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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 

 愛沙尼亞外交部長 Ulmas Reinsalu 表示，愛沙尼亞將在歐盟第八輪制裁中推動對俄羅斯實施全面能
源禁運的想法。據他說，愛沙尼亞還將提議在一攬子計劃中包括新的貨物類別、俄羅斯銀行與 SWIFT 
的最終斷開以及禁止俄羅斯人進入歐盟。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美國不支持全面禁止俄羅斯公民簽證。他說：“美國不想關閉俄羅斯持不同
政見者的庇護和安全途徑......我們已經明確表示，重要的是在俄羅斯政府和俄羅斯人民的行動之間
劃清界限。” 

23.08 

 荷蘭將提供 6500 萬歐元用於恢復烏克蘭的基礎設施。一攬子援助計劃將包括為參與修復烏克蘭橋梁
、水壩和醫院的荷蘭公司提供資金。部分資金將用於支持烏克蘭的中小企業。 

 第二屆脫占領峰會“克里米亞平台”已經啟動。約 60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代表參加了會議。會人員
的主要發言是如下： 

 波蘭總統安德烈·杜達（Andrzej Duda）呼籲拆除北溪2號項目，並重申克里米亞屬於烏克蘭。 
 德國總理奧拉夫·蕭茲 (Olaf Scholz) 宣布了一項新的軍事援助計劃：加拿大和德國將向烏克蘭提供
防空系統、導彈系統和大量彈藥。 

 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Justin Trudeau）宣布，他準備對俄羅斯聯邦及其公民和公司實施新的
制裁，因為他們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支持對烏克蘭的侵略。加拿大政府將支持烏克
蘭和烏克蘭人，包括財政支持。特別是，該國政府將向烏克蘭提供 300 多萬美元
的安全援助。 

 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保證，該集團將
幫助烏克蘭按照北大西洋聯盟的標準捍衛其獨立性，並盡可能擴大軍事支持。他
補充說，烏克蘭的冬天將很艱難。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蘇拉·馮·德萊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說，占領
後，俄羅斯聯邦利用克里米亞進行鎮壓試驗。 

 斯洛伐克國防部長雅羅斯拉夫·納吉（Jaroslav Nagy）在推特上表示，
未來幾周內，30 輛履帶式 BVP-1 連同彈藥和備件將從斯洛伐克運抵烏克蘭。 

24.08 

 美國將向烏克蘭提供近 30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白宮在烏克蘭獨立日宣布
了這一消息。這筆資金（29.8 億美元）將幫助烏克蘭購買防空系統、無人
機、火砲系統、彈藥和雷達。這是迄今為止美國對烏克蘭最大的安全援助
。 

 鮑裏斯·強生 (Boris Johnson) 抵達基輔：祝賀獨立日並宣布價值 5400 
萬英鎊（6350 萬美元）的新軍事援助計劃。據英國政府網站稱，該計劃將
包括 850 架手持 Black Hornet 微型無人機和反坦克彈藥。“烏克蘭正在
發生的事情對我們所有人都很重要。這就是我今天來到基輔的原因。我相信烏克蘭能夠並將贏得這場
戰爭，”首相在推特上寫道。 

 烏克蘭和英國將簽署一項數位貿易協議。據數位事務部報導，該協議將有助於烏克蘭參與全球經濟，
並將積極影響烏克蘭作為貿易夥伴的形象。請註意，烏克蘭將是繼新加坡之後第二個與英國簽署此類
協議的國家。 

25.08 

 據路透社報道，台灣國有能源公司將不再從俄羅斯聯邦購買煤炭。結果，台灣加入了西方對俄羅斯入
侵烏克蘭的“煤炭”制裁。 

 西班牙將向烏克蘭移交一個完整的防空連、裝甲車、彈藥和 1000 噸柴油，價值約 250 萬歐元。援助
計劃還包括 30,000 套冬季軍裝。 

26.08 

 比利時將向烏克蘭提供 800 萬歐元的援助。這筆資金將用於武裝部隊的
急救用品、冬衣、夜視設備和醫療用品。比利時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說：“今
年冬天可能是衝突的決定性階段。因此，武裝部隊獲得必要的裝備以繼續抵抗

俄羅斯的侵略非常重要。 
 德國不會將可用於在俄羅斯領土上開火的武器轉讓給烏克蘭。這是由總

理奧拉夫·蕭茲 (Olaf Scholz) 宣布的。據他介紹，德國將采取行動防止俄烏
戰爭演變成“完全不同的戰爭”。朔爾茨還補充說，德國的目標仍然是“普京不會贏得戰爭”，烏克
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受到保護。 

 烏克蘭部隊將從立陶宛接收 37 架波蘭制造的 Warmate 神風敢死隊無人機。立陶宛國防部長 Arvydas 
Anushauskas 在推特上表示，為了有效打擊俄羅斯入侵者，波蘭制造商 WB Group 將免費向烏克蘭提
供 10 架無人機。 

27.08 
 五角大廈與 Raytheon Missiles & Defence 公司簽署了一項合同為烏克蘭購買 NASAMS 防空系統。這
些是短程和中程地對空導彈系統。合同價格超過 1.82 億美元。防空系統生產的大致完成日期為 2024 
年 8 月 23 日。 

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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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8 

 俄羅斯人繼續砲擊烏克蘭境內的軍事和民用目標。 

 Volyn, Polesia 和 Siveria方向以及黑海和亞速海水域的情況沒有發生任何重大變化 

 Kharkiv、Sumy、Zaporizhia、Pivdennobuh, Kramatorsk 方向，敵人發射火砲和噴氣式火

砲，並進行了空襲。 

 Slovyansʹk、 Bakhmut、Avdiyivka方向，記錄到來自桶裝火砲和多管火箭系統的砲擊。 

俄國人試圖發動襲擊，但沒有成功，被迫撤退 

 一周內 8 月 20 - 8 月 27 俄羅斯損失: 

 人員損失 - 1850 

 坦克 – 35 

 裝甲車 - 45 

 火砲裝置 - 32/8 

 防空手段 - 7 

 飛機/直升機 - 0/6 

 無人機 - 35 

 船舶 - 0 

 汽車設備和運油車 - 34 

 專業技術設備 - 2 

 烏克蘭在暫時被占領的領土上繼續抵抗。 

 烏克蘭部隊的導彈和砲兵部隊再次通過 Kakhovskaya 

水電站擊中橋梁，摧毀了 20 名俄羅斯軍人、2S5 Giatsint-S

、兩個2S19 Msta榴彈砲、兩個S-300發射器、一個照明和制導

雷達站，和一個移動雷達綜合體。 

8月22日 

 臨時被占領的頓涅茨克發生爆炸。  "P'yatnashka" 被

毀滅, 它是一個非法武裝編隊，主要由在烏克蘭東部戰爭期間加入俄羅斯武裝分子隊伍的

阿布哈茲人組成。 

8月23日 

 晚間，在頓涅茨克地區 Komsomolʹsʹke 村的另一個俄羅斯人倉庫被燒毀。  8月23日上午，

烏克蘭部隊襲擊了赫爾松地區的 Antonivsʹkyi 橋。 同日，親俄電報頻道報道，在頓涅茨

克所謂 DPR 的“行政”受到了直接的打擊。 

8月24日至25日 

 晚間，烏克蘭部隊擊中了俄羅斯人的 Kakhovsʹk 橋和防空系統，他們還摧毀了 BC 的倉庫

、3輛裝甲車和12名士兵，並擊中了赫爾松地區的俄羅斯的指揮觀察所。 

8 月 26 日 

 烏克蘭武裝部隊摧毀了位於赫爾松附近的俄軍彈藥庫——

位於 Inzhenerne 和 Chornobayivka。 他們還再次擊中了 

Antoniv 和 Daryiv 橋。 在暫時占領的克里米亞，在 

Yevpatoria 附近的 Novoozerne 村也聽到了爆炸聲。 

 夜間，在被占領的 Melitopol 和城外發生爆炸：市長 

Fedorov 報告說，俄羅斯最大的軍事基地之一和正在為所

謂的“全民投票”做準備的建築物被摧毀。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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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 

 俄羅斯人用迫擊砲、機槍和桶裝火砲襲擊了蘇梅州。 沒有受害者或破壞

。 

 俄羅斯人從別爾哥羅德向哈爾科夫發射導彈。 一棟兩層樓房被毀。 發

生了一場小火災，沒有關於受害者的信息。 

 俄羅斯人襲擊了頓涅茨克州的一所學校。 建築物嚴重受損，但沒有人受

傷。 

 俄羅斯軍方砲擊了位於臨時占領的 Energodar 的札波羅熱熱電廠區。 一對情侶一人死亡，另一個人受

傷了。 由於砲擊，該市的集中供熱站受損。 

 晚上，俄國人襲擊了Nikopol。 四名老人受傷，其中兩人住院。 

 在Mykolaiv，俄羅斯人瞄準了一家企業，一家咖啡館著火了。 

 早上，俄羅斯用一架蘇-35戰鬥機發射的 Kh-59 導彈襲擊了敖德薩。 

23.08 

 早上，俄羅斯聯邦砲轟哈爾科夫。 砲彈擊中私人住宅，沒有人員傷亡。 哈爾科夫在白天遭到了 3 次

砲擊。 

 夜間，俄軍對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進行了四次砲擊，造成1人死亡、3人受傷。 

 俄羅斯人向札波羅熱電廠的灰燼倉庫開火，以揚起放射性塵埃雲。 

24.08 
 

 淩晨4 點左右，敵人向札波羅熱的一處基礎設施開火。兩枚Kh-22 火箭在夜間抵達第聶伯地區。 

 俄羅斯人對Myrhorod 的軍事基礎設施發動了集體攻擊。 

 俄羅斯傍晚對赫梅利尼茨基州發動導彈襲擊。 

 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一名 11 歲的兒童在火箭襲擊中喪

生。 

 占領者襲擊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的 Chaplyne 火車站，造

成 25 人死亡，其中包括兩名兒童，另有 31 人受傷。 

 在烏克蘭獨立日，空中警報響起 189 次。 在九個地區記錄了俄

羅斯的砲擊。 

25.08 

 在蘇梅州，三個社區遭到俄羅斯砲擊。 

 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四個地區在夜間遭到砲擊。 一枚火箭在第聶伯地區上空被擊落，在 

Synelnykovskiy，這是一天內的第四次命中。 那裏有 8 人受傷。 火箭和集束彈藥抵達克裏維裏。 

 8 月 25 日，俄羅斯占領者砲擊了哈爾科夫州 Leb'yazhe 村，造成 1 人死亡。 

 札波羅熱地區的 Orikhiv 鎮再次遭到俄羅斯軍隊的大規模砲火。 一名 17 歲男孩受重傷，在送往醫院

途中死亡。 村子附近還有一名婦女受傷。 

26.08 

 俄羅斯人在白天砲擊了蘇梅州的三個地區，發射了 100 多種不同類型的彈

藥。 

 俄羅斯人用 BM-21(冰雹) 和 9К57 火箭砲轟炸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 

9 次。 

 俄羅斯人殺死了頓涅茨克州的兩名平民，並打傷了另外六人。 晚上， 

Slov'yansʹk 和Mykolayiv 的教育機構成為襲

擊目標。 

 在目前被俄羅斯占領的赫爾松州的一個村莊裏，幾名農民被殺。 鄰居發

現了屍體。 死去的丈夫抱著妻子的屍體。 

 俄羅斯人四次砲擊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的一個社區，一名婦女受傷

，Nikopol 區也遭到襲擊。 

27.08 

 在札波羅熱一個臨時占領的村莊，俄羅斯人襲擊了住宅樓，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29歲的婦女和

她的兩個孩子。 

 晚上，俄羅斯人用火箭彈襲擊了哈爾科夫中部。 

 在札波羅熱，俄羅斯人用 5 枚火箭摧毀了一所寄宿學校。 

一周内炮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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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 

 烏克蘭最高議會人權事務專員 Dmytro Lubinets 表態：俄羅斯入侵者在馬裏烏波爾市設立法庭，準備給 

“Azovstal” 的捍衛者判死刑。如果俄羅斯決定犯下這樣的罪行，烏克蘭要求聯合國和紅十字國際委

員會記錄審判. 

 在 Lugansk 市 Bilovodsk 區 Novoderkul 村成立 225 周年之際，俄羅斯

入侵者舉行了“莊嚴宣誓就職典禮”，30 名兒童參加了“愛國軍事運動青

年衛隊”。 

 在基輔（Kyiv），由於俄羅斯軍方對城市進行火箭彈襲擊的可能性很高，

因此禁止在 8 月 22 日至 25 日期間舉行群眾活動。 

23.08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證實，如果俄羅斯入侵者在馬裏烏波爾法院對 “Azovstal” 的捍衛者判死刑的決

定，這將為烏克蘭和俄羅斯的談判畫上句號。 

 僅在俄羅斯克拉斯諾達爾（Krasnodar）地區，就有 1000 多個孩子被占領者從馬裏烏波爾非法帶走並送

到俄羅斯領養。 根據烏克蘭總統兒童權利和兒童康復授權顧問 Dariya Gerasimchuk 的說法，截至 8 

月 1 日，已知有 5,754 名兒童被俄羅斯入侵者非法綁架到俄羅斯。 

 在札波羅熱地區的被占領土，占領者將烏克蘭低收入的人民的補貼給收走，以這種方式逼迫烏克蘭低收

入人民辦俄羅斯護照。 

24.08 

 

 

 烏克蘭獨立日當天，空中警報響起 189 次，創下歷史新高。 在九個

地區記錄了俄羅斯的砲擊。 還有關於爆炸和地雷的虛假報道。 

25.08 

  25日，由於俄羅斯俄軍的行動，歷史上第一次，札波羅熱（Zaporizhzhia）核電站完全脫離電網。 根

據總統的說法，如果該站的自動化和人員沒有工作，ZNPP 的關閉可能會導致輻射事故。 他表示，俄羅

斯已經讓烏克蘭和所有歐洲人面臨輻射災難。 

 由於俄羅斯砲擊札波羅熱核電站，赫爾松（Kherson）和札波羅

熱（Zaporozhzhia）地區臨時占領城市的一些醫院停電。 

 烏克蘭已經接回 53 名從俄羅斯遣返的兒童，目前正在準備根據

所謂“收養”被綁架和驅逐的烏克蘭兒童的事實對俄羅斯聯邦提起

訴訟。 

 據俄羅斯估計，大約有5-7%的馬裏烏波爾（Mariupol）市民準備

來到“投票站”，在所謂的“公投”中“投票”。 

 2022 年 8 月 21 日，圖像顯示俄羅斯聯邦已經增加了在 ZNPP(札波羅熱核電站)的軍事駐紮，俄羅斯裝

甲運兵車位於 5 號反應堆 60 米範圍內。 

 美國譴責俄羅斯計劃在被占領的馬裏烏波爾對 “Azovstal” 的捍衛者舉行所謂的“法庭”。 美國敦促

莫斯科履行國際法規定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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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部長維克多·利亞什卡（Viktor Lyashko）表示，“國家已經購買了足夠數量的藥物來保護甲狀腺

，所以輻射背景不會產生負面影響，並會在需要時發放。 潛在影響區的所有醫療機構都配備了這種藥

物，”評論 ZNPP (札波羅熱核電站) 的威脅情況。 

 俄羅斯侵略者在最近被占領的領土上敲詐父母，讓他們的孩子去被俘虜

和俄羅斯化的學校。 在當地民眾反對的背景下，俄羅斯威脅赫爾松（

Kherson）地區和札波羅熱（Zaporizhzhia）地區的家長，如果他們不讓

孩子進入俄羅斯占領的學校就讀寄宿學校。 烏克蘭外交部呼籲國際組織

教科文組織干預這一局勢。 

 截至 8 月 26 日上午，由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已有 377 名

兒童死亡，超過 733 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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