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1期 

*9   B-2試飛特別報導 

*18  SR-71與 U-2C相繼退役 

*21  F-117目擊記 

*24  蘇聯紅星在巴黎 

*27  巴黎航空展 MiG-29演出走樣 

*30  龍捲風戰機 

*56  印度-南亞新興軍事強權 

*66  步步驚魂-談雷區清理 

*74  蘇聯生地準則：第二部份 

*82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艦隊航艦族譜 

*96  世紀系列戰機：F-100超級軍刀機 

*106 巴西奧薩利歐型戰車 

*116  BRG-15捲土重來-15.5公厘機槍法展現狀 

*117 戰隼、魔法新組合 

*119  RPV-愛阿華的新耳目 

*120  RBS90防空飛彈系統 

 



 

#第 62期 

*10  德立台 350型 RPV首度試飛 

*11  希臘葛雷佛斯級潛艇改良計畫 

*11  鷹式教練機售伊拉克計畫受阻 

*12  F-15S/MTD短揚起降暨操作科技展示機 

*14  AS-14錨曳飛彈初現伊拉克 

*14  海獵鷹 FRS.2型攜掛飛彈 

*15  澳洲第 5艘派里及巡防艦下水 

*18  蔣文浩義士來歸的省思 

*21  我國空軍全天候戰鬥機部隊巡禮 

*29  F/A-18大黃蜂戰鬥機 

*48  電子光學武器概述 

*64  以色列馳車三型 

*72  大型戰艦作戰效率剖析 

*84  光纖導引飛彈時代來臨 

*92  P-38閃電式戰鬥機 

*104 人、戰場、武器 

*114 法茵堡航空展的地面武器系統 

*116 蘇聯 AA-11射手飛彈 

*118 複合材料車體新發展 

*120 美國地獄火飛彈再改良 

 



 

#第 63期 

*10  蘇聯羽翼護衛，「中立」芬蘭難中立 

*13  1989年北約「CAT」戰車火砲競賽 

*16  我國與新加坡「星光計畫」將停擺 

*16  泰海軍購買中共新式巡防艦 

*17  紳寶 2000-瑞典 1992年新型客機 

*18  愛阿華戰艦走訪英國 

*19  軍事家交流站 

*日本軍備專輯 

*22  日本軍事技術特徵 

*28  陸上自衛隊源起 

*40  富士演習記實 

*46  潛在核子大國-日本 

*57  瑞典雷電式戰機 

*70  領袖人物面面觀 

*80  德國重巡洋艦布呂舍號 

*92  B-24解放者轟炸機：第一部份 

*105 戰車偽裝術 

*116 英國新型專業獵雷艦沙丘號服役 

*118  M1AI測試新型輔助動力機 

*119 美海軍 LAMPS MkⅢ即將進行改良 

 



 

#第 64期 

*9   經國號試飛意外真相大白 

*10  ES-3A電子偵察機展開測試 

*13  北約尋求 21世紀軍用直升機 

*13  芬蘭海軍訂購西北風飛彈 

*15  梅林迫砲彈測試成功 

*18  荷蘭海軍陸戰隊購買湯姆生 120公厘迫擊砲 

*18  美國檻鷹直升機正式出廠 

*20  國軍基地開放特別剪影 

*中共軍事專題 

*36  「六四」後的中共走向 

*42  「中共人民解放軍」戰力剖析 

*56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沿革 

*62  A-3空中戰士 

*79  戰場機械人 

*86  大黃蜂艦隊遇襲之謎 

*96  B-24解放者轟炸機：第二部份 

*108 欺敵偽裝外一章 

*116 法海軍佛羅赫與拉法葉巡防艦計畫 

*118 奇異 VS FMC LAM-AD上較勁 

 



#第 65期 

*10  The Survival Game   

*12  我國海軍驅逐艦改良計劃   

*15  我國警方增強火力   

*16  英國無敵級航艦現況 

*18  國軍 109師開放參觀剪影   

*36  Su-27側衛式戰鬥機  

*46  Su-25蛙足式攻擊機  

*54  Mi-28破壞式反裝甲直昇機  

*61  蘇聯第四代戰機發展現狀   

*72  殺傷彈道之形態與殺傷效果   

*81  雙翼機的末代神鷹：波利卡波夫 I-15戰鬥機   

*89  二次大戰日本戰鬥艦族譜：第一部份金剛級扶桑級 

*106 美國陸軍裝甲武力改進計劃   

*116 首架 YA-7F完成試飛  

*118 維克斯 155公厘榴砲  

*119 EX35美製新 105公厘砲 

 

 



 

 

#第 66期 

*10  軍事家交流站 

*12  F-117A匿蹤戰機最新報導 

*14  瑞士廢軍爭議 

*蘇聯軍力專輯 

*18  蘇聯國家安全政策 

*30  蘇聯戰略與太空武力 

*46  蘇聯傳統武力 

*71  單翼戰鬥先驅-波利卡波夫Ⅰ-16 

*79  二次大戰日本戰鬥艦族譜第二部份：伊勢級、長門級、大和級 

*94  英國酋長式戰車 

*110  AT-3教練機近況報導 

*117 英國皇家海軍 23式公爵及巡防艦 

*120 中共新型多管火箭 

 



 

#第 67期 

*9   蘇聯提比里西航艦測試 

*12  E-7A實驗機短揚起降技術發展現況 

*15  2S6蘇聯防砲車曝光 

*16  南非 XH2攻擊直升機 

*19  印度展開輕型發展計畫 

*軍用直升機專輯 

*22  軍用直升機發展簡史 

*32  直升機的飛行原理 

*50  任務角色與設計需求 

*64  馳車三型戰車圖片集 

*72  二次大戰日本航艦族譜：第一部份 

*92  如何貫穿穿甲的新觀念第一部份：成型裝藥彈 

*104  90年代中共航空工業 

*112  P90-槍界新寵 

*114 寇爾摩根 939型砲手輔助瞄準系統 

*116 凱迪拉克 V-600突擊者裝甲車 

*118 以色列 M60新貌 



 

#第 68期 

*9   軍事家交流站 

*11  搜索裨斯麥號 

*14  南韓海、空軍新採購計畫 

*15  F-16改良匿蹤性能 

*16  沙烏地阿拉伯貝爾 406直升機 

*18  馬來西亞生產 AUG 

*19  1990亞洲航太展特別報導 

*52  歐洲新銳戰機 

*62  SIG SAUER P228-縮短的 P226手槍 

*72  二次大戰日本航艦族譜：第二部份 

*82  盟軍戰車剋星-88公厘砲 

*92  如何貫穿裝甲的新觀念第二部份：動能穿甲彈 

*102 彈藥補給新觀念 

*114  T-80衍生型：SMT M1989戰車 

*116 西班牙新航艦-亞士多里亞親王號 

*118 基輔及突變種-蘇聯巴庫號航艦 

*119 魔法飛彈創紀錄 

*120 豹 IA1A1改良型-豹 IA5戰車 

 



 

#第 69期 

*9   我國 80年度國防預算 

*13  CL-227無人空中載具測試成功 

*13  以色列地面防空武力 

*15  北約小口徑武器藍圖 

*亞太地區國防工業特別報導 

*20  二代艦 PFG-2現況與展望 

*34  東南亞國防工業 

*54  亞太軍機改良計畫 

*66  戰場搶修與回收 

*76  蘇聯提比里西號的航空戰力 

*82  偉佛手槍射擊法 

*89  驅逐艦發展史 

*105 美國 ATF與 ATA戰機 21世紀最新戰機之現況與特寫 

*113  S-2T渦輪追蹤者 

*116 挪威先進地對空飛彈系統 

*118 新響尾蛇飛彈系統 

 



#第 70期 

*9   剖析 M48H勇虎戰車    

*14  經國號 B1雙座機正式出廠    

*16  蘇聯 M-17神秘式高空偵察機   

*16  JAS39 2號原形機試飛成功   

*18  F-117A匿蹤戰鬥機公開亮相 

*28  美國海軍陸戰隊組織現況  

*38  透視兩棲作戰    

*48  美國海軍兩棲艦隊之編成    

*54  中共航空簡史   

*64  南非山貓式裝甲車   

*72  法萊斯缺口之謎第一部份：迴旋軸戰術 

*84  西德貂鼠 A3式步兵戰鬥車 

*90  韓國新生代輕武器    

*98  F-106三角鏢戰鬥機    

*110 蘇聯海軍新型近迫武器系統服役   

*113 以色列海軍薩爾五型飛彈巡邏艦   

*115 奇異公司 Gecal 50多管機槍 

*118 軍事家交流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