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1期 

*9   特別報導：七十七年國慶閱兵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24  聯合國和平部隊獲得肯定 

*28  蘇聯 OⅡ級潛艦曝光 

*29  法茵堡航空展之星 MiG-29戰鬥機 

*33  敘利亞獲得 Su-24 

*34  美國戰鬥直升機之機槍與機砲 

*46  現代機場防空觀念 

*58  艦艇雷達與武器系統組合概述 

*72  閃擊戰的先鋒-三號戰車（第二部份） 

*78  新興航空工業國發展（第一部份） 

*86  航空電子系列之六：重複配置的概念 

*92  步兵的負荷 

*98  中共武力探索：綜觀中共步兵武器第二部份 

*112 蘇聯首艘傳統航艦特比李錫號 

*114 美國海軍測試 Mk14共通彈射椅 

*115 挪威防空武器：採用 L/70 Mk2 40公厘高砲彈 

*116 義大利海軍輕航艦加里波底號 

*117  F-15 SMTD首次試飛 

*118  RBS 70測試反飛彈能力 

*119 法茵堡航空展中共轟七戰鬥機 

*120 美海軍陸戰隊尋求輕型裝甲突擊砲 



#第 52期 

*9   失落的大海軍造艦夢：蕭楚喬李雅榮專訪   

*23  造船工業發展與科技轉移   

*33  B-1B 航電系統缺失 

*35  南海風雲山貓直昇機遭中共誤擊   

*36  英國主力戰車何去何從   

*39  美軍 M9手槍機械性能不良   

*41  中共式射潛基彈道飛彈   

*41  以色列塑膠子遭到評擊   

*42  暴風雪號初航一波三折   

*45  特別報導：我們發動機何日可以完全自製   

*47  野鼬機夜襲北越記 

*56  歷史的軌跡：皇家海軍的落日：馬來亞海戰   

*60  新興航空工業國家發展(第二部分)   

*68  戰車射擊訓練新科技：Talissi模擬系統   

*74  突破蘇聯造艦窠舊：勇壯級飛彈驅逐艦   

*86  義大利戰車新生代 

*94  揭開神秘的面紗：細看 Mig29戰鬥機   

*102 船艦的身分證：船艦編號   

*113 英國陸軍低空防空系統採新式警界裝置   

*114 英國海軍新獻：海狂鳥 FRS.2   

*115 維克斯推出新式反應裝甲   

*116 迷你機槍推出伸縮式傘兵用型   

*117 美國空軍 C-29A裝配完成 

*118 M-4陸基型戰略彈道飛彈   

*119 南非仿造貝瑞塔 9公厘手槍   

*120 自由 I式防空系統   

 

 



#第 53期 

*9   F-117匿蹤戰機   

*12  超音速運輸機發展前景   

*14  長白防空系統引起國際關注 

*16  美國中共聯合發展美洲虎主力戰車   

*17  中共改良強五攻擊機   

*18  阿帕契拓展歐洲市場   

*20  飽經波折的先進短程空對空飛彈 

*22  經國號戰鬥機 

*25  海平面上的航空基地   

*34  航空母艦的發展過程 

*50  殺傷彈道的新觀念   

*58  巡防艦之任務與特性   

*68  談今日輕迫砲之戰術角色   

*78  蘇聯防空新銳：Su-27戰鬥機 

*88  蘇聯陸軍年度軍力探索     

*100 史上最大的戰艦：大和與武臟   

*108 美國陸軍 ATACMS即將生產 

*109 快速殺手：無彈殼子彈   

*110 皇家海軍 23式匿蹤巡防艦   

*111 龍 III式反戰車飛彈   

*111 加拿大步兵新式裝甲運兵車  

*112 南非推出山貓驅逐戰車 

*113 中共超級殲七計劃出口   

*113 以色列夜戰全能照明手榴彈 

*115 瑞典 155公厘改良型自走榴砲   

*116 神盾奇兵：CG-54加裝垂直發射系統   

*117 AV-8D夜戰攻擊機   

*118 全球防衛雜誌第 8卷 47至 52期總目 



 

#第 54期 

*10  特別報導：中共第二屆防衛展紀實 

*17  特別報導：蘇聯宣佈片面裁軍 

*國防問題面面觀專題報導 

*20  期待一個明確而公開的國防計畫 

*26  日本自衛隊發展獨樹一幟 

*38  美國大海軍計畫前途未卜 

*46  瑞典空軍主力戰鬥機 

*52  B-2匿蹤轟炸機 

*58  步兵戰鬥車砲塔之發展 

*68  中共海軍的訓練改革工作 

*82  蘇聯直升機戰術運用 

*90  電子化的飛行座艙 

*98  維也納弗羅里達茲道夫橋攻防戰 

*106 海軍預警作戰 YEZ-2A 

*108  7.62公厘 M24美國新狙擊步槍 

*109 瑞典空軍 JAS鉤喙獸 

*111 地雷防護靴套 

*112 蘇聯步兵 BTR-80裝甲運兵車 

*114 瑞典 90年代裝甲步兵戰鬥車 

*特別報導 

*116 美國擊落利比亞戰機-是自衛還是蓄意攻擊 

 



 

#第 55期 

*10  淺談臺海兩岸空中對峙之勢   

*12  我國航空工業 20年來的發展   

*20  中共航空工業概況   

*29  展望布希國防新策略   

*32  美日 FS-X戰機計劃   

*33  北約 1988年度摔機大排行   

*36  西德陸軍貂鼠 I式改良計劃   

*37  ATF計劃外一章：美國海軍尋求替代方案 

*40  全球防衛論壇   

*42  戰車一發命中之道   

*48  先進戰術戰機 ATF技術性探微   

*58  蘇聯特種部隊   

*68  美國海軍海豹部隊   

*76  高 G致命的吸引力   

*84  巴西軍火工業   

*91  二次大戰美國戰鬥艦祖譜 

*105 瑞士裝甲部隊   

*111 SARM2短程飛彈 

*113 AMX-30改良內部套件   

*115 蘇聯「夢幻」實現   

*116 海賊鷗艦射型問世   

*117 殺手剋星：超級防彈背心   

*118 西德 SMG II新型衝鋒槍   

*118 第 3艘洛杉磯級 SSN下水  

*120 巴利亞里級巡防艦改良計劃  



 

#第 56期 

*10  全球防衛論壇   

*12  F-5E的改良   

*18  鉤喙獸試飛受挫   

*19  老美買米格：最逼真的假想敵機     

*21  美國海軍 T-45試飛不良   

*22  美國空軍 B-52現況   

*23  美國刪減國防預算波及日本購機案   

*24  世紀之星：F-104戰鬥機 

*32  空戰王牌：F-16成功的秘密   

*44  飛彈快艇戰術淺介   

*54  飛行的加油站   

*62  SWAT：霹靂小組特遣隊   

*72  精確轟炸   

*80  B-17型轟炸機第一部份戰前的發展   

*94  新世代蘇聯主力戰車：T-64與 T-80   

*106 中共武力探索：中共反潛戰力 

*113 布瑞達提供 M42改良套件   

*113 中共發展 DSRV 

*114 西德海軍 123武裝巡防艦   

*115 功夫龍另一新獻：安全座椅   

*116 AUG9公厘衝鋒槍  

*117 大蜥蜴架橋車   

*118 拾穗集   

   

 



 

#第 57期 

*10  我國考慮採購 48式水雷反制艦 

*12  國內新興地下遊戲 

*14  特別報導：新加坡亞洲防衛展：星戰-地球終結之戰 

*26  航太小組召集人：趙繼昌先生訪問紀實 

*30  美國星戰防禦 

*44  中共太空科技發展 

*55  蘇聯星戰防禦 

*62  戰略轟炸機 

*74  與死神爭取生存空間-彈射逃生 

*84  拖曳陣列聲納 

*92  法國快速部署部隊 

*98  施梅瑟衝鋒槍 

*102  B-17轟炸機第二部份：老兵不死 

*116 國軍自製 105公厘戰車主砲 

*117 直升機先進懸翼系統 

*118 中共自力設計殲擊機 12 



 

#第 58期 

*10  愛阿華號爆炸事件特別報導 

*12  五進三號射控系統簡介 

*16  美海軍發展先進空對空飛彈 

*19  美國空軍 B-2生產現狀 

*22  利比亞空軍新殺手-Su-24D 

*23  F/A-18高攻角研究機露面 

*海岸防衛專輯 

*26  海防系統成功案例 

*34  我國海岸防衛問題 

*42  闖入者與徘徊者-A-6家族系列 

*62  美國海軍飛行員服裝 

*76  提升戰場反機動力-長程布雷系統 

*82  阿富汗獵鹿-Mi-24加強反制措施 

*88  科技對空戰戰術的影響 

*95  水線下的埋伏者 

*105 新世代蘇聯主力戰車第二部份：T-72 

*115 蘇聯 RPG家族 

*117 中共蜂王Ⅰ型遙控飛行器 

*118 阿帕契攻擊直升機戰力提升 

*119 西班牙 155榴彈砲發展計畫 

*119 中共 84式裝甲架橋車 



#第 59期 

*10  軍事加交流站    

*14  從天安門六月血腥慘案談中共裝甲武力   

*24  經國號戰機首次試飛成功   

*27  航艦飛航作業手記   

*46  精確空投：現代空投系統發展   

*54  輕便安全高殺傷力：伸縮式反人員槍榴彈   

*60  德意志捷豹：GSGA特種部隊   

*65  塑膠手槍設計與運用   

*74  蘇聯裝甲部隊在阿富汗   

*82  蘇聯岸防飛彈    

*88  世紀系列戰機：F-101巫毒的故事   

*102 奠邊府之役   

*114 兩棲突擊作戰生力軍：美國海軍胡蜂號即將服役   

*116 蘇聯刻赤號巡洋艦   

*117 E-3哨兵式空中預警管制機雷達罩   

*118 先進中程反戰車武器系統   

*119 全球防衛第 53至 58/期總目   

   

  

   



 

#第 60期 

*12  海峽兩岸戰力剖析    

*20  國軍現代化之回顧與前瞻   

*34  F-14熊貓式戰鬥機   

*58  蘇聯山地戰準則：第一部份   

*68  先進海上直昇機設計技術   

*78  M47中型戰車   

*88  空軍基地整體性防衛   

*98  現代柴電潛艇建造觀念   

*108 現代戰場指管通情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