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1期 

*10  GLOOK小傳 

*13  空軍軍史館札記 

*18  21世紀潛艇新趨勢 

*34  電子戰新趨勢 

*44  導航暨攻擊莢艙 

*52  歐洲防空飛彈 

*66  再訪湯山航空博物館 

*72  北非戰役 PART2 

*82  Me262噴射戰鬥機 

*94  瓜達康納爾戰役 

*104 雷達-空防的耳目 PART1 

*116 德國空軍購買阿帕契空對地武器系統 

*117 拉菲爾 SEA EYE 

*117  C-17運輸機進行裝載測試 

*118  SNECMA M88-2完成運轉測試 



 

#第 102期 

*9   新世局下的美國空軍 

*10  德國裝甲車輛計畫 

*法國軍力專輯 

*12  法國陸軍 

*26  法國空軍 

*40  法國海軍 

*56  俄製戰機新銳 

*68  雷達-空防的耳目 PART2 

*80  法國淪亡記 PART1 

*92  北非戰役 PART2 

*102 布拉格的信天翁 

*110 再訪湯山航空博物館 

*117 神盾計畫新艦 

*118 義大利採購新獵鷹 



 

#第 103期 

*9   IDF種子教官中隊 

*10  雄二飛彈服役 

*11  SNECMA M88-2進入量產 

*11  L-59E教練機 

*12  Yak-141 

*20  各國反艦飛彈發展概況 

*31  沙漠之虎 M1A1,M1A2 

*44  彈道飛彈之爭 

*56  以色列輕兵器 

*66  義大利航空機器集團 MB-339 

*76  中美混合聯隊混合部隊適應性之個案研究 

*85  西元 1888-1918德國海軍之發展暨戰備整裝 PART1 

*94  法國淪亡記 PART2 

*106  HDW205/206/209系列潛艇 

*117 中共 85-11M主戰車 

*118 澳洲採用西北風及 MANPAD發射架 

*118  SAAB340空中預警機 

*120  Mk45艦砲新組合 



 

#第 104期 

*11  首艘薩爾 5級下水 

*12  疾風 B01現身 

*13  簡式反彈道飛彈攔截測試 

*14  紳寶飛機公司 

*28  多功能車輛悍馬車 

*36  命運多舛的 AMX 

*46  奧立崗陸基防空系統 

*60  波灣密支作戰檢討 

*76  多所羅門群島海戰 PART1 

*86  西元 1889-1918德國海軍之發展暨戰備整裝 PART2 

*96  P-47雷霆式戰鬥機 PART1 

*110 美國國家航太博物館 PART1 

*118 史泰爾 TMP進行試射 

*118  ERIJAMMER A100 



 

#第 105期 

*11  俄製武器倒店大拍賣 

*12  台中機械展 

*14  瑞典戰車銷售戰 

*15  1993敦睦艦隊 

*16  IDF-惡狼之刃由種子中隊看台海防空 

*28  美國海軍航空軍力 

*42  布萊克的海域 

*54  美國國家航太博物館 PART2 

*62  以色列輕兵器 

*72  東所羅門群島海戰 PART2 

*82  德國火砲系列防砲 PART1 

*94  P-47雷霆式戰鬥機 PART2 

*107 地面部隊急先鋒 

*115 日新又新 F-16新改良計畫 

*116 改良型 SLAM問世 

*116 派里級巡防艦提升性能 

*118 模組化多任務電子掃瞄陣列 



 

#第 106期 

*9   黃貂魚車身裂痕 

*10  波士尼亞淨空任務 

*12  加拿大空軍現代化 

*12  菲律賓購買 V-300裝甲車 

*15  美國軍機計畫 

*16  賽科斯基飛機公司 

*30  成功號巡防艦成軍 

*36  履帶式或輪型裝甲車中華民國新裝甲車計畫 

*48  雙三角翼怪傑龍式戰鬥機 

*60  TR系列潛艇 

*68  保羅、吉柏特修復中心 

*78  美軍輕裝武力演變和運用 

*90  德國火砲系列防砲 PART2 

*96  愛斯普倫斯峽海戰 PART1 

*106 紅男爵的末日 

*116 俄羅斯翼地效應載具設計 

*117 南非 Zumlac 

*118 風扇遊騎兵式教練機 

*119 美國海軍匿蹤艇海影現形 

*119 拉法葉巡防艦現況 

*120  ASTOVL計畫展開 



 

#第 107期 

*9   美國海軍戰術飛彈系統 

*10  薩爾 4.5及巡邏艦性能提升 

*10  德國阿爾發待售 

*12  日本防衛廳公佈 92年度預算 

*14  第 40屆巴黎航空展 

*38  現代羅馬鐵騎義大利裝甲車發展 

*52  英國皇家空軍 

*66  美國空軍博物館 

*74  愛斯普倫斯峽海戰 PART2 

*84  艾爾阿拉敏之役 PART1 

*94  P-39空中眼鏡蛇 

*108  1993國際海洋防衛展 

*115 黃貂鼠非致命武器系統 

*116  SMAW-D簽約測試 

*116 獵鷹Ⅱ式提升型運交美軍 

*116 新型核生化狐式偵檢車 

*118 李頓單眼夜市鏡問世 

*119  AGS裝甲火砲系統 



 

#第 108期 

*11  空軍戰術訓練中心 5年有成 

*12  印尼採購鷹式機 

*12  沙烏地力士砲艇機計畫 

*13  新世局下的國防工業合併 

*14  馬來西亞戰機採購左右逢源 

*15  CV90新採購計畫 

*16  攻擊快艇趨勢 

*30  GIAT工業簡介 

*36  法蘭西捷豹-雷克勒戰車 

*50  現代俄製空對空飛彈 

*56  B-29超級飛行堡壘 PART1 

*58  愛斯普倫斯峽海戰 PART3 

*76  艾爾阿拉敏之役 PARTⅡ 

*85  調整中的美國國防工業 

*94  長征系列發射載具 

*102 美國空軍博物館 

*114 龍捲風 GR4首次飛行 

*115  FMC高科技火砲系統 

*117 以色列新引信發展 

*118 以色列新型空中預警管制機 

*118 鉤喙嘴雙座教練機 

*119 瑞典防空系統發展 



 

#第 109期 

*11  南韓陸戰隊 AAV-7AI 

*12  MiG飛行表演意外 

*13  台北國際航太科技暨國防工業展 

*16  成功級艦長必讀 FFG-7操艦法 PART1 

*26  C-17全球霸王Ⅲ式 

*38  丹麥多功能海軍艦艇標準彈性 300及衍生型 

*46  舊瓶新裝裝甲車輛改良 

*59  中古戰機改良計畫 

*66  高機動防空武力復仇者 

*72  眼鏡蛇系列直升機 

*86  西班牙內戰之空權觀念和空戰技術發展 

*96  一次大戰德國 U艇作戰紀要 

*102  B-29超級發行堡壘 PART2 

*115  F/A-18配掛夜鷹莢艙 

*116  FMC/華豐合作生產輕戰車 

*118  A-3攻擊機首次公開 

*119  F-16 VISTA 

*120  M2試射刺針 



 

#第 110期 

*9   美公佈新三軍結構計畫 

*10  蘇霍設計局新動向 

*11  第二代前視紅外線系統 Falcan Knight 

*12  B-2匿蹤性能改裝計畫 

*12  加拿大削減採購 EH101 

*13  福克海上執法者 Mk.2 

*14  軍事家交流站 

*16  美國空軍特戰機現況 

*31  奇歐瓦戰士與超級眼鏡蛇 

*46  百里基地航空祭 

*52  F-22超級巨星 

*58  成功級艦長必讀 FFG-7操艦法 PART2 

*72  中共彈道和反艦飛彈發展 

*89  聖塔克魯玆海戰 PART1 

*98  航空機器集團早期發展 

*110  Bae146/RJ.RJX與台灣航太工業 

*117 以色列電子定時引信 

*118  Bae短劍 2000＆JERNAS 

*119 易利信推出新型無線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