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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North York45畝社區Condo
呎價加幣900/呎,送兩年包租保證,預計⼀年內收樓,訂⾦延長優惠,⾸期港幣18萬
餘起,實⼒雄厚發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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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榮國際集團

多倫多《北約克 North York》地鐵沿線最⼤型45畝
社區聯排別墅複式 Townhouse Villa 及 Condo

千⼈國慶⽇同時網上擊⿎ 創健⼒⼠世界紀錄

康榮國際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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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省男⼀張彩票贏兩筆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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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省「瘋狂駕駛」有新定
義及罰則 今起⽣效

衛⽣部更新新冠疫苗標籤
指引 各種疫苗都多了副
作⽤警⽰
研究指癌症患者打2劑
mRNA疫苗後現強烈抗體
反應
【圖看天下】兄弟暫棄嫌
隙 為亡⺟戴安娜雕像揭
幕
近千⼈通過網路參與國慶⽇擊⿎活動。網絡截圖

男⼦央街被擄返家洗劫 4
持槍疑匪落網遭控46罪

【星島記者王學⽂報道】來⾃148個加拿⼤城市以及26個海外城市的逾千⼈，於7⽉1⽇共同參與第五屆年度「加拿
⼤國慶⽇全國同時擊⿎網上慶祝」活動，慶祝加拿⼤154周年國慶。他們還創下新的「最多⼈同時網上擊⿎」的健⼒
⼠世界紀錄。

洛杉磯潮流辣雞店 明天
落⼾央街

由於新冠疫情，第五屆年度「加拿⼤國慶⽇全國同時擊⿎慶祝」活動，仍然通過網絡平台舉⾏。這次活動除加拿⼤
的148個城市參與外，更有來⾃美國、英國、澳洲、印度、坦桑尼亞、台灣、香港、越南、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的

安省添200⼈染疫 過去2
天共錄484宗新病例

26個海外城市參與。
周四上午10時15分，活動主持⼈宣佈參與者先默哀⼀分鐘，紀念原住⺠寄宿學校舊址發現的逾千名原住⺠亡靈。隨
後，共有近千⼈通過網絡參與擊⿎活動，成功創下「最多⼈同時網上擊⿎」的健⼒⼠世界紀錄。溫哥華夏令時中午

路邊採黃花狂聞 女⼦現
「被⿁壓」等各種不適症
狀

12時，來⾃世界各地的⺠眾共同擊⿎6分鐘，慶祝加拿⼤國慶⽇。
活動主辦負責⼈、加拿⼤150周年慶祝全國總會主席黃國裕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國慶⽇擊⿎活動由5年前的

多倫多這地區接種疫苗不
理想 莊德利落區「催
針」

僅8個城市參加，到現在有近180個城市參與，取得了極⼤的進步。此次的「最多⼈同時網上擊⿎」健⼒⼠世界紀錄
也是他們第⼀次創造⽽產⽣。
他說，過去的⼀年多時間，全世界經歷了太多的天災⼈禍，擊⿎活動旨在以⿎作為媒介，建立跨⽂化的理解。本次
活動還提供了⼀個機會，以感謝前線醫療和基要⼯作⼈員在整個疫情期間做出無私的努⼒。 在2020年，通過集體努
⼒，該活動為前線基⾦The Frontline Fund籌集了超過23,000元的捐款，以幫助全國各地的醫院提供物資、⽀持
和研究，以對抗新冠。

多倫多North York聯排別墅
&Condo
康榮國際集團

查看更多
康榮國際集團

多倫多North
York45畝
社區Condo
健⼒⼠世界紀錄公證⼈員宣佈該活動創下新的「最多⼈同時網上擊⿎」的健⼒⼠世界紀錄。網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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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部更新新冠疫苗標籤指引 各種疫苗都多了副作⽤警⽰
2021年07⽉01⽇ 21:58

【星島綜合報道】加拿⼤衛⽣部更新了幾種新冠狀病毒疫苗的標籤，以警告加拿⼤⼈各種疫苗品牌須注意潛在的罕
⾒健康風險。
衛⽣部上周五更新了輝瑞和莫德納疫苗的標籤，提及接種此兩種疫苗可能會發⽣非常罕⾒的⼼肌炎和⼼包炎（⼼臟
周圍組織的炎症）的報告。
根據對國際病例的分析，加拿⼤衛⽣部稱，這些罕⾒的⼼臟炎症病例通常較會發⽣在注射第⼆劑疫苗後，且年輕男
性和青少年中更常發⽣。衛⽣部⼀份聲明中說：「可⽤的短期隨訪數據表明，這些事件通常是輕微的且可治療的；
但是，尚無關於長期影響的信息。」
衛⽣部提醒⺠眾，如果接種了輝瑞和莫德納疫苗後幾天內出現：胸痛、氣促、⼼跳加快、⼼顫動等感覺，需立即就
醫。此外，官員並建議加拿⼤⼈向醫療保健專業⼈員報告任何接種後的不良反應。
本周⼆，加拿⼤衛⽣部還建議有⽑細⾎管滲漏綜合症(CLS)病史的⼈不要接種阿斯利康疫苗。聲明提到：「衛⽣部更
新了阿斯利康和COVISHIELD產品標籤，增加關於⽑細⾎管滲漏綜合症乃潛在副作⽤之⼀，並警告有相關病史的患
者不要接種阿斯利康或COVISHIELD疫苗。」
⽑細⾎管滲漏綜合症 是⼀種非常罕⾒的嚴重疾病，會導致液體從⼩⾎管（⽑細⾎管）滲漏，導致四肢腫脹、低⾎
壓、⾎液增厚和⼀種重要的⾎液蛋⽩⽔平降低。
聲明說，加拿⼤衛⽣部和加拿⼤公共衛⽣署⼀直在監測這種情況，因為它在4⽉份被歐洲藥品管理局列為潛在的安全
問題。截⾄6⽉11⽇，加拿⼤已出現⼀宗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後發⽣⽑細⾎管滲漏綜合症的病例。
圖：加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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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國盃焦點】⽪克福德四場0失球 英軍教練前⾨將撐到
底
2021年07⽉01⽇ 17:12

［星島綜合報道］當他的英格蘭⾨神位置備受質疑時，⽪克福德（Jordan Pickford）從未有放在⼼上。
儘管這位⾨將在愛華頓的表現偶爾會出現失誤，英格蘭教練修夫基仍然對他充滿信⼼。
修夫基的⽀持是有原因的——今屆歐國盃沒有哪位⾨將可以像⽪克福德在前四場比賽保持「清⽩之⾝」。

⽪克福德周四說：「作爲⼀名英格蘭球員和職業球員，你總是會受到批評，你需要⾃⼰去適應，每天都要成熟。保
持不失球將會讓我們進步。」
「他看起來是⼀個很有信⼼的⾨將，他冷靜沉着，」前英格蘭⾨將占⼠（David James）說：「他看起來並不緊
張，他令隊友充滿了信⼼。」
占⼠特別提到了⾾德國，史達寧（Raheem Sterling）射入領先⼀球之後，湯⾺⼠梅拿（Thomas Müller）「單
⼑」⾯對⽪克福德射斜出界，轉過頭哈⾥卡尼（Harry Kane）攻入第⼆球。

「當梅拿長驅直進時，⼀般守⾨員會把握機會跑出去，並試着預測梅拿的射⾨，但⽪克福德沒有，他堅守⾃⼰陣
地，這需要很冷靜的頭腦。」
這也說明了，爲什麼修夫基斯始終忠於這名在2018年世界盃⼀直奮戰⾄準決賽的⾨將。
修夫基說：「他在正確的時刻爲我們做出了關鍵性的決定。他的位置真的很好，他給了我們⼀個非常穩固的基礎，
令整隊都有強⼤的防守。」
圖片：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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