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51期 

*8   牛年迎新春-三軍加強戰備 

*14  報告班長愛國者入列 

*18  英國「未來空中攻擊系統」 

*20  寰宇軍聞 

*24  世紀先行者-Su-27M/35/37 

*34  向高科技進軍的中共陸軍 

*42  影像情報衛星的現況與趨勢 

*50  歐洲海軍展 

*58  PART II格魯曼 A-6E攻擊機 

*66  非傳統設計-義大利幽靈衝鋒槍 

*71  電熱化學砲-火砲技術的重大變革 

*76  PART II伯納德‧勞‧蒙哥馬利 

*84  中國軍艦史-中山艦傳奇 

*89  PART II當代著名狙擊槍 

*96  昨天的祕密-中共自製戰機發展秘辛 

*104  PART III英國戰車團戰車博物館 

*116  HK家族-MP5K-PDW 

*117 瑞典裝甲車輛新發展 

*118 新型反戰車武器-標槍系統 

*120 德法合製衝壓噴射飛彈 



 

#第 152期 

*8   裝校校慶開放校區 

*12  從空域有限論談戰力比較 

*15  THAAD「四」射失敗 

*16  921計畫可成為中共航太工業進軍國際的踏板 

*18  寰宇軍聞 

*22  21世紀美國陸軍陸地戰士 

*30  PART I未來海上航空基地展望 

*36  PART I戰爭型態 

*44  美國海軍博物館-北卡羅萊納戰艦 

*50  重生的猛犬-M-41D戰車提升案 

*60  Su-30MK-2向量推力戰機 

*70  PART I艾爾文‧隆美爾 

*80  中國軍艦史（二）-接收德奧戰利艦 80 週年紀念 

*86  PART I中共舊式戰機的改良發展-記 NSA 強五發展歷程 

*94  虛擬戰場-雷射訓練系統現況 

*100  P-3獵戶座反潛巡邏機 

*110  AAAV先進兩棲突擊車 

*114 先驅者戰術無人飛行載具 

*115 高能雷射武器 

*118 BAMSE防空飛彈系統 



 

#第 153期 

*8   IDF鷹揚聯隊成軍 

*12  中共艦隊首訪美國本土 

*18  神箭 37號演習 

*20  寰宇軍聞 

*24  PART I搶手的退役艦-史普魯恩斯級驅逐艦 

*32  PART II未來海上航空基地展望-海上航空基地新面貌 

*40  皇家空軍利刃-長程傳統距外飛彈 

*50  變化多端的未來軍艦造型 

*60  格魯曼公司 EA-6B徘徊者式電戰機 

*68  PART I籃網飛行器-威靈頓轟炸機 

*78  中國軍艦史（三）-黃金十年的國府海軍建設 

*86  PART II艾爾文‧隆美爾 

*92  PART II戰爭型態 

*100 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館」參觀記 

*108  PART II中共舊式戰機的改良發展-殲 7 發展近況 

*116  SH-2G的掃雷幻燈 

*117 海雪貂巡弋飛彈 

*118 全球之鷹無人飛行載具 

*120 AN/SLQ-25魚雷防禦系統 



 

#第 154期 

*8   「新港」入左營-中和級戰車登陸艦成軍典禮 

*11  F-16成軍典禮 

*14  八十七年度國防預算平議 

*19  指職甄選到基隆 

*20  日本能否再度接管台灣？ 

*24  寰宇軍聞 

*28  中國、日本、印度三國主力戰機大比拼 

*38  PART III未來海上航空基地展望-各國海上長城近況 

*44  被忽視的族群-世界輕戰車發展 

*53  空戰精靈-F-16A/B MLU 

*58  現代戰場軟目標的殺手-面攻擊 FAE武器的作用與發展 

*65  PART I IMDEX ASIA 97報導 

*72  PART I道格拉斯‧麥克阿瑟 

*80  中國軍艦史（四）-英國戰後援艦 

*88  PART II籃網飛行器-威靈頓轟炸機 

*98  漢翔航空工業公司 

*107  PART I美軍特戰輕兵器 

*115 瑞典新主力戰車 Strv 122 

*118 防空型輕裝輪型載具 

*119  E-2C 2000性能提升計畫 



 

#第 155期 

*8   幻象 2000-5交機典禮 

*12  敦睦艦隊訪基隆 

*13  陸軍油彈管理說明暨手榴彈實彈投擲訓練示範 

*16  積極轉型的以色列航太 

*18  寰宇軍聞 

*22  漢光 13號演習特別報導 

*32  PART I聯勤專訪系列 1-聯勤輕兵器實射目標 1997 

*40  巴黎航空展特報 

*46  F-16鳳凰展翅的祕密 

*52  獵豹式空優戰機 

*62  俄羅斯陸軍武器的裝備現況和發展預測 

*72  PART II道格拉斯‧麥克阿瑟 

*80  中國軍艦史（五）-接收日本償艦 50週年 

*88  迅雷殺陣-轟 7殲擊轟炸機 

*96  PART II新加坡海軍展 

*104  PART II美軍特戰輕兵器 

*110  PART I再探莫尼諾航空博物館 

*120 魚叉飛彈新發展 



 

#第 156期 

*8   前進金門 

*12  檢閱二代兵力-再探漢光 

*18  寰宇軍聞 

*22  聯勤專訪系列 2-製圖廠、光學廠、測量隊 

*30  PART II搶手退役艦-史普魯恩斯級驅逐艦 

*40  PART I聯合打擊戰機 

*50  PART I巴黎航空展 

*60  PART III美軍特戰輕兵器 

*66  新竹空軍基地專訪 

*72  中國軍艦史（六）-電雷學校 

*78  PART I海因茨‧威廉‧古德林 

*88  PART II再探莫尼諾航空博物館 

*94  空中國民兵 

*102 匿蹤技術的領先者-瑞典 

*111  F-104G移防逢甲大學 

*116 鷹式/先進防空飛彈系統 

*120 俄羅斯機動海底沉雷 



 

#第 157期 

*8   F-22與 EF-2000 是 Su-27的致命武器 

*12  台灣前途繫於印度洋 

*18  寰宇軍聞 

*22  國防論壇 

*24  PART I「八一四」空戰勝利六十週年特報 

*32  現代級遠洋作戰新銳 

*42  中共新型艦艇與造船工業 

*50  中共太空指管通情系統的建設 

*58  PART II聯合攻擊戰鬥機 

*66  97'台北航太展探訪 

*74  PART II海因茨‧威廉‧古德林 

*82  中國軍艦史（七）-早年台灣海軍的潛艇魚雷快艇隊 

*88  聯勤專訪系列 3-302及 304廠 

*94  PART II巴黎航空展 

*102 機密導引武器投射訓練-戰鬥大鎚 

*110 北約海上連結演習特報 

*116 中共先進自走雷/新型武裝直升機 

*120 以色列國防軍將配賦新式 UAV 



 

#第 158期 

*8   美日爭相「保護台灣」的幕後交易 

*14  總統專機或是行政專機？ 

*18  中共紅外影像技術及應用現狀 

*21  慶祝九三軍人節模範連隊探訪 

*24  寰宇軍聞 

*28  中共兩棲武力剖析 

*35  永遠忠誠-陸戰隊 50週年隊慶 

*38  新一代的多管火箭系統-雷霆 2000 VS MLRS 

*44  見微知著-兩次中共航展後記 

*54  PART I軍事瑰寶-聯勤稀見藏槍 

*60  PART I漫談美國現階段無人飛行載具計畫 

*68  噴射發動機時代之回顧 

*74  中國軍艦史（八）-戰後接收日本在華降艦 

*80  PART I夏爾‧戴高樂 

*88  聯勤專訪系列 4-203及 204廠 

*94  最新的袖珍型航空母艦-恰克里‧納魯貝特號航艦 

*100  PART II「八一四」空戰勝利六十週年特報 

*106  PART I關島軍事巡禮與美國太平洋航空軍力 

*114 新型標準飛彈 

*117 南韓 KTX-2高級教練機 

*117 食人魚 III型進入瑞典陸軍 

*120  L-159飛向藍天 



 

#第 159期 

*8   軍中意外誰之過 

*12  陸軍砲兵裝備展示特報 

*16  第 7屆國際航空展覽會特報 

*22  寰宇軍聞 

*26  漢翔航太公司專訪 

*34  PART I屏東基地 C-119部隊訪問記 

*42  PART I漫談美國現階段無人飛行載具計畫 

*50  達觀號海測艦獨家首訪 

*56  PART IF-22猛禽號制空戰鬥機 

*66  PART II軍事瑰寶-聯勤稀見藏槍 

*72  中國軍艦史（九）-戰後美國援艦 

*82  PART II夏爾‧戴高樂 

*90  PART I北國神鷹的誕生 

*98  PART II關島軍事巡禮與美國太平洋航空軍力 

*106 聯勤專訪系列 5-大福兵器測試場 

*112 阿拉巴馬號戰艦博物館 

*118 海軍用無人戰機新發展 

*119 武士 MK III先進射控系統 



 

#第 160期 

*8   預官養成新流程 

*12  海軍官校 50週年 

*14  空軍一號 

*16  寰宇軍聞 

*20  聯兵旅編裝驗證 

*26  從紅旗看中共防空飛彈發展動向 

*32  PART II北國神鷹的誕生 

*38  海軍海洋測量局專訪 

*44  PART I同溫層加油機 KC-135 

*52  浴火再生俄系主力戰車新發展 

*62  PART II猛禽制空戰鬥機 

*70  聯勤專訪系列（完）-202廠 

*76  中國軍艦史（十）-偽滿州國的軍艦 

*82  PART I道格拉斯的天鷹 A-4攻擊機 

*90  1997泰國國際防務展 

*96  PART II永遠的老母雞 

*104 從波灣戰爭看距外遠攻武器的自立發展 

*110 東京航空記行 

*120理想個人戰鬥武器 OIC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