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1期 

*11  東協商討亞太安全議題 

*12  新港級 LST租借案生變 

*14  美售台針刺飛彈 

*15  卡達添購幻象 2000-5 

*17  F-16A/B MLU新動態 

*18  聯合國決議出兵海地 

*21  以色列薩爾 5級交艦 

*22  美海軍接收 APG-73雷達 

*24  八一四勝利 57週年台南空軍基地開放 

*30  M-8輕戰車 

*40  第 20屆美國航空及貿易展 

*54  低階防空系統現況 

*66  甲午海戰的歷史地位與軍事意義 

*76  X系列實驗機（X-11、X-12、X-13） 

*88  特戰幕後英雄 

*94  寶刀未老的防空利器-鷹式飛彈 

*104 名機博物館第一部份 

*114  AIRMS技術新發展 

*116  52倍徑 AS90自走砲 

*117  ALF經濟輕量化戰機 



 

#第 122期 

*9   方陣快砲誤擊拖靶機 

*13  黑鳥 SR-71重現江湖 

*14  米高揚 MiG-21改良套件 

*15  1995年度三軍預算概況 

*16  AMRAAM海外軍售現況 

*18  中共/俄羅斯最新軍售談判 

*20  現代德國航空工業與德國空軍 

*34  野戰低空防空武器簡介 

*42  M59長腳湯姆野戰重砲 

*48  第 42屆國際實驗飛機協會航空展 

*64  歐美海上巡邏機 

*82  X系列實驗機（X-14） 

*90  慶祝東指部新造軍艦比較 

*106 名機博物館第二部份 

*114 英國皇家空軍反裝甲飛彈需求 

*115 舊瓶新用的 CSLBM計畫 

*116  NTS夜間標定系統 

*117 新世代紅外線反制系統 ATIRCM 



 

#第 123期 

*9   漢光 11號演習特別報導 

*24  1994法茵堡航空展 

*38  西、日、韓三國主力戰車 

*47  由獵鷹Ⅱ式增強型展望 ASTOVL計畫 

*58  西班牙海軍與造船工業 

*68  X系列實驗機（X-15、X-15、A-2） 

*78  艱苦的義大利戰場-西西里戰役第一部份 

*88  現代陸軍的戰車-M113裝甲車系列 

*96  二代戰機的隱憂-後勤維修問題探討 

*104 索謬爾戰車博物館第一部份 

*114 阿帕契飛彈發展現況 

*115 南非 T6砲塔 

*115 俄製新型反裝甲飛彈 

*116  GRAND SLAM飛彈 

*117 改良型 M88裝甲救濟車 



 

#第 124期 

*10  中共擷取少獅戰機精華 

*12  土耳其與台灣提升 AH-1W夜戰能力 

*13  派里及 FFG反飛彈能力提升 

*14  L-159採用中美合製發動機 

*15  南韓海軍戰力新局 

*16  今日中華民國裝甲兵 

*24  世紀大纏鬥-F-16 VS MiG-29 

*34  轉型中的日本防衛政策 

*48  獨立國協海上巡邏機 

*58  聖地牙哥航太博物館 

*68  X系列實驗機（X-16、X-17、X-18） 

*80  西西里戰役第二部份 

*90  不可或缺的少數族群雙座戰機武器官 

*98  索謬爾戰車博物館第二部份 

*106 美國海軍未來面貌 

*116 終極警用槍彈組合：SIG P229+點 357SIG 



 

#第 125期 

*10  法國海軍決購 E-2 

*12  資訊月國防館特展 

*17  大戰以來北約首次大規模空襲行動 

*20  X-31空戰能力測試近況 

*22  評中共依照世紀大預言武力犯台之可能性 

*32  美國空軍野鼬世代交替 

*44  模糊邏輯入門與應用 

*54  二次大戰後俄製戰車演變 

*60  史密斯威森 SIGMA系列手槍 

*72  最後的解放 

*80  一代侮上霸主-戰列艦 

*92  英國海軍戰略潛艇今昔 

*104 索謬爾戰車博物館第三部分 

*115 光華三號艦成軍典禮 

*117  B-2測試新型 GAM 

波佛斯小口徑穿甲彈 



 

#第 126期 

*8   後勤學校校慶 

*12  首支 IDF戰鬥機作戰中隊成軍 

*18  國軍春節戰備簡影 

*20  中共軍力報告 

*30  評「戰計畫」的省思 

*40  中型海軍艦艇簡介 

*50  1994年國際軍備大展 

*62  淺談現代戰鬥步槍沿革 

*72  X系列實驗機 

*84  二次大戰俄製戰車演變 

*92  頭盔顯示系統發展 PART1 

*98  維吉尼亞軍事車輛博物館 

*106 今日的中華民國砲兵 

*113 瑞士陸軍採購鷹式裝甲車 

*115 馬特拉新型長程精確武器系統 

*116  先驅者戰鬥附設系統 

丹麥採購 AT-6戰防火箭 

*117  G6改良計畫 

*118 法國新發動技術 



 

#第 127期 

*8   美國對台軍售現況 

*10  南亞強權印度最新軍備動態 

*14  1995豹式家族大熱賣 

*16  一代海上巨艦最後歸處 

*17  新潛艦採購泰國軍力持續強化 

*18  美德法三國新型 MEADS防空系統 

*19  黑鳥重生作業正式展開 

*20  F-16MLU任務電腦受阻 

*28  暗夜大地的主宰-夜鷹的誕生 

*40  三軍春節備戰特輯 

*50  俄羅斯「信賴」反彈道飛彈系統 

*56  中共軍力報導 

*68  急速掠海的夢想-高速化船艦的趨勢 

*72  國是論壇 

*78  X系列 

*90  帝國戰爭博物館分館巡禮 

*98  紳寶 RBS15飛彈 

*106 遊就館遊訪雜記 

*114 湯姆生海虎雷達二世 

*115 卡爾古斯塔天彈新成員 

*116  YRAH-66組裝現況 

未來 RPV設計潮流 IAI的蒼鷲 

*117 新大黃蜂邁出成型腳步 



 

#第 128期 

*10  中華民國海軍添增生力軍 

*16  長泰十三號演習 

*20  陸軍兵工整裝發展中心 

*22  中共兵力 

*36  中華民國海軍與水雷作戰 

*46  俄羅斯「信賴」反彈道飛彈系統 

*58  奧古斯塔潛艇 

*66  帝國戰爭博物館分館巡禮 

*73  X系列實驗室 

*82  硫磺島浴血戰 

*90  空軍軍史館 

*98  日爾曼之虎：HK USP 

*104 未來主力戰車的概念設計 

*113 奧立崗 35/1000型機砲 

*114  以色列新型空中偵察系統 

渥斯柏新型艦艇 

*116 雷射導引練習彈 

*118 俄羅斯新型戰車 



 

#第 129期 

*10  「田單」級防空巡防艦性能縮水 

*12  「改良式防空系統」採購案工業合作協議書完成簽署 

*15  國防工業整合暨軍民通用科技展 

*17  中共有意生產俄製高性能發動機 

*18  以色列發射「OFEQ-3」衛星 

*19  埃及採購 10架 SH-2G反潛直升機 

*20  西班牙巴贊造船向中共極力推銷航艦 

*22  印尼與貝爾擴大直升機授權生產協議 

*24  美俄戰機較量的繼續 

*34  空載對地偵察及偵察系統 

*44  航空母艦 

*56  淺談現代巡邏艦 

*64  夜鷹出擊 PARTⅡ 

*73  硫磺島浴血戰 

*82  艦隊彈道飛彈發展史 

*94  空軍軍史館 PARTⅡ 

*102 減肥中的北極熊 

*108 三笠號紀念公園 

*114 虎式攻擊直升機測試現況 

*116  先進大黃蜂採用新型燃料槽 

首批地獄火二型交貨 

*118 先進大黃蜂進行天線測試 



 

#第 130期 

*8   中共空軍最新動態 

*12  陸軍「神箭三十五號」實兵示範 

*13  陸軍「化學防護安全」演習 

*15  阿拉伯聯合大功國決定採購法製反艦飛彈 

*16  1995年敦睦艦隊剪影 

*22  國是論壇 

*28  瀝血龍捲風 

*38  艦隊彈道飛彈發展史 

*48  淺談現代戰鬥步槍沿革 

*55  美國航太鷹式教練機系列 

*62  頭盔顯示系統發展 

*68  飛翼船-新興翼地效應載具 

*78  硫磺島浴血戰 

*88  X系列實驗機 

*94  歐洲海軍展 

*102 夏威夷軍事博物館 

*112  FF-21型巡防艦 

*113  AH-640常弓阿帕契發展現況 

*116 奧立崗天盾 35系統 

*118  JAST縮比例實驗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