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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未改變的組織官僚及思維 

●新型炊事車與沐浴機 

●F-16I 首次參加紅旗演習 

18.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焦點評論   

24.莫拉克颱風風災 

 救災特別報導 

焦點評論 

34.第 10 屆台北航太展  

台北航太與國防科技展  

焦點議題 

44.用飛機作畫筆 

英國 AIRTATTO 航展 

戰機風雲   

56. P-8A海神巡邏機 

美軍海上巡邏機計畫 

戰機風雲 

62.誕生篇 Part 3  

黑鷹直升機的故事 

地面戰術 

68.敵後特種作戰失敗範例 

紅翼作戰 

七海艦船 

74.外島軍民的共同記憶  

海軍人員運輸艦—AP 

武器新知 

82.北極熊的冷戰之盾 

 S-300P 防空飛彈系統 

金戈鐵馬 

92.爭取樹梢高度的空優  

先進短程防空飛彈系統 

戰役古蹟 

96.天意篇 :1949-2009  

金門保衛戰六十年後真相 

新銳槍械 

104.名門血統、火力之王  

德造MG3 通用機槍 

110.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雜誌：二戰啟示錄 , 直升機戰爭  

●DISCOVERY： 打造布希號航艦 



●飛行場考古：池上飛行場 

●FPS 的老祖宗 : 德軍總部黑曜陰謀   

●沙漠戰爭的真實版—北非戰場   

118.新武器/新系統/新科技 

●戰車排雷 犁一陸戰推手  

●台灣版 RPG? 一台灣新型火箭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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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潛艦落海不僅是意外 

●台灣海軍的迅海計劃 

16.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戰機風雲 

22.加西空防尖兵 

 第 409 戰術戰機中隊 

戰機風雲 

28.X-47B 無人攻擊機 

計劃重新啟動 

焦點評論 

34.由莫拉克風災觀察 

國軍因應非傳統安全能力 

戰機風雲 

42.美國陸軍飛行砲艇夢  

從武裝休伊到眼鏡蛇 

七海艦船 

52.非傳統設計 

LCS-2 近岸戰鬥艦成軍 

金戈鐵馬 

58.十字路口上的裝甲車  

車用中口徑機砲發展 

武器新知 

66.巴黎航展百年紀念展  

巴黎航展中各式飛彈系統 

武器新知 

72.北極熊的冷戰之盾  

S-300P 防空飛彈系統 

地面戰術 

82.民主傭兵的終結 

淺論美國私人軍事公司未來發展 

新銳槍械  

88.特戰突擊步槍 

其設計理念與未來發展 

戰役古蹟 

94.昨天的秘密 

美國戰略洲際彈道飛彈發射基地博物館 

戰役戰史 

100.消失的國軍指揮官  

金門保衛戰六十年後真相 

110.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雜誌：二次大戰啟示錄   

●DISCOVERY： 美軍在越南  

●飛行場考古：草屯飛行場 

●軍事書籍 : 馮國震紀念專書   

●都會新寵 : 軍警用腳踏車  

116.新武器/新系統/新科技 

●戰車排雷犁一陸戰推手  

●F5 快速巡防艦 

●BTR-90 裝甲運兵車 

●先進聯合空對地帶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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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從北京閱兵看我建軍採購 

●台灣獲得潛艦的可能性與機會 ?  

●九鵬葫蘆裡打的是什麼彈  

22.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焦點評論 

28.中國建政 60 年  

 綜觀大閱兵 

●系列報導一 : 首次曝光及公開武器 

●系列報導二 :  陸上兵器篇  

●系列報導三 : 高科技武器與威懾武器 

武器新知 

46.裝甲兵的夢魘  

中國陸軍 99 式主戰車 

戰役戰史 

52.1949 年開國大典  

一甲子前的中國閱兵 

焦點評論 

58.馬政府的國防白皮書   

由 2009 年新版國防報告書， 觀察國軍新軍事變革 

武器新知 

66.陸軍的飛行砲艇夢 

 AH-56A 夏安族人 

七海艦船 

78.台灣海軍一甲子之最  

中字級戰車登陸艦 

七海艦船 

86.海軍北部軍港運作困難 ? 

基隆港海軍使用現況 

戰役古蹟 

94.國軍電戰奇想  

反制電子氣球 

金戈鐵馬 

102.軍以食為天  

從美軍看野戰食勤發展 

新銳槍械  

106.5.56公厘的原罪 

淺論軍方新世代步槍彈藥與作需想定 

 

112.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 : 希特勒的祕密碉堡     



●DISCOVERY：科接大排行 : 戰鬥機 

●飛行場考古：上大和 ( 南 ) 與林田 ( 未完成 ) 

●軍事 模型 :   F-15 戰機  

●軍事格鬥遊戲的極致 : 鐵拳六  

118.新武器/新系統/新科技 

●泥濘地形的運輸好幫手—賓士 Zetros 卡車 ﹒ 

●以色列新款小型無人機—縮小版掠奪者 

●都市防禦新利器—跳蟲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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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計畫處潛艦專案小組是否該中止 ?  

●喬治華盛頓號航艦首次訪問香港速報 

●新竹黑蝙蝠中隊紀念館啟用 

22.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焦點評論 

24.現代化有成  

 解放軍空軍成立一甲子 

戰機風雲 

34.中東地區航太盛事   

第 11 屆杜拜航空展 

中國速報 

40.進退兩難  

中國海外護航的困境 

中國軍情 

44.官方首次披露  

中國戰車複合裝甲細節 

戰機風雲 

52.朝鮮半島航太盛會  

首爾國際航太防衛展 

戰機風雲 

58.飛行概念基礎講座  

軍、民用航空器飛行規範  

武器新知 

66.S-300V 飛彈系統  

戰術核武下的陸軍守護神 

七海艦船 

76. 2009 年度海上觀閱式  

海上自衛隊新服役裝備 

七海艦船 

82.高速非傳統登陸載具  

作需與反制想定 

七海艦船  

88.台灣海軍一甲子之最  

中字級戰車登陸艦 

戰役古蹟 

96.海峽上空昨日的接戰  

台海早期電戰秘辛 

新銳槍械 

104.百步穿楊 

英造 AWM.338 極地戰用狙擊槍 



110.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 :大西洋戰投  

●DISCOVERY：珍珠港 

●飛行場考古：蘭嶼的臨時飛行場跑道 

●軍事桌曆—軍事迷的最愛 

●軍事 叢書 : 老虎家族:   

116.新科技新武器 

●低成本、高性能多功能艦載相列雷達 

●無聲的戰爭—潛艦訓練模擬系統  

●全天候的空調—野外帳蓬型發電空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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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中國四代機即將問世 ? 

●舟山號和徐州號飛彈護衛艦訪問香港  

●金門軍事建設巡禮 

22.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戰機風雲 

26.F –20 虎鯊式戰機 

 美國最後的輕戰機 

戰機風雲 

36.美國陸軍飛行砲艇夢  

夏安族人、黑鷹與眼鏡蛇王   

戰機風雲 

46.南韓國防實力伸展台  

首爾國際航太防衛展 

中國速報 

54.細看殲十殲十一  

中國航空博物館新展館 

中國速報 

60.2010 中國海軍現代化  

中國艦載機可能選項 

武器新知 

66.戰術核武陸軍守護神  

S-300V 飛彈系統與蘇聯防空 

指管系統 

戰役史蹟 

74. 萬象水雷前傳 

不對稱作戰兵器 

七海艦船 

84.對付潛藏的敵人  

美海軍迅捷空載獵雷系統 

金戈鐵馬  

90.陸戰王者、誰與爭鋒  

新一代主戰車作需想定 

戰役史蹟 

96.紅軍鐵甲騎兵  

輪型裝甲車的發展 

新銳槍械 

104.7.62 公厘槍械新獻  

FNAR 半自動戰術步槍 

110.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 :大西洋之戰  



●DISCOVERY：超強兩棲艦  

●飛行場考古：東港飛行場 

●軍事模型： F-16 太陽神戰機 

●軍事 遊戲 : 海豹神兵   

116.新科技新武器 

●南非防雷甲車對外銷售 

●台灣第三艘武進三型錦江艦 

●以色列長針飛彈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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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美牛事件究竟是否對軍售造成影響 ? 

●台灣國防轉型的最後唯一機會 

●解放軍陸基中段反彈道飛彈攔截成功  

●軍方公佈輕型戰術輪車 

20.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戰機風雲 

26.花蓮 401 聯隊專訪  

 空軍戰術專精訓練 

中國速報 

36.從中國裝甲武力發展  

談中製與俄製戰車的淵源 

中國速報 

44.中國海軍現代化系列之一 

航艦艦載機可能選項 

戰機風雲 

50.從 A到 M  

黑鷹直升機的改良 

戰機風雲 

60.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聯軍阿富汗直升機紀實 

七海艦船 

66.海岸巡防署十周年系列  

能量不足的海洋總局 

七海艦船 

74.新世紀海上騎兵  

聯合快速艦 JHSV 

地面戰術 

80.恐怖主義新紀元  

無聲無息的菁英炸彈客 

戰役史蹟  

84.空軍特種部隊作戰戰史  

黑貓中隊「 Tabasco 」任務 

戰役史蹟 

90.台海一甲子的故事  

紙上談兵 反攻國光計畫 

戰役史蹟 

98.M36 驅逐戰車  

台灣陸軍的 90 砲車 

新銳槍械 

104.短小精悍、工藝精良  



德造 G36K 緊緻突擊步槍 

112.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 : 戰爭武器演進史 

●DISCOVERY：二次大戰全彩實錄 

●飛行場考古：恆春飛行場 

●軍事模型：F-16 太陽神戰機  

●最新電玩 :生化奇兵二 

●軍事模型：F-5E 戰機 

118.新 系統新武器 

●海巡署台南艦、巡護七號下水  

●海地救災新載具—澳洲雙船體載具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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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台灣軍事事務革新仍須加強  

●海軍中海與武岡軍艦除役  

●蘇霍 T-50 原型機震撼首飛 

18.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戰機風雲 

24.黑鷹直升機的故事  

UH-6OM 黑鷹直升機 

焦點話題  

36.全員反潛備戰 

中國潛艦出現左營 ? 

科技新知 

42.從 PAK-FA 的試飛談  

各國匿蹤飛機科技概念 

戰機風雲 

48.海軍 S-2T 反潛機  

屏東海軍定翼反潛機隊 

戰機風雲 

56.歐洲通用直升機典範  

NH90 通用直升機 

中國速報 

62.解放軍空軍機場 

防衛與戰力保存之道 

七海艦船 

70.海軍二級作戰艦  

台南艦國艦國造發展 

七海艦船 

78.海豹部隊最佳拍檔  

Mark V 特戰快艇 

金戈鐵馬 

84.北國裝甲部隊實錄  

在阿富汗的加拿大戰車 

地面戰術 

88.非傳統安全威脅  

武裝人道維和作戰行動 

軍事秘辛 

98.台海一甲子的故事  

「國光計畫」 

戰役史蹟 

102.不列顛鐵甲騎兵 

二戰英國巡航戰車發展 



112.軍事采風錄 

●DISCOVERY : 二次大戰全彩實錄 ( 上 ) 

●國家地理頻道 : 日本二戰秘密武器 

●DISCOVERY : 一級軍火    重型裝甲 

●飛行場考古：小港飛行場  

●軍事模型：F-18   131 打擊中隊 

118.新系統新武器 

●美國匿蹤技術壟斷的時代宣告結束  

●美國陸軍翻新升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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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爭取軍售需人才與積極作為  

●官辦智庫成功與否的十大關鍵因素 

●台灣特戰培育中心—武嶺寒訓基地  

●狙擊射程內的總統維安  

18.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焦點話題 

28.在對手強力發展反制武器下 

台海危機美國會派航艦 ? 

中國速報 

34.從中國裝甲武力的發展  

談中製與俄製戰車的淵源 

中國速報 

40.軍費近年大幅成長 ?  

解放軍發展與軍費分析 

戰機風雲 

46.阿帖契的誕生  

先進攻擊直升機計劃 

戰機風雲 

56.空中舞者  

杜拜航空展飛行表演團隊 

新銳槍械 

60.城鎮反裝甲利器  

NLAW 輕型反戰車武器 

金戈鐵馬 

66.瑜不掩瑕的金戈鐵馬  

國造輕型戰術輪車想定 

武器新知 

71.戰場上的顯微手術  

迷你精確導引彈藥現況 

武器新知 

78.北方神盾的再進化  

S-400 凱旋防空飛彈系統 

七海艦船 

88.海岸巡防署十周年系列 

日本海上保安廳十年躍進 

地面戰術 

94.電光石火、百步穿楊  

伊拉克城鎮狙擊戰例分析 

軍事秘辛 

100.軍援南越  



台灣介入越戰秘辛 

110.軍事采風錄 

●DISCOVERY : 二次大戰全彩實錄 ( 下 ) 

●國家地理頻道 : 決戰諾曼地 

●DISCOVERY : 綠扁帽雙週魔鬼特訓 

●飛行場考古：大崗山飛行場  

●軍事遊戲：戰地風雲- 惡名昭彰 2 

●軍事模型：限量金屬模型—F - 14 戰機 

●軍事模型：限量金屬模型—Su-27 戰機 

118.新系統新武器 

●量產型光六快艇首航基隆 

●沙漠地帶的武器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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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搶先檢視漢光 26 號演習 

●反情報保防現況 

●化學封存完成首次測試  

20.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焦點話題 

26.南韓天安艦沉沒事件與影響系列一  

蓄意攻擊還是人為意外 ? 

焦點話題 

32.南韓天安艦沉沒事件與影響系列二  

沉船事件看南北韓關係 

焦點話題 

38.假如真的發生  我們如何應變 ?  

台灣茄比級潛艦意外沉沒 

戰機風雲 

46.阿帕契的誕生 

世界最強攻擊直升機 

中國速報 

56.解放軍軍費何以近年大幅成長 ?  

解放軍近 30 年發展歷程與軍費分析 ( 下 ) 

軍事秘辛 

62.台灣介入越戰秘辛  

支援美軍 

地面戰術 

72.從倫敦到莫斯科  

地鐵恐怖攻擊事件與預防 

七海艦船 

78.海岸巡防署十周年系列  

洋總局 50 與 60 噸巡防艇 

新銳槍械 

84.新世代狙擊槍設計標竿  

SRS 緊緻狙擊槍 

戰役史蹟 

90.以色列的重槌  

鑄鉛行動 

戰役史蹟 

96.英國步兵戰車與戰後發展  

作戰概念下的戰車 

軍事博物館 

104.南非海軍博物館  

非洲最大海軍軍史館 



108.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 : 拆解核子潛艦 

●DISCOVERY :  槍火重砲  

●飛行場考古：高雄飛行場  

●軍事遊戲：橫掃千軍 

116.新系統新武器 

●方陣快砲新用途 

●新一代輪型炸彈處理載具 

●海軍迅海艦船型首度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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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中國海權崛起之首步  

●美國海軍前進配置艦載機聯隊 

●光六艇隊第一中隊成軍  

●解放軍會支持台灣軍購嗎 ?  

●海巡特勤隊千里馳援 

22.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焦點話題 

28.漢光 26 號演習系列.1  

同心 22 號演習  

焦點話題 

34.漢光 26 號演習系列 2  

戰力保存與艦艇東遷 

焦點話題 

40.漢光 26 號演習系列.3  

跨區增援與現役部隊 

焦點話題 

46.漢光 26 號演習系列.4  

聯興聯雲 

戰機風雲 

52.最強攻擊直升機的故事  

阿帕契誕生邁向量產之路 

中國速報 

62.絕處逢生的大陸新機 

AC313 直升機 

金戈鐵馬 

68.打造金鐘罩  

反砲兵雷達 

武器新知 

74.受忽略的戰場現實  

戰鬥恐懼症 

戰役史跡 

86.重返一江山  

王生明將軍與國共島嶼浴血戰 

戰役史蹟 

94.以色列的重槌  

鑄鉛行動 

金戈鐵馬 

100.商規廉價輪甲車  

德造野犬 II 式輪甲車 

新銳槍械 



104.老當益壯  

RPK-74班用機槍 

110.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 : 阿富汗美軍基地  

●DISCOVERY :   韓戰全彩記錄   

●飛行場考古： 岡山飛行場  

●金屬模型： F-104C 戰機 

116.新系統新武器 

●100 噸級巡防艇新寵一電腦化控制面板   

●敘瓦利克級飛彈巡防艦下水  

●最新艦載無人機一中程垂直起降無人機 

●多用途作戰載具出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