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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美國對台軍售高峰後的種種 

●特戰指揮部特訓中心 

●獨家直擊—海巡新艦近況 

18.全球軍情簡訊 

軍事展覽 

26.2 月新加坡豔陽天 

2012 新加坡航空展專訪 

戰機風雲 

38.鷹眼蓬萊兩岸 

第 2 預警機中隊專訪 

焦點話題 

46.國機能否繼續國造？ 

專訪漢翔公司新任董事長劉介岑 

七海艦船 

52.勇猛！善戰！慓駻！堅毅！ 

海蛟大隊第一中隊 

七海艦船 

60.澳洲擴大海權影響力 

建立 12 艘新型第三代潛艦 

焦點話題 

66.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買不到 F-16C/D 未必是壞事 

軍事秘辛 

72.台灣小型衛星發射載具 

研發計劃轉折秘辛 

七海艦船 

80.超級航艦的誕生 

從合眾國號到佛萊斯特級 

焦點話題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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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戈鐵馬 

94.政策掛帥，專業墊底 

淺論募兵制推行的實際考量 

戰役史跡 

100.攻島遺恨 

傘兵東山島突擊官方戰史解密 

金戈鐵馬 

108.初試啼聲，尚待改進 

國造 SC-09A 特戰突擊車 



114.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超大建築狂想曲：尼米茲號航空母艦 

●DISCOVERY：二次大戰浩劫錄 

●飛行場考古 : 仁德飛行場 

●金屬戰機模型：B-52 轟炸機 

118.新系統新武器 

●海攔截者－26 型全球戰鬥艦搭配 

●智利海軍新登陸艦—法國 Foudre 級登陸艦 

●震災野戰利器—中國野戰宿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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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中國國防預算上升或下降 

●全球維和練兵外交一箭雙鵰 

●大 AP 走入歷史—新康雲峰除役 

18.全球軍情簡訊 

戰機風雲 

24.阿爾卑斯山上空防勁旅  

瑞士空軍與其戰鬥機 

軍事展覽 

32.亞洲航太國防盛宴 

 2012 新加坡航空展專訪 

焦點話題 

40.從精實、精進、精銳到精光 

軍隊裁減的迷思 

戰機風雲 

48.美國海軍五代噴射戰機史  

第一世代 : 平直翼 

武器新知 

56.超越極限 

現代電磁砲設計作需想定 

中國速報 

62.中國航天產業金雞母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軍事秘辛 

70.台灣小型衛星發射載具  

研發計劃轉折秘辛 

七海艦船 

78.海軍蘇澳後勤支援指揮部  

蘭陽艦廠級入塢維修 

七海艦船 

86.佛萊斯特級 ( 下 ) 

現代美國超級航艦莫基者 

戰役史跡 

94.最後的金門之熊  

金門戰役裝甲兵參戰先進  

口述歷史問世 

新銳槍械 

102.H&K UMP 衝鋒槍 

 .45 口徑衝鋒槍最佳選擇 

地面戰術 

106.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海豹部隊成功救回遭擄人質 

110.軍事采風錄 

●軍事電影—海豹神兵：英勇行動 

●國家地理頻道：希特勒死亡集中營 

●DISCOVERY：美國秘勤局 

●飛行場考古：龍潭飛行場   

●最新電玩：火線獵殺 

118.新系統新武器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一野戰機動醫院 



 

全球防衛誌 333 期雜誌目錄 

10.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美對中共輸出解禁戰略意涵 

●專業救難單位是否有足夠能力自救？ 

●台北防災演習－複合型災難的模擬 

20.全球軍情簡訊 

26.台澎防衛總體檢  漢光 28 號大練兵  

系列 1 淡水河口反突擊滲透與北部直升機戰力疏散 

34.台澎防衛總體檢  漢光 28 號大練兵  

系列 2 後備動員 903 與 908 旅 

40.台澎防衛總體檢  漢光 28 號大練兵  

系列 3 聯雲操演反空降  直升機校園熱整補 

48.台澎防衛總體檢  漢光 28 號大練兵 

系列 4  聯興 101-1 操演 

 

戰機風雲 

52.枕戈待旦 

義大利陸軍航空隊 NH90 阿富汗部署加強前置訓練 

戰機風雲 

62.美國海軍的五代噴射戰機史 

第二世代：後掠翼（上） 

地面戰術 

70.不為人知的混亂 

持久自由作戰中的美軍陸空特戰先遣隊 

軍事秘辛 

76. 武進前傳之光武小組 

海軍最具雄心系統升級的故事 

金戈鐵馬 

86.引領滑膛砲使用風潮 

樸實中又不失創新的 T-62 戰車 

軍事博物館 

94.身懷瑰寶的海軍典藏 

海軍軍史館（上） 

新銳槍械 

100.夭折的騎士配劍 

騎士軍械公司個人防衛槍械 

戰役史跡 

104.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具體而微的軍博館 

戰役史跡 

108.戰爭前線 

韓戰仁川登陸行動 

110.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火砲威力 

●DISCOVERY： 古董軍武 

●最新電玩：火線獵殺 

●飛行場考古：台中東飛行場   

●最新電玩：火線 交鋒 

118.新系統新武器 

●美軍水下輸運載具新電池－鋰離子電池 

●水下無人載具 VS 潛艦－長時間跟蹤水下無人載具 

●海軍新造油彈補給艦正式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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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歐巴馬 F-16C/D 承諾背後的戰略計算  

●由莫斯科看俄中海軍聯合演習 

●軍刀機最好的歸宿  

●近期黃岩島爭端之觀察 

20.全球軍情簡訊 

戰機風雲 

26.專訪空軍 F-16 戰機 

嘉義 455 聯隊第 21 作戰隊 

中國速報 

40.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 

 171 護航編隊訪港速報 

戰機風雲 

50.斯洛伐克戰翼齊翔  

中歐雙雄鷹 

戰機風雲 

58.美國艦載噴射戰機史  

第二世代 : 後掠翼 ( 下 ) 

焦點話題 

66.沉默的部隊  

經理兵科的油料兵 

金戈鐵馬 

74.引領滑膛砲使用風潮  

不失創新的 T-62 戰車 

武器新知 

82.新加坡航展中的  

無人機.通訊與輕武器 

七海艦船 

88.美國海軍超級航艦發展史  

佛瑞斯特級的後繼者 

軍事博物館 

96.身懷瑰寶的海軍典藏  

海軍軍史館 ( 下 ) 

地面戰術 

102. 自由伊拉克作戰  

城鎮狙擊戰術變革 

戰役史跡 

108.戰爭前線  

毛澤東與美蘇冷戰 

110.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見證二戰英雄路 



●DISCOVERY： 賓拉登的機密  

●飛行場考古 : 桃園飛行場 

●最新模型：Tiger-I 大比例可動模型  

●最新電玩—特種戰線：Spec Ops ：The Line 

118.新系統新武器 

●多用途匿蹤巡邏艦—備戰與護漁兼備  

●軍醫的醫療帳蓬—平戰兩用醫材裝備 

●木氣爐發電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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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美國調整戰略重心－亞太地區美軍艦艇增加 

●馬總統出席屏東恆春三軍聯訓基地聯勇 101-4 號操演 

●紐奧爾良與馬金島美軍最新兩棲艦隊訪問香港 

●讓「阿兵媽」更驕傲支持受孕權益為道義 

●備多力分疲於奔命？－救災戰訓蠟燭兩頭燒的部隊  

26.全球軍情簡訊 

七海艦船 

32.45 級驅逐艦前進中東 

皇家海軍派遣最新艦艇前往印度洋阿拉伯海 

戰機風雲 

40.舞動於藍天 

2012 空軍首度營區開放：空軍 499 聯隊盛大表演 

焦點話題 

44.經理兵科的油料兵 

精進的油料兵 

金戈鐵馬 

50.軍備局 203、205 廠 

神兵利器的背後英雄 

金戈鐵馬 

54.聯勤 66 週年慶 

業廣惟勤 

戰機風雲 

58. 美國艦載噴射戰機史 

第三世代：超音速（上） 

七海艦船 

66.美國海軍超級航艦發展史 

承先啟後的小鷹級（上） 

軍事秘辛 

74.武進前傳之光武小組（下） 

海軍最具雄心系統升級的故事 

地面戰術 

84.短兵相接 

主戰車城鎮戰作需想定 

軍事博物館 

90.海軍艦隊指揮部隊史館珍貴史料收藏地 

軍事博物館 

96.波蘭陸軍博物館巡禮二戰軍武迷的華沙懷古 

新銳槍械 

102.史東納遺世之作 M63 模組化槍械系統 

軍事展覽 



106.新加坡陸軍開放日首次走進中央商業區 

  

112.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二次大戰生死關 

●DISCOVERY：沙漠兵團的考驗  

●飛行場考古 : 龍岡飛行場 

●二戰德軍模型：三號突擊砲 G 型初期型 

118.新系統新武器 

●強化海巡編裝再邁進海巡署新北艦下水 

●移動式綠能擷取與雷達系統測試車 

●智慧型儲電系統 

●浩劫 8X8 模組化輪型裝甲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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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詭辯南海風雲—台灣被動淡定沒有用  

●日本艦艇觀閱式暨綜合訓練 2012  

●九鵬飛彈射擊成功 ? 失算靶機失聯 ! 

●海鷗添新血、易地成軍惹爭議 

●例行重砲射擊、民事工作完善 

24.全球軍情簡訊 

軍事演習 

30. 太平洋集體安全實踐 

 22 國 2012 環太平洋演習 

戰機風雲 

42.以色列的蛻變 

中東空戰精銳常勝軍 

以色列空軍 

七海艦船 

50.兩棲作戰指揮中樞  

海軍高雄軍艦 

七海艦船 

58.美軍超級航艦發展史  

承先啟後的小鷹級 ( 中 ) 

中國速報 

64.中國載人航天的新里程碑  

神九載人交會對接天宮一號 

焦點話題 

74.精粹案 ? 全募兵制 ? 

中正艦與海鷗快艇除役 

焦點話題 

80.民營化並非萬靈單 

民營化與國防政策 

戰機風雲 

86.美國海軍的五代戰機史  

第三世代 : 超音速 ( 中 ) 

軍事秘辛 

94.台灣外購潛艦秘辛  

回首潛艦戰隊建軍艱辛路 

金戈鐵馬 

102.自由伊拉克作戰  

美軍陸戰第 1 師 

精銳槍械 

108.簡單可靠 , 性能優秀 

TAC-5OA1-R2 狙擊槍 



114.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地獄之門突圍戰 

●DISCOVERY：奧運反恐任務  

●飛行場考古： 紅毛飛行場 

●重建越戰樣態：海盜二式 

118.新系統新武器 

●步戰協同利器、排用無線電組 

●俄羅斯運載火箭空中發射型計劃重新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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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國海軍荒腔走板的違紀處份 ? 

●海軍永靖級獵雷艦返國  

●嘉義空軍 455 聯隊嘉義基地開放  

●中國開放武直九作戰單位 

●台灣即將引進 M1A1 戰車 ?  

22.全球軍情簡訊 

軍事展覽 

28.環太平洋演習系列報導  

兩棲作戰與災害搶救任務 

戰機風雲 

38.專訪任務轉換訓練隊  

新竹 499 聯隊第 48 作戰隊 

戰機風雲 

50.以色列的蛻變  

中東空戰精銳常勝軍  

以色列空軍 ( 下 ) 

軍事展覽  

58.英倫航空秀  

費爾福特航空展 

中國速報 

70.中國深海潛探的新里程碑  

蛟龍號成功下潛海溝 

軍事秘辛 

78.台灣外購潛艦秘辛  

海軍潛艦戰隊建軍艱辛路 

七海艦船 

86.美軍超級航艦發展史  

承先敵後的小鷹級 ( 下 ) 

戰機風雲 

94.美國海軍的五代戰機史  

第三世代 : 超音速 ( 下 ) 

中國速報 

100.中國解放軍新軍事變革  

輕型機械化部隊轉型現況 

110.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納粹秘辛 

●DISCOVERY：入侵巴拿馬  

●飛行場考古：大肚山飛行場  

●金星模型：德軍三號戰車 

●最新警探電玩：香港警察 / 鐵拳二 



116.新系統新武器 

●澳洲新式主動陣列雷達  

●反海盜利器—MK38MOD 2 機槍系統 

●陸射響尾蛇與 VT1 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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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日本國有化釣魚台後台灣應有立場   

●從領土爭議看台灣挑戰 

●海峽兩岸聯合搜救演習  

●空軍 101 年模範團體 

22.全球軍情簡訊 

戰機風雲 

28.俄羅斯空軍百週年  

銳利北國的後續 

戰機風雲 

36.MV-22 進駐日本  

美國最新快速運輸載具的發展與部署西太平洋 

軍事展覽  

44.法茵堡國際航空展  

世界級航展的代名詞 

軍事展覽  

52. 2012 環太平洋演習  

加拿大空軍 CC-130T 空中加油機 

七海艦船 

60.美國海軍超級航艦發展史  

傳統動力航艦約翰.甘迺迪號 

軍事秘辛 

68.監偵於九天  

台灣無人機發展簡史 

戰機風雲 

76.美軍的五代噴射戰機史  

第 4 世代 : 能量機動性 

金戈鐵馬 

84.火砲飛彈化的真相 

主戰車砲射飛彈作需想定 

金戈鐵馬 

90.歷久彌堅、任務多變 

布萊德雷步兵戰車 

軍事展覽 

96.航艦 .潛艦 .神盾艦  

橫須賀美日海軍基地開放 

武器新知  

100.城鎮戰殺手  

肩射熱壓彈頭武器 

新銳槍械 

104.希伯來特戰利器  



X95 緊緻突擊步槍 

112.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納粹祕辛 

●DISCOVERY：萬能改槍手  

●飛行場考古：嘉義飛行場  

●最新軍事書籍：拉法葉艦航海日誌  

●最新 軍事電影：亞果出任務 

●志願役士官兵介紹 

116.新系統新武器 

●俄羅斯 T-50 測試主動陣列雷達 

●中國首艘航艦編號確認—舷號的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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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中國發展航艦的意義 

●繽紛熱鬧的岳崗營區 

●幻象戰機在台灣空軍的未來 

●幻象折翼：王同義中校告別式   

20.全球軍情簡訊 

焦點話題 

26.為生存、護漁權  

海巡署 0924 保釣專案 

焦點話題 

32.海上自衛隊成軍 60 週年  

日本自衛隊海上觀閉式 

焦點話題  

44.美規日版第 75 突擊兵團  

陸自中央即應連隊 

中國速報 

48.即將起飛的鹘鷹  

中國匿蹤戰機新發展 

軍事展覽 

52.2012 環太平洋演習  

尼米茲號航艦 

軍事展覽 

60.兩棲基訓總驗收  

海軍聯興 101-2 操演~ 上 

戰機風雲 

66.美軍五代噴射戰機史  

第四世代：F-14 雄貓式 

戰役史跡 

74.威震金東的獅山砲鎮地 

金門撥交營區的再利用 

金戈鐵馬 

78.希伯來裝甲先鋒 

馳車 Mk4 主戰車 

七海艦船 

84.英國海軍超級航艦發展史  

最後的傳統動力航艦約翰 •甘迺迪號 ( 下 ) 

軍事秘辛 

92.監偵於九天  

台灣與無人機的初接觸與發展簡史 ( 下 ) 

武器新知  

100.現代死光  



微波武器發展與作需想定 

新銳槍械 

104.M1216 散彈槍 

16 連發的散彈火力極致 

112.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黑鷹計劃 

●DISCOVERY：當代大發明 P|anes 飛機 

●飛行場考古：衛武機場 

●最新軍事書籍：俄羅斯第五代戰機  

●最新軍事模型：侵略者中隊—第 65 中隊 

●最新軍事活動 : 第一屆戰鷹盃模型比賽 

116.新系統新武器 

●虎式直升機新寵 —PARS-3LR 飛彈量產 

●波羅的海旋翼機 

●聯合輕型戰術輪車 



 

全球防衛誌 340 期雜誌目錄 

8.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美中新領袖後的台海新局 

●隨機亂數數學其物理在國防上的應用   

14.全球軍情簡訊 

軍事展覽 

20.中國航空航天科技櫥窗  

The 2012 China Air Show 

20.系列 1 第九屆珠海航展概況 

24.系列 2 珠海航展的展示機與飛行表演  

32.系列 3 各單位精銳產品盡出 

戰機風雲 

40.陸上自衛隊空中戰力  

陸上自衛隊航空科與木更津駐屯第 40 週年紀念 

戰機風雲 

50.美國海軍五代噴射戰機史  

第四世代 : 能量機動性 

七海艦船 

58. 131 艦隊  

海軍新江軍艦 

中國速報 

64.獲得航艦不同方式  

探討中、印發展航艦的前景 

金戈鐵馬 

70.身批重甲的猶太猛獸  

虎式重型運兵戰甲車 

武器新知 

76.資電先導，數位領軍 

現代數位化戰場通訊系統 

軍事秘辛 

80.勇虎秘辛 

巴頓家族在台灣 

焦點話題 

88.謎樣的軍隊 

北韓軍隊的組織與內部問題 

焦點話題 

94.演訓民事問題 

承平時期軍方演訓用地考 

軍事展覽 

102.海軍聯興 101-2 操演  

下兩棲基訓總驗收 

武器新知  

108.整合科技優勢 



特戰部隊戰傷施救新選擇 

114.軍事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第 3 戰俘營大逃亡 

●DISCOVERY：M1 步槍 

●飛行場考古：新竹機場 

●最新軍事模型：獅城雄鷹 F16D 

118.新系統新武器 

●下一代氣墊船美國 SSC 登陸載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