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致命性防暴裝備

『閃電特警X-1』



強化執法、保全、警衛等，於鎮暴／治安／防身時，可

有效使用之高科技非致命性裝備。

功能性與安全性可媲美甚至超越獨霸全球的美國「泰瑟

槍(Taser Gun) 」 。

達到「消弭犯罪，確保執法者本身及保護人民生命安全」

之目的。

對非持槍性的歹徒搶匪、暴力份子、瘋(醉)漢、自殺者、

飆車族…等，於適當安全距離外即可掌握第一時間，迅

速有效的制服逮捕。

 研發目的與使用時機



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多功能防暴電擊槍。

可依使用目的彈性裝配各種不同功能的卡匣。

非致命性的防衛武器，可依法申請使用。

『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

操作簡單、攜帶方便。

二種顏色的多種組合可供選用。

 特色



不須接觸對象即可於適當距離使用。

能快速裝卸彈性更換各式不同功能的卡匣。
最安全、有效的非致命性裝備。

碳纖材質堅固耐摔，體積小、重量輕。
操作簡單、攜行方便。

具防搶及防濫用機制。

 設計原則



 9 - 功能

1). 電擊探針卡匣：
可於約3.5或6公尺距離射出電擊探針，瞬間癱瘓歹徒。

2). 辣椒粉卡匣：
噴灑有效範圍約3~5公尺，可使多數歹徒咳嗽、流淚、無法
目視、失去攻擊能力。

3). 辣椒彈卡匣：
有效距離約12~15公尺，可於較遠
距離針對特定歹徒攻擊使其咳嗽、
流淚、無法目視、失去攻擊能力。

4). 橡膠彈卡匣：
有效距離約12~15公尺，使目標產
生劇烈疼痛嚇阻其攻擊企圖。



5). 油漆彈卡匣：
有效距離約12~15公尺，可標記群眾活動中的特定對象，不
易清洗。

6). 求救信號彈卡匣：
可射向空中產生明顯的求救信號目 標，

射程高度可達約100公尺。

7). 延伸電擊桿：
可延伸約38公分的電擊防衛距離。

8). 近身防護：
直流(DC)高壓電波直接觸身電擊。

9). 強光照明：
強光暈眩、瞄準射擊、夜間照明可達30公尺以上。

 9 - 功能



 應用範圍
•治安維護：

警政、海巡、特勤單位
•軍事營區安全維護
• 社會安全維護：
機關、機構、學校、公司、行號、工廠、民間守
望相助組織之警衛、保全人員、巡守人員。
依法執行稽查公務人員。
經營金銀珠寶業者。



 操作安全及警示機制

防搶插梢斷電手環帶（保險及防搶）
電擊保險閥（電源開／關）
待機蜂嗚警告及指示（綠燈亮）
弱電指示（紅燈亮）
彈匣蓋條碼編號（用以追蹤使用者）













對人體的安全性－
電壓及電流

「電壓及電流值」檢測：
檢測單位：「台灣科技大學」及「工業技術研究院」

檢測結果：
※輸出開路電壓：33KV
※輸出電流：100μA ±2%以下
※輸出頻率：0 Hz (DC)
檢測單位依據IEC479-1國際標準：
交流電500μA以下；直流電2000μA以下，不會對人體產生
危險。若在100μA以下，則對人體不會有任何傷害或生命危
險。
檢測報告：
開具「對正常人體之影響無安全顧慮」的報告證明。



工業技術研究院測試報告書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測試報告書



 對人體的安全性－
拋射殺傷力

「彈匣拋射初速」檢測：
檢測單位：「車輛研究測試中心」及「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
學學系」與「中正理工學院」
檢測結果：
※在10cm處速度為39.7（m/s），每平方公分面積所承受
之動能為12.9356焦耳（j）；
※在300cm處速度為15.2（m/s），每平方公分面積所承受
之動能為2.0216焦耳（j）；
※依司法院秘書長81年6月11日第06985號函示對殺傷力之
認定標準為：在最具威力之適當距離，彈丸可以穿入人體肉
層之動態為基準，彈丸單位面積達到20焦耳。
※爰此，本產品低於法定標準，故「不具殺傷力」。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測試報告書



 對人體的安全性－產品保險

「產品責任險」投保：

承保單位：『新光產物保險公司』

投保總額：新台幣貳仟萬元整。



 電流波形的安全性及
震撼嚇阻力測試的比較

(1).閃電特警X-1
直流電波
(頻率 0Hz)

(2).泰瑟槍Taser Gun
交流電波

(3).台製電擊器配合
泰瑟槍卡匣使用

交流電波

※根據「國際電氣技術委員會(IEC)479-1－電流對於人類和家畜的效應」資料報告：

『人體遭受電擊時所產生的危險主要取決於電流的大小和時間長度』。

『直流電所造成的意外事件數目，遠比預期低的很多，因為其造成心室纖維顫動的臨
界點遠比在交流電時高出很多』。

※直流高壓電擊器所產生的震撼嚇阻力遠大於交流高壓電擊器。【請參觀模擬展示】



人體電擊模擬測試的比較
(閃電特警X-1 vs. Taser Gun)

根據「國際電氣技術委員會(IEC)479-1－電流對於人類和家畜的效應」的研究報告

※「心室纖維顫動」被視為遭受電擊而造成死亡的原因。

※「閃電特警X-1電擊器」使用直流高壓電波，在電擊時會致使目標對象產生肌肉疼
痛和痙攣收縮的現象，但因此反而能保護心臟，較不易發生「心室纖維顫動」的狀況。

※反觀「泰瑟槍(Taser Gun)」或「一般傳統電擊器」均使用交流高壓電波，在電擊
時會致使目標對象產生全身僵硬的現象，發生「心室纖維顫動」的狀況以及當倒下時
身體各部位遭撞擊而造成傷害的機率較高。

痙攣收縮彎倒

全身僵直倒下



 有效性及安全性實測(1)
以人體實際測試電擊的有效性並證實其安全性



 有效性及安全性實測(2)
以動物實際測試電擊的效果並證實其安全性



 功能擴充性－
攝錄影存證

槍枝專用攝錄影機
【開發中，專利申請中，

近期內即將發表】

以1913標準戰術滑軌可輕易配合閃電特警X-1及一般軍、
警用標準槍枝使用。

即時錄影／錄音存證現場狀況，可於事後還原事發現場實
況。



 合法性
適用法規－(1)

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

第 7 條
僱 (任) 用警衛、保全人員、巡守人員或依法執行
稽查公務人員之機關、機構、學校、公司、行號、
工廠、民間守望相助組織得檢附下列文件向直轄
市、縣 (市) 政府警察局申請許可購置警棍、電氣
警棍 (棒)  (電擊器) ；其設有分支機構者，應由各
該分支機構向直轄市、縣 (市) 政府警察局申請許
可。



合法性
適用法規－(2)

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

 依據行政院行政函令：

中華民國95年5月30日院臺治字第0950023739A號函修正
「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 」

※電氣器械類：電氣警棍（棒）（電擊器）、擊昏槍、
擊昏彈包



合法性
適用法規－(3)

移民署武器或器械使用辦法

 依據行政院發布：

中華民國95年11月29日台內警字第0950922138號令發布
訂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武器或器械使用辦法」

附表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武器或器械種類規格表

※電氣器械類：電氣警棍（棒）（電擊器）、擊昏槍、
擊昏彈包、電擊槍、網槍、 脈衝槍



合法性
適用法規－(4)

保全業設置通訊安全裝備之種類規格及
使用規定表

※安全裝備：一、巡迴服務車。二、運鈔車。三、口笛。
四、Ｓ腰帶。五、手電筒。六、安全盾牌。七、防彈衣、背

心。八、防彈頭（鋼）盔。九、棍棒。
十、電氣警棍（棒）（電擊器）。

※裝備使用規定：
電氣警棍（棒）（電擊器）個案定製之申請、使用、保管及
檢查：
（一）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第七條至第十一條
及警察機關受理申請警棍警銬電氣警棍（棒）（電擊器）製
造售賣作業程序第七點規定辦理。



 合法性－
核准製造售賣

 本產品電擊器本體部份已經『內政部』核准同意製造，及
『內政部警政署』核准同意售賣在案。



 標準套裝配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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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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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閃電特警X-1
2. 卡匣：

* 電擊探針卡匣（黃色）2只
* 辣椒粉卡匣 （紅色）2只
* 鎮暴彈卡匣 （黑色）1只

3. 充電器
4. 腰掛式電擊槍槍套
5. 腰掛式備用卡匣袋
6. 套裝攜行包
7. 相關資料：

* 操作使用手冊及保證書
* 電擊效果專用練習靶紙



 可選（增）購附件

 電擊探針卡匣 3.5M/6M（黃色）

 辣椒粉／彈匣（紅色）

 鎮暴（橡膠）彈卡匣（黑色）

 油漆彈卡匣（綠色）

 求救信號彈卡匣

 延伸電擊桿

 腿掛式電擊槍槍套



簡報完畢

恭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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