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員名冊
甲級會員

一芝軒企業 文宇國際 星虹玩具 利成科技 立智興業 建瑋玩具

偉益鋼模 偉剛科技 利士通工業 巨大塑膠 巍嘉國際 樺山玩具

摩帝企業 道勳企業 奕凱企業 連盛塑膠 泰亨玩具 台灣皇朝科技

鴻翔兄弟 邦查工業 東北工業 謙成 CL Design 23家

乙級會員

酷愛國際 杰丹田 威齊 高豐玩具 聯創 齊陞

翔準國際 騎翼 傑國國際 鈦坦國際 顛覆國際 新瀚精密

根深企業 享豪貿易 黎明數位 長虹資訊 威炫國際 和安貿易

PTS 飛行獨角獸 20家

初級會員

炙哥企業社 邦克工作室 2家



頁次 日期 類別 活動 備註

1 2021/3/17 會務 本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選出新任理事長及理監事

2 2021/4/24 推廣 第一次軍事生活節 樹林露營區

3 2021/4/24 媒體 青年日報報導軍事生活節活動

4 2021/4/25 媒體 東森新聞報導軍事生活節活動

5 2021/4/29 媒體 三立電視專訪VFC總經理

6 2021/5/7 參訪 桃園清華高中參訪協會

7 2021/8/4 參訪 考察嘉義欣欣水泥廠

8 2021/8/10 會務 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聘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為常年法律顧問

9 2021/8/16 會務 警政署函覆，玩具槍非管制品 已於臉書發布

10 2021/9/3 會務 拜訪北部會員 摩帝、立智

11 2021/9/10 會務 拜訪中部及南部會員 一芝軒、建瑋、杰丹田、高豐玩具、威炫國際

12 2021/10/10 推廣 龍岡忠貞新村雙十節活動

13 2021/10/10 推廣 樹林露營場媒體射擊體驗

14 2021/10/21 推廣 嘉南區大專射擊競賽 柳營靶場承辦，協會協辦

15 2021/10/24 推廣 台南運動嘉年華 柳營靶場承辦，協會協辦

工作紀要（2021/3/11-2022/8/23）



16 2021/11/6 推廣 第二次軍事生活節 樹林露營場

17 2021/12/6 參訪 拜訪警政署馮強生主任等人 理事長和總幹事

18 2021/12/18 推廣 IDPA三級賽 協會協辦及贊助獎品

19 2021/12/21 參訪 大園高中軍研社參訪 並參觀偉剛產線

20 2021/12/25 推廣 慈善耶誕派對 樹林露營場+中華民國腦麻協會

21 2021/12/31 媒體 李易「玩具槍協會開箱影片」

22 2022/1/18 媒體 青年日報報導慈善耶誕派對

23 2022/1/18 媒體 Stu Mortimer採訪協會 刊登英國Airsoft Action雜誌三月號

24 2022/1/21 媒體 青年日報報導IDPA三級賽

25 2022/1/29 媒體 TVBS「玩具槍王國在台灣！」

26 2022/1/29 媒體 東森新聞「「玩具槍」台灣之光」

27 2022/2/18 會務 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決議召收個人會員

28 2022/2/24 媒體 青年日報「不同種類的玩具槍」

29 2022/3/5 推廣 榮光三號演習 另有媒體報導

30 2022/3/8 推廣 桃園市府龍岡異域故事館履勘 鄭文燦市長帶隊



31 2022/3/11 會務 設立協會官方line帳號

32 2022/3/19 推廣 龍岡異域故事館開幕活動 協會協辦

33 2022/4/1 推廣 MOA在樹林露營場舉行

34 2022/4/16 推廣 龍岡米干節 設推廣攤位

35 2022/4/20 參訪 立法委員葉毓蘭參訪

36 2022/4/23 推廣 草地露營節（石門水庫） 設推廣攤位

37 2022/5/1 媒體 協助三立新聞拍攝新聞專題 揭密憲兵狙擊手特訓 "反轉槍面

38 2022/5/10 參訪 拜訪葉毓蘭委員辦公室

39 2022/6/16 參訪 拜訪立法委員邱顯智辦公室 總幹事

40 2022/6/25 推廣 三重一村軍風文創市集 設推廣攤位

41 2022/7/7 會務 協會派代表出席警政署會議 針對納管模擬槍零件等參與討論

42 2022/7/27 參訪 警政署及刑事局一行14人來訪

43 2022/8/10 媒體 鏡周刊採訪

44 2022/8/18 參訪 新北市議員參選人李婉珏參訪協會

45 2022/8/19 會務 立法委員林文瑞召開協調會 針對玩具槍輸入許可申請規定進行協調

46 2022/8/20 推廣 龍岡歌酒節軍風市集 設推廣攤位



中華民國玩具槍協會今天在新設立的專屬辦公
室召開今年的會員代表大會，順利選出新任理
監事，並由理監事推舉出下任理事長及常務理、
監事，均自今年六月一日起就職。名單如下：
理事：
偉剛科技（WG）陳書紘、
文宇國際（KIC）周杰篁（常務理事）、
利成科技（LCT）林昱成、
巍嘉國際（VFC）龔詩哲（理事長）、
摩帝企業（MODIFY）劉婧、
泰亨玩具 齊璧名、
鴻翔兄弟（Acetech）張永輝、
東北工業 郭厚志（常務理事）、
酷愛國際（KUI）王朝任。
監事：
星虹玩具（SRC）林冠元（常務監事）、
建瑋玩具（KWC）黃順記、
一芝軒企業（ICS）朱鎮堂。



首次與樹林河濱露營場合作舉辦的軍事市集活動。



MLF軍事生活節感受迷彩魅力
青年日報報導軍事生活節活動。新聞連結

https://tw.news.yahoo.com/mlf%E8%BB%8D%E4%BA%8B%E7%94%9F%E6%B4%BB%E7%AF%80-%E6%84%9F%E5%8F%97%E8%BF%B7%E5%BD%A9%E9%AD%85%E5%8A%9B-160000814.html


「越戰」軍事生活節民眾尋寶 盼爭取打造軍事露營區

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gc0V-tMntqs


龔詩哲理事長接受三立新聞台"薪動大未來"節目訪談

影片連結

https://fb.watch/eQlIH8Wxbd/
https://fb.watch/eQlIH8Wxbd/






本會於2021年8月10日召開本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通過決議聘請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為本會
常年法律顧問。



會員辦理玩具槍進出口，
偶承辦人員要求出具
「警政署許可函」，為
減輕會員公文往返麻煩，
由協會統一行文請警政
署函覆。

會員廠商如再有類似困
擾，可由協會立即回覆，
並以該警政署函文為附
件。

部分會員反應，證實有
效。



理事長龔詩哲於2021年6月1日上任， 9月3日即趁疫情趨緩拜訪北部GHK、摩帝及立智三家會
員廠商。



理事長與總幹事9月10日拜訪中部、南部一芝軒、建瑋、杰丹田、高豐玩具、威炫國際等會員。



龍岡忠貞新村每年雙十節舉辦國旗日活動，本次在文化園區擴大舉行，協會支援辦理軍事市集
和射擊體驗活動。。



配合雙十假期於樹林露營場設立靶場，並邀請近10位立法院記者前來體驗射擊活動，特別是夜
間射擊，留給媒體深刻印象。



台南柳營運動靶場21

日舉辦教育部嘉南區
大專院校第一屆「瞄
向未來 擊破障礙」射
擊競賽，本項活動由
南台科技大學主辦，
競賽項目為定向飛靶
射擊及點22口徑手槍
射擊。

中華民國玩具槍協會
也受邀在現場設立推
廣攤位，讓參賽選手
也能體會機槍或步槍
等的連發射擊感受。



由台南市政府主辦的
「運動嘉年華」24日在
台南運動公園舉行，現
場推出至少30項多元有
趣的運動項目，吸引大
批民眾前來。

其中柳營靶場和中華民
國玩具槍協會也設立了
射擊體驗區，成為活動
亮點之一，除了台南市
長黃偉哲也親臨體驗，
大批排隊人潮也顯示，
射擊真的是很有發展潛
力的運動。



第二次在樹林河濱露營場合作舉辦的軍事市集活動。還有聯合報的導。新聞連結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5873580?fbclid=IwAR3jnDggYvMH38EjeIEZWjQxU8SGd3_wMHBh5OQodo3mWrmcPzIrYOKPdzs


刑事局向警政署提建議案，緣於槍砲條例20-1修法，擴大模擬定義以來，改造槍枝的問題並
未獲解決，是否應對化整為零的模擬槍零件亦納入管制。為取得專業建議，理事長和總幹事
拜訪警政署，與部份高階警官及馮強生及保安組警官溝通。

初步建議，如欲管理火藥槍枝零件，且避免波及不相干之玩具槍零件，應該槍管和槍膛為主
要目標，且最好為單一目標。

警政署保安組後續再與協會就此議題溝通時，協會均持相同主張。



玩具槍協會首次協
辦IDPA三級賽，並邀
得多家會員廠商贊
助本次比賽。

贊助本次比賽的會
員包括：

巍嘉國際
摩帝企業
長虹資訊科技
鴻翔兄弟
偉剛科技
文宇國際
一芝軒企業



大園高中軍研社的同學會上周在教官的帶領下參觀玩具槍協會展示中心，並就近參觀偉剛
（WG）工廠和樣品室。



協會首次舉辦慈善
活動，耶誕假期在
樹林露營區舉辦軍
事驗活動，邀請身
心障礙和弱勢家庭
兒童來此體驗不一
樣的耶誕節。

這次很多廠商和各
界朋友提供禮物，
義工報名也十分踴
躍。雖然天候不佳，
但小朋友們多能因
為我們的熱情，有
了難忘的回憶。



協會邀請生存遊戲專業Youtuberf李易來協會製拍影片

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h9Z2O1JRc9M


影片連結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_1HZ5ZIpZjs%26fbclid%3DIwAR1dSwZoqUjtuDY-iygOBG_IaUE8ASYchuF4bCBgGiEfWva0wLbIJy3gnM4&h=AT12LVi0Fa4aPNMo6ltMbJRW_CeOV4HTLLstuJCZCJWiB-DdXFsh3sqoktWlsgw-RTCd88A97W_O1vCso1-TsOuJtxrTw5A4FnqZ_VJCMdo3sf79s8Xnh9df53Jcbrbqkw&__tn__=R%5d-R&c%5b0%5d=AT2hcs3HjM0YZbEQdKwghfo2zH0jZpHqMrs6ZeTlLPqqcwCb3ptIarb0yPM1tddL29gpR0I_W5opz3VuuhPcR9ccpdMfrxlUBYa_2VDYFo74nIfua69DCGGAI5RsOEAGkNMDyfpaX03wnAamnE9fdk4jHtY1tglDH7XVAC7rOxpaUjYnM8Urn_Mgev9nHW0fiz5x7c4CSYDkkq3HKGyVBQwqWsLD


長駐台灣的生存愛好者Stu Mortimer，定期為英國Airsoft Aciton 雜誌撰寫台灣產業動態。這次特別採
訪玩具槍協會。文章刊登於2022年3月號。連結在此

https://issuu.com/airsoftaction/docs/airsoft-action-issue-135-march-2022/92


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yRVHG65Aso


報導連結

https://news.tvbs.com.tw/life/1703924?fbclid=IwAR2deK9qD4s31FEYzZ1GJa754aqWUW2T4TtAcGCH2fr2DneWM_97RJJ-fUA


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l2-Jznbnsqo


本會於2022年2月18日召開第三次理監事會，決議自2022年3月起擴大召募個人（贊助）會員。
自2022年5月迄今，新增會員人數31人。

掃描左側QR-code即可填寫個人會員申請表



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IfC_fIBuSnE


這是一場結合後備軍友、輕兵器展示（模型或玩具槍）以及玩具槍射擊體驗的活動。對於逐
漸熱門的全民國防話題，發揮相當啟發效應。相關報導

https://gotv.ctitv.com.tw/2022/03/2032638.htm?fbclid=IwAR0JtKreqACIu-kndLrEaYpHaO7KiHFeeINT3NW8ScWYlybKcLiMDsvhWgM


協會會員根深企業有限公司王根深董事長早年為滇緬異域情報人員，後奉命撤至台灣桃園龍
岡，為使後代不忘孤軍保國衛民歷史，在眷村設立忠貞文化園區及異域故事館。玩具槍協會
提供部分協助。故事館完工，邀請桃園市府先行履勘，協會理事長等亦陪同接待。



玩具槍協會與會員間的連繫管道主要為E-
Mail，另以大多數人使用的line群組為輔。

現為配合個人會員召募，亦強化訊息送達
的確定性，另外申請了官方的line帳號。

官方line帳號會針對團體會員、個人會員及
非會員發布不同訊息。

請各位會員掃描右方QR-code或點選連結加
入好友，並請留言團體會員名稱，以利分
組。

僅限會員







米干節是龍岡滇緬族裔的特色節日，現已發展為桃園年度文化盛事。協會受邀參加，設置攤位推
廣玩具槍及射擊體驗。



立法委員葉毓蘭及辦公室同仁一行6人於4月20日參訪中華民國玩具槍協會，並就近參觀偉剛科技
展示間，對台灣玩具槍產業在全球市場的傑出表現，以及玩具槍協會致力於提升產業發展，推廣
生存射擊運動以及對全民國防等方面的貢獻，表示佩服與肯定。



由桃園市政府觀傳局在石門水庫溪洲遊客服務中心舉辦的年度大型露營活動。玩具槍協會把握所
有曝光機會，於現場設置攤位展示玩具槍，並結合水彈槍射擊、軍品攤位等，增加活動特色。



三立新聞為製播憲兵狙擊手特訓專題報導，請協會提供場和和器材，示範反轉槍面射擊。

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39pFRPI3tT8


立法委員葉毓蘭及辦公室同仁一行6人於4月20日參訪中華民國玩具槍協會，對於玩具槍產業有更
完整認識。協會也向委員報告，請協助進一步鬆綁玩具槍出口限制。准許業者生產較高動能的空
氣槍以供應海外市場。

5月10日協會應葉委員辦公室之邀，就相關議題再進一步討論。與會者包括理事長龔詩哲、榮榮
譽理事長陳書紘和總幹事等人。

葉毓蘭委員在前年槍砲條例20-1條修法期間，即是領銜提案廢除警察查輯玩具槍績效獎金的委員
之一。葉委員本人出身警界，對於與玩具槍相關法令之修定，有相當程度影響力。



透過協會顧問蔡長泰的臨時安排，拜訪時代力量黨團召集人邱顯智立委。

時代力量陳椒華委員過去長期關心模擬槍認定及影劇用槍被禁止進口等議題，邱委員也是較有心
關切類似分眾議題的民意代表。

會談中除了介紹玩具槍的產業現況、澄清常見的誤會（例如改槍的問題）等，也希望未來有機會
將開放高動能空氣槍出口列入政策討論。



空軍三重一村是早期空軍防砲部隊眷村，現已規畫為常設的文創基地。本次活動結合軍品市集、
軍事講座、國軍招募及街頭藝人演出等，內容十分豐富。協會把握機會向一般大眾展示玩具槍。
機



警政署保安組於7月7日下午召開「研議金屬材質玩具槍零件納管可行性座談會」，協會受邀與會。
本案緣於刑事局提案，主要為解決模擬槍擴大定義及列管後（20-1條修法），國內查獲改造槍枝
案件並未減少，懷疑係有心人士將模擬槍化整為零，以零件方式販售。

近因則是有某業者（非協會會員）自中國進口PPK空氣槍，有被改造成火藥槍之案例，希望業者
提出建議，如何遏阻這類情形。

參與會議的協會代表們提出很多建言，並輔以翔準國際準備的說明短片，對於主持會議的保安組
組長及其他警官們，均頗具教育效果。

由於本次係政策形成前的溝通階段，將來是否對部分零件進行管制、管制項目為何、是否涉及玩
具槍，當天均無定論，但主持人保安組組長承諾將充分接納業者意見。玩具槍協會將持續與政府
警政單位保持溝通，參與後續的討論，以保障合法業者及玩家權益。

本次會議及前一日會前會參加的會員代表：巍嘉、偉剛、翔準國際、KIC、東北工業。



有史以來第一次！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組
林信雄組長帶領組內
同仁，協同刑事局鑑
識科、偵查科等共14
位警官，拜訪中華民
國玩具槍協會，一來
了解玩具槍產業現況，
二方也聽取業界意見，
如何在保障合法業者
與玩家權益的前提下，
提出可行辦法，降低
改造槍枝犯罪的案件。



鏡周刊就警政署有關中國進口
空氣槍被改造成火藥槍等事件，
前來採訪協會的看法。

報導刊登於8月23日鏡周刊網站
及8月24日出刊的紙本。

新連連結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20822soc008/


新北市板橋選區議員參選人李婉珏來協會拜訪，並參觀8F軍事與射擊體驗館及偉剛公司



立法委員林文瑞接受玩具槍協會陳情，就有關玩具槍輸入須經警政署同意的新規定，恐影響合法
產業發展及造成業者不便等事，邀請玩具槍協會及警政署保安組、經濟部國貿局及財政部關稅總
署等單位進行協調。

具體內容及進展另以口頭報告。



由玩具槍協會及凱特力協助異域故事館設置的射擊靶場，配合歌酒節舉辦
啟用典禮，邀請市場鄭文燦及立委鄭運鵬等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