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期 

*14  軍事家觀察站/國際防衛簡訊      

*25  幻象 2000發展現況    

*32  A-10霹靂 II式攻擊機  

*52  睡雷武器系統       

*56  海狼防空飛彈系統  

*64  飛彈導向系統專題系列（8）反輻射被動歸航導向    

*68  改寫歷史者：槍械名廠名家列傳（1）     

*76  少獅戰鬥機發展現況     

*80  銅斑蛇導向砲彈    

*86  重量級競賽（上）M1、豹 2 、挑戰者、虎歕 

*102 美國展開 C-17運輸機全面發展作業     

*111 瑞典皇家海軍接收首艘蘭德索特級水雷獵殺艇  

*112 洛克希德電子公司 MK86射控系統  

*112 寇爾模根 76型潛艇潛望鏡組 

*114 日本川崎重工 XT-4中極噴射教練積    

*115 川崎重工首架 EC-1電子作戰機  

*116 OTO美勒拉軍械公司 127公厘自動艦砲   - 

*116 麥克唐那道格拉斯公司加入起落架生產行列    

*118 美國空軍新型戰術攻擊機計劃 

*119 以色列軍事工業新型反戰車飛彈    

   

 

   

  

   

   



#第 12期 

*14  軍事家觀察站/國際防衛簡訊      

*25  第四代直昇機的設計展望  

*34  重量級競賽（下）M1、豹 2、挑戰者、虎歕 

*48  談蘇聯軍隊的弱點與問題     

*56  瑞士食人魚輕型裝甲車  

*74  潛談小型作戰飛機：現代戰場小霸王    

*80  叢樹防空飛彈系統     

*84  飛彈導向系統專題系列（9）雷達半主動歸航導向     

*88  如何簡除紊流成因：潛艇新技術    

*94  美洲虎驅逐戰車發展沿革  

*96  90年代英國戰略武力：三叉戟 II式彈道飛彈潛艇    

*100 GPU-5/A輕型機砲莢艙  

*102 改寫歷史者：槍械名廠名家列傳（2） 

*110 機動式 AN/TPQ-36砲位標定雷達   

*111 IAI為閃電飛彈研製先進飛彈偵測雷達    

*112 氈熊式中型戰車  

*114 克里法克 II級巡防艦   - 

*115 南非為幻象 III CZ型加裝前翼    

*116 波佛斯/馬可尼合作系統競標低空防衛系統 

*117 英國航太公司展開實驗機計劃之技術    

*119 AH-64阿帕契 直昇機改良方案 

  

  

   

 



#第 13期 

*14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25  實戰經驗影響下的現代戰鬥機空戰戰術發展（上）  

*44  越戰與 70年代美國國防  

*52  美國空載電子情報系統（1）美國海軍電子情報機     

*56  軍用電子系統的可靠性設計  

*62  豹第三主戰戰車    

*74  豹第三主戰戰車是否有所改進  

*80  現代戰略研究導論     

*86  飛彈導向系統專題系列（10）半主動電視/激光導向指引    

*90  蘇聯彈道飛彈潛艇部隊的發展與回顧  

*104 颱風級潛艇     

*110 國際單位制：度量衡的國際通用語言  

*118 F-14D熊貓數位化改良計劃  

*119 BQM-74靶機換裝新發動機   

*120 AMX輕型攻擊機首次公開     

*123 韓國 XK1戰車射手瞄準次系統開始交貨  

*127 西德野貓防空武器系統    

  

 



#第 14期 

*14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25  實戰經驗影響下的現代戰鬥機空戰戰術發展（下）    

*38  西方主要戰機定性評估與比較  

*44  蘇聯 Mi-28攻擊直昇機初步分析與評估     

*50  美國武器系統發展與採購問題  

*56  軍事家特質    

*64  福克蘭群島戰役後阿根廷海軍潛艇任務的探討     

*70  福克蘭群島戰役阿根廷海軍潛艇作戰回顧    

*80  現代戰車電子系統    

*87  美國空優思想演進史  

*100 美國空載電子情報系統（2）RC-135電子情報機     

*106 改寫歷史者：槍械名廠名家列傳（3） 

*118 美國陸軍輕型直昇機（LHX）計劃  

*124 LHX計劃部署數量與任務分配   

*126 HTTB：高科技試驗載具              

 



#第 15期 

*14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26 概論反艦飛彈系統與重要觀念       

*36  反艦飛彈演進的歷程與現況     

*44  OTOMAT反艦飛彈系統       

*50  戰釜巡弋飛彈  

*58  瑞典三一防砲系統    

*66  DDG-51級導引飛彈驅逐艦     

*76  兼具火力與彈性的海軍飛彈垂直發射系統     

*84  法國最新中程高空攔截飛彈：超級５３０    

*90  奧地利槍械工業新獻：AUG輕武器系統  

*103 戰爭基本論      

*112 以色列空載電子戰  

*118 天鉤戰機起降系統  

*122  LAV底盤與 Blazer砲塔整合    

*123  LAV-25建立生產線     

*124  EH101反潛直昇機   

*126  蘇聯 Su-24劍獅攻擊機現況    - 

*127  皇家海軍標準伸縮 300級快艇   

*128 西班牙 SB155/39榴砲   

      



#第 16期 

*14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25  新一代攻擊機翹楚：AMX    

*42  肩負攻擊、教練雙重功能：Alpha噴射機  

*53  A-4天鷹系列攻擊機     

*64  飛魚系列最新成員：SM39飛彈    

*72  淺談現代巡防艦    

*78  南非 VALKIRI多管火箭系統     

*84  由 EPC回溯至 AMX30法國主戰戰車發展與展望       

*90  淺說戰爭原理      

*99  瑞士 SG550/551突擊步槍  

*106  蘇聯光榮級火箭巡洋艦      

*114  美國空載電子情報系統（3）美國陸軍電子情報作戰 

*118  蘇聯潛艇指揮塔感測設備 

*120  蘇聯 Su-27側衛式戰鬥機  

*121  三一防砲車試射   

*122  法軍陸軍戰車排涉及模擬器 

*124  海獵鷹最新改良計劃  - 

*125  Bae紅外線偵察系統   

*126  Armscor車輛測試場  

*128   JAS39系統模擬器  

 



#第 17期 

*14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26  近代戰車火力需求  

*31  戰車機動性現況發展  

*36  戰車生存性技術     

*40  日本 74式主戰戰車  

*48  英國皇家海軍 23式巡防艦    

*58  ARTI/F-16戰鬥機     

*68  由海獵鷹戰鬥機的經驗談未來 ASTOVL發展     

*76  未來的戰略作戰新貌    

*82  新加坡小口徑武器雙傑（1）無敵 100輕機槍  

*88  新加坡小口徑武器雙傑（2）SAR80突擊步槍    

*92  核子嚇阻與戰略防衛 

*100 軍用通信無線電頻譜應用（上）  

*110 蘇聯水雷作戰演進與裝備    

*118 荷蘭海象級潛艇    

*122 蘇聯 BMP-2機械化步兵戰鬥車   

*123 瑞典新巡邏艦    - 

*124 德國 Alpha噴射機改良計劃    

*125 英國航太研製望遠鏡 

*126 豹１主戰戰車主砲換裝計劃    

*128 休斯航空器公司計算機控制器  

*128 龍捲風防空衍生型戰鬥機  

 



#第 18期 

*14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25  蘇聯作戰機動群構想    

*44  飛彈快艇概述  

*52  基礎軍事科技系列：彈頭（1）     

*56  美洲虎戰術打擊機  

*64  現代海島攻防戰例研究    

*72 西德 G11突擊步槍       

*82  第一屆軍事家模型大賽紀實     

*86  水面作戰艦隻系列（I）：水面作戰演進與發展    

*96  軍用通信無線電頻譜應用（下） 

*104 由中型戰艦探討北約與蘇聯軍艦設計方針     

*118 達梭颱風原型機首度亮相  

*120 海衛近迫武器系統   

*121  E-2C歷久彌新    

*122  X-29進入第二階段試飛     

*123 C-130空載預警機模組艙間  

*124 希臘軍備工業公司月神 30防空系統   - 

   

   



#第 19期 

*12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26  小口徑武器專題  

*28  槍械基礎原理  

*34  自動武器運作原理      

*44  西德 G41步槍  

*50  槍口裝置解析    

*54  F-5戰鬥機（上）     

*62  C101教練機       

*68  挑戰者號失事餘波盪漾    

*70  戰略彈道飛彈    

*86  自由世界反潛作戰發展    

*94  水面作戰艦隻系列（II）：戰艦設計先導概念 

*104 1980年代國際戰略形勢  

*112  基礎軍事科技系列：彈頭（II）：酬載 

*118 CCVL近戰輕型戰車    

*120 模組化多用途激光設備   

*121 義大利發展新雷達    - 

*122 玻璃座艙    

*123 海就空對艦飛彈 

*124 日本新短場起降機飛鳥    

*125 西班牙新巡邏艇下水  

*126 T-46教練機命運多桀  

*127 洛克希德推送扇顫振實驗  

*127 皇家空軍考慮新中程飛彈  

*128 新電子支援系統  

 



#第 20期 

*12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25  反潛作戰專題    

*48  F-5戰鬥機（下）  

*60  水面作戰艦隻系列（III）：軍艦動力推進系統（上）     

*68  空中預警管制機（上）  

*76  超級軍旗打擊機    

*86  基礎軍事科技系列：彈頭（III）：引信   

*92  新一代小口徑武器     

*104 野戰防空武器系統     

*112 軍事回顧與展望：美德作戰藝術評估   

*118 A-6艦載攻擊機改良計劃     

*120 法國海上防空武力：C70級防空驅逐艦  

*122 龍捲風 ECR  

*123 波羅乃接收貝爾直昇機   

*124 LHD與 LCAC美國新型兩棲作戰艦艇    

*126 提昇兩棲突擊車火力  

*127 賀密士歐洲太空船計劃   - 

*128 中共 F7M戰鬥機    

*128 RBS70防空飛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