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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0 

 歐盟簽署了一項關於向烏克蘭提供 50 億美元宏觀金融援助的備忘錄。 這是由總理丹尼斯什米哈爾宣布的
。 

 法國將向烏克蘭移交 20 輛現代 ACMAT Bastion 輪式裝甲運兵車。 尚無信息何時開始交付。 
 朝鮮支持俄羅斯宣布吞並烏克蘭部分地區。 平壤外交部表示，公投是根據《聯合國憲章》進行的，美國在
入侵其他國家後遵循“暴徒雙重標準” 

04.10 

 美國將向烏克蘭提供價值 6.25 億美元的另一套軍事援助，其中包括 HIMARS 多管火箭炮、榴彈炮、裝甲車
、小武器彈藥筒等。 與此同時，白宮宣布美國“永遠不會承認”俄羅斯吞並的烏克
蘭領土。 
 愛沙尼亞將無人機交給了烏克蘭軍方，今年 7 月，一名擁有雙重國籍的俄羅
斯人試圖將無人機帶出該國供俄羅斯軍隊使用。 
 零售商 H&M 已開始關閉其在俄羅斯聯邦的門市。 商店繼續銷售從倉庫卸下

的貨物。 早些時候，該公司表示，俄羅斯的商店將一直營業，直到產品售罄。 
 “我們的目標是讓俄羅斯無法承受戰爭的代價，”法國總理伊麗莎白伯恩說。 她回憶說，從一開始的目標
就是剝奪俄羅斯為襲擊烏克蘭提供資金並打擊其經濟的機會。“是俄羅斯發動了這場戰爭。 是俄羅斯迫使
我們采取行動。 只要普京繼續推動沖突和對抗的漩渦，制裁就會繼續。” 

 伊朗已宣布不承認俄羅斯聯邦在烏克蘭臨時被占領土上組織的所謂“公投”——伊朗外交部官方代表納賽
爾·卡納尼（Nasser Kanani）的聲明。 

05.10 

 普京實施了關於吞並烏克蘭4個州領土的“法律”。 侵略國總統簽署了“關於接受”烏克蘭盧甘斯克、頓
涅茨克、扎波羅熱和赫爾松地區被占領領土進入俄羅斯聯邦的“法律”。 

 波蘭總統安德烈·杜達宣布，波蘭正在與美國談判參與聯合使用核武器的計劃，以應對來自俄羅斯日益增
長的威脅。 

 捷克共和國已批準對烏克蘭的進一步軍事援助——新一攬子計劃包括重型裝備，但出於安全原因，捷克共
和國不會公布細節——國防部長亞娜·切爾諾霍娃。 

06.10 

 歐盟最終批準了對俄羅斯的第八套制裁措施——特別是包括限制油價和禁止歐盟公民在俄羅斯國家組織的
管理機構中擔任任何職務。 

 正在烏克蘭訪問的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負責人薩曼莎·帕弗（Samantha Paver）表示，美國國際開發
署將向烏克蘭提供5500萬美元，為過冬做準備。 

 歐洲議會主席羅伯塔·梅索爾表示，歐盟應向烏克蘭提供西式坦克，加快該國加入歐盟的步伐。 
 芬蘭批準了對烏克蘭的第九批軍事援助。 出於安全原因，未披露內容、交付方
式或運輸時間表。 強調它“考慮到烏克蘭的需求和國防軍的可用資源”。 

 歐盟對另外 30 名個人和 7 個法人實體實施了制裁——名單包括歌手兼宣傳家 
Chichierina、Rastorguyev 和 Gazmanov，以及理論家 Alexander Dugin。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主席瓦倫蒂娜·馬特維延科提議烏克蘭代表團在印度尼西亞
舉行的第八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現場緊急坐下談判桌。 作為回應，烏克蘭
議會拒絕了俄羅斯議會在談判桌上坐下來的提議。 

07.10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烏克蘭撥款 13 億美元。 這筆錢是作為快速融資工具計劃的一部分分配的。 資金將於
今天發送到烏克蘭。 

 在俄羅斯聯邦總統70歲生日之際，愛沙尼亞外交部長烏爾馬斯·雷因薩盧呼籲為俄羅斯聯邦在烏克蘭的罪
行設立一個特別法庭，希望普京在獄中慶祝他的下一個生日。 

 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宣布，歐盟將設立一項總額為 1 億歐元的特別基金，藉助該基金，烏克蘭將
能夠直接購買軍事裝備。 

08.10 
 歐盟譴責俄羅斯官方“挪用”被占領的 ZANP。 “歐盟強烈譴責俄羅斯總統普京關於非法沒收扎波羅熱核
電站並為其創建國有企業的法令。[...] 因此，關於占用 ZNPP 的法令是非法的，在法律上無效，” Josep 
Borrell 強調。 

09.10 

 土耳其已決定組織俄羅斯與英國、德國、美國和法國這四個西方大國之間的會談，以試圖就莫斯科想要的
“大協議”達成一致。 值得註意的是，土耳其在分析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講話後得出
結論，“莫斯科希望與西方達成長期協議”。 

 愛沙尼亞總理卡拉斯認為，由於歐盟的“戰爭疲勞”和“指示性內部問題”
，在對俄制裁問題上保持統一更加困難。 與此同時，卡拉維塞表示需要繼續向俄羅
斯施壓，以免其決定將占領範圍擴大到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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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 

 俄羅斯人正試圖暫時控制對該領土的占領，他們正在集中精力試圖幹擾烏克蘭國防軍在某些方向的積極
行動，同時他們正在Bakhmut和Avdiivka方向進行進攻行動。他們沿著整個接觸線炮擊烏克蘭軍隊的陣地
，在某些方向部署工程防禦設備，並進行空中偵察。 

 敵人繼續違反國際人道法準則、戰爭法和慣例，襲擊關鍵基礎設施和平民住宅。敵人空中和導彈襲擊烏
克蘭的威脅依然存在。 

 為了進一步支持對烏克蘭的武裝侵略，俄羅斯繼續動員起來。據報道，在Luhansk地區，約300名同意在
烏克蘭境內作戰的戰俘受傷。 

 2022 年 10 月 4 日至 8 日，烏克蘭國防軍空軍出動 92 次，擊中俄羅斯 67 個武器中心、20 個防空導
彈系統和 4 個據點。 

 烏克蘭導彈部隊和炮兵擊中了7個俄羅斯控制點、22個人力區和4個射擊陣地，摧毀了1個彈藥庫、4個過
境點和10個其他重要物品。 

 08.10.2022 - 10月8日上午，克里米亞大橋鐵路支線發生大火。據占領當局稱，一輛卡車據稱在克里米
亞橋上爆炸。 

 國土防衛軍“西部”地區管理局報告稱，俄羅斯可能正在從白俄羅斯派出伊朗神風敢死隊無人機攻擊烏
克蘭西部。 

 敵方單位繼續遭受損失。例如，在Zaporizhzhia區的Pology和Tokmak定居點地區，由於國防軍在敵人集
中地區的炮擊，敵人損失了大約 85 人受傷。正在澄清有關死者的信息。 

 07.10.2022 - 烏克蘭軍隊解放了哈爾科夫地區Kupian區Podoly村 
 06.10.2022 - 烏克蘭防空部隊摧毀了 21 架敵方無人機。其中，有10架 Orlan，15架 Shahed，6架
Mohajer。 

 烏克蘭軍隊繼續解放赫爾松地區的領土。烏克蘭武裝部隊在過去五天內解放了 29 個定居點。烏克蘭南
部國防軍新聞中心負責人Natalya Humenyuk說，在幾個方向上，我們的防禦者正在將前線推進 20 公裏。 

 俄羅斯在赫爾松地區撤退的性質與哈爾科夫地區不同。如果在哈爾科夫地區軍隊能夠放下武器逃跑，在
赫爾松地區他們將撤退到新的防禦陣地。從政治和軍事角度來看，赫爾松更為重要，因此俄羅斯人無法
承受如此混亂的撤退。 

 05.10.2022 - 在赫爾松地區解放了Novovoskresenske、
Novorgygorivka和 Petropavlivka 定居點。 

 由於烏克蘭國防軍在赫爾松方向的成功行動，敵軍遭受了
損失，並試圖將傷員和裝備撤離到最近的第聶伯河河渡口。特別
是，敵軍將多達150名受傷軍人和大約50套受損軍事裝備轉移到

Kakhovskaya水電站附近的Vesele定居點。 
 10月5日，由於Borozenske村（Kherson地區）附近的敵人

集中區遭到有效射擊，造成多達 10 人死亡，約 20 人受傷。 
 04.10.2022 - 10月4日，星期二，烏克蘭軍隊從俄羅斯人
手中解放了位於赫爾松地區的Lyubimivka, Khreshchenivka, 
Zolota Balka, Bilyaivka, Ukrainka, Velyka-Mala 
Oleksandrivka 和Davydiv Brid。Davydiv Brid是橫跨Ingulets

河的橋頭堡上的一個關鍵點。 
 03.10.2022 - 美國國防部部長Lloyd Austin表示，烏克蘭正在赫爾松地區取得進展。在他看來，戰場上
的動態發生了變化。 

 10月3日晚，烏克蘭國防軍在赫爾松地區襲擊了敵方渡過第聶伯河的浮橋和渡輪。敵人的全部損失正在被
澄清。 

 Volyn和Poliske方向的情況沒有明顯改變。 
 烏克蘭武裝部隊繼續對敵人的後勤設施及其供應動脈進行射擊控制。 
 一周內 10月 3日 到 10 月 9日 俄羅斯損失: 
 人員損失 — 2390 
 坦克— 109 
 裝甲車 — 158 
 火炮系統/MSW— 72/11 
 防空系統— 4 
 飛機/ 直升機 — 9/7 
 無人機 — 71 
 汽車設備和運油車 — 94 
 專業技術設備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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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爾科夫市在本周遭受了 S-300 導彈的幾次襲擊，關鍵基礎設施於 10 月 3 日成為目標，工業設施於 10 月 6 日

成為目標（俄羅斯人使用巡弋飛彈進行襲擊）。 

 俄羅斯人繼續炮擊接觸線附近和與俄羅斯聯邦接壤的地區的平民：哈爾科夫地區的Kup'yansʹk, Chuhuyivsʹk， 

Izyum地區。 受害者大多是平民。 地雷爆炸的受害者也送入醫院。  10月3日，占領者襲擊了Kupʼyansʹk的一家醫

療機構，造成一名醫生死亡，兩名護士受傷，醫院大樓從一樓到四樓幾乎被完全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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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地區目前主要受到伊朗 Shahed-136 彈簧刀隊無人機的襲擊。 導彈襲擊以及無人機襲擊的風險仍然很高。 

在 Mykolayiv 地區的接觸線上，社區正遭受重炮和火箭發射器的折磨。 後果，附近定居點的私人住宅、商業建築

和機動車輛遭到破壞。 俄羅斯人向Ochakov發射了十五炮彈，旨在破壞港口基礎設施，但沒有造成任何人傷亡。 

Mykolayevi的襲擊和破壞有所減少，這座城市是俄羅斯導彈襲擊的常規目標，現在可以喘口氣了。 

 

 南方空軍司令部的防空部隊正試圖盡可能地消除無人機襲擊的威脅。  10月4日至5日晚上，6架彈簧刀無人機被擊

毀，次日晚上已經有9架無人機被擊毀。此外，俄羅斯人還使用“Mohajer-6”攻擊無人機在南部進行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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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波羅熱市繼續成為俄羅斯火箭襲擊的目標。  10 月 3 日，占領者在扎波羅熱及該地區發射了大約 10 枚 S-300 

導彈。 結果，兒童康覆中心、教育機構和其他一些基礎設施遭到破壞。  10月5日，該市遭到伊斯坎德爾-K型導彈

襲擊，企業工業廠房、辦公用房、兒童寄宿學校領土受損。  10月6日，俄羅斯人對市中心的高層建築發動7次火箭

彈襲擊，救援行動正在進行中，從兩座建築的廢墟中挖出13具屍體，60人受傷。  10月7日，俄羅斯人首次使用

shahed-136無人機攻擊扎波羅熱地區的民用目標，地方當局得出結論，現在占領者正在對該地區的平民居民使用所

有可用的武器。 導彈、高射炮、火炮，現在還有所謂的彈簧刀無人機。 

 10月9日上午，俄羅斯占領者對扎波羅熱的居民樓發動了大規模火箭彈襲擊。占領者使用戰術航空並向城市發射了 

12 枚導彈（4 枚 Kh-22 導彈和兩枚 Kh-59 制導導彈），另外 16 枚來自 S-300 防空系統的防空導彈進行了打擊

。 後果，至少有17人死亡，87人受傷，其中包括10名兒童。 城內一棟高層建築中，一樓到八樓的建築入口被徹底

毀壞。 此前，約有20座私人住宅、近50座高層建築和4所教育機構被毀。 

 在該地區，Polohiv方向的定居點遭受了主要破壞：Orykhiv、Gulyaipole、Zaliznychne、Novomykolaivka。 警方

正在記錄該市被肢解的私人房屋和基礎設施，一周內共有150多座建築物被毀。 Vasylivsʹkyi區的居民也遭到炮火

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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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地區的Dniprovsʹkyi區遭到火箭彈襲擊。 Kryvyi Rih 地區也經常遭受火箭彈襲擊，但目前大部分都被擊落。 

 

 在大多數情況下，俄羅斯人用 Grad 系統對該地區的 Nikopol 和 Kryvorizky 地區進行炮擊。 由於 10 月 3 日

的襲擊，Nikopol的數十座高層和私人建築以及電力線遭到破壞。  Myrivsk 社區有近 1,000 個家庭沒有電。 私

人住宅、太陽能發電廠、農業企業倉庫、天然氣管道和電網大多遭到破壞。 Nikopol在 10 月 4 日遭受的打擊最

為嚴重——大約 30 枚來自俄羅斯Grad的炮彈和重炮落在了那裏，四人受傷。  30多座高層和私人建築被肢解。 這

座城市停水了——供水站泵站的電網遭到破壞。 超過 7,000 個家庭沒有電。 修覆工作正在進行中。 後來，在一

周內，炮擊並沒有停止：Nikopolʹsʹka, Marhanetsʹka 和 Myrivsʹka 社區受災最嚴重，房屋、農舍、一家交通基礎

設施公司、天然氣管道和電力網絡被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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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人繼續沿著整個接觸線對該地區進行炮擊。 晚上，俄軍同時向多個方向進行炮擊。 在Donetsʹk一側，俄羅

斯人正在向 Avdiivka 和 Ocheretyn 社區開火：每天在 Avdiivka 都有孤立的空襲，並且還在該市進行炮擊。  10 

月 3 日至 7 日，Avdiivka 遭到猛烈炮擊，城市的老城區和中部地區遭到破壞。  Ocheretyn 社區，Karliv 水庫

成為襲擊目標，房屋和學校遭到破壞。  10月3日，Horlivsʹk方向受災最嚴重的是Chasiv Yar ——10月3日，俄羅

斯人襲擊了教育機構的宿舍，人們被困在瓦礫下。 對Bakhmut, Toretsʹk 和 Svitlodarsʹk 社區的炮擊仍在繼續。 

在 Lysychansk 方向，Siversk 和 Serebryanka 不斷遭到炮擊。 Kramatorsʹk被火箭擊中。  10 月 8 日，俄羅斯

人對庫拉霍沃發動了火箭彈襲擊。 撞擊造成3人受傷，6棟高層建築受損。 

 自入侵開始以來，該地區已有 964 名平民喪生。 目前，無法確定Mariupol’ 和 Volnovakha的確切受害者人數。 

其
他
 

 Kyyivsʹka, Sumsʹka 和 Khmelʹnytsʹka地區分別遭受襲擊。  10 月 3 日，俄軍在，Sumy縣境內使用桶裝火炮開火。 

在 Yunakivsk 和 Khotynsk 的邊境社區共進行了 56 次飛行。 由於炮擊，10 間私人住宅、20 輛汽車、電力線、

一條天然氣管道和一所鄉村學校被毀。 

  10月5日晚，俄羅斯人用Shahed-136彈簧刀無人機兩次襲擊Bila Tserkva的基礎設施，共有3座建築物受損，起火

，1人受傷。 這是基輔地區的第一次彈簧刀無人機襲擊。 一共發射了12架無人機，其中6架被擊落。 

  10 月 7 日，占領者襲擊了 Khmelʹnytsʹkiy基地區Shepetivka的基礎設施。 根據初步信息，沒有受害者。 

本周炮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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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0 
 外交部長庫列巴回應美國商人埃隆·馬斯克，後者提議烏克蘭放棄克里米亞並宣布中立以結束與俄羅斯的戰

爭：“那些提議烏克蘭放棄其人民和土地的人——據稱是為了不傷害普京被冒犯的自我或拯救烏克蘭免遭苦

難——“讓俄羅斯人殺害和強奸成千上萬無辜的烏克蘭人，奪取更多領土”不應被“和平”一詞所掩蓋。 

04.10 

 

 由於戰爭，烏克蘭的環境已經遭受了360億歐元的損失。 在戰爭的七個月中，戰鬥向大氣釋放了 3100 萬噸

二氧化碳，大致相當於新西蘭的年排放量。由於缺乏安全保障，聯合國實況調查團無法前往頓涅茨克地區奧

列尼夫卡拘留中心的領土，那裏有 50 多名烏克蘭戰俘被殺。 

 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室發言人斯蒂芬·杜加裏克 (Stephane Dujarric) 

說：“在這個 [安全保證] 可用之前，我們不能派出任務。” 

 俄羅斯人正試圖在瓦西裏夫卡地區建立“國界”。 瓦西裏夫卡是扎

波羅熱、赫爾松地區以及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被占領地區居民撤離的唯

一定居點。 目前，瓦西裏夫卡是一場災難，試圖離開 TOT 的人數眾多。 這

場危機已經有受害者：梅利托波爾市市長伊萬·費多羅夫說，一名老人於 10 

月 3 日在瓦西裏夫卡的俄羅斯檢查站排隊死亡。 

 俄羅斯聯邦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可能正計劃在烏克蘭附近試驗核武器——為此，他命

令了一輛所謂的“核列車”朝前線方向行駛。 這可能意味著核武器正在被帶到

前線，也可能是普京試圖威脅和恐嚇西方。. 

  澤倫斯基總統解釋說，在被占領的領土內的公民不會被視為合作者，我們只

是在談論叛徒。 “俄羅斯宣傳人員恐嚇仍在占領者控制下的地區的人們，據稱

烏克蘭將認為幾乎所有留在被占領土上的人都是合作者。絕對的錯覺。” 

05.10 

 

 10月5日，侵略國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簽署法令，將被占領者占領的扎波羅

熱核電站移交給俄羅斯。 

 在從占領者手中解放出來的頓涅茨克地區萊曼市發現了200多座帶有平民的單

人墳墓，並非所有被埋葬的人都被識別出來，有些墓碑上只有數字。 

06.10 

 

 隨著冬季的到來，烏克蘭改變了從美國接收的優先武器清單：防空系統現在位居榜首，因為俄羅斯可能會加

強對基礎設施的導彈襲擊。 

 俄羅斯強行驅逐了超過 160 萬名烏克蘭人，其中許多人通過了過濾營地，並且沒有任何證件。這是澤倫斯

基總統辦公室的新聞簡報，當中提及總統對美洲國家組織大會會議參與者的演講. 
 

07.10 

 在全面入侵後 100 天裏，烏克蘭已提交了大約 14,000 起失蹤人員案件。 目前

有 4,390 名烏克蘭人正在搜索中。高達 15% 的失蹤人員是平民。 在烏克蘭有

七個地區建立了搜索小組。 

  俄羅斯對頓涅茨克地區造成的最低損失超過 260 億美元，這是截至 6 月 1 日

的數據。 烏克蘭政府與世界銀行和歐盟委員會一起對損失進行了初步計算。 現

在談論最終數字還為時過早，因為戰爭仍在繼續。 俄羅斯每天都在繼續破壞該

地區的基礎設施，無法計算臨時占領城市的破壞量。 

 

08.10 

 在扎波羅熱州的瓦西裏夫卡，危機的規模越來越大：大約6000輛汽車在檢查站等待出口到烏克蘭控制的領土

，人們已經在汽車裏生活了10多天。 

 據 Energoatom NAEC 在 Telegram 中報道，由於俄羅斯軍隊的炮擊，扎波羅熱 NPP 完全斷電，柴油發電機

自動開啟。 他們在這種模式下工作的可用柴油供應將足夠 10 天。 

09.10 
 

 烏克蘭執法人員在萊曼市被占領者手中喪生的人的大規模墓地挖掘出前 20 具屍體 - 受害者中有烏克蘭武裝

部隊士兵和兒童。 

人道危機 



 

www.tdcenter.org   

info@tdcenter.org  

Kyiv, 01021, Instytutska, 20/8   

6 

 砲擊圖 

Zaporizhzhia, 06-09.10 

Attack on hospital in Kharkiv 

region, 03.10 

Bila Tserkva, 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