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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培師傅帶領製作蝴蝶酥 另類⽅式援助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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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IIW無綫靜⾳鍵鼠套裝

⼀周熱⾨

24⼩時

Voltz Toys STEM T
具迷你廚房系列

⼀⽉熱⾨

Fairview商場發⽣搶⾞傷
⼈案

南安省周三降冰雨⼤雨兼
吹強風 ⻄北部城市降最
多40厘米雪
超 過 屋 主 叫 價 30 萬 落 標
多市夫婦終搶得⼼頭好

租客約滿後不肯搬走 屋
主或遭新買家起訴

⾞牌剝落或褪⾊可被罰
110元 有市⺠感不公欲上
庭抗辯

【星島綜合報道】越來越多社區組織透過不同的⽅式來幫助烏克蘭。⼀個名為Everything Goes Virtual (EGV)的
線上廚藝項⽬，於3⽉19⽇舉辦了⼀場烘焙盛宴，專業的糕點師傅帶領⺠眾製作法式蝴蝶酥，其報名費⽤捐助給加拿
⼤紅⼗字會啟動的烏克蘭⼈道主義基⾦。

安省有⼩型⾶機墜毀 機
師傷重死亡

活動組織者余振敏(Helen Yu)表⽰：「這是⼀個非常具有意義⼜輕鬆愉快的活動。參加者事先花38元報名註冊後，
獲得製作餅乾的材料，然後參與19⽇的線上烘培教學活動，由著名的Beaucoup Bakery & Cafe 的合夥⼈、糕點
師Betty Hung帶領⼤家⼀起做美味的蝴蝶酥，不僅可以讓⾃⼰和親友都享受甜甜好滋味，更重要的是可以幫助到烏

萬錦市持⼑搶⾞案 24⼩
時內2劫匪被捕

克蘭⼈⺠。」

汽⾞相撞後 4⼈搶走前來
協助汽⾞ 2⼈被捕2⼈在
逃
俄烏局勢｜澤連斯基指與
俄談判若達成任何妥協
將由烏克蘭全⺠公投決定
安省添1447⼈染疫 639
患者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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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充分感受到加拿⼤溫情處處在。

3.

TOP 5 STOCKS TO BUY NOW

圖：主辦⽅提供

4.

FOODS TO EAT TO REVERSE
DIABETES

活動的主要贊助商Trail Appliances的⾼級品牌經理Cara Kampff說：「通過烹飪來促進⽂化、理解和包容，這與
公司價值觀⼗分契合。欣⾒此活動⽀持烏克蘭⼈道主義危機，呼籲社會各界對烏克蘭⼈⺠持續關注與⽀持。」
上星期，余振敏也引領⼀群⾼中⽣，在列治⽂義賣烏克蘭傳統食品和⼿⼯甜點，當時亦獲得很多社區⼈⼠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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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專訪瑞爾森⼤學⼼理係教
授楊麗霞|新冠疫情繼續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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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杜魯多確保執政到

排序⽅式

2025！免費牙醫+發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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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MA低⾄4折+額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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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Logo板鞋僅售$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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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暖了，想喝氣泡⽔？易操作氣 好肌膚從清潔開始
蠟筆⼩⽣
| 4⼩時19分鐘前
星CLUB
泡機僅售$129.99！

Linen Chest 加拿⼤官網現有這款氣泡蘇打機
特賣，原價$149.99，現售$129.99，免郵
費。 ⿊ […]

延伸閱讀

GE製世界最⼤風能葉片 熱塑性塑料可100%回收
2022年03⽉21⽇ 15:55

［星島綜合報道］通過其巨⼤的風⼒渦輪機和創新的海上設計，通⽤電氣繼續努⼒改進設備，以建立可持續能源的
未來，⽽⼀個新公布的渦輪機葉片顯⽰了這如何能夠延伸到所使⽤的材料。由該公司領導的⼀個財團已經製造了世
界上最⼤的熱塑性塑料葉片，旨在作為⼀個完全可回收的風⼒渦輪機葉片的全尺⼨例⼦。
風能已經成為我們無化⽯燃料的未來的⼀個重要⽀柱，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的環境問題。構成今天渦輪機葉
片的熱固性複合材料不能被回收，劍橋⼤學的⼀項研究表明，到2050年，全球將有4300萬噸的葉片廢料。零廢料
葉片研究（ZEBRA）項⽬正在研究熱塑性複合材料形式的更可持續的材料。
62米(203呎)的原型葉片是由材料公司Arkema的Elium樹脂製成的，它是⼀種玻璃纖維增強的熱塑性塑料。這種材
料不僅100%可回收，據說還能提供與熱固性樹脂類似的性能⽔平，⽽熱固性樹脂因其輕質和耐⽤⽽受到青睞。

通過化學回收⽅法，該材料可以被解聚並變成新的原⽣樹脂重新使⽤，作為風能領域循環經濟圈的概念證明。在這
之前，在未來幾周內，GE的⼦公司LM Wind Power將開始全⾯的結構測試，以驗證葉片的性能。然後，它將在今
年晚些時候驗證這些先進的回收⽅法，同時還將研究⽣產廢料的回收⽅法。
「通過這個項⽬，我們正在解決兩個關鍵的⾏業挑戰，」LM Wind Power卓越⼯程部⾼級總監John Korsgaard
說，「⼀⽅⾯，我們正在通過防⽌和回收⽣產廢料來實現我們的零廢料葉片願景。另⼀⽅⾯，我們正在將葉片的可
回收性提⾼到⼀個新的⽔平：報廢的熱塑性複合材料葉片材料本⾝具有很⾼的價值，可以隨時作為材料化合物⽤於
其他⾏業，但也可以解聚，將樹脂重新⽤於新葉片的⽣產。」

圖片：GE
T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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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省春季測試網上新⾞登記系統
2022年03⽉22⽇ 15:27

【星島綜合報道】安省政府計劃將汽⾞登記的⼿續，轉到網上進⾏，今個春季會進⾏測試。
省府表⽰，春季期間，會推出全新數碼汽⾞登記系統，⾸先會選擇部分指定的汽⾞代理商進⾏測試，⽇後，將容許
汽⾞代理商透過新系統進⾏網上新⾞登記。
省府表⽰，這個新系統，會令安省買⾞的⼿續變得「更容易、更快捷及更⽅便」。
省府表⽰，新系統將會消除「重複⽂書⼯作，及前往安省服務處的時間」。
⾄於安省服務處，⽇後會專注醫療卡、駕駛執照及⾞牌更新與登記服務。
省府表⽰，全新的數碼系統，可容許汽⾞代理商，透過互聯網登記新⾞，並直接向⾞主發送⾏⾞證與⾞牌。
安省消費服務廳長羅⾺諾（Ross Romano）表⽰，實施全新數碼汽⾞代理登記的系統，是省府減少企業繁⽂縟節，
並提升省⺠獲得政府服務速度，以及更便利的政策之⼀。
省府表⽰，⼀旦全⾯實施，新系統可容許超過7,000間汽⾞代理商同時上網辦理新⾞登記。
⾄於這個網上系統，所提供的服務，亦包括⼆⼿⾞登記，及⾞輛許可證更換；這2項服務，⽬前必須親⾝到安省服務
處進⾏。
（網上圖片） 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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