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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不會同意愛三飛彈在台試射 
解讀中國軍力報告書 
海標 102-1 操演 
土耳其採購中國紅旗 9 飛彈疑雲 
百年一度世界海軍艦隊慶典 
※022.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028.焦點話題 
反潛戰力大躍進   
NO.1 空軍首架 P-3C 反潛機交機 
NO.2 海空聯合作戰的關鍵 
NO.3 P-3C 返台！中國潛艦壓力增加 
※042.軍事展覽 
英國 DSEI國防工業展甲車篇 
※052.軍事展覽 
從閱兵看南韓的矛與盾 
※056.中國速報 
美艦好人理查號訪問香港 魚鷹落戶沖繩 
※062.武器新知 
2013 下塔吉爾武器展 重點裝備  
※066.金戈鐵馬 
2013 年富士綜合火力演習 
※072.軍事特別企劃 
飛鯊出岬  殲 15 攜彈起降航艦成功 
※080.作戰戰術 
島嶼防衛戰之裝甲部隊運用 
※086.軍事博物館 
新加坡淪陷見證地 舊福特工廠 
※092.新銳槍械 
內蓋夫班用機槍 
※096.中國速報 
中國航空發電機 研發歷程與展望 
※102.中國速報 
中國核子彈道飛彈潛艦的發展 
※092 夏級潛艦 
Xia Class Submarine 
※106.軍事英語 
專業英語教室  Military English Class 
※110.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納粹二戰工程：大西洋長城 
Discovery 頻道：看守白宮： 
白宮幕僚長的精彩世界 
軍事遺跡：飛行場氣象觀測所 
軍事活動：第二屆戰鷹模型世界 
※114.新系統新武器 
英海軍新世代分散式─CMS-1 戰鬥系統 
求新求變美空軍採購商用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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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 2 加 2 會談背後的意涵美中日多方角力 
海釣船釣到潛水艇？媒體過度渲染！ 
中國首度公開核子潛艦之觀察 
機動五號演習再起風波雷號硬闖解放軍演習 
冷戰重現東海？反介入的實踐 
※022.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026.戰機風雲 
陸軍首批阿帕契報到 
※038.焦點話題 
阿帕契戰力提升有限 
※042.軍事展覽 
2013 首爾航展 
※050.軍事展覽 
2013 杜拜航展 
※060.武器新知 
下塔吉爾武器展 
※066.武器新知 
未來美軍垂直起降戰術運輸機發展 
※072.七海艦船 
美軍第五航艦打擊群 訪港速報 
※076.FLAK 談軍事 
朱瓦特號悄悄下水 DDG-1000 
※080.焦點話題 
談中國在印度洋的戰略佈局 
※086.中國速報 
中國航空發動機 
※092.軍事博物館 
金門戰地觀光全體驗 
※096.金戈鐵馬 
英國國防展除雷篇 
※100.焦點話題 
淺論日本擴大解釋武器輸出三原則的真相 
※104.新銳槍械 
匠心獨運的瑞士精品 SIG516 突擊步槍 
※108.軍事英語 
專業英語教室 軍種與兵科 
※110.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二戰工程 U 艇碉堡 
Discovery 頻道：世界工程五霸─超級直升機 
軍事展覽館：記憶中的桃園航空館 
軍事遺跡：飛行場滑走台 
軍事活動：金門 53 堡 1/35 模型 
※118.新系統新武器 
HSTB快速戰術架橋系統陸軍工兵利器 
新加坡金星水面無人載具經濟性海疆巡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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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號航艦首次南下海試 
美國想用岸置飛彈圍堵中國！ 
台灣援助菲律賓慈航 102-1 
大驚！3 架壞 2 架？空軍第二架 P-3C 抵台 
※020.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022.七海艦船 
獨家直擊 海軍蘇澳軍艦甲操 
※042.軍事展覽 
2013 杜拜航空展 
※058.焦點話題 
設立防空識別區 端視需求和能力 
※062.焦點話題 
中國宣佈 ADIZ 的潛在意涵  
走向大國之途？ 
※066.焦點話題 
真正的代理戰爭 釣魚台主權之爭中的無人飛行載具運用想定 
※072.戰機風雲 
空襲日駐新竹基地 70 週年 
※080.FLAK 談軍事 
玄武展翅‧長劍出鞘 亞洲競相發展長程巡弋飛彈 
※084.軍事展覽 
曼谷防衛展 2013 年泰國國防安全展 
※090.中國速報 
中國航天發射 新一波太空競賽 
中國太空發展隊亞太之意涵 
※096.新銳槍械 
人因工程槍械設計的奧妙：戰鬥射擊之人性化操作介面 
※100.軍事博物館 
藍背魚號潛艦博物館 
※106.軍事英語 
階級與兵科 
※100.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納粹二戰工程柏林要塞 
Discovery 頻道：戰略秘笈奪回太平洋 
台灣軍事遺跡：高雄林園鳳鼻頭陣地 
日本軍事旅遊去處：靖國神社遊就館 
軍事電影：紅翼行動 
※116.新系統新武器 
二腳步行地面無人載具概念機 
超高速導引飛彈 
輻魟魚式潛射無人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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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介入與區域拒止的具體實踐 
中國籌組國家安全委員會相關意涵 
萬劍亮相 443 聯隊翔展專案 
2014 中國軍區改組與航艦戰鬥群 
陸運歸仁第二批阿帕契直升機抵台 
海軍田單軍艦加裝艉襟翼 
※024.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030.焦點話題 
2014 春節戰鬥巡弋 
三軍精實戰力呈現 
※038.軍事展覽 
航空自衛隊那霸基地航空祭 
※044.七海艦船 
獵潛高手 海軍海陽軍艦 
※052.七海艦船 
福特級的起源與演進 Part1 起點：CVX 計畫 
※062.軍事秘辛 
錢塞勒維爾號 靶機撞艦意外事件 
※068.軍事展覽 
海軍陸戰隊儀隊 
※072.中國速報 
鯤鵬展翅九萬里 運 20 深度解析 
※080.中國速報 
中國海軍 神盾級驅逐艦 
※086.作戰戰術 
美軍中東搜救戰例檢討 
※092.作戰戰術 
實兵對抗與自由統裁 
※096.潛龍飛天 
潛射魚叉飛彈運交台灣 
※100.焦點話題 
規定是死的 帶兵是活的！ 
※104.焦點話題 
陸戰兩棲偵搜受訓過程紀實 無條件服從無限度忍耐小蝌蚪的蛻變 
※108.軍事英語 
常用軍事英語縮寫二 
※112.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空戰英雄噴火式戰機榮光 
Discovery 頻道：戰壕躲過震波 
亞洲軍事旅遊去處：首爾戰爭紀念館 
模型迷的最佳選擇：Bestfong水貼紙 
軍事電玩：戰車世界 
※118.新系統新武器 
海巡署 3000 噸級巡防艦 
德造排雷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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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區 VS 戰區？ 
解放軍調整大軍區的背後意涵 
從科技整合與專案管理角度 
省思經國號戰機研發 
※018.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024.軍事展覽 
2014 航太首展 新加坡航空展 2014 
※032.焦點話題 
淺論車輛載具攻擊反制作為 
※038.焦點話題 
319 槍擊案真相探微 就特種勤務面探討 
※044.七海艦船 
海軍 15 年兵力整建願景 
※054.七海艦船 
新世代福特級航艦 福特級的起源與演進系列 2 從 CVX 到 CVNX計劃 
※064.戰機風雲 
如何運用 P-3C 的優勢？低空反潛打手搭擋 
※068.中國速報 
台灣首度公開萬劍式遙攻飛彈 
※072.軍事秘辛 
日本擄獲美軍戰機史 
※080.中國速報 
40 年以來第一個重返月球 嫦娥 3 號軟著月 
※086.中國速報 
運 20 深度解析 
※092.中國速報 
航艦戰鬥群編組之評析 
※096.戰術戰法 
淺論實兵對抗與自由統裁 
※100.金戈鐵馬 
淺論大口徑戰車砲作需想定 
※104.金戈鐵馬 
大耳狐式機動防空系統 
※108.軍事英語 
常用軍事英語縮寫三 
※112.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超大建築物狂想曲 
Discovery 頻道：活抓特戰高手 
亞洲軍事旅遊去處：香港海防博物館 
軍事遺跡：南港瓶蓋工廠 
軍事遺跡：基隆西二西三碼頭 
※118.新系統新武器 
AN/PSQ-20 複合式夜視鏡 
韓國軍方採用 K-14 狙擊槍 
美軍史崔克輪甲車性能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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殲二十 2011 號機首飛成功 
2025 年中國對台軍事威脅評估 
日本航自新世代戰機研發近況 
勇固案下的金門防務 
憲兵學校 78 週年 
※026.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032.戰機風雲 
巴西海軍航空的現代化 南美熱絡的天空 
※042.戰機風雲 
2014 年 觀島對抗北方演習 
※050.軍事展覽 
日本航空自衛隊 小牧基地航空隊 
※054.七海艦船 
國際任務要角 
海巡署直屬船隊 
※062.中國速報 
中國第二海軍 
海上執法力量的回顧與展望 
※070.CVNX 計劃：新航艦設計概念的成形 
※080.FLAK 談軍事 
迅捷無影、火力驚人 
台灣自製沱江號飛彈巡邏艦下水 
※084.焦點話題 
青天白日下的泰北兵團 
平議開放徵募滇緬孤軍後裔之影響與問題 
※090.金戈鐵馬 
以軍事量化概念 
陸軍應裝備多少輛 M1A2 
※096.金戈鐵馬 
美造 M109A6 自走砲車整合升級計劃 
※100.新銳槍械 
推陳出新與時俱進 
美造柯特 P0923 卡賓槍 
※104.戰術戰法 
靜如處子、動如脫兔 
淺論特戰滲透與撤退行動 
※108.軍事英語 
空軍單位常用軍事英語 
※112.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大西洋戰役 
Discovery：活抓特戰高手 
世界軍事旅遊景點：皇家泰國空軍博物館 
世界軍事旅遊景點：道之驛嘉手納 
※118.新系統新武器 
V-22 鴞式傾斜旋翼機的護身符  
遙控防衛系統 
設計精良、歷久彌新 
美造 M2A1 重機槍升級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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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馬航 MH370 一次準衛作戰計劃的演練 
軍事軟實力？從馬航事件觀察解放軍救災 
21 世紀的砲兵二戰水準的防護裝具 
※022.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028.焦點話題 
雙龍演習 
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朝鮮半島 
※038.戰機風雲 
飛行員的搖籃 空軍軍官學校 
※044.金戈鐵馬 
朝鮮半島陸戰骨幹韓國陸軍 K-2 主戰車 
※052.金戈鐵馬 
現代北韓主戰車 揭開天馬虎系列戰車的神秘面紗 
※060.金戈鐵馬 
雷霆萬鈞陸軍 21 砲指部火箭營 
※066.軍事展覽 
全民國防知性之旅 陸軍湖口營區盛大開放 
※072.中國速報 
解放軍海軍近期遠海演練動向 
※080.焦點話題 
大數據國防預算的數光還是黑洞？ 
※086.FLAK 談軍事 
超級大黃蜂測試紅外現搜索暨追蹤系統 
※090.戰機風雲 
F-16 家族新血輪 F-16E/F重裝上陣 
※096.七海艦船 
從 CVNX 計劃到福特級 
※106.戰役史蹟 
波卡基村之戰 
※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二戰全記錄納粹祕辛 
探索頻道：鑑識科學方是剖析珍珠港事件 
台灣軍事遺跡：北港飛行場防爆通訊所 
最新軍事電玩：二戰風雲 
※118.新系統新武器 
海上航線守護者：江之島級掃雷艇 
AC-130J 幽魂騎士砲艇機全裝試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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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的新三戰 
審視服貿協議中的國家安全問題 
陸軍阿帕契 808 迫降 
中俄海軍海上協作 2014 聯合軍演 
中越近期南海衝突解析 
SU-35 發展史與設計思想揭密 
※026.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032.軍事展覽 
亞洲防務展 
※040.金戈鐵馬 
陸軍裝甲兵訓練指揮部 
※048.七海艦船 
海軍永安軍艦 
※056.戰機風雲 
飛行員的搖籃 空軍軍官學校 2 
※064.焦點話題 
從衛疆演習 論陸戰隊存廢 
※070.焦點話題 
紅場事件的翻版 北韓無人機 
※076.焦點話題 
淺論日本集團自衛權修正與海外派兵 
※082.中國速報 
中國第一代具有匿蹤構型和遠洋作戰能力 中國海軍 054A 型護衛艦 
※088.武器新知 
水面艦魚雷自衛系統 
※094.FLAK Talk 
電戰萬能還是匿蹤無敵？EA-18G 電戰機與 F-35C 的戰爭 
※098.新銳槍械 
M16/M4 槍系升級探微 
※102.戰機風雲 
V-280 勇氣式通用傾斜旋翼機 
※110.軍事專業英語教室 9 
空軍的組織及架構 
※114.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諾曼地登陸 70 週年紀念 
探索頻道：關鍵戰役突出部之役 
軍事旅遊景點：澳門保安部隊博物館 
※118.新系統新武器 
南海巡護能力將提升海巡署高雄艦下水 
約旦皇家空軍 AC-235 砲艇機成軍就役 



第 359 期 
 
※008 軍事家觀察站 
Observation Post 

看不見的美中大戰 
黃埔薪傳當思孫立人 
薪傳陸軍官校 90 週年校慶 
※018.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024.焦點話題 
2014 環太平洋海上操演系列單元 
系列 1 暗潮洶湧 
系列 2 中國海軍參加 
※038.戰役史跡 
重返諾曼地 血腥奧瑪哈灘頭 
※048.戰機風雲 
美國空軍 493 中隊的波羅的海空中維和 
※056.七海艦船 
老而彌堅、士氣高昂 海軍大峰軍艦 
※064.七海艦船 
澳洲坎培拉級兩棲船塢登陸艦 
※070.七海艦船 
淺論如何對抗非傳統聯兵兩棲攻擊 
※074.武器新知 
水面艦魚雷自衛科技 
※078.FLAK Talk 
龍遊四海跨越島鏈 美國公布 2014 年中國軍力報告 
※084.金戈鐵馬 
快速部署反游擊 陸上自衛隊機動戰鬥車作需剖析 
※090.軍事展覽 
黃埔建軍 90 週年 陸軍官校營區開放 
※096.金戈鐵馬 
永久中立國之盾 瑞士陸軍單兵戰鬥模組 
※100.戰機風雲 
IDF經國號戰機 首飛 25 週年憶往 
※110.軍事專業英語教室 9 
海軍篇 
※110.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見證二戰英雄路 
探索頻道：軍武首選空中決鬥 
最新軍事電玩：看門狗 中文版 
最新軍事電玩： Wargaming展區直擊 
最新軍事景點：新加坡空軍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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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集團自衛權鬆綁與東亞戰略態勢變化 
中國參與環太平洋演習的背後意函 
軍方移交大二膽 
※024.全球軍情簡訊 
Defence Topic 

※030.軍事展覽 
2014 歐洲防務展 年度陸用裝備展 
※042.軍事展覽 
英國 2014 航展 全球最大軍事飛行展 
※051.焦點話題 
從 BUK 防空飛彈系統看馬航誤擊 
※068.戰役史跡 
黃金海灘 桑葚人造港 
※076.戰機風雲 
慈航守護一甲子 空軍救護隊 
※082.七海艦船 
合永專案通用登陸艇 海軍登陸艇隊作業示範 
※086.FLAK Talk 
2014 年神盾反彈道計劃現況 
※090.中國速報 
中國空軍的新疆域與新目標 
※096.新銳槍械 
日耳曼槍械新猶 HK121 通用機槍 
※100.金戈鐵馬 
現代龍騎兵座騎 狼獾式輪甲車 
※104.焦點話題 
大眾運輸安全維安事件 
※108.軍事專業英語教室 11 
海軍篇 
※112.采風錄 
國家地理頻道：絕讚 10 點 
探索頻道：策略首選 
軍事景點：日本大和號博物館 
軍事遺跡：舊空軍總部 
※118.新系統新武器 
海盜旗式無人飛行載具 
狙擊手強化版新進標定莢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