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1期 

*8   海軍 85敦睦艦隊 

*14  大選召來美艦隊「雙雄會」硝煙散去再揭「姊妹」面紗 

*25  烽煙過後的整軍 

*26  南美洲戰機提升 

*29  2015年的法國軍力 

*32  法國國營航太與達騷「兩家成一家」 

*34  路航的空中軍馬-CH-47契努克直升機 

*46  世紀展新局-中共新型戰機發展 

*54  海疆輕騎-海軍快艇 PARTⅡ 

*62  從海上來-美國海軍新作戰構想 

*70  喬治‧卡特里克‧馬歇爾-獲得最高軍階的參謀軍官 

*78  空降的死神-1944-1945年美軍對德轟炸政策 

*84  漫談兩棲作戰-戰史篇 PARTⅣ 

*94  美國太平洋航空軍簡介 

*104 俄羅斯中央武裝力量博物館 PART1 

*112 美國陸軍採購裝甲保安車 

*113 南韓採購 4套守門員系統 

*114 麥道和太空總署揭開 X-36無尾翼計畫 

*115 通用公司研發低構型戰車 

*116 以色列反飛彈防禦系統發展近況 

*120 野豬式除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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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八十六年度國防預算分析 

*12  「康定號」巡防艦成軍 

*14  世紀末的東亞：美日 VS中俄 

*22  瞄準中東-第五艦隊的重組與美國中東政策 

*26  獨立國協系列-舉棋不定的內陸國 

*32  寰宇軍聞 

*36  大海的故鄉-美國海軍航空兵簡介 

*46  後冷戰時代核子攻擊潛艇 PART1 

*58  地面機動戰 

*66  劃時代的無頭殼彈/槍系統發展 

*74  飛行憶往-第二個 F-104A飛行中隊 

*78  台海兩棲戰史 PARTⅠ 

*84  陸軍行伍出身的海軍提督-丁汝昌 

*90  麥道公司之道格拉斯部份 PART1 

*98  朝鮮半島軍力分析 PART1 

*106 俄羅斯中央武裝力量 PARTⅡ 

*116 布萊德雷 LINEBACKER系統 

*118 龍捲風 F3改良計畫 

*120 超級海妖直升機試射小牛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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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聯勤 50週年 

*14  駐港解放軍編成 

*16  任重追蹤者，期待獵護星 

*17  「海天一號」飛翼船原型機命名暨下水典禮 

*18  飛虎競賽 COPE TIGER 

*20  寰宇軍聞 

*24  西太平洋巡遊兵台海新戰神 

康定級巡防艦剖析、遠東巡防艦巡禮 

*36  美國陸戰隊航空隊簡介 

*44  後冷戰時代的核子攻擊潛艇 PARTⅡ 

*52  剖析 85國防白皮書 

*60  麥道公司之邁克唐納部份 PARTⅡ 

*70  SS-N-22、戰斧斯基與戰略導彈 

海空狙擊手、戰略巨錘 

*78  台海兩棲戰史 PARTⅡ 

*84  日本海軍的偶像-東鄉平八郎 

*90  獨立國協系列-告別俄羅斯 

*98  朝鮮半島軍力分析 PARTⅡ 

*106 俄羅斯中央武裝力量博物館 PARTⅢ 

*112  21世紀終極戰士 

*113 南韓現代工業完成第一輛 K1A1主力戰車 

*114  Famas步槍再出發 

*115  SLAM發展現況 

*116 「藍色靜默」飛機 

*117 美、英戰車改良計畫 

*118 英、法、德三國合作生產輪型裝甲人員運輸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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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警用霹靂火 

*12  紐約市 96年艦隊週 

*16  另類戰爭伊朗的革命輸出與恐怖主義 

*20  美軍中古軍備租售計畫 

*21  第 17艘神盾驅逐艦下水 

*22  海軍招募士兵新方案 

*23  F-5B戰鬥機除役 

*24  寰宇軍聞 

*28  歐洲陸軍展 PART1 

*38  後冷戰時代的核子攻擊潛艇 PARTⅢ 

*48  21世紀單兵綜合設備 

*54  水下飛彈-魚雷發展動態 

*60  野戰尖兵 

*66  各國主力戰車現況 PARTⅠ 

*74  海蛟利爪-潛射式反艦飛彈的潛射方法 

*82  來自深山的海軍上將-切斯特‧威廉‧尼米茲 

*89  獨立國協系列-中亞三國 

*96  福克的生與死 

*106 俄羅斯中央武裝力量博物館 PARTⅣ 

*114 未來戰士 

*115  C-130J進行首次飛測新力士騰空 

*116 美國空軍 U-2高空偵察機衛星影像系統 

*117 新加坡空軍 F-5積極進行提升 

*118 北歐岸基地獄火飛彈系統 

*119 食人魚車系添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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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二代戰機後勤整備 

*12  東亞軍備發展剖析 

*20  流失的核武冷戰後的夢魘 

*21  FARE WELL阿里山 

*22  八十五年莒光連隊 

*26  方陣鎖靶，美機中選 

*28  寰宇軍聞 

*32  1996年美國海軍裝備展 PART1 

*42  蛙足 VS疣豬 PART1 

*50  歐洲陸軍展 PARTⅡ 

*58  美國霹馬航太博物館 PART1 

*64  作戰機動群 

*72  科學與藝術之間-美國海軍命名趣談 PART I 

*80  飛行憶往-F-86F何以打敗 MiG-17 

*84  最早留洋的海軍將領-劉步蟾 

*90  獨立國協系列-步履蹣跚的巨人俄羅斯 

*98  近代海軍作戰的陣法與戰法 

*104 各國主力戰車現況 PARTⅡ 

*113  X-33冒險之星實驗機 

*114  Bae/馬特拉贏得 GASON競標 

*118  SWAARM 2000智慧反裝甲武器系統 

*119 空載雷射系統 

*120  T-45改採先進數位座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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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5年空軍節基地開放活動 

*13  96亞太電子防禦科技研討暨裝備展示會 

*16  美伊戰爭專輯 

*30  邁向成功之路 

*34  獨領風騷的美國軍火工業 

*38  寰宇軍聞 

*42  96法茵堡航空展 

*56  中共外購航空母艦的可能性剖析 

*64  「實彈」USN-FGN演習 

*70  科學與藝術之間-美國海軍命名趣談 PARTⅡ 

*78  戰場上的勝利的永恆象徵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 PART1 

*86  成飛雙雄會-中共新型國產戰機剖析 

*94  1996美國海軍裝備展 PARTⅡ 

*104 美國霹馬航太博物館 PARTⅡ 

*112 蛙足 VS疣豬 PARTⅡ 

*115 超級眼鏡蛇及雙發動機休伊提升計畫 

*119  M-41戰車性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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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空軍第三代隊 60週年慶 

*12  「西寧號」尋防艦成軍 

*18  寰宇軍聞 

*22  桃太郎的武士刀-日本軍力分析與釣魚台問題探索 

*24  陸上自衛隊武器裝備現狀與發展預測 

*32  2000年衝破 1000浬的海上自衛隊 

*43  迎向新世紀的空中自衛隊 

*54  突波列夫設計局 

*64  AK族系與各國衍生型步槍近況 

*74  俄羅斯四大艦隊 

*80  戰場勝利永恆象徵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 PARTⅡ 

*88  美國霹馬航太博物館 PARTⅢ 

*94  傲空神鷹-中共 Su-27SMK多用途戰術戰機 

*102 銀色禮讚-IAI航空展 

*112 皇家空軍「未來攻擊戰鬥機」 

*113 美國海軍使用俄國飛彈 

*114 日本新型 AH-X攻擊直升機計畫 

*115  155公厘牽引榴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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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愛國者何去何從國防 VS台北市政府 

*12  化基廠出問題陸軍忙解釋 

*14  全新匿蹤趨勢-海精靈 

*16  北約的「東擴」與「南下」 

*22  PC12EC鷹式機來台拓商機 

*26  寰宇軍聞 

*30  漢城航空展 

*38  揭開 S-300的神秘面紗 

*46  空戰英雄-唐詹帝李 

*54  米格設計局 

*64  空戰利刃-響尾蛇飛彈史 

*72  反恐怖利器-HK-53 

*80  低空守護神-復仇者防空系統 

*88  蚊式機博物館 

*96  美國陸軍展 PART1 

*104 珠海航空展 

*116 AS 90戰車改良 

*118 真實模擬 

*119 飛得更遠，打得更準 

*120 GRAND SLAM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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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驚鴻一瞥的光華六號計畫 

*12  JSF戰機發展現況 

*15  紅色陰影下的彈道飛彈威脅與防禦 

*18  寰宇軍聞 

*22  PART I崛起中的強權-迎向新世紀的中共軍力 

*32  漫談「中」、日的戰力比較 

*44  台灣黑槍縱橫談 

*54  美國海軍對岸火力支援計畫發展 

*62  直升機霸主-貝爾公司 

*72  昨日黃花-中國巡洋艦 

*82  空戰英雄-杉田庄一 

*90  1996年希臘國際防衛展 

*98  PART I英國皇家戰車團戰車博物館 

*106 俄羅斯機械化步兵新鐵騎 

*114 美軍第 5艘 LHD命名下水 

*118  F-18C2W電戰機計畫 

*119 聯合直接攻擊彈藥 

*120 挑戰者 2主力戰車動力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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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子儀號成軍 

*10  陸軍外島新兵前運作業程序 

*12  美國是否再度出賣台灣？ 

*18  資訊戰爭 

*24  寰宇軍聞 

*28  走近殲 8-IIM-命運多舛的殲 8家族 

*36  迎向藍水-走出近海的中共海軍 

*46  樹梢高度的空優戰機 

*56  PART II美國陸軍展 

*64  海上超級巨獸-航空母艦 

*72  PART I當代著名狙擊槍 

*80  伯納德‧勞‧蒙哥馬利 

*88  波蘭航空業 

*96  PART II英國戰車團戰車博物館 

*104  PART I格魯曼 A-6E攻擊機 

*112  LAV-25砲塔提升計畫現況 

*114  ARTHUR砲兵定位雷達 

*118  狼人＆「長弓」型 Mi-28 

*120  幻影式輕型打擊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