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1期 

*12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26  戰機任務型態  

*30  傑出戰機的特性  

*40  空載武器配備     

*50  佛朗茲號火箭巡洋艦  

*56  狙擊    

*66  艦載指揮管制系統 

*72  基礎軍事科技系列：彈頭（IV）：保險與備炸裝置       

*78  法製防空系統：響尾蛇家族      

*86  水面作戰艦隻系列（IV）軍艦動力推進系統（下）  

*96  空中預警管制機（下）    

*102 歷史的軌跡：德國袖珍戰艦  

*108 認識敵人專題系列：中共海軍巡防艦  

*118 砲位標定雷達   

*121 Mig31戰鬥機曝光    

*122 法德合作發展直昇機  

*123 蘇聯太空梭計劃   - 

*124 南非開發輕型攻擊直昇機    

*125 美國海軍 Mj45艦砲 

*125 鷹 200攻擊機即將完成    

*126 S-2反潛監視機換裝發動機  

*127 西德自走砲改良計劃  

*128 諾斯若普鷹爪教練機  

   

   

 



#第 22期 

*14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26  戰車獵殺技術    

*38  反戰車武器系統  

*48  如何擊穿裝甲     

*56  空用自動武器上篇  

*64  MP5衝鋒槍    

*68  水面作戰艦隻系列（V）軍艦航行性能     

*76  可變幾何翼先驅 F-111戰機系列     

*86  相位陣列雷達的應用    

*96  超輕型戰鬥車之優劣  

*104 傳統動力潛艇     

*110 歷史的軌跡：噴火式戰鬥機  

*118 西班牙戰車更新計劃  

*119 幻象 2000配備 AS30L飛彈   

*120 AH-1W問世    

*121 火砲引信性能提昇   

*121 P-3C編隊飛行留影   - 

*122 首架 OH-58D斥候直昇機    

*122 電腦成像系統 

*123 蘇聯回聲 II級潛艇改良    

*125 鷹式教練機新座艙風擋  

*126 飛狼廬山真面目  

 

   

 



#第 23期 

*12   國軍 S-70C直昇機      

*14   南非閃電突擊鄰近三國    

*16   中共的長征夢想    

*18   奧地利國防困境       

*20   美國戰略核武現況    

*22   美國對沙國軍售案      

*26   艦隊防空與我國海軍       

*30   艦載防空飛彈面面觀       

*40   近破武器系統點將錄      

*50   軟殺式反艦飛彈防禦    

*58   幻象戰機家族上篇      

*70   空用自動武器下篇   

*78   西德裝甲部隊   

*86   輕型空載多用途系統 III SH-60B    

*96   我國戰車改裝計劃     

*108  德國五號戰車   

*116  鷹式 200展鴻圖     

*118  美國海軍新艦載配備     

*120  漢克勒寇奇槍械新計劃  

*121  我國海龍級潛艇     

*123  加拿大艦載 C樽系統   

*124  中共步兵戰鬥車  

*124  密蘇里號戰鬥艦復役   

*125  西班牙自行發展小口徑武器   

*126  全球防衛第三卷 17至 22總目   

 



#第 24期 

*14   中東地區戰雲密佈      

*16   飛彈發展的合作問題    

*18   中共新巡防艦    

*19   以色列海軍裝備發展現狀報導        

*21   英空載預警機計劃    

*22   中共試射彈道飛彈      

*23   匿蹤戰機墬毀？       

*26   砲兵發展歷史沿革       

*32   現代火炮基本架構      

*42   野戰砲兵戰術需求    

*47   間接火力社空體系      

*52   展望砲兵系統未來   

*60   幻象戰機家族下篇   

*68   人機介面的軍事應用    

*78   特種作戰部隊     

*86   F-104星式戰鬥機   

*96   陸戰隊的戰略角色     

*102  香霍斯特與格內森瑙巡洋戰艦     

*110  認識敵人專題系列：中共裝甲兵發展  

*118  蘇聯勇壯級驅逐艦新貌     

*121  Mig29訪問芬蘭   

*122  法國豹式直昇機   

*122  APILAS反戰車系統   

*123  76公厘超快艦炮   

*125  M88發動機現況   

*126  TPS-59三維對空監視雷達 

*126  未來的運輸機技術概念  

*127  法國馬特拉公司西北風飛彈



#第 25期 

*10  美國海軍發展現狀      

*14  美蘇限武似成轉機？    

*19  我國 S-2T反潛機    

*24  無導引武器與精靈炸彈       

*34  空對面導引武器發展    

*50  直昇機的近接支援武器      

*60  狼級與西北風級巡防艦       

*72  戰車性能重建       

*82  認識敵人專題系列：中共潛艇武力      

*90  步兵迫擊炮    

*100 水面作戰艦隻系列（VI）軍艦生存性考量     

*110 歷史的軌跡：Me109戰鬥機   

*116 以色列少獅攻擊機    

*117 MX飛彈大氣重反載具測試成功    

*118 蘇聯 SA-11牛氓防空飛彈現形     

*120 美國海軍增強夜間作戰能力   

*121 埃及尼羅 23防炮試射成功     

*122 7.62公厘彈能擊穿 300公尺處的裝甲     

*123 南非印度豹戰機出廠  

*124 義大利發展貓鼬衍生型     

*124 紅外線小牛飛彈進入服役   

 

  



#第 26期 

*12   可拉半島暗藏玄機      

*15   SS-N-8飛彈偏航射向大陸    

*16   殲八乙型戰機公開    

*18   三角洲火箭順利升空       

*19   西班牙新航艦武力    

*20   軍火市場季軍爭奪戰      

*26   大海沉浮：談潛艇操作       

*34   潛聽看：潛艇感測器       

*38   隱匿奇襲：潛艇作戰      

*44   北海遊俠：西方柴電潛艇    

*56   軍事空運力量      

*64   日本區域防空飛彈驅逐艦   

*70   今日戰場之 C3I需求   

*80   西德 P7自動步槍    

*86   伏擊戰術     

*94   歷史的軌跡：T-34中戰車   

*100  蘇聯防空軍     

*112  Mk23目標搜獲系統     

*113  MLV中型發射載具太空火箭  

*114  迷你紅外線監視系統系統 MIRLS 1000     

*115  Mig23鞭撻者 K型金蘭灣現形 

*116  F-15 STOL 展示機   

*116  以色列幽靈機換裝 PW1120發動機   

*117  瑞典海軍展示 57公厘 Mk2自動快炮   

*118  第二架 TA-46A 首航試飛   

*119  蘇聯 ZU-23雙連裝機炮 

*120  TR-1偵察機新型側視雷達    

*120  西德 MDS模組化施放器系統  



#第 27期 

*9    幽靈機特寫      

*12   海龍號潛艇下水典禮    

*14   戰鬥機身價幾何    

*18   冰島國防實況       

*20   蘇聯潛艇沉沒記    

*24   從運輸工具到作戰系統      

*28   角色衝突與功能設計       

*38   全能與專精的抉擇       

*48   線傳飛控系統      

*60   幽靈機的故事上篇    

*72   水面作戰艦隻系列（VII）非傳統艦艇設計      

*82   認識小口徑武器：選擇彈藥之考量因素   

*94   領海主權護衛戰   

*106  神射手縱橫新大陸    

*112  JAS39 戰機現況     

*113  鷲式戰機測試鋁鋰合金蒙皮    

*114  蘇聯地鼠橫行：SA-13防空飛彈     

*115  我國新購「海關緝私艦」     

*116  F-14熊貓換裝發動機  

*117  印尼海軍 AS322美洲豹直昇機     

*118  荷蘭范希姆斯科特級飛彈巡防艦   

*119  第二代短程攻擊飛彈   

*120  新波佛斯 40公厘快砲砲彈   

*120  光纖導引飛彈熱影像尋標器   

   

 



#第 28期 

*10  蘇聯在阿富汗久戰不下      

*17  日本於石桓島建機場    

*18  C-130返抵國門 

*19  Mig29全副武裝首度曝光       

*24  蘇聯直昇機雄踞一方    

*36  飛行主力戰車      

*46  爭取樹梢高度的空優       

*56  派里級飛彈巡防艦       

*64  偽裝與欺敵的藝術      

*72  幽靈機的故事下篇    

*82  航空發動機系列之一：發動機對空戰的影響(上)      

*90  Mk41 垂直發射系統服役   

*94  歷史的軌跡：俾斯麥號奮戰記   

*104 認識敵人專題系列：中共水面作戰艦艇    

*116 B-1B問題叢生     

*116 TAV-8B雙座教練機首度試飛   

*118 蘇聯 SO-120空降突擊砲車     

*119 魚叉飛彈中途導引機     

*120 ATF原型機開始製造  

*121 RBS70 VLM車輛發射防空飛彈     

*122 澳洲發展無彈殼彈藥步槍   

*122 短劍 2000防空飛彈系統   

*123 波蘭發表新式教練攻擊機   

   

   

 



#第 29期 

*12  伊朗軍售難善了      

*15  A-6F現況    

*18  北極熊在印度洋    

*23  防禦最底層的領空       

*36  擊落戰鬥直昇機    

*48  蘇聯戰術防空系統      

*56  航空發動機系列之一：發動機對空戰的影響(下)       

*66  蘇聯情報：熊式 G/H型轟炸機       

*70  尋求合理的武器成本      

*86  歷史的軌跡：P-51野馬式戰鬥機    

*96  認識敵人專題系列：中共戰車發展      

*98  槍械過熱的問題(上)   

*108 AH-1W展示性能    

*108 英採用 LAW80反戰車火箭    

*110 AV-8B歷劫歸來     

*111 瑞典 90年代戰鬥車主砲   

*112 艦射西北風飛彈     

*112 40公厘 60倍徑防砲砲車     

*114 布里斯扥號改頭換面  

*116 C-212反潛巡邏機     

*117 波佛斯新式海岸防衛砲   

*117 生動逼真的模擬飛行景象   

   

   

   

 



#第 30期 

*8   北平地下秘密活動      

*9   英國獵人遭腰斬 E-3A終獲勝     

*10  美國違反 SALT II    

*11  旅行家號壯舉       

*12  以色列為虎作倀    

*14  EFA發展序幕      

*15  E-6A原型機出廠       

*20  航艦戰鬥群巡弋七洋       

*28  層層防護航艦戰鬥群      

*44  海空整體攻防戰術    

*66  飛行甲板起降作業      

*78  世界航空母艦武力   

*90  航艦特遣隊作戰史   

*100 蘇聯情報：中程戰區飛彈發展    

*104 航空發動機系列之二：各國發動機發展現況 (上)       

*114 槍械的過熱問題(下)   

*122 中共無後座力砲改良機動力    

*122 超地平線雷達功能示範     

*122 ALARM反雷達飛彈首度試射  

*124 F-15E試飛     

*125 NPB中性粒子束   

*126 中共購買砲兵裝備   

*127 蜘蛛式防空系統   

*128 PC-9百架外銷   

*128 RBS-56進軍美國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