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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六日 

 英國將向烏克蘭提供M270多管火箭發射器，最遠可以擊中80公里外的目標——國

防部長本·華萊士。 

 由 Andrei Ermak 和 Michael McFaul 領導的制裁俄羅斯國際工作組提出了制裁

個人的路線圖。潛在的制裁候選人人數至少有 12000 個人和 3000 個法人實體

。俄羅斯福布斯榜單上的前一百位最富有的人立即獲得了優先權。 

 拉脫維亞禁止所有俄羅斯電視頻道，除非戰爭結束和克里米亞回歸烏克蘭。目

前保留在那裡的八十個俄羅斯電視頻道被禁止播送。 

六月七日 

 波蘭總理馬特烏什·莫拉維茨基表示，波蘭將根據 30 年來最大的合約向烏克蘭

提供價值約 7 億美元的 50 多門 Krab 榴彈砲。他補充說，該協議資金部分來

自歐盟，部分資金來自烏克蘭預算。這些履帶榴彈砲的射程約為 40 公里。 

 英國首相鮑里斯·強森反對世界領導人催促澤連斯基與普京達成糟糕的和平協議

。 

 由於大規模入侵烏克蘭，紐西蘭政府針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44家國有企業實施了新的限製措施。 這份

名單包括俄羅斯最大的公司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也是俄羅斯通過銷售天然氣獲得出口

收入的主要來源。 

 歐盟在沒有提供任何解釋的情況下放寬了對俄羅斯的第六套制裁措施。 總統辦公室負責人顧問米哈伊爾

·波多利亞克（Mikhail Podoliak）表示，禁止歐盟為俄羅斯提供雲端服務的項目已從清單中刪除。 

六月八日 

 挪威向烏克蘭移交了22門M109自走榴彈炮，包括備件、彈藥等設備。 

 波蘭總統安傑伊·杜達開始訪問歐盟國家，期望說服他們支持烏克蘭的歐盟候選

國地位。 

 作為增加對普京政權施壓的新一輪國際制裁的一部分，加拿大已禁止廣告和公關

機構為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工作。 

 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支持烏克蘭成為歐盟成員國候選國，並盡快向烏

克蘭提供必要武器的決議。 

六月九日 

 美國已向烏克蘭提供了10億美元的直接援助以加強經濟，美國駐烏克蘭大使布林克(Bridget Brink)稍後

將提供另外75億美元。 

 澤連斯基簽署了一項法令，對普京、佩斯科夫、俄羅斯總理米舒斯京和侵略國的其他一些高級官員實施

制裁。 

 荷蘭、丹麥和瑞典反對給予烏克蘭歐盟成員國候選國的地位——他們認為烏克蘭不符合歐盟保障民主、法

治等機構穩定性的標準。 

六月十日 

 推特(Twitter)已經封鎖了俄羅斯新聞機構「今日俄羅斯」 (Rossiya Segodnya)擁有的宣傳頻道RT 

France在歐盟的新聞服務帳戶。 

 瑞士已加入歐盟對俄羅斯的第六套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對俄羅斯石油供應的禁運。 

 芬蘭將向烏克蘭提供新的援助方案——細節未透露為保證交付。 該決定是由紹利·尼尼斯托總統(Sauli 

Niinistö)根據政府的建議批準。 

 斯洛伐克將不僅修復烏克蘭軍事裝備，還將對其進行現代化改造——斯洛伐克國防部長雅羅斯拉夫·納吉

(Jaroslav Nagy)。 

六月十一

日 

 烏克蘭駐德國大使安德烈·梅利尼克(Andriy Melnyk)表示，德國計劃在 6 月 22 日左右向烏克蘭交付 

Panzerhaubitze 2000 自走火炮。 大使指出，盡管做出了承諾，但德國尚未（截至戰爭的第 105 天）向

烏克蘭交付任何數量的重型武器。 

 新加坡將向烏克蘭移交9輛救護車、2輛消防車、救援設備、掃雷器和醫療用品。 

 勞斯萊斯(Rolls-Royce)已向烏克蘭醫院交付了兩臺大功率發電機。 一臺發電機可以為幾座醫院大樓供

電。 

 能夠防護領土範圍相當於基輔大小的最新德國防空系統 IRIS-T 將於 10 月抵達烏克蘭。 「這個系統是

世界上最酷的系統。它可以與美國的愛國者相媲美。它是德國產品，」烏克蘭駐德國大使安德烈·梅利尼

克說。 

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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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

年6月11

日 

 在斯洛維揚斯克方向（頓涅茨克地區），敵人的重點是準備部隊進攻斯洛維揚斯克。 在 

Pasika - Bogorodichne 方向進行突擊行動。 他們成功試圖在 Bogorodichny 的西北郊站穩

腳跟。 

 在斯洛維揚斯克方向（頓涅茨克地區），敵人的重點是準備部隊進攻斯洛維揚斯克。 在 

Pasika - Bogorodichne 方向進行突擊行動。 他們成功試圖在 Bogorodichny 的西北郊站穩

腳跟。 

 敵人控制了Kamyshevas 的火車站（T1303 以西約 7 公裏），並可能試圖與向 Orikhovo 推

進的部隊聯繫 

 俄羅斯繼續襲擊伊久姆西南和東南部的定居點，試圖恢復對斯拉維揚斯克的襲擊。 

 在萊曼方向，敵人重新集結部隊並補充彈藥和燃料供應，為對斯洛維揚斯克和西維爾斯克的

進攻做準備。 

 在北頓涅茨克 (Severodonetsk) 方向（盧甘斯克地區），敵人正在向 Novotoshkivske - 

Orikhove 方向推進。 取得了部分成功，繼續留在奧裏霍沃村的北郊。 持續在北頓涅茨克市

開展突擊行動。 

 哈爾科夫方向的情況沒有明顯改變。敵人集中力量維護被

占領的邊界。為了限製國防軍的行動，它向烏克蘭部隊的

陣地開火。 

 一支由敵軍俄羅斯組成的海軍集團繼續封鎖航運，並使烏克蘭南部領土受到導彈襲擊的威脅

。 6月11日，一枚從船錨上拆下的水雷再次被帶到敖德薩地區的海岸。它是在距海岸 20 公

尺的海中發現的。水雷在水中引爆，可能是與另一個物體發生碰撞所導致的。 

 在赫爾松地區，特別是在與鄰近地區的行政邊界和貝裏

斯拉夫區，敵對行動相當激烈，許多房屋和建築物遭到

破壞，平民受傷，牲畜死亡。在該地區，藥品、嬰兒食

品和其他人道主義物資存在問題，無法從烏克蘭控制的

領土運送這些物資，占領者也未從克裏米亞運送物資。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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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六

日 

 6 月 5 日上午，俄羅斯 X-101 空對空巡航導彈襲擊了基輔的鐵路基礎設施，據推測是試圖中斷西方軍事裝備對

烏克蘭前線部隊的供應。 

 6 月 6 日晚上，尼古拉耶夫的一個地區遭到炮擊。該市居民受傷，一人死亡。 

 俄軍用迫擊炮向蘇梅地區邊境地區猛烈開火。大約40次炮擊。 

 烏克蘭安全局收到的信息表明，入侵者可以在臨時占領的赫爾松地區的內部檢查

站射殺在他們看來可疑的平民。 

 在頓涅茨克地區，由於俄羅斯的軍事行動，造成4 名平民喪生，7 人受傷。 

六月七

日 

 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克裏維裏赫區，俄羅斯人在夜間發射「颶風」，有一人受傷。 

 俄軍向尼古拉耶夫地區的巴什坦斯基社區開火，造成兩人喪生，一人受傷。 

 在基輔地區，當地人在樹林裏炸毀了一枚地雷；幸運的是，沒有人員傷亡。 

 周二，俄羅斯炮擊哈爾科夫地區，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六人受傷。 

六月八

日 

 俄羅斯占領者用不同類型的武器對蘇梅地區的多個邊境村莊進行了4次襲擊。 

 哈爾科夫和米科拉耶夫遭到俄羅斯軍隊的炮火肆虐，北頓涅茨克的戰鬥仍在繼

續，盧甘斯克、頓涅茨克和赫爾松地區的平民傷亡。 

 在哈爾科夫地區，有5人死亡，12人受傷，12名平民受傷，哈爾科夫市的房屋

和一家超市遭到破壞。由於該市新巴瓦爾斯基區的炮擊引發生火災，造成兩人

死亡，四人受傷  

 俄羅斯入侵者向尼古拉耶夫地區的 5 個定居點開火，因此造成傷亡和大量破壞

。 

 俄羅斯軍方繼續向札波羅熱地區開火——奧裏霍夫的居民受傷，該地區記錄了

許多破壞。 

 由於俄羅斯周六的軍事行動，頓涅茨克地區有 2 名平民喪生，10 人受傷。 

六月九

日 

 俄羅斯人炮擊了特維爾多梅多沃村（赫爾松地區），造成兩名平民受傷。 

 俄羅斯入侵者繼續炮擊盧甘斯克地區並尋找北頓涅茨克防禦的弱點，造成至少四

名平民死亡並造成大量破壞。 

 俄羅斯入侵者繼續積極炮擊烏克蘭東部和南部，造成哈爾科夫、盧甘斯克和頓涅

茨克地區的人員傷亡，占領者已經將他們的家人運送到赫爾松地區的城市。 

 俄羅斯人在頓涅茨克地區殺死了3名平民。 

 哈爾科夫地區的炮擊導致兩人死亡：房屋被毀，森林被燒毀。  

六月十

一日 

 在敖德薩州Hrybivka 的海灘上，一名度假者被海水中的地雷爆炸死亡。 

 捷爾諾波爾州喬爾特基夫發生爆炸。 4人死於火箭彈襲擊。 

 俄軍在蘇梅州投擲炸藥，還發射了大炮。 

 俄羅斯占領者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 Synelnykiv 區發射集束彈藥，在平民家中引發火災。 

 6 月 11 日晚，捷爾諾波爾地區喬爾特基夫遭到火箭彈襲擊，造成包括平民和士兵在內的 23 人受傷。 

 

 平民在轟炸 Lysychansk 期間受傷。記者

丹尼斯·卡贊斯基記錄了烏克蘭軍隊如何幫

助傷員  

一周內的砲擊  



 

www.tdcenter.org   

info@tdcenter.org  

Kyiv, 01021, Instytutska, 20/8   

5 

 

 

 

 

六月

六日 

 裏烏波爾市長顧問安德留申科(P. Andriushenko)強調，馬裏烏波爾的人道主義局勢

繼續惡化。與此同時，占領者表示，從七月開始，所謂的「人道主義援助」將只提供

給退休人員和殘疾人士。「每天有一千五百到兩千人在前Metro商場排隊等候人道主

義援助（實際上是為了食物）。每天分發的食物只有400份。人們在烈日下徒勞排隊

6個小時。城市也有沒飲用水。他對被占城市的情況發表了評論：被占領土的疫情極

其嚴重，馬裏烏波爾受到霍亂疫情的威脅。 

 根據烏克蘭國家邊境服務局的數據，連續二十七天，通過烏克蘭西部邊境進入的人數超過了離開該國的人數。今天，進入

烏克蘭的總入境人數約為 184,000 人。 

 烏克蘭外交部長德米特裏·庫列巴(Dmytro Kuleba)呼籲西方盟國不要相信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保證，即俄羅斯不會利用通過

在敖德薩港收割莊稼來襲擊該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烏克蘭不能考慮通過鐵路將收獲物經由白俄羅斯領土出口到

波羅的海港口。 

 澤連斯基總統證實，超過 2,500 名烏克蘭Azov戰鬥者在俄羅斯占領者手中。國防部總參謀長正在努力達成釋放他們的機會。 

六月

七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聲稱，俄羅斯阻止烏克蘭出口榖物，是為了通過加劇糧食危機來敲詐世界。 

 根據少年檢察官的官方信息，截至 6 月 7 日，已有 263 名兒童遇難，超過 467 人受傷。 

 據烏克蘭總統常駐克裏米亞自治在被占領赫爾松(Kherson)地區的代表稱，俄羅斯入侵者將大約600人關押在酷刑室，並將

被綁架的居民帶到被吞並的克裏米亞。 

 盡管敵對行動激烈，烏克蘭 5 月份出口了超過 170 萬噸農產品，比 4 月份增加了 80%。 

六月

八日 

 儘管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烏克蘭仍成功完成種植活動：達去年種植面積的 75%。總理什米加爾(Denys Shmyhal)表示，

主要挑戰如下：需要出口和保存新作物,  為農民提供燃料。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試圖將烏克蘭糧食出口問題的規模最小化，稱其為「小規模」。與此同時，俄羅斯占領軍開始通過火

車從梅利托波爾(Melitopol)出口糧食。 

 5月4日，烏克蘭農業政策和食品部第一副部長Taras Vysotsky表示，俄羅斯人從烏克蘭臨時占領的四個地區共出口了約40

萬噸糧食，占該地區百分之三十的儲備。 

 世界銀行已將烏克蘭今年年底的通膨預期從 4 月份的 15% 下調至 20%。 

六月

九日 

 俄羅斯總統府發言人佩斯科夫(Dmitriy Peskov)表示，克裏姆林沒有任何關於烏克蘭軍隊Azov的未來決定的信息。 

 聯合國指出，即使是對烏克蘭關鍵港口進行排雷也可能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六月

十日 

 被占領的馬裏烏波爾面臨了醫療崩潰危機，該市極度缺乏藥品和醫

生。此外，根據馬裏烏波爾市長顧問Andryushchenko的說法：「

有多少馬裏烏波爾居民在這些封鎖下死亡，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他

們將與垃圾一起被埋在左岸的垃圾掩埋場。」 

 根據人權專員Denysova的說法，自全面入侵開始以來，截至 5 月底

，已有超過一百萬烏克蘭人被驅逐出境。 

六月

十一

日 

 在占領軍控制的Zaporizhia地區，將於6月11日起發放俄羅斯護照。特別是在梅利托波爾簽發了 30 份護照。據俄羅斯內政

部稱，超過八十萬所謂「DPR」和「LPR」的居民以簡化方式獲得了俄羅斯公民身份。 

 俄羅斯占領者公開否認馬裏烏波爾面臨霍亂的威脅，但已開始為疫情準備醫療設施。根據馬裏烏波爾市長顧問 

Andryushchenko 的說法，該市準備了四個箱子，用於隔離以前在傳染病科治療過 COVID-

19 的患者。 

 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Andriy Yermak表示，俄羅斯企圖在烏克蘭重演饑荒:占領者正在烏克

蘭的田野發射燃燒彈。 

六月

十二

日 

 聯合國調查俄羅斯在烏克蘭犯罪的獨立國際委員會訪問了基輔州。 Oleksiy Kuleba 提醒說，

在基輔地區已經發現了 1,300 多名被俄羅斯軍隊殺害的平民，而且在清理被毀房屋瓦礫中的

領土的過程中，這個數字還在繼續增長。 

人道主義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