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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8 

 土耳其公司 Baykar——Bayraktar 無人機的製造商——已經在烏克蘭註冊併購買了一塊土地用

於建廠。 Baykar 計劃在烏克蘭不僅生產 Bayraktar TB2 和 Bayraktar Akıncı 攻擊無人機，還生產 

Bayraktar Kizilelma 超音速噴氣式飛機。 

 美國向烏克蘭撥款 1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除其他外，新包裝包括用於 HIMARS MLRS 的額

外彈藥、用於 NASAMS 防空系統的彈藥、1000 支標槍和數百個 AT4 反坦克系統。 總的來說

，在拜登執政期間，美國向烏克蘭提供了大約 98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德國不會啟用 Nord Stream 2，即使天然氣形勢嚴峻。 這是由聯邦總理奧拉夫·舒爾茨宣布的。 德國認為對俄羅斯聯邦實施

的制裁是正確的，不會放棄。 

09.08 

 芬蘭敦促不要向俄羅斯人發放歐洲的旅遊簽證。 “當俄羅斯在歐洲發動侵略性和殘酷的戰爭時，俄羅斯人可以過正常的

生活，在歐洲旅行，成為遊客，這是錯誤的，”該國總理桑娜馬林說。愛沙尼亞總理卡亞卡拉斯也呼籲停止與俄羅斯的旅

遊：“停止向俄羅斯人發放旅遊簽證。訪問歐洲是一種特權，而不是人權。”捷克共和國外交部長已經支持全面禁止向俄

羅斯人發放申根簽證。 

 烏克蘭部隊收到了 50 輛新的土耳其 Kirpi 裝甲運兵車——預計未來還將交付 150 輛。 Kirpi 裝甲

運兵車配備了防雷車輛類別中最高級別的保護。 

 來自澳洲的第一批人道主義煤炭抵達烏克蘭。 首批 39 輛煤車已經進入烏克蘭火力發電廠。 

據烏克蘭能源部報導，澳大利亞總共將轉移 79,000 噸煤炭。 

 美國將向烏克蘭提供 8900萬美元用於掃雷。 這筆資金將用於工兵的設備和訓練。 由於這項援助

，烏克蘭將能夠在一年內裝備和訓練 100 個掃雷小組。 該項目是美國最大的烏克蘭掃雷項目。 我們提醒您，在烏克蘭領

土進行掃雷大約需要 10 年時間。 

10.08 

 烏克蘭將從世界銀行獲得 45 億美元。 烏克蘭財政部通報了贈款協議的簽署情況。 這些資金將用於支付養老金和其他的

社會救助計劃。 

 德國又向烏克蘭轉移了四門獵豹高射砲。 德國人還移交了 13 輛裝甲車——三輛疏散車和十輛 HMMWV（“悍馬”）。 

這在德國政府的網站上有說明。 

 立陶宛總統吉塔納斯·瑙塞達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的結果將在戰場上決定，而不是在談判桌上。” 

11.08 

 瑞士將向烏克蘭提供 100噸人道主義援助。 瑞士總統在推特上表示，援助將包括醫療和消防設備。 據他介紹，自 3月以

來，已經透過瑞典向烏克蘭運送了 5300噸人道主義援助物資。 

 英國將向烏克蘭轉移更多的 MLRS。 英國國防部長本·華萊士證實，除了已經在基輔的三個火箭發射器外，倫敦還將向烏

克蘭提供另外三個火箭發射器，以及為他們提供的“大量”導彈。 

 拉脫維亞議會承認俄羅斯是恐怖主義的支持者。 議會承認俄羅斯對烏克蘭和其他國家平民的暴力行為是恐怖主義，俄羅

斯本身是恐怖主義的國家支持者。 同樣在本週，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決議，敦促國務院宣布俄羅斯為恐怖主義的讚助

國。此外，拉脫維亞國會議員呼籲歐盟國家立即暫停向俄羅斯聯邦和白俄羅斯公民發放簽證

。 與此同時，愛沙尼亞決定從 8 月 18 日起停止允許幾乎所有持有其簽發的申根簽證的俄羅斯

人進入該國。 

 另一個近 15 億歐元的軍事援助將從北歐盟國向烏克蘭提供。 這一決定是由哥本哈根盟國會議

的參與國做出的。 雙方同意繼續資助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特別是在訓練烏克蘭軍隊和增加

火砲和彈藥生產方面。 

 丹麥政府正準備向烏克蘭提供 1.1 億歐元的軍事援助。 這筆錢將用於軍隊的武器、裝備和訓

練。 該國總理梅特·弗雷德里克森說：“當前的戰爭不僅涉及領土和邊界，而且是一場信仰之戰：民主與暴政之間，為歐

洲這個自由世界所依據的價值觀而戰。” 

12.08 

 一批新的 M270 MLRS 已抵達烏克蘭——它們是由英國移交的。 烏克蘭國防部長 Oleksiy 

Reznikov 宣布了這一消息，但沒有具體說明相關系統的數量。 

 來自荷蘭和挪威的士兵已被派往英國——他們將訓練烏克蘭軍隊。 “訓練有素的戰士越

多，我們的勝利就越接近，”烏克蘭國防部長 Oleksiy Reznikov 說。 截至目前，丹麥、加拿

大、瑞典、英國和紐西蘭已確認參與英國訓練烏克蘭軍隊的倡議。 

13.08 

 斯洛伐克國防部長雅羅斯拉夫·納吉（Yaroslav Nagy）說，斯洛伐克將首批四支 Zuzana 自走火砲部隊移交給烏克蘭——它們

已經在部隊服役。 

  “拯救亞速”和“俄羅斯是恐怖分子”：支持烏克蘭的示威活動在巴黎繼續進行。 與會者要求承認俄羅斯聯邦是一個恐怖主

義國家並拯救亞速衛士。 他們還呼籲尚未離開俄羅斯市場的法國公司退出俄羅斯市場。 

14.08  歐盟和其他 42 個國家向俄羅斯發出呼籲，要求立即從扎波羅熱核電站和烏克蘭全境撤軍。 

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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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8 

 俄軍正集中力量全面控制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地區，並維持暫時佔領的赫爾松、哈爾科夫、扎波羅熱和尼古

拉耶夫地區。 

 俄羅斯佔領者在多個方向進行了多次戰鬥偵察嘗試，但都失敗了。 與此同時，烏克蘭東部的激烈戰鬥仍在繼

續。 俄羅斯軍隊正在採取焦土戰術，並用重型武器砲擊民用基礎設施。 

 烏克蘭軍隊將俄羅斯進攻擊退的地區：Kharkiv、Slov’yansk、Kramatorsk 方向，在 Palivka 和 Novosilka（Donetsk 地

區）方向。 俄軍在 Oleksandopol、Krasnogorivka、Avdi’yivka、Mar’yinka和 Piski（Donetsk 地區）方向試圖突破烏克

蘭軍隊的防禦，激烈的戰鬥仍在繼續。俄羅斯人還試圖在赫爾松地區的 Lozove 和 Shiroke 定居點地區推進，但

沒有成功，因此損失慘重。 

 8 月 8 日 - 8 月 14 日的這一周內烏克蘭軍隊擊敗了俄方: 

 1,210位軍人 

 53輛坦克 

 裝甲戰車 – 56 

 火炮系統/RSV - 20/0 

 防空手段 – 4 

 飛機/直升機 - 10/2 

 無人機 – 30 

 汽車設備和油箱 – 46 

 特殊設備 – 5 

在俄羅斯臨時占領的領土上，烏克蘭游擊隊繼續採取行動摧毀倉庫和指揮站: 

 8月 8日 在赫爾松地區的幾個被占領定居點發生爆炸。 

 8 月 9 日 在 Novofedorovka（克裏米亞）的軍用機場發生強烈爆炸。幾乎可以肯定，俄方至少有五架  Su-24 

FENCER 戰鬥轟炸機和三架 Su-30 FLANKER H 多用途飛機被摧毀或嚴重損壞。英國情報部門稱，“目擊者影片中

看到的大量蘑菇狀煙霧幾乎可以肯定是由四個露天彈藥庫的爆炸引起的。”俄軍在

克裏米亞爆炸事件後的損失可能是二戰以來莫斯科軍用飛機單日損失最大的一次。 

 烏克蘭空軍對赫爾松和米科萊夫地區的俄羅斯軍隊據點進行了 7 次襲擊

——摧毀了 Novooleksiivka 的一個彈藥庫和馬克西姆高爾基村附近的一個指揮

和觀察哨所。 

 8月 10日 Vesele（赫爾松州）、梅利托波爾和別爾江斯克村傳出爆炸聲。 

 8月 11日 赫爾松地區的烏克蘭部隊摧毀了俄羅斯軍隊的三個指揮所和一個彈藥庫

。 另一個據點被突擊飛機擊中。 俄軍已確認損失 41名士兵、3門榴彈砲和 7件裝

備。 

 8月 12日 Makiivka（頓涅茨克地區）發生爆炸。 在盧甘斯克地區的斯塔羅比爾斯克，一名與俄羅斯通敵的合作

者在汽車爆炸中受傷。 在赫爾松地區被佔領區發生了幾起爆炸：在新特羅伊茨基 (Novotroitskyi)、下塞羅霍齊 

(Nizhny Serohozy)、韋利卡布拉戈維申卡 (Velyka Blagovishchenka)、查普林卡 (Chaplink)。 

 8 月 13 日 烏克蘭部隊的導彈和砲兵部隊對新卡霍夫卡大壩上的公路橋再次實施打擊， 現在已無法使用。 在 

ZSU 擊中 Antonivsky 和 Kakhovsky 大橋後，俄羅斯軍方失去了將其重型裝備運送到第聶伯河右岸到赫爾松的機會

。 

 烏克蘭部隊將俄羅斯軍隊在赫爾松地區的所有後勤路線置於行動控制之下。 

 8月 14日 烏克蘭部隊摧毀了俄羅斯軍隊在 Muzikyvka 和 Nova Kakhovka 的兩個倉庫。 俄羅斯損失了 15名士兵、

一輛 T-72坦克和四輛裝甲車和車輛。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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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8 

 俄羅斯佔領者試圖收復失地，並無情地砲擊已經被佔領的村莊，並在早上襲擊了 Mykolaiv 郊區。 

 佔領者早上炮轟哈爾科夫，造成兩人死亡。 

 蘇梅和切爾尼戈夫地區的邊界繼續遭到俄羅斯境內的砲擊：週日有 6 個社區遭到襲擊。 

 俄羅斯使用 Kh-47M“Kinjal” 高超音速空基導彈襲擊文尼察地區的軍事設施。 

  一天之內，俄羅斯軍方在蘇梅地區境內發射了 130多發砲彈。卡特里尼夫卡村

遭到砲擊，造成一名婦女死亡。 

 由於俄羅斯的砲擊，為該市約三分之一地區提供電力的哈爾科夫 3 號火力發電

站遭到破壞。 

09.08 

 俄羅斯人用火箭齊射系統轟炸了尼科波爾。 

 俄羅斯在夜間向尼科波爾發射了 120 枚火箭，其中一家企業的一名員工住院。 

 8月 9日晚，俄羅斯佔領者再次砲擊哈爾科夫，導致電線桿和電車軌道受損。 

10.08 
 

 俄羅斯軍隊用火箭發射器砲擊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米里夫斯克社區，造成一男一女受傷。 

 8 月 10 日晚，俄羅斯入侵者砲擊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 俄羅斯佔領

者向尼科波爾地區發射了 80 枚火箭彈，造成 13 人死亡、11 人受傷。 

 俄羅斯人砲擊了哈爾科夫州的 Stary Saltiv - 兩人喪生。 

 俄羅斯人用 MSV 砲擊了巴赫穆特鎮：6 死 3 傷。 初步估計，12間房屋受損。 

 夜間，俄羅斯用 “Smerch” 地對空導彈向 Mykolaiv 開火，造成 8 座民宅受損，3 

人受傷，包括一名 13 歲的女孩。 

11.08 

 Sumshchyna：俄羅斯人每天在社區釋放大約 200 枚地雷和射彈。 

 佔領者第四次砲擊 Energodar 核電站，擊中第一台發

電機組附近的泵站。 輻射源附近的現場發生火災，多

個輻射傳感器受損。 

 8 月 11 日黎明，俄軍再次炮轟哈爾科夫市。 

12.08 

 俄軍對扎波羅熱發動大規模導彈襲擊，基礎設施被毀，造成 1死 2傷。 

 蘇梅地區砲擊：敵人摧毀了一片麥田並損壞了房屋。 

 俄羅斯入侵者僅在一天內就殺死了頓涅茨克地區的 7名平民，另有 14人受

傷。 

 敵人從別爾哥羅德的發射導彈襲擊了哈爾科夫，造成了破壞。 包括住宅樓

在內的三個地區遭到砲擊。 

 佔領者用“颶風”轟炸了哈爾科夫地區：有死有傷。 

13.08 

 夜間，俄軍使用 "格雷迪" 向尼科波爾的居民區發射了 30枚火箭彈，此前沒有人員傷亡。 

 俄羅斯人一天殺死了頓涅茨克地區的 5名居民，打傷了 35人。 

 俄羅斯人砲擊哈爾科夫和該地區：三人受傷，一名兒童情況嚴重。 通信、關鍵基礎設施、教育機構遭

到破壞。 

 週六晚上，俄羅斯軍隊對 Mykolaiv 發動了火箭彈襲擊，造成一人受傷。 

14.08 

 哈爾科夫地區砲擊：一枚火箭落在一棟公寓樓附近，15輛汽車受損。 

 俄羅斯佔領者砲擊了 ZNPP 附近的紮波羅熱地區的埃內霍達爾市。 有平民

傷亡。 一名男子和他的狗在行走時死亡。 

一周内炮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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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8 

 受全面戰爭影響，2022 年上半年烏克蘭投資吸引力指數的綜合指標下降了半個點，達到 2.17 分（滿分 5

分）。這是自 2013 年以來的最低值。 

 梅利托波爾市 (Melitopol) 市長伊万·費多羅夫（Ivan Fedorov）表示，俄羅斯人帶

了大約 700名蒙面人來到該市，因為他們無法將當地居民聚集起來，為俄羅斯

大眾媒體準備一張“照片”。在赫爾松地區，SBU 揭露了合作者連根拔起莊稼、

幫助敵人建立陣地並“塑造了佔領當局的正面形象”。 

 根據烏克蘭國家核能發電公司 (Energoatom) 的說法，俄羅斯人在勒索全世界，聲稱他們在扎波羅熱核電

站佈下地雷，準備炸毀它。 

09.08 
 美國國務院已批准撥款 8900 萬美元用於支持烏克蘭領土排雷，據美國估計，烏克蘭 16 萬平方公里的領

土——即約四分之一——“可能被殺傷人員地雷和未爆彈藥污染。” 

10.08 

 烏克蘭安全局收集了有關俄羅斯佔領者安東·斯特魯耶夫 (Anton Struyev) 的完整

證據，他在 3 月占領基輔地區期間下令射殺平民。 SBU 截獲了一段電話交談，

其中“Berkut”（呼號 Struev - ed.）向一名下屬下達了刑事命令：“讓我們敲那裡的每

個人，去你的！有一個平民 - 去你的，婊子！”。 

11.08 

 星期四，俄羅斯軍隊對扎波羅熱核電站和核設施附近的領土進行了 4 次砲擊。 澤連斯基總統表示，俄羅

斯可能會引發歷史上最大的事故——本質上是在沒有核攻擊的情況下使用核武器。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

奧·古特雷斯表示，他對 ZNPP 及其周圍的局勢發展深感關切。 與此同時，俄羅斯拒絕了聯合國關於在核

電站周圍建立非軍事區的呼籲。 

 所謂“LPR”和“DPR”的居民向俄羅斯檢察官辦公室抱怨說，在 2 月 24 日俄羅斯全

面入侵烏克蘭開始後，俄羅斯士兵無情地搶劫和摧毀他們的家園。 信中的一

位作者抱怨道：“他們（俄羅斯人）躲在我們背後，他們是來保護我們的，還

是來搶劫殺人的？ 我再說一遍，我的父母在“DNR”的領土上生活了 8 年，他們

沒有看到這樣的暴行……他們是捍衛者嗎？” 

 根據情報信息，俄羅斯特種部隊創建了一個所謂的“澤連斯基基金會”的虛假網站，並準備了一場廣泛的

媒體宣傳活動，詆毀烏克蘭總統。 

12.08 

 週五，懸掛利比里亞國旗的 BRAVE COMMANDER 船抵達“皮夫登尼”港進行裝貨，隨後將攜帶 2.3 萬穀物駛

往埃塞俄比亞。 

 自烏克蘭全面戰爭開始以來，已有 3,182 名兒童沒有父母照顧。 據檢察長辦公室

稱，截至 8 月 12 日，由於俄羅斯聯邦全面入侵烏克蘭，已有 1067 多名兒童受傷：

361名兒童死亡，706多名兒童受傷。 

 俄羅斯佔領者在烏克蘭東部暫時被侵略者佔領的領土上，從  Rinat Akhmetov 的 

HarvEast 公司偷走了大約 20 萬噸農作物。 在全面戰爭之前

，HarvEast 公司是烏克蘭十大地主之一。 

 俄羅斯媒體報導稱，8月 15日，頓涅茨克武裝分子將開始審理五名被捕外國人

的“刑事案件”，據媒體報導，被告是瑞典公民馬蒂亞斯·古斯塔夫松、克羅地亞

人維科斯拉夫·普雷貝格，以及英國人約翰·哈丁、安德魯希爾和迪倫·希利。 

 烏克蘭當局呼籲世界各國領導人和國際組織防止在馬里烏波爾非法審判烏克蘭捍衛者。據 Mariupol P. 

Andryushchenko 市長的顧問稱，佔領者正準備在烏克蘭獨立日 8 月 24 日對這座城市的捍衛者進行審判，

並匆忙將室內愛樂廳變成了監獄。 “除了籠子外，還設置了一個特殊的掩體/車庫，以接收載著我們被俘

虜的英雄的卡車。這座建築在戰前並不存在，它專門為一個目的而建造 - “法庭”。 

13.08  俄羅斯人在臨時佔領的梅利托波爾市中心的醫院旁邊建立了一個軍事基地。 

人道主義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