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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師傅教烘焙蝴蝶酥 報名費捐助烏克蘭
2022年03⽉21⽇ 06:44
! 舉報
【⽜爾話你知】抗老神器！京城之
VOLTZ TOYS MERCEDES-BENZ 好肌膚從清潔開始
PREMIUM AMG GT4 12V 電動兒
童電動⾞帶家長遙控

24⼩時

⼀周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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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培師傅帶領製作蝴蝶酥，以另類⽅式援助烏克蘭。主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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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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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伙⼈、糕點師

萬錦市持⼑搶⾞案 24⼩
時內2劫匪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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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A Silver
Step Can, 42-L
SHOP NOW

安省添1447⼈染疫 639
患者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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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充分感受到加拿⼤溫情處處。星島綜合報道

【看星島＊知天下】請立即下載「星島新聞(加拿⼤版)」App：
iPhone：https://apple.co/2IBi812
Android：https://bit.ly/2Pe8anu

評論：

#

讀者評論僅代表其個⼈意⾒，不代表加拿⼤星島傳媒集團立場。評論不可涉及非法、粗俗、猥褻、歧視，或令⼈反感的內容，本網站有
權刪除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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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低⾄5折 超保暖⽻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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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瑞爾森⼤學⼼理係教
授楊麗霞|新冠疫情繼續蔓

新增回應...

延，⼼理健康刻不容緩！
重磅！杜魯多確保執政到
2025！免費牙醫+發錢等
九⼤福利！
PUMA低⾄4折+額外7
折！Logo板鞋僅售$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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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孩⼦的成長軌跡，成長圖表畫 防⽌道路意外，為你的⾞充氣，⼩ ⼩米青萍藍牙鬧鐘
星CLUB
| 5⼩時4分鐘前
星CLUB
米米家充氣寶1S

快速充氣，最佳性能——提⾼速度和空氣容
量，讓您更快地回到路上 能為 2 個汽⾞輪
胎完全充氣或為汽⾞輪胎充氣 8 次，這要歸

延伸閱讀

加國收緊俄機禁令 包括⼈道主義航班
2022年03⽉22⽇ 05:23

■俄羅斯航空謊稱⼈道主義航班，要求穿越加拿⼤領空。CBC
上個⽉底，⼀架俄羅斯商⽤客機謊稱是⼈道主義航班，要求進入加拿⼤領空。聯邦政府表⽰，已收緊對俄羅斯航班
的禁⾶令。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戰爭，渥太華於上⽉禁⽌所有俄羅斯⾶機進入加拿⼤領空。但俄羅斯航空（Aeroflot）111航
班，於2⽉27⽇謊稱是⼈道主義航班，因此獲准穿越加拿⼤領空，從邁阿密⾶往莫斯科。
官員表⽰，俄羅斯航空公司111航班被允許進入加拿⼤領空，因為它註冊為⼈道主義航班。加拿⼤運輸部⺠航負責⼈
周⼀表⽰，經查證後，這是故意偽造的。
交通部長艾誠致（Omar Alghabra）告訴下議院運輸委員會成員，政府對俄羅斯航班關閉加拿⼤領空，即使⼈道主
義航班也不獲得任何豁免。
航空公司和旅客也⽀持禁令
在政府禁令之前，每周約有140架俄羅斯航班穿越加拿⼤領空，其中55架航班在2⽉28⽇⾄3⽉7⽇期間需繞⾶加拿
⼤。
同時，加拿⼤對俄羅斯船隻關閉⽔域。所有俄羅斯擁有，以及懸掛俄羅斯國旗的船隻，也不能進入加拿⼤⽔域範
圍，約75艘船隻受到影響。
與此同時，艾誠致承認，由於俄羅斯對加拿⼤⾶機實施報復性關閉領空。由加拿⼤⾶往印度和韓國等亞洲⽬的地的
航線，都需要額外的時間和成本。但他表⽰，航空公司和旅客非常⽀持加拿⼤對俄羅斯⾶機的禁令，以作為懲罰俄
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決定。星島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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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國家研委會 上周五遭⿊客攻擊
2022年03⽉22⽇ 05:23

■加拿⼤國家研究委員會於3⽉18⽇受到網絡事件⼲擾。資料圖片
加拿⼤全球事務部（Global Affairs Canada）遭網絡⼲擾兩個⽉後，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簡稱NRC）於3⽉18⽇發現⼀宗類似事件。
委員會發⾔⼈在⼀份聲明中表⽰，當局立即採取⾏動解決，現正在進⾏調查。
該研究委員會發⾔⼈阿基諾（Christine Aquino）表⽰：「NRC 對網絡攻擊⼀直保持警覺，制定程序和控制措施來
降低風險。這些措施使我們能夠就3⽉18⽇的事件做出快速應對。」NRC網站指出，當局部份應⽤程式已下線或無
法使⽤。
美英也發布了預警
1⽉19⽇，偵測到全球事務部漏洞的同⼀天，加拿⼤網絡安全中⼼（Canadian Centre for Cyber Security） 發
出公告，警告加拿⼤基礎設施的運營商，注意並採取措施來防⽌與俄羅斯相關的網絡威脅活動。
雖然當局沒有指定威脅與俄羅斯直接關聯，但阿基諾表⽰，他們正與加拿⼤各部⾨包括網絡安全中⼼合作，去應對
問題。
美國和英國也發布了預警，建議各界注意俄羅斯的網絡攻擊，並⿎勵各⾃的網絡安全社區加強監控和緩解措施。
NRC於2014年7⽉曾成為中國⿊客的攻擊⽬標，其網絡被迫全⾯關閉。星島綜合報道

相關⽂章
美對中國官員實施簽證限制
不僅烏克蘭⼈想移加 ⼤量俄國⺠也欲申請
被要求談傳統故事 原住⺠求職感受傷害
東航客機墜毀 132⼈恐全遇難

都市網新聞
【評論】⻄⽅國家為何始終拒絕派兵幫助烏克蘭？

想捐錢幫助烏克蘭⼈ 如何選擇公益組織？

亞裔女⼦被謀殺後焚屍 兇⼿認罪擬判刑8.5年

加拿⼤奇幻樂園四⽉開放 入園規則改變

⾼油價讓房地產經紀⼈苦不堪⾔

研究：感染新冠 增加患2型糖尿病風險

重磅！杜魯多確保執政到2025！免費牙醫+發錢
等九⼤福利！
俄烏局勢｜俄交通部：俄羅斯78架⾶機在境外被
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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