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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6 
 

 繼德國峰會結果後，七國集團領導人宣布無限期支持烏克蘭。 關注的焦點是

七國集團國家將繼續協調努力，以滿足烏克蘭在軍事和國防裝備方面的迫切

需求。 

 土耳其公司 Baykar 將不接受烏克蘭人自己為 Bayraktar TB2 無人機籌集資金的付

款，並將免費向烏克蘭前線派出三架無人機。 受這個故事的啟發，波蘭的志

願者也開始為烏克蘭人的慈善機構籌集資金。 

 G7領導人對克列門丘克 (Kremenchuk) 購物中心遭到火箭彈襲擊發表聲明。  

 “我們，七國集團領導人，強烈譴責對克列緬丘克購物中心的卑鄙襲擊。我們與烏克蘭一起哀悼這次野蠻襲

擊的無辜受害者。不分青紅皂白地襲擊無辜平民是戰爭罪。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其他負責人將被繩之以法。” 

28.06 
 美國財政部宣布，將禁止進口俄羅斯黃金，並將 70 家法人實體和 29 名個人列入國際制裁名單。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呼籲聯合國通過恐怖主義國家的定義，承認俄羅斯對克列緬丘克的砲擊是恐怖主義行

為並懲罰侵略者，並呼籲安理會成員將俄羅斯排除在外。剝奪它在大會中的投票權。 

29.06 
 

 澤倫斯基總統在北約峰會上的演說中呼籲聯盟國家幫助制止俄羅斯對烏克蘭和

平城市的恐怖行為，並在共同安全領域為烏克蘭“尋找一席之地”。 

 “北約的開放政策不應該像基輔地鐵的舊閘門：它們是開放的，當你靠近時，

閘門會關閉，直到你付了錢。烏 克蘭還沒有支付足夠的費用嗎？我們對防禦歐

洲的貢獻不是嗎？整個文明還不夠？那你還需要什麼？”總統說道。  

 北約正式承認俄羅斯為其戰略威脅。 北約的新戰略概念正式改變了俄羅斯在聯盟關係中的地位，將俄羅斯

聯邦定義為對盟國安全的最嚴重和最直接的威脅。聯盟還批准了一項全面的援助計劃，其中包括：燃料供

應、醫療設備、對抗生物、化學和核武器的設備等。 從長遠來看，北約同意幫助烏克蘭從蘇聯武器過渡到

現代北約武器。 

 作為 75 億美元預算融資計劃的一部分，烏克蘭從美國獲得了 13 億美元的贈款援助。 

30.06 

 英國將向烏克蘭撥款 12 億美元的額外軍事援助——將針對防空系統、無人機、電子戰設備和數千名烏克蘭

士兵的裝備。 

 瑞典政府正準備批准對烏克蘭的第五批軍事援助——其中包括反坦克武器、機槍和排雷設備。 武器和裝備的

總成本為 5 億瑞典克朗。 

 烏克蘭與敘利亞斷絕外交關係並實施經濟制裁，以回應其承認所謂“L/DNR”的“獨立性”。 烏克蘭認為

敘利亞的決定侵犯了其主權和領土完整。 

 美國總統喬拜登宣布向烏克蘭提供西方防空系統和更多 HIMARS——新的 8 億美元援助計劃還將包括火砲、

彈藥和炮彈定位雷達。 

01.07 

 歐盟委員會提議向烏克蘭撥款 10 億歐元宏觀金融援助——歐盟執委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 

 挪威首相喬納斯·哈爾·斯托爾訪問了烏克蘭，他在那裡目睹了被俄羅斯摧毀的城

市，並承諾提供100億克朗（近10億歐元）的援助。 同樣早些時候，挪威國防部

將幫助烏克蘭從英國接收更多的多管火箭炮，為英國提供三個替換系統。 “我

們必須繼續支持烏克蘭，以便烏克蘭人能夠繼續爭取自由和獨立。我們需要更多

的武器，烏克蘭現在非常需要它們......” - 部長說。  

 法國總統馬克宏宣布，他將向烏克蘭提供另外六門凱撒榴彈砲和大量裝甲車。 

此外，馬克龍指出，北約決定“加強對烏克蘭的經濟、人道主義和軍事支持”。 

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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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7 

 在 Volyn 和 Polissia 方向仍有來自白俄羅斯邊境的入侵威脅。 根據烏克蘭掌握的信息，白俄羅斯武

裝部隊的動員訓練期限已延長至今年7月9日（以前的期限是2022年6月22日至7月1日內）。 作為

上述措施的一部分，正在通過 Gomil 地區的軍事委員會發出傳票。 此外，已通知醫生禁止出國了

。 

 在 Siversk 方向，為了掩護 Briansk 和 Kursk 地區的俄烏邊境，俄軍繼續維持西部軍區第1坦克軍、

第20聯合兵種集團軍多達3個營戰術群和空降部隊。Sumy 和 Chernihiv 邊境地區的烏克蘭國防軍仍

然遭到炮擊。 

 在 Kharkiv 方向，俄羅斯聯邦的部隊正集中力量限制烏克蘭軍隊的行動並阻止他們進一步推進。 

為了收覆失去的陣地，俄軍正在向 Kochubeivka - Dementiivka 方向進行突擊行動。 

 在 Slov'yansk 方向，俄羅斯入侵者正在進行防禦戰。 此外，俄羅斯軍隊猛攻 Borodnyche 市，但沒

有成功。 

 在 Kramatorsk 方向，俄羅斯人用桶裝和噴氣式火炮轟炸了比洛戈裏夫卡、馬亞基和頓涅茨克地區

，以及在呂西昌斯克地區的佐洛塔裏夫卡和上諾卡米揚斯克。 他們向後者的方向進攻，但沒有

成功並撤退。 

 在這周內，俄羅斯人試圖包圍 Lysychansk市。 俄羅斯人還沒有到達 T1302 Bakhmut-Lysychansk 高速

公路，但他們一直向它開火，為烏克蘭軍隊的資源供應製造障礙。 

 6 月29 日，在 Zaporizhzhia 附近，烏克蘭和俄羅斯進行目前最

大規模的戰俘交換。 144 名烏克蘭士兵回家了，其中包括

Azovstal 工廠的 95 名捍衛者。 最後的43人是 Azov 團的成員。 

 在South Bug方向，俄羅斯敵人正集中力量為控制被占領的邊界並阻止烏克蘭國防軍的部隊前進。 

 在黑海西北部，俄羅斯聯邦黑海艦隊艦艇編隊繼續執行封鎖烏克蘭海上通訊和進行偵察的任務

。 為了往烏克蘭領土開火，俄羅斯保留了兩艘高精度武器的載體。 

 2022 年 6 月 30 日，俄羅斯人離開蛇島。 俄羅斯聯邦國防部稱這一舉

動是“善意的舉動”，但烏克蘭方面指出，是烏克蘭軍隊的火力影響迫

使俄羅斯人離開該島。 武裝部隊公布了島上銷毀俄羅斯裝備殘骸的

視頻。  

 烏克蘭武裝部隊擊退了 Novomykhailivka 附近的攻勢，並迫使敵人離開 Kherson 地區的 Ivanivka。 俄

羅斯占領者害怕 Kherson地區當地人口的抵抗。 入侵者的領導層在裝甲車和防彈衣中帶著很多安

全措施四處走動。 當地居民繼續抵抗。 

 在 Lysychansk 方向，俄西斯主義者 (Ruscists) 向 Zolotarivka 方向發起攻擊，控制了一個居民點。 俄

羅斯敵人還強渡 Siverskyi Donets 河，試圖發展成功並奪取 Bilogorivka市。 

 7 月 3 日，為 Lysychansk 進行激戰後，烏克蘭國防軍被迫撤出占領的陣地和防線。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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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6 

 俄羅斯軍隊使用Tu-22M戰略飛機對敖德薩州發動了導彈襲擊。由於炮彈擊中，

估計面積為 500 平方公尺的幾棟住宅樓和附屬建築被摧毀和點燃。初步數據顯

示，有6人受傷，其中包括一名兒童。 

 在臨時占領的馬裏烏波爾，在檢查建築物時發現了 100 多具在轟炸中喪生的屍

體。占領者不打算埋葬死去的烏克蘭人。 

 俄羅斯軍隊正在從 Popasne 方向進攻 Lysychansʹk，該市有很多受損的房屋和

基礎設施。 

 俄軍在 Lysychansʹk 向前來取水的人群開槍，造成至少8人死亡、21人受傷。死者中有14歲和15歲的男孩。 

許多傷患不得不截肢。 

 占領者向購物中心發射火箭彈，那裏有 1000 

多名平民。兩枚火箭彈向 Kremenchug 發射。 

除了購物中心，俄羅斯人還瞄準了城市體育場

。購物中心遭到炮擊，造成28人死亡，在清理

瓦礫時，又發現了29具人體碎片。目前仍有 22 

人下落不明。 該市的許多居民正在尋找無法通

過 DNA 測試識別的失蹤親屬。兩名救援人員在

救援行動中受傷。 

 對哈爾科夫的大規模火箭彈襲擊仍在繼續。 5

人死亡，31人受傷。 其中有 5 名 8-12 歲的兒

童。 

 晚上，俄羅斯入侵者再次用集束炮彈向尼古拉

耶夫開火。 

 俄羅斯人炮擊了蘇梅州的 Krasnopil 社區 40 次。 晚上 10 點後，敵人向 Bilopilʹ 社

區開火。 

28.06 

 到了早上，俄羅斯入侵者向尼古拉耶夫州的奧恰科夫市開火。包括一名兒童

在內的三人死亡。 照片中，一名6歲的女孩在瓦礫下被發現，她在睡覺時被導彈

炸死，另一名兒童處於昏迷狀態 

 俄羅斯軍隊早上向 Mykolaiv發射了8枚火箭彈。 武裝部隊所在的城鎮和城

市的中央體育場遭到破壞。 

 俄軍再次炮轟哈爾科夫。 初步數據顯示，有5人受傷，1人傷勢嚴重。 

 俄羅斯人用火箭襲擊了第聶伯市：他們擊中了加油站，2人死亡，瓦礫下還有人

。 

 在哈爾科夫州，占領者炮擊造成2名居民死亡，整個地區至少有6人受傷。 

 俄羅斯占領者襲擊了 Kryvorizka 火力發電廠的領土。 6月27日，俄羅斯人“宣布”襲

擊了這座火力發電廠。 

 由於俄羅斯炮擊，頓涅茨克州一名平民喪生，另有8人受傷。 

 俄羅斯軍方使用火炮、戰鬥機、無人機、多管火箭炮、迫擊炮和自動榴彈發射

器炮擊了蘇梅和切爾尼戈夫州。 

 俄羅斯占領者在深夜對哈爾科夫發動了兩次火箭彈襲擊，導致該市南部發生火

災。 

29.06 
 

 6月29日上午，Mykolaiv再次響起爆炸聲。 俄羅斯人擊中一座住宅高層建築，造成9人

死亡6人受傷。 

 蘇梅州遭到迫擊炮轟炸。 2人死亡，8人受傷。 

 
 
 
 
 

本周空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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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6 
 在蘇梅州，6 月 30 日，俄羅斯占領者炮擊了 Bilopolska 和 Novoslobidska 社區。 

 俄羅斯占領者在夜間用火箭炮轟哈爾科夫和尼古拉耶夫，用迫擊炮轟炸切爾尼戈夫州。 

1.07 

 俄羅斯入侵者對敖德薩的平民實施了另一

項恐怖主義行為。 晚上，俄羅斯人用三枚

從黑海方向發射的Kh-22導彈襲擊了敖德薩

州的 Serhiyivka 鎮。此次撞擊造成 21 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兒童。共有39人受傷，其

中三名兒童和一名孕婦從廢墟中獲救。 

Serhiivka 的死者中有 4 人來自同一個家庭。 

俄羅斯人還炮擊了謝爾希耶夫卡的一個娛

樂中心，造成四人死亡。 

 早上，Mykolaiv 遭到俄羅斯占領者的猛烈火箭彈襲擊。 12枚火箭彈在城市上空發射。 

 白天，俄羅斯人在蘇梅州釋放了270多枚地雷、火箭彈和射彈。 

2.07 
 

 由於敵人在巴赫穆特的炮擊，有 5 人受傷，其中包括一名兒童。 

 早上，俄羅斯入侵者用火箭彈襲擊了哈爾科夫州的 Nemyshlyansʹky 區，

造成4名平民受傷。 

 早上，俄羅斯人向 Mykolaiv 發射了 12 枚火箭彈。 港口領土上的基礎

設施和工業設施被摧毀。 

 俄羅斯聯邦正在對烏克蘭平民進行導彈恐怖運動，以破壞烏克蘭人的精神

和團結，並促使向莫斯科讓步。 

本周空襲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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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6 

 在6月25日至26日對烏克蘭領土的砲擊中，俄羅斯發射了60至80枚遠程導彈，造價高達2.2億美元。 

 被佔領的馬里烏波爾居民嚴重缺乏食物。 因此，馬里烏波爾市議會的電報

頻道說，他們用即興材料為鴿子設置了陷阱。 “人們在 1932 年至 1933 年的

飢荒期間做了同樣的事情，”市議會報告說。  

 在馬里烏波爾，在街上一棟房屋的瓦礫下發現了一個新的萬人坑。 基輔市

市長顧問 Petro Andryushchenko 報導稱，“又有超過 100 具屍體，”他說。 

 俄羅斯佔領者在盧甘斯克地區摧毀了60多個機構和文化古蹟，其中14個被

完全摧毀。 

 由於戰爭，烏克蘭人的食品購買力下降了三分之一。 

 英國將提供科技來檢驗小麥，使俄羅斯從臨時佔領區偷走的烏克蘭糧食不能進入世界市場。 

28.06 

 由於俄羅斯 6 月 27 日的砲擊，Mykolaiv 地區 10 公頃的小麥和一個糧食倉庫

遭到破壞。 

29.06 
 

 盧甘斯克 OVA 負責人 Serhii Gaidai 報告說，俄羅斯佔領者幾乎摧毀了該地區的橡膠倉庫。 

 在被佔領的札波利扎核電站，入侵者將排乾冷卻池，據稱是“為工人尋找武器”，這可能導致核子危險。 

30.06 
 

 俄羅斯佔領札波利扎地區的“當局”宣布，第一艘裝滿穀物的船已經離開別爾江斯克 (Berdyansk) 港——俄

羅斯人正在從烏克蘭農民手裡偷走穀物。 

 國際特赦組織經過調查得出結論，3月16日，俄羅斯軍方蓄意襲擊了馬里烏波爾的

劇院：他們知道有人躲在那裡，卻向劇院投擲了兩枚500公斤重的炸彈。 

 俄羅斯人瞄準了一家農業公司，摧毀了位於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Dnipropetrovsk)

州澤列諾多爾斯克 (Zelenodolsk)的一個倉庫，那裡有 40 噸糧食 

1.07 

 被俄羅斯囚禁約 3 個月的烏克蘭護理人員 Yu. Paevska (Tyra) 說，俄羅斯佔領

者將她與其他 21 名婦女關押在頓涅茨克 SIZO 的一個小牢房裡。 “態度很糟糕

。他們不讓我打電話或給予醫療幫助。 在調查完成之前，我不會談論酷刑和心

理影響，儘管這很可怕。” 

 烏克蘭大使瓦西爾·博德納爾（Vasyl Bodnar）呼籲土耳其當局對懸掛俄羅斯國

旗的船隻採取措施，該船隻從被佔領的別爾江斯克運來貨物。 據悉，它正在運送7000噸烏克蘭糧食。 

 歐洲人權法院根據烏克蘭軍官奧利尼琴科的妻子提起的訴訟，在一項臨時決定中命令俄羅斯尊重所有囚犯

的權利，並為他們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 

 被俄羅斯人佔領的北頓涅茨克軍民行政當局負責人奧列克桑德爾·施特留克 (Oleksandr Stryuk) 說，俄羅

斯試圖以犧牲當地人口為代價來補充所謂的“LPR軍隊”的隊伍。 

 週五晚上，在敖德薩地區的謝爾希伊夫卡 (Serhiyivka)，摩爾多瓦擁有的一個兒童康復中心因火箭彈襲擊

而受損。. 

2.07 
 截至7月2日上午，因俄羅斯聯邦全面武裝侵略，烏克蘭境內已有984多名兒童受傷，其中344人死亡。 

 2022年7月1日，烏克蘭國家核能發電公司 NNEGC“Energoatom” 透過自己的努力，恢復了札波利扎核電站

與國際原子能機構之間中斷的聯繫。 

人道主義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