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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拒絕為烏克蘭的長期支持計劃提供資金。匈牙利外交部長彼得·
斯齊亞托表示：“我們準備繼續在雙邊基礎上提供財政支持，基於烏克蘭和
匈牙利之間的雙邊協議。但在這方面我們肯定不會支持任何歐盟聯合借款，

”匈牙利外交部長Peter Chateau說。 
 NASAMS 和 Aspide 防空系統已抵達烏克蘭。烏克蘭國防部長Oleksiy 
Reznikov在推特上寫道：“這些武器將大大加強烏克蘭軍隊，使我們的天空

更加安全。我們將繼續擊落攻擊我們的敵方目標。我們感謝我們的夥伴：挪威、西班牙和美國。” 

08.11 

 法國總統Emmanuel Macron支持烏克蘭和俄羅斯在烏克蘭方便的時候按照基輔條件進行和平談判。 
 義大利準備向烏克蘭提供 SAMP/T 和 Aspide 防空系統, Reuters社援引義大利政府聯盟的代表報道。
然而，這位官員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義大利能夠提供多少系統以及何時交付。 

 世界拳擊理事會（WBC）主席Mauricio Suleiman宣布，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運動員將被排除在該組織的
評級之外。 

 美國向烏克蘭國家緊急服務機構提供了 80 萬美元的援助。烏克蘭緊急救援從美國合作夥伴那裏收到
了 117 台金屬探測器、200 台混凝土切割機和 85 架無人機，以提供有效的消防和搜救人員。 

09.11 

 歐盟委員會已正式提議在 2023 年向烏克蘭提供高達 180 億歐元的宏觀金融援助。這種支持應伴隨著
旨在進一步加強烏克蘭法治、良好治理以及打擊欺詐和腐敗的改革。 

 德國向烏克蘭運送IRIS-T導彈和30輛Dingo裝甲車。聯邦政府網站上公布的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清單還
包括四個用於檢測和幹擾無人機操作的傳感器、五台 M1070 Oshkosh 拖拉機和
另一台裝載機。 

 教宗弗朗西斯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不能通過武器的幼稚邏輯來解決”
，而只能通過“對話的軟實力”來解決。 

 俄羅斯襲擊烏克蘭能源基礎設施後，17個歐盟國家響應烏克蘭請求，派出500
台發電機。 

 愛爾蘭外交部長Simon Coveney表示，愛爾蘭支持烏克蘭盡早加入歐盟。 

10.11 

 據法國武裝部隊部長Sébastien Lecornu稱，在不久的將來，還將向烏克蘭運送另外六門Caesar自行火
炮。“法國不是沖突的當事方，因此武器供應不是沖突升級”, Lecornu指出。 

 西班牙正在向烏克蘭轉移另外兩個HAWK防空系統，總共六個。國防部長Margarita Robles在與在西班
牙土地上接受過培訓的烏克蘭軍事人員會面時宣布了這一消息。 

 美國國防部宣布向烏克蘭提供總額高達 4 億美元的新一攬子軍事援助。它包括HAWK防空系統的導彈、
Avenger 防空導彈群和Stinger導彈、HIMARS 的額外彈藥、炮彈、榴彈發射器、小型武器等。 

 波蘭向烏克蘭提供了另外 1,570 個 Starlink 終端。烏克蘭希望擴大整個烏克蘭的網絡，以便烏克蘭
人即使在停電期間也可以訪問互聯網。自全面入侵開始以來，烏克蘭已經從捐助者和合作夥伴那裏收
到了 20,000 多台 Starlink 終端，其中包括來自波蘭政府的 5,000 台。 

 英國、荷蘭和拉脫維亞的國防部長反對就與俄羅斯的談判對烏克蘭施加任何壓力。Ben Wallace特別表
示，是否舉行任何和平談判由烏克蘭決定，西方大國應幫助烏克蘭“爭取自己選擇權”，而不需要“
克里姆林宮用槍指著烏克蘭的頭”。 

11.11 

 義大利總理Giorgio Malone在與北約秘書長會晤時宣布，義大利
堅定地致力於阻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瑞典國防部長Paul Jonsson宣布，瑞典政府將“很快”決定將最
新的武器系統轉移到烏克蘭。瑞典國防部負責人拒絕具體說明，理由是
行動保密以及與提供軍事援助相關的風險。然而，他澄清說，這將包括

訓練烏克蘭軍隊的努力。 
 立陶宛居民籌集了 250,000 美元，作為澤倫斯基總統宣布的建造

海上無人機艦隊計劃的一部分。現在，他們自己將選擇他們資助的無人機的名稱。 
 德國總理Olaf Scholz認為，目前不可能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烏克蘭戰爭的結束問題。“我們都希望這場
戰爭結束，和平成為可能，”他說。然而，據德國總理稱，普京的戰爭阻礙了任何外交和解。 

12.11  英國和歐盟已同意抵制俄羅斯外長Sergey Lavrov在G20峰會上的講話，並將呼籲其盟國加入。 

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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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內 11月 7日 到 11 月 13日 俄
羅斯損失: 

人員損失  4200 
坦克  62 

裝甲車  94 
火炮系統/MSW  48/2 

防空系統  3 
飛機/直升機  0/1 

無人機  33 
汽車設備和運油車  100 
專業技術設備  1 

 在 2022 年 11月 7 日至 13 日這一周，赫爾松地區的數十個定居點，尤其是區域中心赫爾松市，
被重新置於烏克蘭的控制之下。烏克蘭軍隊於2022年11月11
日進入赫爾松。城市和該地區的居民用旗幟和喜悅的淚水迎
接他們。在赫爾松地區解放的定居點，烏克蘭國防軍部隊正
在實施穩定措施。此外，烏克蘭軍事管理局的代表返回赫爾
松並開始在那裏工作。 

 
 與此同時，俄羅斯人正在改進Dnipro河左岸的防禦裝備。
Bakhmut, Avdiivka, Novopavlivka地區的進攻行動仍在繼續
。 

 
 Volyn和Poliske方向的情況沒有明顯變化。在白俄羅斯境內
組建俄羅斯-白俄羅斯部隊的工作仍在繼續。在白俄羅斯
Brest地區，尤其是俄羅斯武裝部隊即將進入的地區，社會緊張局勢明顯加劇。尤其是當地醫院的俄
羅斯士兵，由於帳篷城市的拘留條件不理想，病情嚴重。 

 
 反過來，烏克蘭也在其與白俄羅斯的邊界上修建了一堵墻。Volun地區正在修建一條溝渠、一座堤壩
和一個帶刺鐵絲網的鋼筋混凝土圍欄。通過這種方式，大約3公里的邊界就已經布置好了。Rivne 和 
Zhytomyr 地區的工作仍在繼續。 

11月10日 
 烏克蘭軍方解放了Mykolaiv地區的Snigrivka鎮。 
 在冬季，雙方的敵對行動步伐放緩。然而，在春季，目前在英國接受培訓的數千名新兵將加強烏克
蘭武裝部隊。烏克蘭國防部長 Oleksiy Reznikov 在對Reuters社的評論中做出了這樣的預測。
Reznikov還假設敵人會以犧牲從赫爾松地區撤出的部隊為代價來加強其在Zaporizhzhia地區被占領
土上的部隊。 

 據國防部長稱，當烏克蘭武裝部隊到達第聶伯河時，他們仍然無法用 HIMARS 打擊被占領的克里米
亞。根據Reznikov的說法，半島將在不打仗的情況下獲得解放。也許是俄羅斯內部鬥爭的結果。 

 空軍司令部發言人Yurii Ignat說，在俄羅斯，工廠分三班趕工，以補充口徑和 X-101 導彈的庫存
。“他們很可能囤積了一些庫存，以便發動大規模打擊。這不能排除，因為敵人還沒有放棄摧毀我
們的關鍵基礎設施。” 

11月11日 
 在烏克蘭軍隊進入赫爾松的同時，Mykolaiv州政府首Vitaly Kim宣布，幾乎整個Mykolaiv夫地區已
經解放，除了Kinburnska Kosa附近地區。通往Kinburnska Kosa的陸路從赫爾松地區左岸開始，該
地區目前處於俄羅斯占領之下。 

 據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Valery Zaluzhny介紹，由於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11 日在烏克
蘭南部的反攻，烏克蘭軍隊深入敵軍防線36.5公里，以收覆領土總面積長達1381公里，控制了41個
定居點。“在敵人每一個所謂的‘善意姿態’背後，都有烏克蘭軍隊的巨大努力。俄羅斯人可能從
赫爾松撤軍是我們侵略行動的結果。” 

11月12日 
 過去一天，烏克蘭國防軍部隊在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地區人口稠密的地區擊退了俄羅斯人的12次襲
擊。 

 11 月 12 日，另一批動員的俄羅斯公民抵達被占領的Zaporizhzhia地區的Melitopol市。某些類別
的敵軍來到城市以後購買食物、便服和大量酒精飲料。 

 根據最新消息，已確認烏克蘭國防軍襲擊了赫爾松地區占領者集中的地區。在Dnipryan定居點，對
一座最多可容納 500 名士兵的建築物進行了高精度打擊。根據結果，兩輛卡車中的死者被送往
Tavrisk。56名重傷者被送往最近的醫院，其中16人不久後死亡。正在澄清有關俄羅斯人損失的最終
信息。 

11月13日 
 烏克蘭將在1月前解放Melitopol和Mariupol。此後，克里米亞的解放將開始。這是美國駐歐洲地面
部隊前指揮官Lt. Gen. Ben Hodges中將所說的。 

 Hodges寫道：“HIMARS很快將從赫爾松開火。接近克里米亞的途徑已經觸手可及。這將惡化俄羅斯
的防禦位置，而反攻的“左翼”將在1月前占領Melitopol和Mariupol。然後，戰役的決定性階段將
開始……解放克里米亞。“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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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周內，俄羅斯人進行了 40 導彈和 160 空襲，用多枚火箭榴彈進行了超過 475 的炮擊。 

第
聶
伯
羅
和
周
圍
地
區
 

 

 俄羅斯人繼續用炮擊恐嚇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居民。 11月9日晚，在第聶伯羅，無人機襲擊了一家

物流企業。他的四名雇員受傷。每個人都在醫院裏。三人情況嚴重。俄國人正在用格雷迪和重炮炮擊尼科波

爾區，其中一發炮彈擊中了居民住宅，沒有人受傷。 Marganetska、Chervonogrigorivska 和 Nikopol 社區

也不斷遭到炮擊。在尼科波爾，一名 80 歲的婦女受傷，十座高層建築和私人建築、一個加油站、一條輸氣

管道和電線受損。 

尼
古
拉
耶
夫
及
其
周
邊
地
區
 

 

 尼古拉耶夫地區遭受連續炮擊。俄羅斯占領者對 Shevchenkivska、Shirokivska、Berezneguvati 和 

Pervomaiska 社區發動炮擊。工業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私人住宅、私人車輛、電力線和天然氣管道被毀。 11

月10日晚，俄軍對尼古拉耶夫一處居民區發動火箭彈襲擊，其中一枚火箭彈擊中一棟5層樓。遇難者人數達到

7人——其中一名遇難者在醫院死亡。國家緊急服務中心的救援人員從瓦礫下搜救出 6 名遇難者的遺體。 

其
他
地
區
 

 

 在札波羅熱地區，敵人正在進攻札波羅熱、瓦西裏夫斯基、波洛吉夫斯基和古利亞皮爾斯基區。 私人住宅和

基礎設施遭到破壞。 在這一周內，收到了 101 份關於俄羅斯軍事人員炮擊導致公民房屋（公寓）和基礎設

施被毀的報告。 

 

 在蘇梅地區，俄羅斯人在一周內向邊境地區發射了203枚炮彈和地雷。 死去的女人是眾所周知的。 鐵路也因

炮擊而受損。 
 

 Kupyan、Chuguyiv 和 Kharkiv 地區的大炮和迫擊炮炮擊仍在哈爾科夫地區繼續進行。兩名道路服務人員在

楚古伊夫區被地雷炸死。 
 

 11 月 11 日晚上，文尼察地區的一個關鍵基礎設施遭到襲擊。沒有受害者。 

 

 每一天，俄羅斯人炮擊切爾尼戈夫地區的邊界。 Novgorod-Siverskyi、Horodnya、Semenivka 和 Snovsk 一

直處於俄國人的火力之下。他們被迫擊炮、大炮和多管火箭炮擊中。從那裏，已有 1500 人前往該地區的其

他定居點。 

 

 在赫爾松地區，俄羅斯人炮擊了 Novovoskresenske 村 - 1 人死亡，1 人受傷。 11 月 12 日，Grad RSZV 

的占領者炮擊了 Kakhovsky 區的 Gornostaivka 村。敵人炮擊造成兩名婦女死亡，約 10 間房屋受損。俄羅

斯人想用如此可怕的手段，誘導戈爾諾斯塔耶夫卡的居民進行所謂的“疏散”。 

 

頓
涅
茨
克
地
區
 

 炮擊沿頓涅茨克地區的前線繼續進行。俄羅斯人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迫擊炮和防空系統。航空業也參與

其中。 

 

 在頓涅茨克方向，Kurakhove、Gostre、Avdiivka、Krasnohorivka、Georgiivka、Kurakhivska、Mariinska 

和 Ocheretyanska 社區受大炮和 Grady 炮擊影響最大。高壓網絡、私人住宅和工業設施遭到破壞。 Bakhmut

、Toretska、Svitlodarska、Chasovoyarska 和 Soledarska 社區的郊區在 Horliv 地區遭到炮擊。私人住

宅、行政大樓、幼兒園、學校和基礎設施遭到破壞。在Lysychansk方向，Lymansk社區的Torsky和Zarichny以

及Siversk社區的Serebryanka、Dronivka和Siversk都沒有停火。在 Volnovaskyi，Pavlivka 和 

Bogoyavlenka 遭到炮火襲擊，Vugledar 遭到猛烈炮火襲擊。俄羅斯占領者繼續炮擊克拉馬托爾斯克。 11月

8日，一名8歲男童受傷，學校和附近居民住宅受損。 
 

一周內炮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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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 

 根據分析人士的初步估計，超過 240 萬烏克蘭人居住在被毀或嚴重損壞的房屋中。在損壞的房地

中最多的數量就是住宅樓房：超過142,000。其中，超過54,000個房子破壞程度高達50％，88,000

個的破壞程度是50-100％。由於國家赤字，重建和發展進展緩慢。因此，失去家園或離開臨時占

領區的人分為兩類。第一類境內流離失所者通過租房、購買新房或與親戚同住等方式自己解決問

題。第二類是無處居住的人。國家照顧後者。據該部稱，到 10 月底，可以組織 163,000 個地方

，臨時安置 169 萬烏克蘭人。 

 據盧甘斯克 OVA 報道，俄羅斯占領者從北頓涅茨克的萬人坑中移走了 396 

名遇難者的屍體。  

 據烏克蘭武裝部隊戰略司令部報道，在哈爾科夫州被占領的伊久姆，一個大

規模墓地的屍體挖掘工作已經完成。 工作不間斷地持續了一周。 447具屍

體被從墳墓中取出。 其中，女性 215 人，男性 194 人，兒童 5 人。 22

名軍人也被埋在那裏。 目前還無法確定 11 具屍體的性別。 “大多數死者

有暴力死亡的跡象，30人有遭受酷刑的跡象。 有些屍體的脖子上掛著繩子，雙手被綁著，四肢骨

折，還有槍傷。 有幾個男人的生殖器被截肢了。” 

08.11 
 烏克蘭政府取消向烏克蘭進口發電機、加熱器和電池的稅。 “這對於現在加快維修速度、改善光

熱供應、滿足人口需求以及降低相應產品的價格非常重要，”總理丹尼斯·施米哈爾說。 

09.11 

 烏克蘭總理 Denys Shmyhal 表示，烏克蘭積累了足夠的資源來度過供

暖季節。 “截至今天，儲氣設施中有146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 相對溫和的

秋季和能源資源的節省使我們能夠抽出比抽出更多的氣體。” 

 總統辦公室援引國家信息局的數據稱，超過 10,500 名兒童在被驅逐並

強行轉移到俄羅斯的名單上。 目前，烏克蘭僅成功帶回了96名兒童，其中69

名來自俄羅斯境內，27名來自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的臨時占領區。 

 俄羅斯駭客每天對烏克蘭的戰略目標進行 10 多次網絡攻擊。 俄羅斯占領者伴隨著導彈襲擊和網

絡攻擊，以造成最大程度的停電。 

10.11 

 波蘭又將 1,570 個 Starlink星鏈終端交給了烏克蘭，他們希望在整個烏克蘭部有網絡，這樣即使

在停電期間，烏克蘭人也可以進行通信，以及在 Ukrzaliznytsia 火車上也會有網絡。 

 與 9 月相比，10 月份烏克蘭的通貨膨脹率上升了 2.5%，按年計算，上升到 26.6%。 

 一般來說，超過 420 億格里夫納已經分配給國內流離失所者，預算中有資金用於支付給流離失所

者，跟俄羅斯臨時占領區重返社會部長 Iryna Vereshchuk說。 

11.11 

 在基輔，批準了一項對發電機和其他獨立替代電源設備成本進行部分補償的計

劃。 首都的公寓和住房合作社將獲得 75% 的費用報銷。 

 俄羅斯聯邦襲擊了烏克蘭的 400 多個電力和供熱設施。 僅在過去五周內，俄

羅斯聯邦就轟炸了數十個 Ukrenergo 變電站和 10 多個發電設施。 總理 Denys 

Shmyhal 表示，需要 75 億格里夫納來恢覆 CHP、TPP 

和變電站。 同時，他說有可能會有新的攻擊。 

 撤退前，俄軍開始摧毀被占領的赫爾松，使其沒有電、通訊和供暖。 

 俄羅斯軍方炸毀了赫爾松電視塔的傳輸中心。 他們還炸毀了部分手機信

號塔，切斷了城市的電力供應。 只有在離赫爾松不遠的安東尼夫卡區才

有與外界的聯系。 

 此外，在區域中心，占領者炸毀了鍋爐房以及國家電力公司的設施。 

 俄羅斯占領者還徹底摧毀了赫爾松的能源系統——DTEK。 恢覆正常供電

可能需要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在赫爾松地區解放的貝里斯拉夫區村莊發現了三名平民的屍體。 赫爾松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報告說

：“在初步檢查期間，發現了顱骨骨折形式的身體傷害。” 

人道主義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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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击图 

Mykolayiv, 5 story-building shelled Dnipropetrovsk reg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