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1期 

*8   幻象中隊編成點驗/老母機走入歷史 

*12  班超武昌軍艦聯合編成典禮 

*14  登陸戰車兩棲偵搜大隊編成典禮 

*16  波灣危機將影響對台軍售 

*22  MASS大規模摧毀武器 

*28  PART I '97藍卡威國際海事航太展 

*36  台灣如何面對中共的武力威脅 

*40  轟七最新實況大揭密 

*48  PART III軍事瑰寶-聯勤稀見藏槍 

*56  PART I解放軍新時期建設成就展覽會特報 

*63  PART I莫斯科國際航空暨太空展 1997 

*72  PART I喬治‧史密斯‧巴頓 

*80  中國軍艦史（11）-第一代陽字號 

*86  PART II道格拉斯的天鷹 A-4攻擊機 

*94  漢翔航太與發動機廠 

*100日本海上自衛隊近況 

*108 同溫層加油機 KC-135 

*118 印度新型驅逐艦 

*119 ELTA自動地雷偵測系統 

*120北德文斯克級攻擊核潛艇（855型） 



 

#第 162期 

*8   美俄軍火交易大戰 

*12  1997歐美國防工業回顧 

*16  聯勤新裝備-砲彈自動生產線 

*22  PART I視距外空戰時代 

*32  中山科學研究院巡禮 

*40  專訪碉堡山號飛彈巡洋艦 

*46  空軍官校專訪 

*52  PART II解放軍新時期建設成就展覽會特報 

*62  PART II莫斯科國際航空暨太空展 1997 

*72  PART II喬治‧史密斯‧巴頓 

*80  中國軍艦史（12）-驍勇善戰的太字號 

*86  各國榴彈發射器發展近況 

*94  PART II '97藍卡威國際海事航太展 

*102 PART I 1998美國軍力專輯 

*110 PART I中共魚雷武器的研製與現況 

*116 匿蹤海精靈二代 

*117 反潛魚雷系統 TWS 90 

*120 色當級獵雷艦&車輛人員登陸艇 



 

#第 163期 

*8   波灣危機迫使美國終止對台軍售? 

*12  第五艦隊部署現況 

*14  中共積極進行飛彈武力現代化 

*22  地雷的現況與發展 

*32  中共衛星投射技能的近況與展望 

*38  PART II視距外空戰時代 

*48  97年格林威治 IMDEX展紀實 

*56  PART II中共魚雷武器的研製與現況 

*62  再談美國太平洋地區航空兵力 

*72  PART I艾利希‧封‧曼斯坦 

*80  中國軍艦史（13）-縱橫台海的永字號 

*86  PART III史普魯恩斯級驅逐艦 

*94  岡山 814醫院航生中心專訪 

*102 聯勤輕兵器 1998 

*109 PART II 1998美國軍力專輯 

*116 風暴之影巡弋飛彈 

*117 XM982增程砲彈 

*119 疾風試射 MICA飛彈 

*120 奧立崗 SPAAG & AHEAD新發展 



 

#第 164期 

*8   弊案何時了 百姓受不了 

*12  海軍後勤維修巡禮 

*14  波灣危機如何了結 

*24  亞洲航太展-新加坡航展記行 

*32  新加坡空軍博物館 

*34  中共新世代主力戰機發展最新近況 

*44  中俄軍事戰略關係與展望 

*50  中俄間武器交易概況 

*56  戰術空運雙傑 C130J與 C27J 

*64  PART III 1998美國軍力專輯 

*72  中國軍艦史（14）-海上獵犬江字號 

*80  PART II艾利希‧封‧曼斯坦 

*88  PART I注意！直升機-101師的沙漠風暴 

*98  跨世紀步槍技術範本-G36步槍 

*104 專訪總統座機組 

*110 中共光學儀器及雷射武器回顧與展望 

*116 具中國特色的整體脫殼穿甲彈 

*117 海米斯四聯裝自走榴彈砲 

*119  SIG手槍雷射瞄準系統 



 

#第 165期 

*8   敦睦艦隊訪基隆 

*10  C-130J全球巡迴行 

*12  承德艦成軍 玉台艦除役 

*20  PART I永遠的 F-104 

*30  中科院系統製造中心與九鵬基地 

*36  新世紀戰機 UCAV 

*46  21世紀新戰場-資訊戰爭 

*54  PART I中共核潛艇的發展與戰力 

*62  PART II注意！直升機-101師的沙漠風暴 

*72  中國軍艦史（15）-八六海戰與關字號 

*80  PART I KG200德國空軍特種聯隊 

*88  PART I泛政治化下的科技犧牲品 TSR-2 

*98  探雷、排雷技術與裝備發展 

*108 Paya Lebar空軍基地紀行 

*112 德國慕恩特裝甲兵博物館 

*118 法國新飛魚 VESTA計畫 



 

#第 166期 

*8   弊案聲中的八十八年度國防預算 

*11  美國武官眼中的 1996台海飛彈危機 

*14  前進金門-再探離島 

*20  漢光 14號演習 

*25  柏林空運五十週年 

*32  PART II永遠的 F-104 

*40  最可能的危險-談中共飛彈攻擊 

*48  PART I新墨西哥州美國空軍戰術飛機 

*56  PART II KG200德國空軍特種聯隊 

*64  PART II中共核潛艇的發展與戰力 

*72  中國軍艦史（16）-永字號與山字號 

*80  PART I華西列夫斯基 

*90  PART II泛政治化下的科技犧牲品 TSR-2 

*100 PART I布魯塞爾皇家軍事歷史暨陸軍博物館 

*106 PART IV 1998美國軍力專輯 

*114 美國海軍 21世紀資訊科技 IT-21 

*116  9LV MK3E作戰管理系統 K-MAX空中卡車 

*117 澳洲海軍巡防艦戰力強化 

*118 英戈司新巡防艦設計 

*119  JSF飛控軟體測試平台 



 

#第 167期 

*8   TH-55除役 TH-67接棒 

*10  美國海軍的艦長交接式 

*12  印巴核試與台灣前途 

*16  中共新型後勤裝備概況 

*24  防空要塞-淺論台灣長程防空網 

*34  1998歐洲陸軍展 

*38  地虎機動比高下 

*43  最新主力戰車發展動態 

*53  新火砲大關 

*60  直升機作戰淺論另類觀點 

*66  PART II布魯塞爾皇家軍事歷史暨陸軍博物館 

*72  中國軍艦史（17）-PART I中字號戰車登陸艦 

*78  PART II華西列夫斯基 

*88  PART I獵鷹二型攻擊機 

*96  法國新一代航艦-戴高樂級航樂母艦 

*106 PART II新墨西哥州美國空軍戰術飛機 

*114 淡江下水 光三全速前進 

*116 RMK 30無後座力機砲 EC 635輕型多用途直升機 

*118 BvS 10全地形載具 

*119 AMOS先進迫砲系統 

*120 CV90 120驅逐戰車 



 

#第 168期 

*8   期待鳳凰再展翼 

*12  柯江會晤與對台軍售 

*16  陸軍電子通信學校的模擬教學 

*18  新一代艦團膳研發展示 

*24  幻象戰機的故鄉-側寫新竹基地 

*30  獨立號航艦參訪記 

*40  歐洲陸軍展中的甲車動態 

*48  PART I陸基防空武器現況 

*56  防衛台海-淺論台灣中低空防空網 

*66  英國航太博物館 

*72  中國軍艦史（17）-PART II中字號戰車登陸艦 

*78  PART I各國輕兵器發展近況 

*84  PART I海軍後勤造船廠巡禮-左營與馬公廠 

*90  PART II獵鷹二型攻擊機 

*100 PART V 1998美國軍力專輯 

*110 日本大隅級運輸艦 

*117 烏克蘭製新型戰車砲與砲彈 

*118 打擊者二式多感測器偵察車 

*119 F-16 C/D性能提升 



 

#第 169期 

*8   亞洲金融風暴對中國大陸國際地位的影響 

*12  前進金門-紀念八二三 

*14  美國空襲阿富汗蘇丹 

*16  空軍八一四勝利六十一週年基地開放 

*24  夏威夷 RIMPAC 98演習 

*34  F-16 & LANTIRN 

*44  PART II陸基防空武器現況 

*52  PART I三角翼傳奇-達梭航空 

*62  空軍戰術訓練中心專訪 

*67  大韓航空 007班機被擊落之謎 

*72  中國軍艦史（18）-美字號登陸艦/聯字號登陸艇 

*78  PART I納爾遜‧布萊德雷 

*86  甲午黃海海戰陣型檢討 

*92  PART I英國 IAT航空展 

*102 PART II海軍後勤造船廠巡禮 

*108 PART II各國輕兵器發展近況 

*116 中山科學研究院天隼二型 UAV 

*118 主戰車剋星 MBT-LAW 

*119 俄製 S-37重型戰機近況 

*120 F-22測試 AIM-9M發射架 



 

#第 170期 

*8新一代戰力展示地空整體作戰演練預校 

*10亞太局勢與台灣影響力的消失 

*14大浦洞一號擾亂日本海一池春水 

*20 PART I法因堡航空展 1998 暨 50週年特報 

*30淺談台灣的海底防禦 

*40空中舞者－飛行特技小組 

*48 PART I創世紀猛禽催生 

*55 21世紀中共海軍展之探索 

*62 PART II三角翼傳奇－達梭公司 

*72中國軍艦史 19合字號通用登陸艇及各式登陸艇 

*78 PART II大兵的將軍－布萊德雷 

*86 PART I碧空閃電－美國 AL-1雷射攻擊機及 UCAV 

*92史普魯恩斯級驅逐艦完結篇 

*104 PART II英國 IAT98航空展 

*112年度模範連隊巡禮 

*118三體船進入原型開發階段 

*119最新俄製反戰車自走砲現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