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1期 

*10  81年度國防預算特別報導 

*13  國防工業整合展 

*15  中共購得 Su-27 

*16  YF-22近況 

*空對空作戰專輯 

*18  空對地攻擊模式 

*26  空對地非導引武器概論 

*36  攻擊機設計概念 

*48  21世紀的卡賓槍-P90 

*56  神秘的 SSV-33通訊艦 

*64  超地平線雷達新發展 

*68  空中加油機 

*80  近迫武器系統發展現況 

*88  希特勒的海中之狼-U艇 PART1 

*100 德國空降部隊的墳場-克里特島作戰 

*114 虎式直升機發展現況 

*115  MF30公厘機砲 

*115 佛羅赫級巡邏巡防艦 

*117 美海軍下一代攻擊機-AST-21 

*118  IMI發展新式 5.56公厘輕機槍 

 



 

#第 82期 

*9   華約組織終告解散 

*10  日本海上自衛隊第五年度計畫 

*12  LH、ATF計畫特別報導 

*16  大不獵顛之虎-挑戰車戰車 

*30  美德自走砲新發展：機動砲兵新動態 

*42  從豹三戰車看未來的德國裝甲部隊 

*54  卡夫吉之役 

*60  蘇聯航空博物館大揭秘 

*70  希特勒的海中之狼-U艇 PART2 

*86  FW-190第三帝國之鷹 PART1 

*96  從以往空戰經驗看戰鬥機設計 

*102 中國人鏡頭下的 U-2 

*112 蘇聯新型無畏號巡防艦 

*114 長方射控雷達新天線罩 

*115  F-14先進打擊戰鬥機座艙 

*115 法國新型 155公厘反裝甲砲彈 

*116  M113新成員 120公厘迫砲車 

*116 阿根廷新多管火箭系統 

*117 美國新型地雷 

*119 義大利新型深水水雷 

*119 以色列 TWWP除雷裝備 

*120 德法合作輪型裝甲車發展 

*120 德國 MIP附加掃雷器 

 



 

#第 83期 

*9   法軍波灣戰後檢討 

*11  颱風級潛艇莫曼斯克現形 

*12  M9手槍滑套問題 

*14  神盾巡洋艦波灣觸雷 

*15  西班牙裝甲運兵車 

*16  愛國者攔截率疑雲 

*17  我國海軍有意租購諾克斯級巡防艦 

*20  MLRS VS ASTROSⅡ波灣戰爭未及交鋒的多管火箭 

*28  中共新寵 Su-27戰鬥機 PART1 

*36  第三世代主力戰車設計特徵 

*48  當代教練機現況 

*62  艦載直升機法展趨勢 

*72  法國飛機改良計畫 

*76  EJ200和 M88歐洲軍用法動機現況 

*84  台灣省政府航空隊 

*90  二次大戰日本驅逐艦族譜第一部份： 

峰月級、神峰級、睦月級、吹雪級 

*102  FW-190第三帝國之鷹 PART2 

*115 眼鏡蛇攻擊直升機：中期性能改良計畫 

*117 幻象 2000攻擊及外銷型問世 

*117 德州儀器/LTV公司測試海軍先進阻絕武器系統 AIWS 

*118 疾風 C01戰機處女航破音速 

*120 奇異 GE90發動機 

 



 

#第 84期 

*10  IDF 2號原型機墜機 

*17  冷戰結束後的美國空軍現狀 

*32  中共新寵 Su-27戰鬥機 PART2 

*40  夜間攻擊好幫手空用導航攻擊莢艙 

*50  庫茲涅索夫海軍上將號航空母艦 

*64  FW-19第三帝國之鷹 PART3 

*74  二次大戰日本驅逐艦族譜第二部份： 

初春級、白露級、陽炎級、夕雲級、島風級、 

秋月級、松級、橘級 

*90  勝利及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96  台海空優的轉捩點八一四大捷 

*106 東瀛新寵 90式主力戰車 

*112 軍事家交流站 

*114 第二代鐵匠 Yak-141短揚/垂直起降戰機 

*115 蘇聯 A-200兩棲噴射機 

*116 法國智慧型地雷計畫 

*117 蘇聯新型機動防空飛彈系統 

*118 日本 F-15改良計畫 

*119 我國對外武器採購 

*120 以色列新型空對地雷射導引飛彈 

 



 

#第 85期 

*10  中共彈道飛彈發展現況 

*13  HK公司 G11突擊步槍現況 

*14  美陸軍修正航空現代化計畫 

*16  美軍溪山之役 

*26  中華民國空軍基地巡禮 

*36  未來空戰纏鬥新概念 X-31實驗機 

*44  未來反潛機發展趨勢 

*58  美軍的全能大力士：海種馬系列直升機 

*72  空載飛彈接近預警系統 

*82  波灣戰爭中美國空軍對地攻擊 PART1 

*88  夜空中的惡魔 P-61黑寡婦夜間戰鬥機 PART1 

*94  二次大戰英國皇家海軍皇家君主及戰鬥艦 

*106 台海救難外一章海鷗救護中隊 

*113 美空軍先進貫穿炸彈 

*114 荷蘭海軍法展 SMART-L雷達 

*115 美國海軍評估 S/MTD短揚起降能力 

*117 蘇聯 SA-16肩射飛彈結構公開 

*118 前東德陸軍 T-55現狀 

*119  NASA F/A-18高攻角研究載具測試計畫 

 



 

#第 86期 

*10  F-5系列戰機的改良 

*13  1991台北電子戰裝備展示會 

*中華民國海軍專輯 

*17  艦隊現代化計畫 

*27  台海反潛雙雄 S-2T＆S-70CASW 

*38  多管火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46  美空軍第二線部隊 

*52  新世局下的日本武力現況 

*62  日本航空工業現況 

*68  沙暴魅影幻象 F1戰鬥機 

*76  越戰中的「休伊」早期的 UH-1直升機 

*88  夜空中的惡魔 P-61黑寡婦夜間戰鬥機 PART2 

*96  PANZER SS血戰赫恩德 

*104 波灣戰爭中美國空軍對地攻擊 PART2 

*110 反潛怪招 

*116 德國新獵雷聲納系統 

*117 反裝甲新銳-BAT系統 

*118 AH-1W性能提升計畫 



 

#第 87期 

*10  美陸軍裝甲部隊波灣戰後檢討 

*11  中華民國海軍成功號下水典禮 

*12  寧祿式海上巡邏艦現況 

*12  蘇聯颱風級潛艇移防太平洋 

*13  AMX教練機現況 

*14  荷蘭潛艇出售 

*16  中華民國空軍現代化計畫 

*26  80年國慶閱兵圖片集 

*32  波灣水雷戰記 

*46  迎向 21世紀的輕火砲發展 

*54  現代北約戰鬥工兵 

*62  合成孔徑雷達應用 

*70  德國空軍幽靈機群 

*80  90年代向量推力 

*90  希特勒裝甲火砲族譜 PART1 

*98  B-58噴射轟炸機 PART1 

*106 美軍第 14航空隊協會第 44屆年會紀實 

*114  F/A-18E/F戰機新發展 

*115 休斯火砲標定雷達 

*116 蘇聯翼地效應飛機現狀 

*118  SSG 3000型狙擊槍 

*119  M53-P2發動機 



 

#第 88期 

*10  警政署長購買新手槍 

*12  1991台北國際航太展 

*18  蘇聯戰機發展簡史 PART1 

*28  英國皇家陸軍的 AS90 

*42  南非國防軍現代化 

*52  現代軍用運輸機 

*62  德國海軍 F-123式巡邏艦 

*74  1991年戴頓航空展 

*89  飛虎隊中美混合航空團 

*96  希特勒裝甲火砲族譜 PART2 

*104  B-58噴射轟炸機 

*114 軍事家交流站 

*116 脈衝爆炸發動機 

*118  HL-20新型太空載具 

*119 蘇聯新式空對地飛彈 

*120 義大利美樂瑪巡邏艦 

 



 

#第 89期 

*10  蘇聯航空工業尋求外銷客戶 

*12  荷蘭有意加強對台軍售 

*15  EFA試飛計畫 

*16  瑞典下一代空防主力 

*18  南非機動野戰防空系統 

*20  1991年海軍日添馬艦海軍基地特別報導 

*30  歐洲軍用機發展現況 

*42  歐洲海軍造船工業巡禮 

*55  新世代衝鋒槍 

*64  美國海軍標準防空飛彈系統 

*72  世代交替的反戰車飛彈 

*82  蘇聯戰機發展簡史 

*92  庫斯克之役 

*104 格魯曼的野貓 

*116 蘇霍伊設計局公佈新設計 

*117 蘇聯蛙足新生代 

*118  SA-10防空飛彈剖析 

*120  AIM-9X試射結束 

 



 

#第 90期 

*10  長白、天弓、愛國者、中山、奇異、雷斯安 

*12  美國空軍大改組 

*16  日本航空自衛隊 

*26  大口徑狙擊槍 

*36  傳統潛艇的新生命 AIP系統 

*48  美國海軍下一代攻擊機 

*58  西方軍用機發展現況 

*70  向 M-2挑戰的英國戰士型裝甲戰鬥車 

*80  軍品蒐集在東瀛 

*89  空中機動作戰的發展 

*97  格魯曼的地域貓 PART1 

*110 蘇聯大白鮮現形 

*111 中共新一代防空系統 

*112 海基型 IRSCAN 

*113 紳寶飛彈公司 STRIX120迫砲 

*114 韓國自製裝甲兵戰鬥車系 

*116  X-29展現高攻角操縱性能 

*119 瑞典評估下一代主力戰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