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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 
  立陶宛記者 Andrius Tapinas 為了給烏克蘭武裝部隊買到 TB2 拜卡無人機 （Bayraktar） 籌集了 500 萬歐元，他將價格為 

150 萬歐元的 110 臺立陶宛製造的 EDM4S Sky Wiper 反無人機槍交給烏克蘭。 這些槍將分配給烏克蘭的 35 個軍事單位

。 

14.06 

 作為 6 月 14 日第六套製裁措施的一部分，歐盟將另外三家俄羅斯銀行與 SWIFT 系統斷開連接：俄羅斯聯邦儲蓄

銀行（Sberbank）、俄羅斯農業銀行（Rosselkhozbank） 和莫斯科信貸銀行。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弗蘭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支持給予烏克蘭成為歐盟成員國候選國的地位，但他不能

透露烏克蘭加入歐盟的具體日期：「烏克蘭人捍衛我們歐洲的價值觀。如果他們要求給他們機會加入歐盟，我們不

能說「不」。 

 據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安娜·馬利亞爾（Hanna Malyar）報道，迄今為止，烏克蘭從其西方夥伴已經獲得了應對俄羅

斯侵略所需的大約 10% 的軍事援助。 

15.06 
 

 美國計劃向烏克蘭提供情報，以使用多管火箭炮系統進行打擊。 據五角大樓稱，烏克蘭軍人已經完成了使用 HIMARS 

多管火箭炮系統的訓練。到 6 月底，烏克蘭將接收這些系統並能夠在頓巴斯軍區進行防禦。 

 美國計劃向烏克蘭提供價值超過 6.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其中包括 AGM-84 魚叉反艦導彈（Harpoon）。 

 斯洛伐克已決定向烏克蘭提交戰鬥直升機。加拿大、波蘭和荷蘭已決定成立新的火炮單位。 這是五角大廈領導人勞

埃德·奧斯汀（Lloyd Ostin）在布魯塞爾的 「拉姆斯坦」 舉行會議後宣布的。 他還證實

，德國將向烏克蘭提交三架裝有制導彈藥的多管火箭炮。 

 根據 「拉姆斯坦 - 3」 會議的結果，美國向烏克蘭提供的安全援助總數：超過 6 萬枚 

FGM-148 標槍導彈 （Javelin）； 超過 5 千枚 FIM-92 毒刺便攜式防空導彈（Stinger）； 超

過 700 架彈簧刀無人機（Switchblade）; 20 架 Mi-17 直升機； 數十萬小型武器彈藥  

16.06 
 

 斯洛伐克已經向烏克蘭提交了四架 Mi-17 直升機和一架 Mi-2 直升機，以及 BM-21 

「冰雹」多管火箭炮的彈藥。 

 由立陶宛提交的 M113 裝甲運兵車已經在烏克蘭了，並開始用於軍事需求。 立陶宛

國防部指出，立陶宛向烏克蘭提供的援助總額達到 1.15億 歐元。 

 法國總統馬克宏、德國總理奧拉夫舒爾茨和意大利總理德拉吉乘坐專列抵達烏克蘭

，參觀了被毀的伊爾平市，並會見了澤連斯基總統。 

 法國總統馬克宏表示，德國和法國不會要求烏克蘭作出讓步來結束俄烏戰爭。他的

立場得到了德國總理奧拉夫·舒爾茨的同意。 

 與澤連斯基總統會晤時，意大利總理德拉吉保證，烏克蘭將獲得重建被俄羅斯人摧毀的基礎設施的援助。 羅馬尼亞

總統克勞斯·約翰尼斯呼籲針對俄羅斯戰犯進行國際起訴。 

 英國外交部部長利茲·特拉斯認為，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應該參與烏克蘭和俄羅斯

的談判進程。 

 法國將向烏克蘭提交另外六個 155 釐米凱撒自走炮。 

 德國、意大利、羅馬尼亞和法國呼籲烏克蘭「立即」獲得歐盟候選國地位。 

 英國從一家比利時公司購買並修理了20多個 M109 遠程自行榴彈炮，將提交給烏克

蘭。 

 可口可樂公司再也不會在俄羅斯生產或銷售可口可樂或其他品牌的產品。 

17.06 

 據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簡報會上宣布的，歐盟委員會已正式提議給予烏克蘭候選

國的地位。  

 英國首相鮑裏斯·約翰遜已抵達基輔進行訪問。 英烏雙方討論了重型武器和防空系統的供

應、對烏克蘭的經濟支持、針對俄羅斯的制裁以及安全保障。 約翰遜首相還向澤倫斯基

總統提供了一項在英國領土上訓練烏克蘭軍隊的計劃，並保證每 120 天可以訓練多達 1 萬

名烏克蘭士兵。 

 從7月1日起，烏克蘭將對俄羅斯公民實行簽證入境制度。 

19.06 

 據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 (Jens Stoltenberg) 的報告，即將在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的參與者將宣布，俄羅斯再

也不是北約的合作夥伴，而是「對和平與穩定的威脅」。 相關項目將出現在新的北約戰略概念中，該概念將於 6 月 

29 日至 30 日提出。  

 英國首相約翰遜提出了支持烏克蘭的四條計劃：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彈藥和設備；以維持國家機構穩定的財政援助

； 為烏克蘭食品（主要是穀物）出口提供陸路通道；解除俄羅斯對烏克蘭海港的封鎖，並協助立即出口 2500 萬噸

烏克蘭的小麥和玉米。 

国际支持 



 

www.tdcenter.org   

info@tdcenter.org  

Kyiv, 01021, Instytutska, 20/8   

3 

 

 

 

 

  

19.06 

 在哈爾科夫，俄羅斯軍隊正試圖阻止國防

軍接近烏克蘭的國界以及在斯洛文斯克 

(Sloviansk) 附近行動的俄羅斯軍隊的後方。 

烏克蘭武裝部隊解放

了伊齊烏姆附近的 

Dmytrivka 村。 

 對斯洛文斯克，俄軍的主要力量繼續集中在城市附近的進攻上。 戰鬥還在繼續。。 

 在頓涅茨克地區，敵人繼續將主要力量集中在西維爾頓涅茨克 (Sievierodonetsk ) 和巴

赫穆特 (Bakhmut)。 

 對於萊曼 (Lyman)，沒有積極的行動。 大炮向 Sydorove 和 Maiakiv 地區開火。 

 向西維耶多涅茨克方向，敵人繼續用桶裝火炮和多管火箭系統對我軍陣地和呂西昌斯克

、梅蒂奧爾基諾、烏斯季尼夫卡和沃羅諾夫附近的民用基礎設施進行射擊。 

 Sievierodonetsk 市的戰鬥仍在繼續。 為了改善戰術陣地，俄羅斯部隊試圖在城外進行突擊

行動，但失敗了。 烏克蘭守軍擊退了貝雷斯托夫村 (Berestove) 附近的攻勢，給俄羅斯占領

者造成了巨大損失。 

 在巴赫穆特，俄羅斯軍隊炮擊了烏克蘭軍隊在佐洛特 (Zolote)、斯皮爾內 (Spirne)、貝

雷斯托夫 (Berestove)、索萊達爾 (Soledar)、克利諾夫 (Klynove)、特羅伊茨克 

(Troitske) 地區的陣地。 

 在赫爾斯克 (Hirske)、貝雷斯托夫和

科德馬 (Kodema) 不遠處，烏克蘭軍

隊再次給敵人造成了損失。 在進攻

行動不成功後，俄羅斯部隊撤退了

。 

 在 Avdiivka、Kurakhiv、Novopavlovske 和 Zaporizhzhia，敵人沒有進行積極的行動。 

 烏克蘭海軍武裝部隊擊中了一艘前往茲米尼 (Zmiinyi) 的俄羅斯軍用拖船。 

 在南布格 (Bug) 方向，俄羅斯軍隊在 Shyroke、Blahodatne、Shevchenkove、Prybuzke 

和 Topolyne 定居點附近炮擊。 與此同時，俄羅斯人正在努力改進其先進陣地的工程裝

備，並在因古萊茨河沿岸的危險地區進行採礦。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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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 

 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 組織記錄，俄羅斯人用查禁的集束彈藥炮擊哈爾科夫 (Kharkiv)。研究

人員還發現了多重撞擊痕跡，包括地面上的大量碎片，這與 9H210 / 9H235 集束彈藥的痕跡相對應。 

 集束彈藥是一個裝有幾十個子彈藥。它們到了特定高度就會分散。大部分

子彈藥在撞擊時不會爆炸，因此會變成地雷。國際法禁止使用（以及生產

、積累、銷售或轉讓）這種多重霰彈。 

 由於俄羅斯炮擊哈爾科夫地區，造成6起火災，2名兒童受傷。 

 俄軍用 「颶風」多發火箭系統 (Uragan) 對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

澤列諾多爾斯克市 (Zelenodolsk) 和韋利卡·科斯特 (Velyka Kostromka) 羅姆卡

村進行空襲，造成1人死亡、5人受傷。 

 俄羅斯占領者炮擊了Sumy地區的邊境村莊，造成一人死亡。 

 俄羅斯人向Chernigiv地區的Pryluky發射了三枚導彈。 在 Pryluky 區的一些村莊

，由於空襲後的火災威脅，人們正在撤離。   

14.06 

 頓涅茨克地區的軍事行動造成3名平民死亡，4人受傷。 

 俄羅斯入侵者使用降落傘炮彈轟炸了哈爾科夫地區的城市型村莊 Zolochiv。 

 在 Ternopil 和 Lviv 地區發生爆炸，一枚被擊落的火箭損壞了 Zolochiv 的

一個基礎設施，已知有六名受害者，包括一名兒童。 

 周二，烏克蘭空軍摧毀了三枚從黑海發射的俄羅斯導彈。 

 夜裏，俄羅斯軍隊用颶風多管火箭器向 Dnipropetrovsk 地區開火。 一

名平民因占領者的炮擊而死亡。 她的屍體在別墅附近被發現。 不

幸的是，這是本周第三名死於敵方颶風武器。 

 這是過去一周歐洲的火災地圖（NASA） 

15.06 
 

 在 Dnipropetrovsk 地區的 Apostolovo 市，有四人死於俄羅斯的颶風多管火箭器

。 

 6月15日晚，Kharkiv 遭到孤立炮擊，Dnipropetrovsk 地區和 Mykolaiv 地區也受

到空襲。Luganskdiqu和 Donetsk 地區的戰鬥仍在繼續。 

 俄羅斯軍隊向 Mykolaiv 市的住宅區開火，一座四層樓的房子因此遭到破壞。 

 Kherson 檢察官辦公室表示，在 Chornobayivka 的爆炸中有兩人死亡，另外五人受

傷。 

 警方表示，爆炸是由一枚俄羅斯敵人的炮彈擊中當地市場引起的。 

16.06 
 

 由於俄羅斯導彈襲擊，一家建築公司在 Novomoskovsk 地區被摧毀。 

 俄羅斯導彈再次擊中 Donetsk 地區的定居地。 這一次 Pokrovsk 市和 

Grishine 村。 

 兩人受傷，至少 14 座私人住宅、一個氣象站和一個農場被毀壞，至少有

三十隻動物死亡。 

 俄羅斯人嚴格遵守他們的焦土戰術。 他們襲擊民用目標，恐嚇人們。 

 俄羅斯占領者夜裏向 Sumy 州的 Sadivska 發射導彈，造成 4 人死亡，

至少 6 人受傷。 

 由於俄羅斯對 Sumy 地區的炮擊，一棟農業建物被破壞，奶牛受傷。 

 由於俄羅斯聯邦對 Lisichansk 的空襲，至少有 4 人喪生，7 人受傷。 

17.06 

 早上，俄羅斯占領者向 Nikolaev 發射火箭，造成 2 人喪生，另有 20 人受傷。 

 由於俄羅斯對Kharkov地區的 Pervomaysk 發動導彈襲擊，3 人受傷。 

 由於俄羅斯在 Donetsk 地區的戰爭行動，造成 4 名平民喪生，另有 6 人受傷。 

 白天，俄軍用各類武器向 Sumy 地區開火，總共進行了100多次火炮射擊。 

 
 
 

一周內炮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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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 

 戰鬥在 Severodonetsk 繼續進行，俄羅斯人試圖在城外進行突擊行動但

沒有成功，占領者還對鄰近的村莊 Sirotyne 和 Borivske 發動了空襲。 

 

 俄羅斯人向 Kryvyi Rih 發射了導彈，造成了破壞和人員傷亡。 

 

 俄軍向Kharkiv開火。 占領者向 Izum 區的一家天然氣加工廠開火。 

 

 俄羅斯入侵者向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新莫斯科斯克區的燃料基礎

設施發射了幾枚導彈，造成數人受傷。 

 

 在馬裏烏波爾，已確認另有 21 名兒童死亡，兒童中的受害者人數達

到 323 人。 

 

 俄羅斯入侵者朝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 Novomoskovsk 的一個油

庫發射了三枚巡航導彈，造成11人受傷。 

 

 白天，俄羅斯入侵者在頓涅茨克地區打死1人，打傷11人。 

 

 敵人兩次炮擊 Mykolaiv：白天用 X-55 導彈，晚上用 Kalibr。 

 

 一枚導彈被烏克蘭部隊使用便攜式防空導彈系統中摧毀。 兩枚導彈擊中

了塑膠窗戶工廠，另一枚擊中一棟住宅樓，另一枚擊中了香腸生產設施

。 

一周内炮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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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 

 在伊爾平(Irpen)，烏克蘭鐵路公司 (Ukrzaliznytsia ) 利用鐵路車廂為在戰爭中失去

家園的居民建造了臨時住處。 

 據烏克蘭農業政策和食品部第一副部長塔拉斯·維索茨基 (Taras Vysotsky) 

稱，由於俄羅斯的全面入侵，烏克蘭已經損失了 25% 的土地。 

 一艘載有 18,000 噸烏克蘭玉米的貨船抵達西班牙拉科魯尼亞港。 這是第一

批通過“新海路”穿越波羅的海以避開俄羅斯封鎖的烏克蘭港口的烏克蘭糧

食運輸。 

 在赫爾松地區附近的新卡霍夫卡 (Nova Kakhovka) 和貝裏斯拉夫 (Beryslav)

，俄羅斯軍隊強迫烏克蘭農民將 70% 的作物提供給克裏米亞買家。 同時，禁止向烏克蘭控制的

領土出口農作物。 

 俄羅斯人和合作者開始在被占領的馬裏烏波爾交易被盜的俄羅斯“

人道主義援助”物資。 

 依據烏克蘭國家緊急服務中心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of 

Ukraine, DSNS) 報告稱，由於俄羅斯炮擊哈爾科夫區域的周邊幾個

地區，超過 8 公頃的生態系統被燒毀。 

14.06 

 美國與歐洲盟友正在制定烏克蘭的糧食出口計劃，特別提議在烏克蘭邊境設立糧倉。 

 在被占領的城市裏，俄羅斯人沒有辦法讓當地居民加入所謂的“民兵”行列。 根據全國抵抗中心

的說法，這就是俄羅斯入侵者招募未成年人在這些單位“工作”的原因。 

 所謂的克裏米亞占領當局「負責人」謝爾希·阿克謝諾夫說，俄羅斯人通過塞瓦斯托波爾 

(Sevastopol) 出售從烏克蘭被占領土偷來的糧食。 

16.06 
 

 在赫爾松地區，據占領當局稱，所有在 2 月 24 日之後出生的孩子都將自動獲得俄羅斯公民身份

。 

 據報道，在馬裏烏波爾，除了「Metro超市」附近的所謂「衛生接待點

」外，俄羅斯人還開設了「清洗點」——集體淋浴站。 

 據馬裏烏波爾市長的顧問安德裏烏申科稱，俄羅斯人摧毀了一輛為撤離

的馬裏烏波爾居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列車。 這些來自世界中央廚房

的人道主義援助本應為頓涅茨克地區的居民提供食物。 

 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稱，自 2 月 28 日以來，已有 2,479,398 人返回烏克蘭。 

17.06 

 在臨時占領的馬裏烏波爾，每天有 10-15 人抱怨霍亂和痢疾癥狀，但他們

被送回家。 

 在俄羅斯暫時占領的領土上，至少建立了20個過濾營和監獄。 到達那裏的

烏克蘭人會遭受酷刑、毆打和審訊。 據能夠離開那裏的人說，俄羅斯人用

電流折磨烏克蘭人，使他們昏倒。 特別在過濾營地，有一個房間，叫做「

籠子」。 那裏的人不給水也不給食物，就在大家面前的角落裏上廁所。 

18.06 

 馬裏烏波爾的飲用水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排隊的人越來越

多。 人們排隊取水至少要兩天。 管道爆裂後，人們不得不從

水管破裂後形成的水坑中取水。 

 在馬裏烏波爾，手機充電設備可以換成汽油。 布告欄上

寫滿了搜索親屬和藥品的信息，而拉什斯特人道主義中心則提供食物以換取居

民的家用設備。 在這張照片中，馬裏烏波爾的居民在髒水坑裏清洗東西。 

人道主義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