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1期 

*6   特別報導：海龍號潛艇返國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14  美國陸軍裝甲車發展計畫 

*18  蘇聯新型預警管制機主桅式 

*20  FAADS競標作業：瞄準線/前部/重型 

*24  交流站 

*25  超級戰艦重振雄風 

*35  M109改良計畫 

*44  認識敵人專題系列：中共戰術飛彈 

*52  瞭解飛機設計系列之六：各種俯仰控制翼面 

*62  探討 F-19匿蹤戰機可能構型 

*70  精確導引彈械效能評估 

*84  蘇聯情報：M-46 130公里加榴砲 

*90  先進步槍發展現況 

*94  Yak戰鬥機系列（第一部份） 

*106  AN/ASB-19（V）角度比率轟炸裝置 

*108  NV-144遙控飛行載具 

*109 美國復仇者號水雷反制艦 

*110 雄貓新生代 F-14A+及 F-14#現況 

*112 英國航太公司聲能轉換器 

*113  M16的衍生型：柯特衝鋒槍 

*115 英國皇家海軍潛艦啟用隔音片 

*116 全球防衛雜誌第六卷第 35期至 40期總目 

 



#第 42期 

*10  野戰測試有助改良防空飛彈系統 

*13  經濟部計劃發展航空工業 

*14  中共航空工業發展概況 

*16  美國海軍發展 ATA 

*17  MX飛彈新生代：軌道要塞計劃 

*19  達騷公司大舉出動：幻象東遊新加坡 

*20  戰火浮生 

*26  一石二鳥的飛彈：ADATS防空反戰車系統 

*36  尋求自主國防提高工業能力：韓國八八式主力戰車 

*46  了解飛機設計系列之七：飛行控制系統發展 

*56  蘇聯情報：基輔級航艦改裝工程 

*62  防空制壓雷達剋星：野鼬部隊的現況與未來 

*70  步兵排火力骨幹：五七式多用途機槍 

*82  航空發動機系列之七：發動機裝置 

*90  歷史的軌跡：中日甲午海戰 

*98  Yak戰鬥機系列(第二部分) 

*112 法國近迫武器系統新發展：薩旦與薩摩斯 

*114 東方特快車 X-30國家航太機 

*116 LVTP7A1兩棲突擊車新砲塔 

*117 BR-2000中型渦輪螺旋槳運輸機 

*118 西班牙 M41輕戰車改良計劃 

*119 外大氣層重返載具攔截器次系統 ERIS  

*120 2號展望計劃：智慧蒙皮  

 



 

#第 43期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10  美國海軍加強戰鬥序列 

*14  中共造船能力 

*16  蘇聯可拉半島新潛艇基地 

*17  核能潛艇俱樂部新會員 

*19  S-2（T）反潛機即將試飛 

*20  全球防衛論壇/交流站/戰火浮生 

*26  如何反制岸防巡航飛彈 

*38  專為反恐怖所設計的幽靈式衝鋒槍 

*44  軍用渦輪扇發動機現況 

*54  遙控飛行載具的任務與戰術 

*62  法國主力戰車-工藝演進與雷勒克主力戰車 

*76  蘇聯情報：潛艇分類命名原則 

*86  瞭解飛機設計系列之八：各種進氣口設計 

*94  歷史的軌跡：墜落的龍旗-甲午海戰檢討 

*102 面面兼顧的 X翼機 

*110 直升機用旋轉式附加砲塔 

*112 美國陸軍擴充假想敵直升機部隊 

*113 大黃蜂 2000改良計畫 

*115 蘇聯戰略機動雷達 

*116 蘇聯改良型 Y級巡航飛彈潛艇 

*117 荷蘭巡防艦選用法製聲納 

*118 先進科技戰術運輸機 

*119 SLAM距外地面攻擊飛彈 

 



 

#第 44期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8   蘇聯撤軍阿富汗之檢討 

*12  美國海軍部長辭職案始末 

*14  美國駐德部隊新寵 OH-58D就役現況 

*18  特別報導：雄風二型反艦飛彈 

*22  戰火浮生/交流站/全球防衛論壇 

*戰車系列專題 

*30  裝甲種類與防護能力 

*36  火砲、射控與攻擊力 

*52  機動力的要素-承載系統 

*62  外型尺寸的決定關鍵 

*68  認識敵人專題系列：八一式步槍系列 

*74  航空電子系列之一：無線電訊與導航 

*82  蘇聯情報：近海區域防衛潛艇（第一部份） 

*92  英國巡防艦設計沿革 

*98  歷史的軌跡：零式戰鬥機興衰史（第一部份） 

*110 第二代龍式反戰車飛彈 

*112  AN/ALE-43（V）干擾絲散布器 

*113 謀星號及福星號海關緝私艦下水 

*115 散彈槍式集束 WB500F 

*115 荷蘭改良式波佛斯 40公厘機砲 

*116 蘇聯 Flat FaCe目標搜獲雷達 

*117 南非軍備局 BXP衝鋒槍 

*119 輕型海狼短程點防禦系統 

*120 義大利陸軍 FIROS 30砲兵火箭 

 



#第 45期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10  中東軍備競賽新主角：東風三號 

*14  印度海軍租用 CI級核能動力潛艇 

*15  西元 2000年西德陸軍結構 

*18  英駐波斯灣山貓直昇機換裝新裝備 

*20  戰火浮生 

*26  發動機：機械動力產生結構 

*34  轉向、差速與動力傳遞 

*42  構型與佈置的互動關係 

*56  美國鋼盔的演進 

*66  航空發動機系列之八：發動機進器排氣裝置 

*80  蘇聯情報：近海區域防衛艦艇(第二部分) 

*88  歷史的軌跡：零式戰鬥機興衰史(第二部分) 

*98  航空電子系列之二：雷達 

*110 美國版 FAL：春田廠推出 SAR-48步槍 

*112 RPG-7新彈頭：瑞士電子引信式 HL500 

*113 M110A2自走砲增設裝甲防護罩 

*116 戴伯巴瑞庫達整合式偽裝系統 

*118 西德 423型情報船 

*119 巴西義大利合製 MAF步兵反戰車飛彈 

*120 休斯公司紅外線小牛飛彈快射尋標系統 

 



 

#第 46期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10  美伊波灣海空大戰 

*18  美伊海戰檢討：伊朗海軍作戰失策 

*22  全球防衛論壇/交流站/戰火浮生 

*26  戰鬥機的故事（第一部份）：歐戰期間的發展 

*36  艦用火砲反飛彈系統 

*46  EH101多用途直升機 

*56  輕彈頭、高初速：新生代手槍彈藥 

*66  航空電子系列之三：隱藏的感測器 

*76  蘇聯情報：近海區域防衛艦艇（第三部份） 

*88  歷史的軌跡：德軍軍馬-四號戰車 

*100 輕型裝甲車的戰術需求 

*112 使用麥格農自動手槍 

*114 印度海之星：恆河號巡防艦 

*116 美國空軍 B-2匿蹤轟炸機現形 

*117 紐西蘭天鷹式攻擊機改良計畫 

*120 中共紅旗二 B型防空飛彈 

 



#第 47期 

*10  巴拿馬危機與運河安全 

*13  從北約/華約對峙看轉變中的蘇聯空戰戰術 

*16  美國眾院軍事委員會指責武器發展與部署缺失   

*18  美蘇雙強各懷鬼胎：INF條約後的歐洲核武競賽   

*20  戰火浮生   

*24  M級巡防艦：荷蘭皇家海軍新型主力戰艦   

*32  戰鬥機的故事(第二部分)：兩次大戰期間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44  日趨普及的步兵支援系統：40公厘榴彈槍與彈藥   

*50  英軍全面更換新槍：SA80輕武器系統   

*66  航空電子系列之四：飛機的靈魂電腦 

*72  機動部隊的前驅：近接支援架橋車   

*80  蘇聯情報：SA-N-6區域防空飛彈   

*88  歷史的軌跡：德國六號戰車虎一型及虎王型戰車   

*100 中共武力探索：中共海軍陸戰隊   

*108 奇異公司高等航空術中心   

*110 阿拉伯工業化組織：鷹式 80長程面對面火箭   

*111 以色列飛機工業 RAM輕型裝甲戰車   

*113 美國陸軍裝甲救濟車原型出廠 

*114 以色列軍事工業：波明斯 II式地電中和系統   

*115 美國陸軍特種作戰機 MH-47E   

*116 史密斯威森 M645：新生代 45手槍    

*118 全球防衛雜誌第七卷 41至 46期總目 

 



 

#第 48期 

*10  特別報導：伊朗空中巴士事件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18  美國爆發軍品採購弊案 

*20  法國空軍 1990年代戰機需求 

*22  蘇聯積極發展新式飛機 

*24  可拉半島最新照片曝光 

*26  英沙軍火交易：中東尋求採購自主權 

*28  戰火浮生 

*30  靜如處子、動如脫兔：V-22鶚式傾斜懸翼機 

*46  表現工業實力的日本 TK-X戰車 

*54  英國皇家海軍 2400式獵殺潛艇 

*64  EPLA升降戰鬥平台 

*70  航空電子系列之五：軟體、資料和匯流排 

*76  蘇聯情報：蘇聯潛艇科技迎頭趕上 

*88  世紀海權爭霸-對馬海峽之役 

*104 自動榴彈發射器：戰術運用與扮演角色 

*110  TACMS戰術飛彈系統 

*112 電腦輔助座艙設計 

*113 北約 1990年代反輻射無人飛行載具 

*113 抗阻薄片材料盾牌 

*115 血的教訓：FBI換用 P226 

*117 比爾飛彈及 BAT無後座力砲 

*119 鷹式擊落戰術彈道飛彈 

 



#第 49期 

*10  美國武器採購問題重重    

*13  我國醞釀發展航空工業 

*14  層層迷霧後的真相！誤擊 A300的調查報告   

*15  東風吹過餘波盪漾：美國與中共關係緊張   

*16  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美國遙控無人載具現況   

*18  政府總預算編列協調方式將有改變    

*20  戰火浮生 

*28  隱形飛機可能嗎？   

*32  初期的匿蹤發展   

*44  飛機隱匿行蹤的方法 

*60  V-22的功能與角色：新飛機需要新觀念    

*65  戰車基本駕駛 

*74  戰車戰鬥駕駛   

*86  航空發動機系列之九：螺旋扇發動機   

*90  特別報導：八一四勝利 51週年紀念專訪   

*110 美國海關緝私天使：P-3空中預警管制機    

*112 國產發動機的省思 

*113 推陳出新的火砲系統：FGH-155野戰榴砲   

*114 以色列隼式瞄準具   

*115 美國戰略空軍 B-52G轟炸機改任傳統長程作戰 

*116 亞瑟砲位標定雷達系統 

*118 中共亟思軍售外交：M系列面對面彈道飛彈   

*119 提昇戰備能力：海妖直昇機  

*120 祖魯/戰士雷達系統 

 



#第 50期 

*10  神鷹的搖藍 AT-3自強號圖片集。特別報導 823紀念特展    

*20  國產防禦戰機與多種新式飛彈露面 

*26  荼毒人類的化學戰   

*29  國防部議研軍政軍令系統合一   

*30  海上演練暴露江湖級缺點   

*31  美國防部長訪蘇：黑傑克轟炸機揭露   

*34  中共籌建快速部署部隊   

*36  齊亞墬機身亡南亞戰略形勢更緊張 

*38  全球防衛論壇   

*42  直昇機海上垂直運補    

*50  重擊與擾敵：反輻射作戰最新動態 

*64  AT-3自強號噴射教練攻擊機   

*72  戰場訓練的現代化概念   

*80  中共武力探索：綜觀中共步兵武器(第一部份)   

*90  步兵攻防利器：手榴彈   

*102 閃擊戰的先鋒：三號戰車第一部份   

*110 英國水雷反制載具：聖甲蟲/鯖魚   

*111 CA-990長程傾斜照相系統 

*111 美國空軍新式飛航校準機   

*114 蘇聯米高楊設計局 Mig-35防空戰機     

*115 西班牙與美國合作白羊座反戰車飛彈   

*116 敏捷之眼頭盔訊號顯示系統    

*118 以色列軍事工業公司 MAPATS反戰車飛彈    

*118 中共航艦想像圖    

*119 SF340抵達國門    

*120 F-15MTD即將試飛  

*120 中共 970型偵測干擾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