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防衛誌 321 期雜誌目錄 

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中國大陸公佈 2010 國防白皮書 

●瓦良格航艦即將復役 ? 

14.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焦點話題 

20. 漢光 27 台澎防衛總體檢 

●漢光 27 號總驗收 

●淡水河口防禦反突擊與 601 旅作戰 

●空軍戰力保存與麻豆戰備道起降 

●台中港特戰大反擊 

●269 旅跨區增援全紀要 

●清泉崗空降與反空降演練 

●陸戰隊加祿堂登陸操演 

焦點話題 

50.赫拉特前進支援基地  

阿富汗西部地區司令部的義大利空軍 

焦點話題 

58.完全武裝叛亂手冊  

另類觀點看利比亞內亂  

戰機風雲 

64.巡弋飛彈的任務轉型  

從戰略武器到戰術武器 

軍事秘辛 

72.胎死腹中的犢牛 

68 式步槍研發秘辛 

武器新知 

80.阿富汗美軍全面換裝 

新型多地形迷彩戰門服 

武器新知 

84.德軍版陸地戰士  

德軍未來士兵加強系統 

戰役史跡 

88.戰役篇  

海軍陸戰隊登陸戰車大隊 

戰役史跡 

96.台灣警備總部的特殊單位  

橋樑隧道連 

戰役史跡 

104.西方砲兵中堅  

M2A1 105 公厘榴彈砲 

112.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新加坡新兵日記   

●DISCOVERY：熱門 9 點檔 : 飛航速報 

●軍事活動介紹：領袖航太管 

●軍事動作遊戲： 王國刺客    

116.新系統新武器 

●烏克蘭 T-72 戰車改良方案 

●伊勢號成軍服役 

●KMW交付新火箭到砲兵學校 



 

全球防衛誌 322 期雜誌目錄      

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從 F-16B 彩繪機事件看文人領軍  

●海巡署海安六號演習 

●中國救撈東海救 113 輪 

●印度 MMRCA 戰機計劃兩強出線  

●紀念故海軍備役上校李豫明先生 

焦點話題 

26. 第八屆新加坡海軍展  

東南亞唯一的海軍展 

焦點話題 

34.終極獵殺 

狙殺賓拉登作戰始末分析 

焦點話題 

40.安全舒適  使命必達  

空軍松指部專機隊與座機隊  

焦點話題 

46.漢光演習觀後感  

海軍艦隊在哪裡 ? 

新銳槍械 

52.205 廠巡禮 Part 1  

軍備局生產中心 205 廠  

新銳槍械 

56.205 廠巡禮 Part II 

XT98/XT100/ XT101 特戰步槍 

武器新知 

62.小蝦米對大鯨魚  

如何襲擾近岸航艦戰鬥群 

七海艦船 

68.垂直起降時代的英國海軍航艦發展  

傳統到直升機突擊航艦 

地面戰術 

78.即造爆裂物剋星 

美造 M1ABV 突擊排障車 

軍事秘辛 

82.胎死腹中的犢牛 

68 式步槍研發秘辛 

中國速報 

90.第八屆珠海航展系列  

中國研製大飛機新戰略 

軍事博物館 

98.海軍艦艇博物館  



英國查特漢造船廠博物館 

戰役史蹟 

100.從軍史館裝甲兵特展  

消失的國軍裝甲兵之父徐庭瑤中將 

114.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逃出集中營 

●DISCOVERY：諾曼地登陸行動 

●飛行場考古 : 燕巢飛行場 

118.新系統新武器 

●荷蘭海軍直升機機隊新添套件  

●垂直 MICA 飛彈擊落距外攻擊武器  

●波音 P-8A 將配備 AN/APY-10 雷達 



 

全球防衛誌 323 期雜誌目錄 

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現代級驅逐艦穿越第一島鏈   

●空軍 401 聯隊盛大表演      

●美國海軍卡爾文森號航艦訪問香港 

● 二一砲指部—金鷹雄獅展軍威 

22.全球軍情簡訊 

中國速報 

28. 如何應對殲 20 ?  

雷達反匿蹤理論與反匿蹤防空網建置 

軍事展覽 

36.2011 年新加坡海軍展後續報導 

法國西北風登陸艦與 DCNS 集團 

焦點話題 

46.買車容易養車難 

悍馬跛腳誰之過 

七海艦船 

52.海軍 151 艦隊裝載作業  

船塢登陸艦與中和級戰車登陸艦 

七海艦船 

58.英國海軍航艦發展  

無敵級的起源 

七海艦船 

66.兩棲閃電戰利器  

俄造野牛級突擊登陸艦 

金戈鐵馬 

70.泰國主力戰車系列報導之 1 

泰國陸軍採購新世代主力戰車之主要原因分析 

金戈鐵馬 

76.泰國主力戰車系列報導之 2  

烏克蘭堡壘式戰車 

軍事秘辛 

82.大成前傳  

國軍建立指管通情系統 

戰役史跡 

92.賽德克﹒巴萊特別報導  

霧社起義與賽德克族兵器 

地面戰術 

100.越南戰略村再版 ?  

美軍阿富汗聯合作戰 

新銳槍械 

106.HK416 捲土重來  



M271AR 自動步槍 

112.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希特勒失落的戰艦 

●DISCOVERY：萬能改手槍 

●最新軍事模型介紹：數位 F/A-18F  

●最新電玩：HIS 空戰英豪 

●歷史遺跡系列：新加坡前日軍憲兵東區分部  

●飛行場考古 : 麻豆飛行場 

118.新系統新武器 

●軍備局發表國軍新式數位迷彩 

●未來直升機空射反艦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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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對付中國新航艦的利器—雄三飛彈試射失敗新聞的背後 

●匿蹤海鷗快艇真神 ?  

●漢翔 F-CK-1 中壽性能提升首批交機 

  

18.全球軍情簡訊 

軍事展覽 

24. 國際航空界盛會 

2011 年第 49 屆巴黎航展 

焦點話題 

32.想定有餘、操演不足  

2011 金華演習實兵演練 

焦點話題 

38.美國軍事戰略大轉變 I 

發展空海一體作戰概念 

中國速報 

46.美、俄、中反匿蹤防空網建設  

如何應對殲 20 ? 

七海艦船 

54.海上環保救難急先鋒  

海巡署 ORB 除污船與 RB 扶正搜救艇 

七海艦船 

61.垂直起降時代的航艦發展  

直升機反潛巡洋艦 

軍事秘辛 

70.大成前傳  

國軍建立指管通情系統濫觴 

戰役史跡 

80.151 艦隊沿革簡史  

海軍登陸艦隊的誕生 

戰役史跡 

90.賽德克﹒巴萊特別報導 :  

日本軍憲警使用兵器介紹 

地面戰術 

100.退無死所  

島礁兩棲攻防作戰想定 

武器新知 

106.步兵千里眼 

美 RQ-16 無人飛行載具 

112.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廣島原爆之後 

●DISCOVERY：二戰噴火器 



●飛行場考古 :台北南機場二代  

● 最新模型：21 與 27 中隊低而見度 F-16 戰機  

●最新電玩：線上空戰遊戲重返 1943 

●最新電玩：致命的疣豬攻擊機 

118.新系統新武器 

●艦艇人員落海救星—人員即時落海警報系統 



 

全球防衛誌 325 期雜誌目錄 

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淪為靠美國軍購壯膽的政府與軍方 ?  

●下一任解放軍海軍司令員分析  

●步兵學校訓練現況 

●金門 240 巨砲戰備與兩棲蛙人  

●155 公厘榴砲委商載運 ! 

22.全球軍情簡訊 

軍事展覽 

28. 歐洲戰機大雙會  

RIAT40 週年與北約老虎會 50 週年 

戰機風雲 

38.土耳其空軍的百年慶 

土耳其國際航空展 

軍事展覽 

46. 最後一屆台北航太展 ?  

台北航太暨國防工業展 

焦點話題 

56.神出鬼沒、防不勝防  

挪威恐怖攻擊看恐怖行動 

焦點話題 

62.美國軍事戰略大轉變  

空海一體作戰的關鍵問題 

七海艦船 

70.垂直起降時代航艦發展 

Part 4 無敵級的誕生:建造與服役 

軍事秘辛 

78.不能說的秘密  

台灣研發化武秘辛 

戰役史跡 

86. 151 艦隊治革簡史  

海軍登陸艦隊遷台後發展 

戰役史跡 

96.原住民抗日史詩片  

賽德克﹒巴萊特別報導 

重返霧社戰場 

金戈鐵馬 

104.美德戰車史上的一場遊戲一場夢 

112.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九一一 10 週年紀念 

●DISCOVERY：賓拉登之死 

●飛行場考古 : 警察航空班屏東飛行場  



●軍事考古：前英國駐軍機槍堡  

118.新系統新武器 

●北歐下一代潛艦-賓海作戰的 A26 

●水中較龍 730- 歐陸國家新型水下輸運載具 



 

全球防衛誌 326 期雜誌目錄 

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從 Y-548 任務失事  看國軍機隊管理 

●美國海軍拳師號兩棲攻擊艦訪香港 

●2011 年國軍模範團體巡禮 

●共機強闖東台灣報導的啟示 

●中國建立 1,000 浬的海上拒止線 

●功成將身退－海軍 272 戰隊與港巡艇 

●國軍舉行區域安全國防論壇 

18.全球軍情簡訊 

戰機風雲 

36. 智利的銅礦實力 

南美洲的空中強權  智利空軍 

武器新知 

46.21 世紀的雷射砲 

現代雷射武器系統發展概述 

焦點話題 

50.中國新航艦下水 

對中國海軍航艦戰力構建的研析 

焦點話題 

56.航艦出航 夢想實現 

中國航空母艦計劃簡史 

焦點話題 

64.美國軍事戰略大轉變（下） 

如何落實「空海一體作戰」！ 

七海艦船 

72.海軍 124 艦隊 

昆明艦核生化暨小艇吊放操演 

七海艦船 

78.艦艇大修暨進塢 

海軍左營後勤支援指揮部 

七海艦船 

84.超級航艦的誕生： 

核子時代的航空母艦發展 

地面戰術 

92.阿富汗的溪山 

美軍瓦納村前哨攻防戰 

新銳槍械 

98.個人防衛武器新秀 

EVO3A1 蠍式衝鋒槍 

軍事秘辛 

102.不能說的秘密 



台灣研發化武秘辛 （下） 

110.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 國道起降秘辛 

●DISCOVERY： 長津湖大突圍 

●飛行場考古 :屏東南飛行場 

●最新軍事書籍：你不知道的台灣國軍故事 

●最新軍事模型：歐陸空域的 P-38  

●最新軍事模型：英倫三島的霍克颶風 

118.新系統新武器 

●MBDA公司新型無人武器系統火陰影 

●德國新型丁狗二型輪甲車 

●無人水面載具完成水雷反制測試 



 

全球防衛誌 327 期雜誌目錄 

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鳳隼升級能否抗衡新世代解放軍？ 

●雷霆 2000 發射車的身世之迷 

●兩棲登陸作戰鑑測－聯興 100-2 操演 

16.全球軍情簡訊 

焦點話題 

22. 辛亥革命慶百年  

三軍展演賀雙十 

●系列 1 慶祝建國百年國軍國防展演特報 

●系列 2 中正紀念堂戰技操演 

●系列 3 憲兵機車連精銳剽悍 

●系列 4 成功嶺營區開放最新與裝備眾多的軍史公園 

●系列 5 岡山空軍基地盛大開放 

焦點話題 

48.進駐香港 14 週年 

駐港解放軍昂船洲海軍基地開放日 

地面戰術 

54.伊拉克聯軍特種作戰 

法奧半島鑽油平台制壓行動 

地面戰術 

60.以色列國防軍近戰格鬥訓練和結構 

地面戰術 

64.神出鬼沒、萬夫莫敵 

美陸軍 ISA 情報支援特遣隊 

金戈鐵馬 

68.迷樣般的戰車 

T-95 戰車之發展脈絡與可能構型分析 

七海艦船 

74.海軍 124 艦隊沿革史 

驅逐艦隊的誕生 

軍事秘辛 

92.台灣多管火箭發展秘辛 

工六 A到雷霆 2000 之間 

軍事博物館 

100.全世界唯一開放的 SSBN 在這裡 

法國瑟堡海事博物館 

新銳槍械 

106.M2 機槍特戰版 

XM806 輕量重機槍 

110.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中情局密檔  



●DISCOVERY：以色列特輯  

●飛行場考古 :屏東北飛行場 

●最新軍事書籍：不分藍綠，為台灣永續生存而奮鬥！ 

●最新軍事 電玩：Open Fire 現代戰爭   

●最新軍事模型：美國海軍的菲力貓 

118.新系統新武器 

●美軍中東戰爭中的的太陽能輔航燈光系統 

●K-MAX 貨物直升機在阿富汗 

●德國陸軍訂購蠓二式特戰多用途載具 



 

全球防衛誌 328 期雜誌目錄 

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中國安全部隊將在寮.緬.泰武裝護航 

●美軍「空海戰辦公室」瞄準西太平洋 

16.全球軍情簡訊 

焦點話題 

22.屏東恆春三軍聯訓 

聯勇 100-9 號操演 

焦點話題 

32.長青十二號操演與屏東佳冬戰備道啟用 

焦點話題 

40.電光石火、動如脫兔  

國安局特勤裝備操演展示 

焦點話題 

43.國安局特勤中心編成  

總統大選安維的五個盲點 

焦點話題 

48.槍林彈雨中救死扶傷  

軍方戰傷救護體系與問題 

武器新知 

52.隱匿且致命的威脅 

全球肩射式防空飛彈系統的擴散與防衛 

戰役史跡 

60.鐵衛部隊將精粹 

海軍陸戰隊 77 旅 

地面戰術 

68.私人 CIA  

美國私人情報公司 

地面戰術 

74.如入無人之境 

淺論城鎮傘降突擊作戰 

七海艦船 

78.海軍 124 艦隊沿革  

陽字號到二代艦建軍發展 

七海艦船 

86.濱海作戰新銳  

法國追風系列近岸護衛艦 

七海艦船 

94.海軍上將的反叛 ( 上 )  

超級航艦的誕生 : 從合眾國號到佛萊斯特級 

軍事秘辛 

102.台灣多管火箭發展秘辛 



工六 A 到雷霆 2000 之間 

110.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甘迺迪遇刺：關鍵 13 秒   

●DISCOVERY：登月機具 : 登月艇  

●飛行場考古 :高雄水上機場、日月潭機場、梨山機場 

●最新軍事書籍：藍天神鷹田定忠的飛行憶往 

●最新軍事模型：美國空軍入侵者中隊 

118.新系統新武器 

●狙擊手剋星 ? —槍響偵測器的新用途  

●以色列硬殺利器—獎杯家族擴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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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台灣海軍將派艦亞丁灣打擊海盜 ？ 

●從軍事戰略空間要素評論用兵南海  

●空防預警戰力大躍進—鷹眼三號專家 

●新艇成軍與舊艦汰除—海軍艦隊 12 月 大事紀要 

24.全球軍情簡訊 

軍事展覽 

30.布希號與咆哮者的出海  

美軍雙新首次海外部署 

焦點話題 

40.物超所值軍售案的背後  

F-16A/B 提升案透露玄機 

軍事展覽 

44. 熱血東南亞  

蘭卡威海事航太展特報 

中國速報 

54.中國首次太空交會對接  

特色與展望 

中國速報 

62.海南亞龍灣  

海軍綜合艦艇基地探秘 

焦點話題 

66.及時情資能否掌握 ? 

預算限制下的台灣衛星影像未來發展 

焦點話題 

74.國慶空中分列式番外篇  

大力士機隊老舊的迷思 

戰機風雲 

80.慈航天使新羽翼  

EC-225Mk II+超級美洲獅直升機 

金戈鐵馬 

86.大兵的記憶  

軍用罐頭與戰備口糧 

七海艦船 

92.151 艦隊岸置單位  

海軍小艇大隊 

七海艦船 

102.超級航艦的誕生  

海軍上將的反叛 

新銳槍械 

110.AR57 卡賓槍 



5.7 公厘家族混血成員 

116.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希特勒 崛起  

●DISCOVERY：萬能改槍手 

●飛行場考古 : 湖口飛行場 

●最新軍事模型：抱著炸彈的菲力貓 

120.新系統新武器 

●德國陸軍新寵—豹二 A7+ 主戰車 



 

全球防衛誌 330 期雜誌目錄 

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全盤檢視馬英九總統執政之國防績效  

●政戰學院 60 週年—小快步重現復興崗  

●美國亞太戰略調整 國防戰略指導文件 

18.全球軍情簡訊 

軍事展覽 

24.海上石油生命線  

印度海上閱兵式 

戰機風雲 

34. 生力軍返國 

E-2 鷹眼預警機返國記實 

焦點話題 

40.守土衛國 , 豈能兒戲 ? 

從金東守備隊營區遇襲事件看軍方訓練問題 

焦點話題 

44.北韓觀點 : 戰略和實踐  

北韓獨有的主導思想和戰略思維介紹 

戰機風雲 

50.伊朗如何擄獲  

RQ-170 無人偵察機 

武器新知 

56.靜默的監視者  

美國軍用飛船發展近況 

七海艦船 

64.151 艦隊的岸置部隊  

海軍登陸艇隊 

七海艦船 

72.佛萊斯特級 ( 上 ) 

現代美國超級航艦奠基者 

軍事秘辛 

80.未及凌空的戰翼  

失落的噴射戰鬥機研發案 CX-T1001 

戰役史積 

90.國共內戰時期 

國軍裝甲兵日製戰車部隊 

焦點話題 

96.美國太空防護措施與太空先制打擊武力 

金戈鐵馬 

104.遠征火力支援系統  

陸戰隊前線支援生力軍 

112.軍事采風錄 



●DISCOVERY：戰爭前線 

●最新軍事訊息  : 空軍軍史館新戰馬 

●飛行場考古 : 歸仁飛行場 

●最新金屬戰機模型： SU-27 勇士隊  

●最新複製品 : 飛虎隊血幅 

116.新系統新武器 

● 歐洲新型短程防空系統 

●MBDA 在美國拓展新勢力一腹蛇打擊彈藥 

● 機動組合式醫療掩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