。其高速高速高速高速強力撞擊強力撞擊強力撞擊強力撞擊，會讓人體瘀青 

或擦痕，使人感到巨大疼痛使人感到巨大疼痛使人感到巨大疼痛使人感到巨大疼痛與暫時失去與暫時失去與暫時失去與暫時失去    

行動能行動能行動能行動能力力力力；；；；若齊射在窗戶上也能使玻璃若齊射在窗戶上也能使玻璃若齊射在窗戶上也能使玻璃若齊射在窗戶上也能使玻璃    

破碎破碎破碎破碎。。。。（當然這與玻璃的類型．厚度和 

尺寸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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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模擬彈模擬彈模擬彈模擬彈 ：平均重約 3g。(模擬制伏彈撞擊後粉 

末擴散效果)塑膠硬殼，內置白色惰性 

粉末。高速撞擊目標後外殼隨即爆裂， 

粉末隨空氣擴散；主要功能為主要功能為主要功能為主要功能為演習訓演習訓演習訓演習訓練練練練    

時模時模時模時模擬制伏彈撞擊擬制伏彈撞擊擬制伏彈撞擊擬制伏彈撞擊後粉末後粉末後粉末後粉末擴散效擴散效擴散效擴散效果果果果。。。。    

夜間發射時還可當夜間發射時還可當夜間發射時還可當夜間發射時還可當「「「「定位彈定位彈定位彈定位彈」」」」，先確定 

撞擊點後，連續交火。強力撞擊，其動 

能會讓人體瘀青或擦痕。 
 

    ４４４４、、、、訓練彈訓練彈訓練彈訓練彈：平均重約 3g。（演習訓練與標記使用） 

                    塑膠軟質膠囊，置入有色液體顏料。 

（顏色以實物為準顏色以實物為準顏色以實物為準顏色以實物為準）高速撞擊目標後膠 

囊隨即破裂，顏料同步附著於目標。 

完全採用環保材質，不會造成污染或後 

遺症。主要功能為主要功能為主要功能為主要功能為演習訓練時標記定位演習訓練時標記定位演習訓練時標記定位演習訓練時標記定位    

用用用用。。。。先確定撞擊點後，連續交火。強力 

撞擊，其動能會讓人體瘀青或擦痕。 

亦能對煽動者和暴動領頭者進行個別亦能對煽動者和暴動領頭者進行個別亦能對煽動者和暴動領頭者進行個別亦能對煽動者和暴動領頭者進行個別射射射射    

擊和標記擊和標記擊和標記擊和標記。 

清除工作很簡單清除工作很簡單清除工作很簡單清除工作很簡單，，，，用水淋洗擦拭即可用水淋洗擦拭即可用水淋洗擦拭即可用水淋洗擦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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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適用適用適用適用時機時機時機時機    

霹靂保鑣的霹靂保鑣的霹靂保鑣的霹靂保鑣的 S.P.T S.P.T S.P.T S.P.T 非致命非致命非致命非致命性性性性武器武器武器武器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在以下所屬

情況出現時，執法人員可選用： 

★騷亂騷亂騷亂騷亂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的制伏彈制伏彈制伏彈制伏彈高速撞擊目標後，粉末會隨空氣

擴散籠罩在出現騷亂的區域中，造成眼、鼻、口腔黏膜

強烈刺激，使人失去反抗力，驅散無法控制的民眾、或

大批群眾，甚至暴動。 

警員也可對嫌疑犯進行個別射擊，單發或在一秒內

連續發射 8發鎮暴彈鎮暴彈鎮暴彈鎮暴彈，來對付多個嫌疑犯．使人感到巨

大疼痛與暫時失去行動能力，迫使其就範或投降。 

對煽動者和暴動領頭者對煽動者和暴動領頭者對煽動者和暴動領頭者對煽動者和暴動領頭者可發射訓練彈可發射訓練彈可發射訓練彈可發射訓練彈，，，，以以以以進行進行進行進行個別個別個別個別    

射擊射擊射擊射擊或或或或鎖定鎖定鎖定鎖定標記標記標記標記。。。。 

★押解押解押解押解鉗鉗鉗鉗制暴力嫌犯制暴力嫌犯制暴力嫌犯制暴力嫌犯    

                 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的鎮暴彈鎮暴彈鎮暴彈鎮暴彈高速撞擊目標後外部硬殼隨即 

爆裂，由減震膠執行二次衝擊，提高疼痛感，不會有貫 

穿性的致命危險。發射時震撼的爆裂聲響，有心理上的 

威嚇＋身理上被擊中時的疼痛，再有不服可用制伏彈制伏彈制伏彈制伏彈，，，，

使其不敢放肆妄為。 

14 



 15

 

 
 

★面對精神病患面對精神病患面對精神病患面對精神病患 

處理精神病患，以及因藥物或酒精影響下，情緒失

控者，和精神耗弱的人危法亂紀，相信是所有執法者最

不願面對的棘手事。在猶豫遲疑的心態下，常導致執勤

人員自身安全受到危害，公權力無法伸張；縱然有千方

百計，不如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的的的的制伏彈制伏彈制伏彈制伏彈或模擬彈或模擬彈或模擬彈或模擬彈來的快、準、穩；

又不會肇成百姓無辜傷亡。 

★人質拯救人質拯救人質拯救人質拯救    

在拯救人質與攻堅時，瞬間連續以“下雪暴下雪暴下雪暴下雪暴”式的

射擊地板射擊地板射擊地板射擊地板牆牆牆牆壁和天花板壁和天花板壁和天花板壁和天花板，，，，讓制伏彈粉末讓制伏彈粉末讓制伏彈粉末讓制伏彈粉末充滿一個區域充滿一個區域充滿一個區域充滿一個區域，，，，

把歹徒從室內或遮蔽物後方逼出來，不用打歹徒，一樣

發揮制伏效果。 

以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來替代其他槍械武器，更能使無辜的人

質免於在槍枝駁火中受到傷害。 

★海域巡防海域巡防海域巡防海域巡防    

海上執勤時，常因在避免傷及人命財產的情況下，

無法徹底有效執行公務，驅離或查扣逮捕非法漁船，維

護海權工作。使用搭載多款特殊子彈的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不論

是驅趕越區捕魚的漁船漁民，或是跳船查艙，效果效果效果效果決對決對決對決對

超越目前荷槍實彈超越目前荷槍實彈超越目前荷槍實彈超越目前荷槍實彈，，，，瞻前顧後的窘態瞻前顧後的窘態瞻前顧後的窘態瞻前顧後的窘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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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解救解救解救自殺自殺自殺自殺    

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為手槍造型發射器，短小輕巧易攜帶。其

射擊時無後座力，持用者不需經過特別訓練，個個神準 

  。。。。在出其不意情況下，打落打落打落打落欲欲欲欲自殘者手中器械自殘者手中器械自殘者手中器械自殘者手中器械，，，，可可可可有效有效有效有效    

避免自殺避免自殺避免自殺避免自殺的的的的悲劇悲劇悲劇悲劇發生發生發生發生。。。。    

        ★維和維和維和維和警戒警戒警戒警戒    

      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的渦流擊鎚設計，導引高壓空氣，使子彈 

產生自旋，不需仰賴槍管膛線即可達到射程遠且準確之

功效。不論是10M以下近距離精確防護。或是配合長、

短槍管的置換，將將將將手槍變長槍手槍變長槍手槍變長槍手槍變長槍，用於遠距離、大目標維

和警戒，一樣得心應手。 

後上氣加上彈斗，可無限增大供氣與載彈需求，使

連續擊發之火力更為強大持久，即使面對即使面對即使面對即使面對數量龐大的數量龐大的數量龐大的數量龐大的敵敵敵敵

人人人人，，，，必必必必需大量發射也不用煩惱需大量發射也不用煩惱需大量發射也不用煩惱需大量發射也不用煩惱。。。。    

        ★戰術擴充戰術擴充戰術擴充戰術擴充    

                於夜間或需強光照明 

時，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配合需要可 

搭載手電筒、雷射瞄準器 

、標定具或狙擊器，讓讓讓讓每每每每  

一次的一次的一次的一次的任務任務任務任務圓圓圓圓滿滿滿滿達達達達成成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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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品名品名品名 防護距離防護距離防護距離防護距離 有效範圍有效範圍有效範圍有效範圍 衝擊效果衝擊效果衝擊效果衝擊效果 防護方式防護方式防護方式防護方式 
使用動力使用動力使用動力使用動力 

法規與法規與法規與法規與 
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 

 
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霹靂保鑣 20 ~ 30M 

可連發可連發可連發可連發 
周 圍周 圍周 圍周 圍 5 M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擴擴擴擴散散散散 

疼痛流淚疼痛流淚疼痛流淚疼痛流淚

咳嗽呼吸咳嗽呼吸咳嗽呼吸咳嗽呼吸

困難暫困難暫困難暫困難暫失失失失

攻擊力攻擊力攻擊力攻擊力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1.制伏制伏制伏制伏彈彈彈彈 
2.鎮暴彈鎮暴彈鎮暴彈鎮暴彈 

動力動力動力動力：：：：Co2 

通過測試通過測試通過測試通過測試 
合乎法規合乎法規合乎法規合乎法規 
非管制品非管制品非管制品非管制品 

電擊棒電擊棒電擊棒電擊棒 近身接觸近身接觸近身接觸近身接觸 
雨天禁用雨天禁用雨天禁用雨天禁用 

局部區域局部區域局部區域局部區域 
小 範 圍小 範 圍小 範 圍小 範 圍  

電擊電擊電擊電擊 疼痛疼痛疼痛疼痛 
抽畜抽畜抽畜抽畜 酸痛酸痛酸痛酸痛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電擊電擊電擊電擊 
動力動力動力動力：：：：電池電池電池電池 

列管物品列管物品列管物品列管物品 
特許持用特許持用特許持用特許持用 

催淚噴霧器催淚噴霧器催淚噴霧器催淚噴霧器 
0.5 ~ 1 M 
視風向視風向視風向視風向 

周圍周圍周圍周圍 1 M 
流淚流淚流淚流淚 咳嗽咳嗽咳嗽咳嗽 
呼吸呼吸呼吸呼吸 困難困難困難困難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辣椒精辣椒精辣椒精辣椒精 
動力動力動力動力：：：：氣體氣體氣體氣體 

非管制品非管制品非管制品非管制品 

催淚噴霧催淚噴霧催淚噴霧催淚噴霧槍槍槍槍 
1 ~ 2 M 
視風向視風向視風向視風向 

周圍周圍周圍周圍 3 M 
小區域散佈小區域散佈小區域散佈小區域散佈 

流淚流淚流淚流淚 咳嗽咳嗽咳嗽咳嗽 
呼吸呼吸呼吸呼吸 困難困難困難困難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辣椒精辣椒精辣椒精辣椒精 
動力動力動力動力：：：：氣體氣體氣體氣體 

非管制品非管制品非管制品非管制品 

橡膠鎮暴橡膠鎮暴橡膠鎮暴橡膠鎮暴槍槍槍槍 
10 ~20 M 
可連發可連發可連發可連發 

單點撞擊單點撞擊單點撞擊單點撞擊 
局部區域局部區域局部區域局部區域 

撞擊撞擊撞擊撞擊 疼痛疼痛疼痛疼痛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橡膠彈橡膠彈橡膠彈橡膠彈 
動力動力動力動力：：：：Co2 

送測試合送測試合送測試合送測試合 
乎法規即乎法規即乎法規即乎法規即 
非管制品非管制品非管制品非管制品 

逮 捕 網 槍逮 捕 網 槍逮 捕 網 槍逮 捕 網 槍  
5 ~ 7 M 

一次單發一次單發一次單發一次單發 

單點區域單點區域單點區域單點區域 

小 範 圍小 範 圍小 範 圍小 範 圍  
限制行動限制行動限制行動限制行動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網子網子網子網子 
動力動力動力動力：：：：火藥火藥火藥火藥 

列管物品列管物品列管物品列管物品 
特許持用特許持用特許持用特許持用 

TASER GUN 
(閃電保鑣閃電保鑣閃電保鑣閃電保鑣) 

4~5 M 
一次單發一次單發一次單發一次單發 

局部區域局部區域局部區域局部區域 
小 範 圍小 範 圍小 範 圍小 範 圍  

電擊電擊電擊電擊 疼痛疼痛疼痛疼痛 
抽畜抽畜抽畜抽畜 酸麻酸麻酸麻酸麻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電擊電擊電擊電擊＋＋＋＋TTTT

波波波波 
動力動力動力動力：：：：電池電池電池電池 

列管物品列管物品列管物品列管物品 
特許持用特許持用特許持用特許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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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槍玩具槍玩具槍玩具槍（（（（含漆彈槍含漆彈槍含漆彈槍含漆彈槍））））解除管制最新消息解除管制最新消息解除管制最新消息解除管制最新消息 

一、「「「「玩具槍管理規則玩具槍管理規則玩具槍管理規則玩具槍管理規則」」」」廢止公告廢止公告廢止公告廢止公告：：：： 

  

「玩具槍管理規則」業於九十一年五月八日以台內警字第○九一○○七五六九七

號及經濟部經商字第○九○○二二六九二六○號令，共同會銜廢止，爾後，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玩具槍進出口毋須再行取得本部同意文件玩具槍進出口毋須再行取得本部同意文件玩具槍進出口毋須再行取得本部同意文件玩具槍進出口毋須再行取得本部同意文件，本部自公告之日起，不再受理是項業

務。 

二、似真槍之玩具槍查禁問題似真槍之玩具槍查禁問題似真槍之玩具槍查禁問題似真槍之玩具槍查禁問題：：：： 

  
對於內政部八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內政部台（82）內警字第八二七○○二○號「類類類類

似真槍之玩具槍似真槍之玩具槍似真槍之玩具槍似真槍之玩具槍」查禁公告查禁公告查禁公告查禁公告，因喪失明確法源依據，亦廢止廢止廢止廢止。 

三、輸出入管制單位配合措施輸出入管制單位配合措施輸出入管制單位配合措施輸出入管制單位配合措施：：：： 

  

有關經濟部國貿局玩具槍輸出玩具槍輸出玩具槍輸出玩具槍輸出、、、、入代號入代號入代號入代號「「「「551551551551」」」」及及及及「「「「363363363363」」」」等限制等限制等限制等限制，於前揭「玩具

槍管理規則」廢止廢止廢止廢止後，業已喪失明確法源授權，內政部亦再度於九十一年六月一

日以內授警字第○九一○○七五八二五號函，通知該局儘速通知所屬撤銷管制事

宜；該局並於九十一年六月十日貿服字第○九一○一五○二八七─一號函，檢附

該局九十一年六月十六日貿服字第○九一○一五○二八七─○號公告影本乙紙，

函知各相關單位辦理。 

四、具殺傷力之玩具槍或符合「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槍枝爾後對於除屬「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稱槍枝外，餘無殺傷力之玩具槍無殺傷力之玩具槍無殺傷力之玩具槍無殺傷力之玩具槍，，，，自該管理規則公告廢止之自該管理規則公告廢止之自該管理規則公告廢止之自該管理規則公告廢止之

日起日起日起日起，，，，亦不再辦理核發輸出入許可證及查驗工作亦不再辦理核發輸出入許可證及查驗工作亦不再辦理核發輸出入許可證及查驗工作亦不再辦理核發輸出入許可證及查驗工作；對於查驗單位無法辨別是否屬

管制槍枝，由查驗單位派員檢送實物及備函，送本署（保安組或逕送刑事警察局

辦理殺傷力鑑驗）辦理槍枝鑑定。 

 

（內政部警政署八十三年八月十六日警署刑鑑字第四二四○號函）歷年來，各警

察機關查獲以「壓縮彈簧」或「填充氣體」之玩具手槍，經本署刑事警察局測試

其發射物體動能結果：其動能均甚微，與司法院秘書長函示之殺傷力標準（於最

具威力的適當距離，以彈丸可穿入人體皮肉層之動能為基準，即其動能達廿焦耳動能達廿焦耳動能達廿焦耳動能達廿焦耳

∕∕∕∕平方公分平方公分平方公分平方公分））））以下以下以下以下相距甚遠，均不具殺傷力不具殺傷力不具殺傷力不具殺傷力。 

九九九九十十十十四四四四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月月月四四四四日日日日立法院通過立法院通過立法院通過立法院通過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修正案，其中有關二十條之

一新增「模擬槍之管制規定說明如下：「「「「模擬槍模擬槍模擬槍模擬槍」」」」不包含所有空氣動力式之各式不包含所有空氣動力式之各式不包含所有空氣動力式之各式不包含所有空氣動力式之各式

玩具槍枝玩具槍枝玩具槍枝玩具槍枝，，，，包括漆彈槍包括漆彈槍包括漆彈槍包括漆彈槍、、、、BBBBBBBB 槍等槍等槍等槍等，，，，均不在管制之列均不在管制之列均不在管制之列均不在管制之列，，，，換言之，，，，空氣動力式之各式各式各式各式

玩具槍枝玩具槍枝玩具槍枝玩具槍枝，，，，只要不具殺傷力者只要不具殺傷力者只要不具殺傷力者只要不具殺傷力者，，，，即使外型即使外型即使外型即使外型、、、、材質與真槍類似材質與真槍類似材質與真槍類似材質與真槍類似，，，，民眾仍可合法買賣民眾仍可合法買賣民眾仍可合法買賣民眾仍可合法買賣

持有持有持有持有，，，，並無違法之虞並無違法之虞並無違法之虞並無違法之虞；；；；民眾無需擔心權益受損民眾無需擔心權益受損民眾無需擔心權益受損民眾無需擔心權益受損，，，，反而更可放心合法利用不具殺傷反而更可放心合法利用不具殺傷反而更可放心合法利用不具殺傷反而更可放心合法利用不具殺傷

力之各式空氣動力式玩具槍枝力之各式空氣動力式玩具槍枝力之各式空氣動力式玩具槍枝力之各式空氣動力式玩具槍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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