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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ADIZ 風雲再起  

●六軍團重砲保養射擊 

●海軍遺失潛艦操雷  

18.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焦點話題 

24.天安艦沉沒事件後續報導一  

論證不足的沉事件報告 

焦點話題 

32.天安艦沉沒事件後續報導二 

隱藏衝突風險的西太平洋 

焦點話題 

38.天安艦沉沒事件後續報導三 

北韓特戰部隊 

七海艦船 

44.漢光 26 號演習補考篇  

海軍飛彈快艇戰力再整補 

現代戰機 

50.五十億美金的徒勞  

A-12 匿蹤攻擊機計畫 

軍事秘辛 

58.反登陸戰的化武殺手  

工六 A 多管火箭研發秘辛 

武器新知 

66.高能武器  

科幻亦或現實 ? 

中國速報 

74.台灣不獨  中國不武  

鄧小平卡特密約證實 

中國速報 

80.解放軍近期區域防空能力分析 

經典槍械 

86.歐系經典對決 

G3 突擊步槍 vs.FAL 輕型自動步槍 

軍事博物館  

92.一個像樣的軍史館  

軍史館宜遷地為良 

軍事博物館  

98.以色列空軍博物館  

西亞雄鷹的建軍之路 

軍事博物館 



104.荷蘭海軍博物館 

110.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 : 英國工業演進史 2 

●DISCOVERY : 特種部隊 

●第 49 屆靜岡模型展 

●飛行場考古：佳冬飛行場 

●軍事電玩：二戰「黑杉軍」傳奇 ! 

118.新系統新武器 

●以色列眼球與 Tavor 步槍  

●雄三飛彈上錦江—資江軍艦武裝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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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從搜救操演中看軍隊任務的轉變   

●第二位女艦長出爐—巾幗不讓鬚眉  

●從中將站衛兵看憲兵機場衛哨勤務 

18.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焦點話題 

22.環太平洋演習  

十四國參與海上演習 

焦點話題 

38.中國可能撤除導彈 ?  

台灣國防現況 

七海艦船 

44.新世紀怒海小將  

海軍 131 艦隊 

戰機風雲 

54.五十億美金的徒勞  

A-12 匿蹤攻擊機計畫 

軍事秘辛 

64. 111 榴砲專案  

岸置雄蜂一型成軍秘辛 

中國速報 

72. 1400 枚戰術飛彈的壓力  

解放軍 M 族飛彈威脅 

地面戰術  

80.陸軍當先鋒  

前進戰管 / 氣象觀測員 

地面戰術  

84.以弱者為師  

淺論伊拉克作戰中的城鎮游擊戰 

新銳槍械 

90.創新有餘、實用不足  

AA-12 突擊散彈槍 

戰役史蹟 

96.重返一江山  

戰役影響與戰後餘波 

戰役史蹟  

104.二戰德國步兵砲發展  

步兵近接支援利器 

112.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 : 透室內幕—超級航艦 

●DISCOVERY :浩劫求生—核彈攻擊  



●飛行場考古：潮州飛行場  

●最新軍事模型介紹： M1A1 戰車 

118.新系統新武器 

●新世代海洋巡邏機 — P- 8A  

●化學兵新利器 — 97 式核生化偵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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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中國首次對台灣釋放善意之後 ? 

●「中流計畫」和「介山計畫」補遺  

●炎夏殺手 : 中暑，看海軍的防治之道  

●大二膽戰役的週年紀念  

●空軍史館展示 P-4OE 木製模型 

20.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焦點話題 

24.最大規模環太平洋演習  

十四國參與海上演習 

地面戰術 

34.打擊海盜最前線  

美軍登艦搜索與扣押小組 

軍事展覽 

40. 2010年最大商業航展  

英國法茵堡航展 

軍事展覽 

48.規模最大參演單位最多  

英國 AlR TATTOO 航展 

中國速報 

56.中國海軍加速提升  

兩棲登陸作戰運載能量 

焦點話題 

62.專機變危機 ?  

別讓國防部長的夢魘重演 

焦點話題  

70.轉型再見、務實為先  

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 

戰機風雲 

74. 50 億美金的徒勞  

A-12 匿蹤攻擊機計畫  

軍事秘辛 

84.快速反應部隊軍馬 

V- 150 輪型甲車成軍秘辛 

金戈鐵馬 

92.身披重甲的城鎮猛獸  

CV-90 式運兵甲車 

戰役史蹟  

96.二戰德軍戰車驅逐車  

替代方案或神兵利器 ? 

戰役史蹟  



104.八里赤土崎營區再利用  

精實的後備 X 光軍演 

114.軍事采風錄 

●邁克與傑夫的創意巧思 

●國家地理頻道 : 航艦雷根號  

● DISCOVERY : 垂直起降戰機  

●飛行場考古：永康飛行場 

119.新系統新武器 

●貨櫃型俱樂部巡弋飛彈 

●戰場長時偵測利器—美國陸軍飛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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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台灣現今自主研發項目何在 ? 

●網路流出疑似中國艦載機試飛照 

●兩岸海巡單位聯合搜救演習 

18.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焦點話題 

24.臨時開演  快速發動  

美軍關島勇敢之盾演習 

焦點話題 

30.北韓人民軍空軍  

是空中勁旅還是凋零廢鐵 

戰機風雲 

38.老而彌堅 

海軍 500MD反潛直升機 

七海艦船 

48.新觀念  新載台 

美國近岸作戰艦自由號 

軍事秘辛 

54.跨時代海軍科技 

微波超地平線雷達 

戰機風雲 

64.現代巡弋飛彈的誕生 

美國早期巡弋飛彈發展 

軍事秘辛 

74.「天馬」之前  

台灣研發彈道飛彈前傳 

軍事秘辛 

84.神秘偵察機  

北京中國航空博物館展出 

美軍 D-21 偵察機殘骸  

戰役史蹟 

90.老兵憶舊  

九二海戰與陸戰隊鴻運作戰 

武器新知 

96.兩棲特戰突擊新利器  

特戰兩棲遠征戰鬥車 

武器新知  

102.任勞任怨的陸戰隊軍馬 

GUSS地面無人支援載具 

新銳槍械  



106.45口徑戰門手槍 

24/7 OSS特戰手槍 

112.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 : 國家地理首映大賞 : 轟炸德國行動 

● DISCOVERY :  新時代武器第 3季 :  非致命性武器 

●飛行場考古：台南飛行場 

●最新軍事遊戲介紹：榮譽勳章折翼天使 

116.新系統新武器 

●德國丁狗輪甲車新用途 

●新型 AW101預警直升機 

●美國海軍發展新世代氣墊登陸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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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美國會不會出售 F-16C/D 給台灣 ?  

●高空中的勇者—黑貓中隊特展 

●幻象戰機妥善率再度下跌 

●10 月 10 日朝鮮大閱兵 

22.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焦點話題 

28.台灣對釣魚台的立場  

還要繼續弱勢被動 ?  

焦點話題 

36.捍衛釣魚台  

日、中、台保釣執法實力 

戰機風雲 

42.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全球之鷹部署針對誰 ?  

七海艦船 

46.地中海的海上勁旅  

義大利海軍薩佛號航艦 

七海艦船 

54.海軍特業 192 艦隊 

248 戰隊與永豐級獵雷艦 

中國速報 

62.中國反航艦彈道飛彈解析 

軍事秘辛 

70.巡弋飛彈的興盛與衰落 

金戈鐵馬 

78.英倫新世代快速部署戰力  

ASCOD-SV 模組化多用途甲車  

軍事秘辛 

84.「天馬」之前  

台灣研發彈道飛彈前傳 

地面戰術 

94.上刺刀 !  

伊拉克都市戰分析 

新銳槍械  

98.「新裝」上陣 

捷克 CZ805 突擊步槍 

戰役史跡 

102. T-34 

引領潮流的戰車 

110.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太空梭爆炸事件 

● DISCOVERY： 大和號戰艦之謎  

●限量金屬模型： 阿肯色國民兵 F-16  

●限量金屬模型： 第七艦隊之鷹：F/A-18C 

●飛行場考古： 鳳山飛行場 

●最新軍事紀念品介紹 ：2011 軍事桌曆 

116.新系統新武器 

●美國空軍 F-15 機群換裝主動陣列雷達  

●資江艦裝備雄三飛彈 

●保釣在即—新一代海巡艦艇建造近況 

●RG41 英國新型履甲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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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借東海之爭轉台灣國運 

●艾塞克斯兩棲戰鬥群訪香港 

●國造 T-91 步槍出國比賽揚威國際  

●美國海軍考慮採購兩種沿岸戰鬥艦  

●中國 SU- 27 首度赴土耳其聯合訓練 

26.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焦點話題 

32.赤龍展翅  

第八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  

焦點話題 

44.急起直追 

中國航展下的無人機 

中國速報 

48.中國海上爭霸的最大障礙 

中國對航艦打擊群之能力  

中國速報 

56.成軍準備  

艦載機飛行員培訓與困境 

戰機風雲 

62.巡弋飛彈的復興  

1970 年代的突破性發展 

戰機風雲 

70.無米為炊  

陷入困境的美軍戰搜直升機汰換建案 

金戈鐵馬 

74.擊敗中國 VT-1A  

寶刀未老的改良型 T-55戰車 

金戈鐵馬 

84.便宜好用  

歐系平價輪甲車新裝上陣 

軍事秘辛 

90.台灣外購戰車秘辛 

「本裝備得之不易當心維護」背後的故事 

新銳槍械  

100.功能加強、戰術導向  

美造 M24E1狙擊步槍 

戰役史跡 

104.太平洋狼群  

二戰美國海軍潛艇 

112.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沈艦任務 

●DISCOVERY： 打擊東非海盜 

●飛行場考古： 平頂山飛行場 

●最新軍事模型：F-5E/F 模型 

116.新系統新武器 

●第三代 100 噸級巡防艇 

●垂直發射新彈種「公羊」 B|ock II 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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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美日利劍 2011 年海空聯合大演習 

●東方努力 10 號操演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傘訓操演 

●海軍首度開放陸基雄二飛彈陣地 

22.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焦點話題 

28.北韓砲擊延坪島系列報導 01  

南北韓軍事衝突與東北亞安全局勢  

焦點話題 

34.北韓砲擊延坪島系列報導 02  

看北韓侵南問題 

焦點話題 

40.北韓砲擊延坪島系列報導 03  

5030號作戰計劃  

中國速報 

46.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系列  

展望中國航天產業新契機 

戰機風雲 

54.空軍軍馬 

屏東第 439 混合聯隊第 10 空運大隊專訪 

七海艦船  

62.快、準、穩、狠  

海軍海蛟大隊 

軍事展覽 

72.舞動於藍天 

空軍 499 聯隊盛大表演 

金戈鐵馬 

78.精準優先、威力至上 

淺論現代砲兵火箭飛彈化作需想定 

戰機風雲 

82.美軍主力巡弋飛彈  

戰斧與 ALCM Part 1 

軍事秘辛 

90.台灣外購戰車秘辛 ( 下 ) 

「 本裝備得之不易當心維護」背後的故事 

中國速報 

100.歷史和未來  

解放軍資料中的兩岸化武戰 

新銳槍械 

106. 改良有餘、性能不足 



美造M203A1/A2 附加式槍榴彈發射器 

112.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打擊海盜 

●DISCOVERY：特戰部隊 

●最新軍事模型介紹：藍天使 

●最新軍事模型 介紹：日落者中隊 

●飛行場考古： 鹽水飛行場 

●軍事展覽 : 台大模型社成果展 

118.新系統新武器 

●紅林機械廠的地面無人機  

●德國豹二戰車模擬 BATSIM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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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美俄新裁核條約在參院過關決策過程 

●空軍司令娶媳風波 

●三軍聯合防空實彈射擊 

●MFI 在中國 ? 

●國安局保密手機是否夠 Smart!? 

20.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焦點話題 

26.中國震撼全世界聖誕禮物  

絲帶機—成飛殲二十解析 

焦點話題 

34.中國震撼全世界聖誕禮物   

中國 J-20 照片初步分析 

七海艦船 

38.海軍除役艦艇在旗津  

靶船、博物館、海鷗級  

七海艦船 

46.中肇 .中治 .永川 .永福 .永仁 .永綏  

海軍 6 艦功成身退 

七海艦船 

52.模組化任務載具登艦服役  

美軍近岸戰鬥艦無人載具 

焦點話題  

58.由蘇花風災意外  

探討軍事人道救援問題 

戰機風雲 

64.2009 年阿聯 ATLC 演習  

有趣的演習結果 

戰機風雲 

70.戰斧與 ALCM Part 2 

從魚叉到戰斧 

軍事秘辛 

80.海軍飛彈巡邏艦始祖  

海軍「先鋒計畫」秘辛 

金戈鐵馬 

88.短小精悍，性能不凡 

阿富汗綏靖作戰中的超輕型履甲車 

地面戰術 

94.來自北歐的內河霸主  

RCB-X 河岸指揮艇 

新銳槍械 



98. 花俏有餘，實用不足 

XM25 反掩蔽目標系統 

戰役史蹟 

102.香港攻防戰 

香港戰前的防空部署 

108.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 烽火阿富汗   

●DISCOVERY：拆解戰車  

●憲兵軍犬隊  

●最新軍事模型介紹：米格二十 九  

●最新軍事模型介紹：Su-27 

●最新軍事模型介紹：野馬式戰機  

●飛行場考古：鹿港飛行場 

118.新系統新武器 

●海巡署新一代艦艇交船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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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羅賢哲共諜案對台灣國防的衝擊 

●江國慶冤死案轉折 

16.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中國速報 

22.山寨 ? 自創 ?  

中國航空母艦發展論證 

中國速報 

32.從近年中國新艦研製  

看其海軍戰略之轉變 

戰機風雲 

40.美軍主力巡弋飛彈  

美國空軍與空射巡弋飛彈  

焦點評論 

48.別只會道歉  

莫讓飛行教官準飛官枉死 

焦點評論 

56.這樣的表現  

台灣未來國防黑暗十年 ! 

七海艦船  

62.水上策飛馬、灘頭建奇功 

海軍陸戰隊登陸戰車大隊歷史篇 

軍事秘辛 

72.美軍在台灣的足跡 

駐台美軍曾經在此的紀錄 

地面戰術 

80.城市中的恐怖攻擊  

解讀憲兵特勤隊之「反劫車操演」 

地面戰術 

84.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中東戰場的現代傭兵 

新銳槍械 

90.瑞士血統、精準無比  

APR 模組化狙擊槍 

戰役史蹟 

94.八一五南京空戰  

空軍抗日戰史最輝煌勝利 

戰役史蹟 

104. 國軍裝甲兵與青年救國團  

裝甲老兵的回憶 

112.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F-4 幽靈戰機     

●DISCOVERY： 鐵血雄兵 

●飛行場考古：彰化飛行場 

●最新軍事電玩 ：   烽火家園 

118.新系統新武器 

●諾格 X-47B 艦載無人戰機完成首飛 



 

全球防衛誌 320 期雜誌目錄 

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桃園航「空」城  國防大犧牲 

●東風 16 型飛彈 ? 台灣情報界新發現 ?  

●因應日本核災、陸軍化兵展能量 

●聯合國出兵利比亞  

●軍方頒獎章    表彰老紅狐 

 

18.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焦點話題 

24.龍城飛將的搖籃  

空軍志航基地部訓隊專訪 

戰機風雲 

36.巡弋飛彈的新時代  

戰斧與 ALCM  Part 4 

軍事展覽 

46.中東防務饗宴 

2011 年阿布達比防務展  

武器新知 

52.無遠弗屆的全球攻擊利器  

非核打擊彈道飛彈 

七海艦船 

58.海洋興國衛海安 

海巡署台南艦與巡護七號 

中國速報  

66.別有居心  

檢視解放軍海軍艦砲外交 

中國速報 

74.從近年中國新艦研製  

看其海軍戰略的轉變 

軍事秘辛 

82.鳳眼蓬萊兩岸三地 

第 12 混合編成戰術偵察機隊 

軍事秘辛 

88.美軍在台灣的足跡  

駐台美軍曾經在此的紀錄 

地面戰術 

96.德意志特戰精銳  

陸軍 KSK 特戰營 

新銳槍械 

98.輕巧緊緻、火力超群  

美造 MK48Mod0 輕機槍 



戰役史蹟 

104. 水上策飛馬  灘頭建奇功  

海軍陸戰隊登陸戰車大隊現代篇 

114.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戰機風雲 -神出鬼沒  

●DISCOVERY：硫礦島之役  

●飛行場考古：北港飛行場 

●軍事遊戲 ：閃擊點行動   血色長河    

118.新系統新武器 

●第 600 枚 KEPD350 飛彈運交 

●山獅步兵戰車開始交運  

●大陸新江公安局採購 AW119 直升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