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31期 

*8   巴黎航空展特報 

*14  JAST計畫排除 A/F-117X 

*16  ESSM發展近況 

*18  直升機搭載型星紋飛彈 

*19  泰國空軍急購 F-15 

*20  NDPO1995日本新國防計畫大綱 

*21  M-8輕戰車年底抵台測試 

*24  M60A3登陸台灣 

*32  1995國際海洋防衛展 

*46  1995花蓮基地 T-38機開訓典禮 

*54  瑞典潛艇科技 

*66  M109家族 155公厘自走砲之過去、現在及未來 

*72  諾曼地登陸戰 

*84  美國海軍艦隊彈道發展史 

*94  英國航太鷹式教練機系列 

*102 桃園基地隊史館巡禮 

*108 美國海軍五月港海軍基地 

*115  Hermes 450型無人遙探載具 

*116  IAI改裝 MiG-21首飛成功芬蘭空軍首架大黃蜂出廠 

*117  ANVIS夜視頭盔顯示器 

*118  SAMSON確認攝影莢艙 



 

#第 132期 

*8   IDF失事，原因待查 

*10  中共新型防空飛彈 

*16  由 M族飛彈試射看台灣未來的因應之道 

*17  中共之第二代洲際導彈 

*20  七七抗戰勝利 50週年巡迴採訪 

*26  1995年台北航太展預覽 

*54  距外獵雷概念 

*64  水雷反制新發展 

*72  沖繩作戰 

*82  海底蛟龍-潛艇 

*94  戰後俄製自走砲族譜 

*102 新世代攻擊直升機發展現況 PART1 

*112美國海軍武器系統發展現況 PART I 



 

#第 133期 

*8   第二批諾克斯艦成軍服役 

*12  清泉崗空軍基地開放 

*16  F-15首次試飛 

*17  美國海軍第五艦隊 

*18  C-17配備改良型發動機 

*19  山貓 HMA8型開始服役 

*20  誰造海狼級 NSSN 

*21  沃斯伯集團進軍遠東市場 

*22  1995年台北航太展 

*34  七七抗戰勝利 50週年巡迴採訪 

*42  雅克列夫 VTOL飛機的歷史 

*54  美國海軍 PARTⅡ武器系統發展現況 

*64  戰後俄製自走砲族譜 PARTⅡ 

*74  沖繩作戰 PARTⅡ 

*84  海上戰鬥堡壘-巡洋艦 

*96  田單號之後 PART1 

*116  MICA紅外線型空對空飛彈首次試射 

*117 以色列箭 2式試射 

*118 薩爾 5級飛彈巡邏艦 



 

#第 134期 

*8   中共海軍的「大躍進」計畫 

*10  北約戰機空襲波境塞裔 

*11  台灣輕戰車市場群雄競逐 

*12  第三屆莫斯科航空展 

*14  「美中」新冷戰？熱戰？ 

*16  八十四年度莒光連隊 

*19  新竹志航空軍基地開放 

*26  戰區彈道飛彈暨反制之道 

*34  北海的狩獵者-獵人式反潛巡邏艦 

*42  新羅馬戰船-戰根級驅逐艦 

*50  七七抗戰勝利 50週年巡迴採訪 

*60  向三倍音速挑戰的俄製神鷹-MiG-25 

*70  田單號之後 PARTⅡ 

*78  支援戰鬥機 FS-X 

*88  水中忍者-基羅級潛艇 

*95  沖繩作戰 

*104 俄羅斯勝利廣場 

*114 美國先進兩棲突擊裝甲車 

*115 麥道 MD600N直升機 

*116 全時的精確性及可靠性 

*120 美國海軍評估飛彈系統 



 

#第 135期 

*8   空軍公開「強網」系統 

*9   196空中自衛隊購機計畫 

*10  紳寶 JAS-39B鉤喙獸雙座型出廠 

*11  阿斯特 30型劃下里程碑 

*12  美中新式冷戰 

*18  美中新冷戰透視另一說 

*22  北京國際航空展覽會 

*26  「華興演習」特別報導 

*36  世紀末的捍衛戰士-各國空優戰機評析及發展趨勢 

*48  北約組織架構及部署的變革 

*56  七七抗戰勝利 50週年巡迴採訪 

*65  東西雙方的巨人運輸機-洛克希德 C-5與安托諾夫 An-124/225 

*73  突出部之役中德軍急先鋒-派普戰鬥群與特殊部隊 

*85  海戰多面手-驅逐艦 

*91  精悍的火狐狸-MiG-31戰鬥機 

*98  西北太平洋下的「游擊群」-東西潛艇發展總覽 PART1 

*106 俄羅斯勝利廣場 PARTⅢ 

*118 美俄飛彈與火箭科技合作 

*120 俄羅斯空軍的新型飛彈 



 

#第 136期 

*8   S-70直升機失事誰之過 

*9   F/A-18E/F出廠 

*11  步履蹣跚的印度新戰車發展 

*12  從以巴合約看中東問題 

*16  IDF及 E-2T成軍特別報導 

*24  TATOON英國航太展 

*32  漫談台海新戰略 

*38  空中電子戰的趨勢-數位化與整體化 

*46  西北太平洋下的「游擊群」-東亞潛艇發展總覽 PART2 

*54  東西雙方的巨人運輸機-洛克希德 C-5與安托諾夫 An-124/225PART2 

*64  海戰多面手-驅逐艦 PART2 

*72  滄桑四十年-越戰簡史 

*80  越南戰爭史-法越戰爭篇 

*88  海上霹靂火-美海軍欲推出 21世紀新型海上火力艦 

*94  亙古恆星-再回首 F-104 

*100 刁鑽的法製輕型裝甲-VBL 

*106 俄羅斯勝利廣場 PART4 

*112 改良型狐式核生化系統 

*113 瑞典新世代槍械的研發 

*114 美國空軍 T-38教練機航電提升計畫 

*118 福克 60多用途運輸機處女航 



 

#第 137期 

*8   航太空業中衛體系與 S-92直升機 

*10  尋求新戰力的伊朗空軍 

*13  戰爭外面的「游戰」-台海演習之解讀 

*18  南韓政府永遠的痛-雙十二政變及光州事件 

*24  碧海藍天新創局-淺談台海電子戰 

*30  俄羅斯海軍最後長城-庫茲涅索夫號航空母艦 

*36  淺論快速部署部隊 

*44  快速部署裝備介紹 

*50  海疆衛士-巡防艦 PART1 

*58  跨越世紀的 C-130力士型運輸機  

*68  中國抗戰中的蘇聯志願空軍 

*76  漫談兩棲作戰-作戰演進篇 PART1 

*84  飛行憶往-第一個 F-104A中隊 

*90  越南戰爭史-美越戰爭篇 PARTⅡ 

*102 第一代短程空對空飛彈的發展趨勢 

*108 德國國防科技博物館 PARTⅠ 

*118 殲 8-ⅡM配備俄製新型雷達 

*119 一波三折的 1.42計畫 



 

#第 138期 

*8   翻新機體戰力強增 

*12  天弓Ⅱ型飛彈！天戟飛彈 

*14  左右逢源-日中關係對兩岸關係之影響 

*20  波士尼亞和平曙光 

*24  二次大戰後最悲慘的南斯拉夫內戰 

*28  空中哨兵、防空耳目-E-2T空中預警管制機 

*38  北半球極光-俄製早期預警機發展 

*44  海疆衛士-巡防艦 PARTⅡ 

*52  跨越世紀的 C-130力士型運輸機 PARTⅡ 

*62  漫談兩岸作戰-戰史篇 PARTⅠ 

*70  越南戰爭史-中越戰爭篇 

*78  德國國防科技博物館 PARTⅡ 

*86  美國陸軍的巨錘-ATACMS砲兵飛彈系統 

*94  現代巡防艦的借鏡-史塔克事件後記 

*104 撥雲見日開新局-海軍作戰系統發展略史 PARTⅠ 

*112 發展中的 XM-7布萊德雷火力支援車 

*114 箭式射控雷達 

*116  C-130空中預警機計畫 

*117 鎖定外銷市場的 BMP-2改良計畫 

*118 邁向新里程碑的 AGM-130武器系統 

*119 加拿大食人魚採用奧立崗 25公厘彈藥 

*120 方興未艾的南非飛彈發展 



 

#第 139期 

*8   三軍春節加強備戰 

*14  俄羅斯海軍核子潛艇艦隊現況重振海上雄風 

*15  美軍前線戰機雷達升級計畫 

*16  戰略要員、長空巨人 

*18  巡天眼維和平 

*20  本世紀最悲慘戰爭-南斯拉夫內戰 

*26  96新加坡航空展特報 

*30  美中 2006年決戰南沙-一個美國海軍中校的省思 PART1 

*36  明日蔚藍天-對新空運中心的遠觀 

*42  高加索風雲-車臣戰役中的俄羅斯空軍 

*50  兩棲雄兵-登陸作戰艦艇 

*62  新型火砲技術的發展 

*69  跨越世紀 C-130力士型運輸機 PARTⅢ 

*76  現代巡防艦借鏡-史塔克號事件後記 PARTⅡ 

*84  損落帝國的最後一役-柏林會戰 

*96  漫談兩棲作戰-戰史篇 PARTⅡ 

*104 叱吒蒼穹-捍衛台海 30年 PARTⅡ 

*110 戰場清道夫-波佛斯戰車 

*111 一波三折的 1.42計畫 

*113 俄羅斯公開空用相位陣列天線技術 

*114 瑞士食人魚甲車現況 

*117 米格設計局測試 MiG-29的空中加油系統 

*118 德製 20公厘訓練彈藥 



 

#第 140期 

*8   台海風雲再起-中共軍事演習特報 

*22  獨立國協系列-高加索巡禮 

*28  泰國獲採購 AMRAAM 

*29  俄羅斯軍售南韓 

*30  撥雲見日開新局-海軍作戰系統發展史 PARTⅡ 

*38  美中 2006決戰南沙-一個美軍海軍中校的省思 PARTⅡ 

*46  由波灣戰爭看空陸戰理論 

*54  整體的戰場金剛-主力戰車總體設計的革新 

*60  1996新加坡航太展 

*70  海疆輕騎-海軍快艇 PART1 

*78  漫談兩棲作戰-戰史篇 PARTⅢ 

*84  空降的死神-1994-1995年美軍對德轟炸政策 

*92  北地飛龍羽翼待振-深陷困境的俄羅斯空軍 

*100 德國國防科技博物館 PARTⅢ 

*108 皇家空軍美洲虎提升計畫 

*109 灘頭蛟龍渥斯伯推出新行人員車輛登陸艇 

*110 海軍武器系統添新兵 

*111 荷蘭 APAR系統 

*112 游擊防砲擊系統 

*113 美國海軍 MK45艦砲增大射程 

*114 英美小組揭開無垂直尾翼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