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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7 
 

 英國首相鮑里斯·強森表示，烏克蘭應該贏得對俄羅斯的戰爭，並以自己的方式結束衝突。 他說

：“我們的當務之急是與我們的盟友團結起來，以便烏克蘭在大膽反對普京的侵略中獲得首要地

位。” 

 歐盟打算在7月底前就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第七套制裁措施達成一致。 推測將對黃金進口實施

禁運。 

  

05.07 
 鮑里斯·強森宣布蘇格蘭和威爾斯已撥款 1 億英鎊（1.21 億美元）用於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 

他還補充說，這些地區接受了 9,000 名來自烏克蘭的難民 

06.07 
 

 烏蘇拉·馮德萊恩表示，歐盟正在制定立法，以允許扣押受制裁的俄羅

斯資產並將其用於烏克蘭的戰後重建。  

 匈牙利拒絕向烏克蘭供應西方武器，以免使居住在外喀爾巴阡山脈的匈

牙利人面臨俄羅斯砲擊的危險——外交部長彼得·西哈托（Peter Sijarto

）。 據他介紹，大約有 150,000 名匈牙利人居住在烏克蘭西部。 

 總理丹尼斯·什米哈爾 (Denys Smyhal) 報導，在盧加諾（瑞士）會議期間，烏克蘭獲得近 20 億

美元的財政支持。 40多個國家和約20個國際組織的代表根據國際會議的成果，批准了《盧加諾

宣言》，並承諾支持烏克蘭。 

  

07.07 

 德國拒絕從聯邦國防軍倉庫向烏克蘭提供 200 輛狐式 (Fuchs) 裝甲運兵車。 

 “我們竭盡全力支持烏克蘭。 但我們必須確保德國有能力自衛，”德國國防部負責人克里斯蒂

娜·蘭布雷希特 (Christina Lambrecht) 說。 

 歐洲議會批准向烏克蘭提供 10 億歐元的總體金融援助。 這筆金額是總額為 90 億歐元的特殊

財政援助的第一筆。 

08.07 

 加拿大將在夏末之前將 39 輛通用動力裝甲車從工廠直接運往烏克蘭。

據報道，這些車輛是5億美元軍事援助計劃的一部分，總共會有360輛移

交給烏克蘭軍方。  

 立陶宛眾籌的 Bayraktar “Vanagas” 抵

達烏克蘭。總統辦公室副主任 Andriy 

Sybiha 說：“這是友誼和團結的傑出表現

，再次證明烏克蘭不是唯一與侵略者作戰的國家。”  

 在不久的將來，拜登將宣布一項新的 4 億美元對烏克蘭的安全援助

計劃。它還提供了四個 HIMARS 火箭發射器系統。烏克蘭將擁有 12 

個 HIMARS 系統。此外，該方案為先前轉移的榴彈炮提供了更準確的彈藥。 

 加拿大對與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有關的另外 29 人實施了個別制裁。特別是，名單上包括 

Vladimir Gyndiaev (俄羅斯東正教Kirill大主教)、俄羅斯聯邦外交部發言人 Maria Zakharova

、宣傳人士 Olga Skabeeva。此外，為了應對對烏克蘭的戰爭，加拿大正式宣布禁止從俄羅斯聯

邦進口一些黃金產品。 

10.07 

 

 在紐約，數百人參加一場集會，提醒烏克蘭的戰爭還沒有結束。 活動

的主要目標是提醒人們注意烏克蘭仍在經歷困難時期，烏克蘭需要更多

幫助。 

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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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 

 俄軍部隊在沃倫、波利斯和塞維爾斯克 (Seversk) 方向的活動沒有顯著變化。 本週，俄羅斯軍

方在切爾尼戈夫地區的森基夫卡 (Senkivka ) 和米科萊夫卡 (Mykolaivka) 附近以及蘇梅地區的埃斯

曼 (Esman) 和奧列克西夫卡 (Oleksiivka) 定居點砲擊了烏克蘭軍隊。 

 在哈爾科夫方向，俄羅斯人正在保衛先前佔領的防線。 哈爾科夫市、Yavirske、Stara Hnylytsia

、Ukrainka、Mykilske、Bazaliivka、Ruski Tyshki、Cherkaskie Tyshki、Pyatihirske、Prudyanka、

Chornoglazivka、Kutuzivka、Stary Saltiv、Shestakove 和 Rubizhne 地區經常遭受砲擊。 

 在斯拉維揚斯克 (Sloviansk)的方向上，俄羅斯人被推回了 Bogorodychny 村附近。 

 在克拉馬托爾斯克 (Kramatorsk) 方向，俄羅斯人正試圖通過突擊行動在赫里霍里夫卡 

(Hryhorivka) 定居點地區推進，戰鬥仍在繼續。 

 通過進攻行動，俄羅斯人試圖建立對 Vugleghirskaya TPP 領土的控制並改善多洛米蒂 (Dolomitne) 

地區的戰術地位。 烏克蘭士兵阻擋了他們的行動，並將他們推回原來的位置。 

 在 Avdiyiv、Kurakhiv、Novopavliv 和 Zaporizhzhya 方向，俄羅斯人正在用多個火箭發射器砲擊接觸

線沿線的烏克蘭陣地。 俄羅斯人還在馬里謝爾巴基 (Mali Shcherbaki) 定居點地區（札波利扎地

區瓦西里夫斯基區）進行了空襲。 

 在南布格方向（Mykolaiv、敖德薩地區），俄羅斯人繼續沿接觸線用桶裝和火箭炮系統性地砲

擊民用和軍用基礎設施。 該地區的關鍵基礎設施仍然存在導彈襲擊的進一步威脅 

 

 烏克蘭軍方徹底摧毀了赫爾松方向的兩個俄軍

指揮所  

 武裝部隊以強大的火力將敵人從 Verkhnokamyan 

區擊退。 

 此外，烏克蘭阻止了對 Velyke Artakove 的襲擊企圖。 

 在向斯拉維揚斯克 (Sloviansk) 方向進攻的企圖在 Bohorodychne 附近被擊退。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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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7 

 由於敵人的砲擊，哈爾科夫州的一所學校、一個加油站和一片麥田被燒毀。 哈爾科夫地區發生了 5 起因敵人

砲擊而引起的火災，2 起發生在伊久姆地區，2 起發生在楚古伊夫地區以及哈爾科夫的捨甫琴基夫地區。 

 切爾尼戈夫、蘇梅、哈爾科夫、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遭到俄軍砲擊，頓涅茨克地區砲擊力度加大，赫

爾松局勢緊張。 

 俄羅斯佔領者對蘇梅地區發動火箭彈襲擊，兩次襲擊造成六人受傷。  

 

06.07 

 哈爾科夫遭受導彈襲擊。 斯科沃羅達國立師範大學的大樓遭到破壞。 一

名平民在 Mykolaiv 地區 Nechaiane 村的砲擊中喪生。 頓涅茨克地區發

生了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的激烈砲擊。  

 俄軍對頓涅茨克地區托列茨克市發動火箭彈襲擊，三人被困在瓦礫下。 

 7月6日晚，俄軍用多管火箭系統砲擊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

Synelnyk區，造成3人受傷，其中1人傷勢嚴重 

07.07 
 

 在蘇梅州，俄羅斯人在白天進行迫擊砲射擊，從 BM21（“Grad”）發射火箭，從無人機投下炸藥——沒有人

員傷亡。 

 俄羅斯軍隊大規模砲擊哈爾科夫，造成三名平民死亡，五人受傷。 

 被佔領的斯卡多夫斯克（赫爾松地區）發生爆

炸。一人死亡，四人受傷，其中包括一名兒童。 

 7月7日黎明，俄羅斯入侵者對敖德薩地區和蛇

島發動了火箭彈襲擊。 

 

 佔領者對頓涅茨克地區克拉馬托爾斯克 

(Kramatorsk) 市中心發動火箭彈襲擊，造成1死6傷

。  

08.07 

 晚上，佔領者用高射砲砲擊哈爾科夫，早上在 Mykolaiv 發生爆炸。 晚上，俄羅

斯軍隊大規模砲擊哈爾科夫的內梅什利亞地區，造成三名平民死亡。 

 俄羅斯導彈在德涅斯特水庫20米深處被發現 

 入侵者繼續砲擊蘇梅和切爾尼戈夫地區的邊境地區，不僅襲擊了基礎設施，還襲擊

了放養牲畜的牧場。 

 據“南方”作戰司令部報導，俄羅斯 Kh-31 巡航導彈從敖德薩地區的一架飛機上空發射，在黑海上空解體

。 

09.07 

 由於俄羅斯導彈於 7 月 1 日在敖德薩地區 Bilhorod-Dnistrovsky 區 Sergiyivka 村發動導彈襲擊，受害者人數增加到 

22 人。 

 在 Kryvyi Rih，敵人使用 Grads 砲擊居民區，打死一名婦女。 隨後，一名20歲的女子

在醫院死亡，她的父親和其他幾名傷員受重傷。 

 早上，俄羅斯軍隊砲擊頓涅茨克地區，結果在查西夫亞爾市的車站大樓被燒毀。 

在斯洛文斯克，一個人在自己房子的廢墟下被救援人員發現。 

 早上，佔領者向 Mykolaiv 發射了 6 枚火箭彈，造成了破壞，但沒有人員傷亡。 

 Kryvyi Rih 軍事行政當局負責人 Oleksandr Vilkul 報告了俄羅斯導彈在該市外砲擊的情況。 

10.07 

 由於對哈爾科夫的火箭襲擊，一所學校和一棟住宅部分被摧毀，在佩切內格，砲擊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傷

，俄羅斯人在山谷地區進行了戰鬥偵察。 

 由於火箭彈襲擊了頓涅茨克地區Chasiv Yar定居點的一棟5層建築，已

造成19人死亡，6人受傷，另有23人可能在瓦礫下。 

一周内炮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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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馬里烏波爾的居民因缺乏藥物而瀕臨死亡。 在被占領的城市，癌症患者、

糖尿病患者、肺結核患者和甲狀腺問題患者的藥物短缺。圖為占領後馬里

烏波爾的一家«藥店»。 

5.07 
 烏克蘭已要求土耳其檢查另外三艘懸掛俄羅斯國旗的船隻是否有從被佔領的烏克蘭領土被盜的穀物。 

 6月，有可能將44名被佔領者非法帶回俄羅斯和臨時佔領區的兒童送回烏克蘭控制的領土。 

6.07 
 

 多達 12,000 人仍留在臨時佔領的呂西昌斯克市 (Lysychansʹk)。 俄羅斯人將他們帶到過濾營，對他們

進行愛國主義或武裝部隊的細緻檢查，毆打和折磨他們 

7.07 

 在馬里烏波爾附近被俄羅斯佔領的 Stary Krym 村的大

規模墓葬面積在兩個月內增加了一倍。 

 

 基輔地區的德

米迪夫 (Demydiv) 村

被洪水淹沒了 4 個月

。 發生這種情況的原

因是烏克蘭武裝部隊

破壞了穿過伊爾平河的大壩，以阻止俄羅斯軍隊的前進。 當地人

必須自費抽水，但這還不夠  

 土耳其當局釋放了俄羅斯乾貨船 Zhibek Zholy，這艘船從被占領

的別爾江斯克運來了一批穀物。烏方深感失望地接受了這一消息，並呼籲土耳其方面緊急調查這一情況

，對烏克蘭當局的要求作出詳盡答覆，並盡一切努力防止今後發生類似案件。 

8.07 

 美國駐歐安組織代表團副團長考特尼·奧斯特里安說，美國發現了至少18個過濾營，被驅逐到俄羅斯的烏

克蘭人被送往這些過濾營。 那些在“過濾”後離開俄羅斯的人報告說，可能

與武裝部隊有關的人遭到審訊、毆打和酷刑，以及失踪。 

 烏克蘭 6 月份的年通貨膨脹率從一個月前的 18% 上升至 21.5%。 

 “為了到達盧甘斯克地區的行政邊界，俄羅斯人正在用大砲摧毀周圍的村莊

。即使有平民在他們的房屋和院子裡死去，他們也沒有停止，”盧甘斯克地

區軍事管理局 Serhii Gaidai 負責人評論關於俄羅斯軍隊的行動。 

 

9.07 

 據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約瑟夫·博雷爾（Josep Borrell）稱，

由於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加劇了全球糧食危機，3.23億人處於飢餓的

邊緣。 今天，俄羅斯人故意摧毀烏克蘭好幾公頃麥田。 

 在臨時被佔領的馬里烏波爾，俄羅斯人偷竊倖存的私家車的數量正在迅

速增加。 竊案發生在開放區域或停車場，以及封閉的車庫合作社。 

 俄羅斯人為了以一次性付款的形式“出售”俄羅斯護照，在被佔領土引

發社會危機。 這樣的戰略涵蓋了人口中所有社會弱勢群體。 

10.07 

 在戰爭中受損嚴重的馬卡羅夫 (Makarov) 綜合重症監護醫院附近設置使用

由丹麥送來的流動醫院。 

 美國NASA的火災監測系統從太空中展示了俄烏戰爭前線的樣子。 

人道主義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