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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 

 歐盟已向烏克蘭提供 5 億歐元用於購買武器，並將設立一個訓練烏克蘭軍隊 (EUMAM) 的任務。 該

任務的目的主要是在歐盟領土上訓練烏克蘭軍隊。 據悉，將有多達15,000名軍人參加該計劃。 

 烏克蘭外交部正式指責伊朗與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罪行串通一氣。 外交

部在一份聲明中說：“為在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和殺害烏克蘭公民提供武

器，使伊朗成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罪、戰爭罪和恐怖行為的同謀。” 

 國防部長雷茲尼科夫宣布，烏克蘭將很快獲得最新的防空系統——挪威

防空導彈系統 NASAMS，該系統能摧毀中低空的機動目標。 

18.10 

 愛沙尼亞議會支持承認俄羅斯聯邦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的決議。 

 烏克蘭從歐盟獲得了另一筆 20 億歐元的宏觀金融援助——這些資金將用於支付緊急預算支出，特

別是在社會和人道主義領域。 

 上周，德國又向烏克蘭提供了5輛 Bergepanzer 2 裝甲維修和疏散車輛，以及冬季軍服和裝備，另

外，烏克蘭從德國收到了100頂帳篷、183台發電機、116,000件冬季夾克、80,000條冬季褲子和24

萬頂軍事人員冬帽。 

 路透社援引伊朗官員的話稱，伊朗已同意向俄羅斯提供地對地導彈。 “在哪裏使用它們不是賣方

的問題。我們不會像西方那樣在烏克蘭危機中選邊站。我們希望以外交方式結束危機，”伊朗外交

官說。 

19.10 

 希臘已開始將 BMP-1 轉移到烏克蘭——這是外交部負責人庫萊巴在與

希臘同事尼科斯·登迪亞斯（Nikos Dendias）談判後宣布的。 

 以色列國防部長本尼甘茨表示，以色列不會向烏克蘭提供武器以對抗俄

羅斯的入侵，但可以為即將到來的導彈襲擊或無人機襲擊提供預警系統。 

 歐洲議會將薩哈羅夫獎——歐盟在人權領域的主要獎項——授予“以澤

連斯基總統為代表的勇敢的烏克蘭人民、民選領導人和民間社會”。 

20.10 

 瑞士總統伊格內修斯·卡西斯抵達烏克蘭進行訪問。 卡西斯寫道：“我的

目標是讓人們了解與戰爭、人道主義局勢和國家重建準備工作有關的局勢

。” 

 英國國防部長本·華萊士說，英國正在準備在冬季向烏克蘭提供一攬子援

助——其中特別包括 25,000 套制服。 他還補充說，“鑒於對民用基礎設

施的持續和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倫敦將繼續向烏克蘭提供用於防空系

統的導彈。 

 歐盟最終批準了對伊朗向俄羅斯提供無人機（“沙希德”）的制裁。據

媒體報道，負責設計和開發伊朗無人機Shahed的公司 Shahed Aviation 

Industries 已受到制裁。 

 肖爾茨保證，只要需要，德國就會支持烏克蘭。 “普京治下的俄羅斯

不再是可靠的貿易夥伴。普京希望通過切斷天然氣來勒索我們。但他在這裏

也錯了……我們將共同度過冬天，”德國總理強調。 

21.10 

 路克·天行者（演員馬克·哈米爾飾）幫助烏克蘭為 500 架無人機籌集

資金。 早些時候，這位演員加入了 UNITED 24 倡議，並成為“無人機軍

團”項目的大使，在該項目的框架內，他和其他人設法募集了 500 架無

人機。 “我是電影中的假英雄，而這些英雄是真實的，”哈米爾早些時

候談到烏克蘭人時說。 

 德國公司HENSOLDT宣布將四個TRML-4D雷達站轉移到烏克蘭，用於IRIS-T SLM防空系統。 值得註意

的是，其中一台 TRML-4D 雷達已經在Diehl Defence公司（IRIS-T 的制造商）的訂單範圍內交付給

烏克蘭，訂單金額為 200 萬歐元，另外三台將在幾個月內交付。 

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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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因為在戰場上沒有取得重大勝利，所以俄羅斯軍隊繼續向民用基礎設施物體開火，以恐嚇烏克蘭平民。 
 俄軍正試圖控制暫時占領的領土，集中力量限制烏克蘭國防軍在某些地區的行動，同時不停止試圖在巴
赫穆特和阿夫迪夫地區進行進攻行動。 

 由於俄羅斯的官方動員，烏克蘭東部戰線的局勢惡化了，但俄羅斯人尚未在任何方向取得重大成功。目
前最艱難的戰鬥發生在巴赫穆特地區。 截至 10 月 22 日，對巴赫穆特方向的攻擊被擊退，烏克蘭武裝
部隊堅守陣地。 

 俄軍在赫爾松地區沒有成功。 僅在10月22日南部，烏克蘭武裝部隊的導彈和炮兵部隊就對俄軍人力和裝
備的集中地區進行了100多次火力襲擊。 據了解，俄羅斯占領者正在將財產和文件帶出赫爾松，並準備
進行巷戰。 10月22日，總參謀部宣布，俄軍已完全撤離赫爾松地區被占領的契卡洛韋和查裏夫納定居點
。 

 Volyn 和 Polissky 方向的情況沒有顯著變化。根據烏克蘭方面的報道，俄羅斯在北方重新發動軍事攻勢
的威脅越來越大。這一次，進攻方向可能會改變到白俄羅斯-烏克蘭邊界以西，以切斷從夥伴國向烏克蘭
供應武器和軍事裝備的主要後勤動脈。同時，英國情報部門認為，白俄羅斯軍隊沒有能力進行覆雜的軍
事行動，因此烏克蘭在這個方向上沒有風險。該組織部署在靠近烏克蘭邊境的白俄羅斯領土上，可能是
企圖將烏克蘭軍隊和武器吸引到那裏。 

17.10.2022 

 被俘的烏克蘭婦女返回家園。 又一次大規模的囚犯交換發生了。 108 名婦女從囚禁中獲釋——37 名從 
Azovstal 撤離的人、11 名軍官、85 名士兵和中士。 

19.10.2022 

 在赫爾松地區的貝裏斯拉夫市，占領當局的所有機構都停止了活動。 眾所周知，與俄羅斯占領者的合作
者帶著財產繼續離開這座城市，連同他們的家人。 

20.10.2022 

 晚上 11:00 左右，臨時占領的赫爾松的安東尼夫
斯基橋上響起了爆炸聲。 這發生在俄羅斯官員檢查後
的第二天。 據報道，俄羅斯設備可以在23:00左右的罷
工期間利用該過境點向該市運送設備，其破壞將給俄羅
斯聯邦在這個方向造成後勤問題。  
22.10.2022 

 烏克蘭武裝部隊空軍司令部發言人尤裏·伊格納
特（Yuriy Ignat）表示，過去兩周內，烏克蘭防空系
統對伊朗神風敢死隊無人機的破壞率已增至 85%。烏克
蘭防空部隊的整體效能為 64%。 

 俄羅斯軍隊的單獨部隊繼續離開赫爾松地區暫時
占領的領土。與此同時，搶劫和搶劫當地居民的案件也
變得更加頻繁。根據現有資料，敵軍已完全撤離查裏夫
內和契卡洛夫定居點，軍官和醫務人員已從貝裏斯拉夫
撤離。 

 赫爾松市的搶劫和非法行為案件數量有所增加。俄羅斯人從當地居民手中奪取汽車，並試圖在安東尼夫
斯基橋附近的渡口幫助下離開城市。 

 

 

周內 10月 17日 到 10 月 23日 俄羅斯損失: 

 人員損失 - 2470 
 坦克 - 55 
 裝甲車 - 91 
 火炮系統/MSW - 78/9 
 防空系統 - 3 
 飛機/ 直升機 - 2/3 
 無人機 - 137 
 汽車設備和運油車 - 83 
 專業技術設備 - 5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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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周內，俄羅斯人進行了 73 導彈和 200 空襲，用多發火箭榴彈進行了420 多次炮擊。 

周
內
砲
擊
 

 本周，俄羅斯繼續大規模炮擊，主要針對烏克蘭城市的能源基礎設施。 
 在 10 月 7 日至 18 日期間，俄羅斯用導彈、神風敢死隊無人機和大炮進行了大約 190 次大規模打擊。 首要目
標是關鍵基礎設施，特別是能源設施和民用設施。 70多人死亡，240多人受傷，380多件物品受損。 這些是 140 
多座私人和多公寓住宅樓。 由於俄羅斯的襲擊，近三分之一（30%）的烏克蘭發電廠被摧毀。 

 俄羅斯占領者襲擊了文尼察、羅夫納、赫梅利尼茨基和敖德薩地區以及克雷維裏赫、日托米爾和盧茨克的關鍵基
礎設施。俄羅斯敵人主要針對能源供應設施，結果導致許多城市和鄉村地區沒有水和電。在伊萬諾-弗蘭科夫斯
克地區，俄羅斯導彈擊中布爾什金斯克 TPP，引發火災。由於神風敢死隊無人機襲擊切爾尼戈夫，三人受傷，其
中兩人傷勢嚴重。 

 10 月 22 日烏克蘭遭受了對關鍵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導彈襲擊——Ukrenergo 報道稱，對該國西部能源設施的襲擊
可能超過 10 月 10 日至 12 日炮擊的後果。白天，俄軍發動了 40 次導彈襲擊，並發射了 16 架神風敢死隊無
人機。20枚巡航導彈和11架無人機被擊落。烏克蘭9個地區遭到襲擊。其中，羅夫訥、沃倫、赫梅利尼茨基、切
爾卡瑟、敖德薩和尼古拉耶夫地區的物體遭到破壞。盧茨克的能源設施被徹底摧毀，無法恢復。請使用特殊標記
查找本周攻擊地圖上顯示的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攻擊。 

 蘇梅地區至少三人因火箭彈襲擊死亡，九人受傷。 三枚俄羅斯火箭擊中了羅門的一個民用基礎設施。烏克蘭緊
急服務中心報告了四人死亡。由於 10 月 18 日的炮擊，蘇梅州尤納基夫社區有兩人死亡，一人受傷。 

 俄羅斯人繼續炮擊哈爾科夫。記錄了兩次爆炸。他們襲擊了基輔地區的一個企業和一個工業基礎設施的對象。14
人受傷。該地區的楚古伊夫、哈爾科夫、伊久姆和庫皮揚地區也受到炮擊。 

 Mykolaiv 不斷受到神風敢死隊無人機的襲擊。三架無人機擊中工業基礎設施和藥品倉庫的物體，沒有人員傷亡
。還記錄了用 S-300 導彈發射的情況。10月18日，俄軍擊中一棟兩層樓房，在瓦礫下發現一名55歲男子的屍體
。30架 Shahed-136無人機在 Mykolaiv 州被擊落，另外 4 架被瞄準 Mykolaiv 的一所教育機構。 該地區靠近前
線的巴什坦地區也遭受炮擊。 

基
輔
和
基
輔
地

區
  

 10 月 17 日，俄西斯主義襲擊了基輔地區的關鍵基礎設施。記錄了 4 次無人機擊中，其中一次擊中了舍甫琴科
夫區的一棟住宅樓。19人獲救，5人死亡。其中有一對年輕夫婦，是一對夫妻，他們正懷著孩子。那個女人懷孕6
個月。據維塔利·克裏琴科（基輔市長）稱，共有28架無人機向基輔方向飛行，其中大部分被擊落。 
 

 10 月 18 日，在基輔，該市左岸的供電設施發生了三起襲擊事件。爆炸發生在 Desnyan 區的一個關鍵基礎設施
，導致該企業的三名員工死亡。此外，還有兩件物品受到嚴重損壞。 

札
波
羅
熱
和
該
地
區
 

 

 俄羅斯軍隊繼續炮轟札波羅熱及其郊區，恐嚇當地居民。住宅建築和城市的基礎設施在打擊中遭到破壞。10 月 
21 日，這座城市遭到 S-300 導彈的轟炸。一棟住宅樓、學校和基礎設施遭到破壞。三人受傷。10 月 23 日，對
該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的類似襲擊再次發生，俄羅斯人使用了神風敢死隊無人機和 S-300 系統。學校和私人住宅
遭到破壞。俄羅斯人對村裏一所專門兒童學校的領土發動了火箭彈襲擊。科米舒瓦哈沒有受害者。但民用基礎設
施和住宅建築遭到破壞。 
 

 Energodar 也遭到襲擊。該市部分地區沒有電和水，據了解變電站的損壞情況。札波羅熱區的一個關鍵基礎設施
也遭到防空導彈襲擊。該設施的大火已被撲滅，沒有人受傷。 

 
 10 月 19 日，俄羅斯人在札波羅熱地區炮擊奧裏希夫近 7 個小時。八人受傷。私人住宅、市議會大樓和一所教
育機構被摧毀。由於炮擊，奧裏希夫沒有電力和供水。占領者還用 S-300 導彈向 Gulyaipole 開火。當地學校被
毀。根據初步信息，沒有受害者。 

頓
涅
茨
克
地
區
 

 俄羅斯人在頓涅茨克和霍爾利夫方向進行了積極的炮擊。 
 

 在頓涅茨克方向，馬林斯克、阿夫迪夫斯克、塞利迪夫斯克和萊曼斯克社區遭到炮火襲擊，在塞利迪夫斯克社區
，Ukrayinsk遭受了, 俄軍擊中了該地區的一棟高層建築。在馬林斯克社區的 Katerynivka 記錄到炮擊事件，電
力線被損壞。 Avdiivka 遭到炮擊：鄰裏和花園社會受到影響。 

 
 在 Horliv 地區，Soledar、Chasovoyarsk、Toretsk、Bakhmut 和 Svitlodar 社區正遭受炮擊。私人住宅和基礎
設施遭到破壞。 
 

第
聶
伯
羅
和
第
聶
伯
羅
彼

得
羅
夫
斯
克
地
區
区
 

 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遭受炮擊。在第聶伯羅，記錄了能源基礎設施的兩次“到達”和嚴重損壞。一場大火
發生了，第聶伯羅、西內爾尼科沃和瓦西爾科夫卡的一些地區斷電。 
 

 在 Kamian 和 Kryvorizka 地區，俄羅斯占領者向基礎設施和能源設施發射火箭彈。結果，該地區的一些城鎮和
村莊沒有電和水。 

 
 在一周內，俄羅斯人再次炮擊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尼科波爾區：他們用“冰雹”（Hrad）和重型火炮
襲擊了米裏夫斯卡和波克羅夫斯克社區。尼科波爾也每天都在遭受痛苦，俄羅斯人用多管火箭炮和重型火炮的火
力掩護它。受影響的主要是私人和高層建築、企業、天然氣管道和電力線路。幾乎 1,000 個家庭沒有電。 
 

本周炮襲 



 

www.tdcenter.org   

info@tdcenter.org  

Kyiv, 01021, Instytutska, 20/8   

5 

 

 

 

 

 

 

17.10 

 根據社會學團體“評級”的調查結果，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戰爭期間被迫改變了他們在烏克蘭的居住地。

他們大多數人都住在戰區——64%，基輔——42%。離開家園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已經返回。此外，9%的流離失

所的人們計劃在不久的將來回國，15%的人將等待結果後打算。同時，還有三分之一打算在戰爭結束後才回

來。只有 6% 的人根本不打算回國。在戰爭期間離開的人中，有一半已經返回了被占領的定居點。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代表沒有抵達臨時被占領土的邊界，烏克蘭代表團正在那裏等待他們，紅十字會應該通

過該代表團從俄羅斯進入奧列尼夫卡並探視烏克蘭戰俘。 

19.10 

 大多數烏克蘭公司在戰爭期間恢復了工作。 根據 grc.ua 研究，3 月份只有 40.2% 的公司維持商業活動，

8.8% 的公司局部復工。 截至10月初，93%的企業開始工作了。 61% 的公司繼續全面開工。 

 在馬里烏波爾，俄羅斯人拆除了一座紀念大饑荒受害者的紀念碑，大饑荒是 1932-33 年的人為饑荒，烏克

蘭將其定義為對烏克蘭人民的種族滅絕行為。 通過這種方式，占領者抹去了蘇聯鎮壓的痕跡以及當地民眾

對他們的記憶。 

20.10 

  整個烏克蘭正在實施電力供應限制。 如有必要，可以關閉通風扇。 由於

俄羅斯的襲擊，烏克蘭的能源基礎設施遭到嚴重破壞。 

 烏克蘭執法人員在哈爾科夫地區被解放領土上發現了 22 個俄羅斯占領哈爾

科夫期間所造的酷刑場所。烏克蘭警方掌握的信息顯示，俄羅斯占領者還將

人帶到俄羅斯聯邦境內（特別是別爾哥羅德），在那裏對其施以酷刑，然後

將他們送回烏克蘭。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說，俄羅斯人在 Kakhovskaya HPP 的大壩和機組上埋了

地雷，並計劃在外國旗幟下進行恐怖襲擊。 Kakhovskaya HPP是大型電力設施之

一，如果俄羅斯人炸毀這座大壩，包括赫爾松在內的80多個定居點將處於快速洪

水區。 數十萬人可能受到影響。俄羅斯的這次恐怖襲擊可能會使札波羅熱核電站

失去冷卻水——ZNPP 的水取自 Kakhovsky 水庫。 通往克裏米亞的通道也將受損

。 

21.10 

 自10月10日以來，俄羅斯已經打擊了烏克蘭至少一半的火力發電能力，並造成數十億美元的損失。烏克蘭能

源部長赫爾曼·加盧申科強調，此次襲擊旨在摧毀烏克蘭的能源系統，30-40% 的國家能源基礎設施受到影

響。總的來說，10月10日至20日，烏克蘭16個地區的400多個目標因俄羅斯人的炮擊而受損。與此同時，據

報道，烏克蘭境內因俄羅斯武裝侵略而受損的250多座供熱設施已得到修復。 

 在基輔和該地區，以及切爾尼戈夫州、切爾卡瑟州和日托米爾州，都會出現臨時停電。 

 頓涅茨克地區部分恢復供氣：頓涅茨克地區15個社區提供集中供熱，10個社區關鍵基礎設施實現供暖，安裝

供熱點。 此前，頓涅茨克地區的天然氣供應因俄羅斯炮擊而停止。 

 烏克蘭因戰爭造成的損失超過1270億美元。 住房、基礎設施和工業遭受的損失最大。 

22.10 

 早晨對烏克蘭西部地區關鍵基礎設施的襲擊造成的破壞可能超過 10 月 10 日至 12 日襲擊的後果。 

 在烏克蘭，互聯網問題在早晨火箭襲擊之後開始出現，幾乎 150 萬用戶沒有電，——OP。 

 最困難的情況是在赫梅利尼茨基和尼古拉耶夫地區，那裏只有 27-28% 的人口可以上網。 

 盧茨克市市長 Ihor Polishchuk 說，由於 10 月 22 日的火箭襲擊，該市的能源設施實際上被摧毀。 

 總統辦公室負責人顧問米哈伊洛·波多利亞克認為，俄羅斯正在對關鍵基礎設施進行大規模襲擊，以引發大

批難民從烏克蘭湧入歐洲。 由於俄羅斯於 10 月 22 日對電力結構發動導彈襲擊，1,451,603 名烏克蘭人在

各個地區面臨斷電。 

23.10 

 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90% 的風能和約 40-50% 的太陽能已經退役。 

 札波羅熱地區被占領的埃內爾戈達爾市瀕臨人道主義災難，沒有能源和供水

，也無從得知何時可以供暖。 

 如果歐盟停止在承諾的 90 億歐元框架內資助烏克蘭，烏克蘭人可能會失去

工資和養老金。德尼斯·什米哈爾總理在接受法蘭克福通訊社采訪時發表了

這樣的聲明。烏克蘭在很大程度上利用歐盟的財政援助來滿足人們的社會需

求和重建。政府首腦強調，任何延誤都會帶來可怕的後果。 

人道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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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砲擊圖   

Region Sumy Kamikaze drone attack in Kyiv 

Consequences of attack on power infrastructure in Rivne (left) and Zhytomyr (right)  

Bakhm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