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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直接點選照片進入頁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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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中游標變成小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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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課外活動組
9/14( 三 )-11/30( 三 )

至 11/30
23:59 截止

全校
第五屆

北市大文學獎
請至課外活動組
網站下載報名表

大眾傳播社

計網中心 10/4( 二 )-11/15( 二 )
週二

18:00-21:30
公誠樓 G512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電
腦相關技能教育訓練系

列活動

活動詳情請見
http://computer.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news201109270002

學材系 10/27( 四 ) 18:30-20:30 公誠樓 G419 教甄及高普考分享

※因座位有限，歡迎有意願參
加者，先以電子郵件報名參加
詳情請見
http://lmd.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11100011

狂賀！！

本校女籃參加 100 年全國中正杯錦標賽榮獲大專女子甲組 第 1 名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091302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091302
http://computer.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s201109270002
http://computer.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s201109270002
http://computer.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s201109270002
http://lmd.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1100011
http://lmd.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1100011
http://lmd.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11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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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師培中心 10/28( 五 )

10:00-12:00
勤樸樓
C512

觀光產業人才需求講座
　主講人 :
　常新旅行社董事長 蕭新浴

進場 :13:00
13:30-15:00

公誠樓二樓
第三會議室

考取職場四大英文證照
密技大解析講座

　　Jeffrey 張老師 主講

圖書館

10/24( 一 ) 15:00-17:00
公誠樓

第三會議室
圖書館 2011 最佳紀錄片
秋季影展－「沉默之島」

更多詳情請見
http://lib.tmue.edu.
tw/TMUEWeb/wSite/

ct?xItem=15735&ctNode=253&mp=1

10/25( 二 ) 18:30-20:30 公誠樓電影院

10/26( 三 )

8:00-10:00

公誠樓電影院
圖書館 2011 最佳紀錄片
秋季影展－「自閉歷程
(Temple Grandin)」

18:00-20:30

學校活動快訊 !! ＰＡＲＴ２

http://lib.tmue.edu.tw/TMUEWeb/wSite/ct?xItem=15735&ctNode=253&mp=1
http://lib.tmue.edu.tw/TMUEWeb/wSite/ct?xItem=15735&ctNode=253&mp=1
http://lib.tmue.edu.tw/TMUEWeb/wSite/ct?xItem=15735&ctNode=253&mp=1


公告欄

3

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課外活動組
本校 100 年國語文競賽成績公告
詳情請見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01811

生輔組

無償撥發桌上型電腦
本校計算機中心最近淘汰桌上型電腦一批 (雖非新式，但均堪用 )。若有需求同學
於 10 月 25 日前可攜證明文件至生輔組李志威教官處登記，統計完成後將無償撥發
同學使用。(限低收入戶及需要幫助同學 ) 

計網中心

LMS 重新啟用公告 
數位學習系統 (LMS) 因系統損壞造成資料遺失，從 10 月 11 日起資料救援工作已委
託外面公司進行，遲遲無法得知能否成功救回資料之答案，為避免系統無法使用，
本中心決定於今日重新啟用數位學習系統，老師、學生於開學至今放在系統裡的教
材與作業會全部重置，惟資料救援的工作仍會持續進行。在此本中心對於系統管理
不善，向全校師生致上歉意。  

招生組

公告-101學年度碩.博士班推薦甄選招生已開始報名，凡符合資格者，請踴躍報名。 
101 學年度碩 .博士班推薦甄選招生已開始報名，凡符合資格者，請於報名期限內
儘早報名。
招生簡章於本校招生網頁公告，請自行上本校招生網站下載，不另行發售。
本校網址 :http://www.tmue.edu.tw/
報名網址 :http://recruit.tmue.edu.tw/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01811
http://www.tmue.edu.tw/
http://recruit.tm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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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 10 月 31 日，是西方世界的傳統節日：萬聖節，

它還有另一個稱呼叫「諸聖節」。然而我們所熟悉的萬聖

節活動，其實不是在萬聖節當天舉行，而是在萬聖節的前

一晚。

　　 萬 聖 夜 英 文 稱 之「Halloween」， 為「All Hallow 

Eve」的縮寫，是指萬聖節（All Hallow's Day）的前夜。

「Hallow」來源於中古英語「halwen」，與「holy」詞源

很接近，在蘇格蘭和加拿大的某些區域，萬聖節仍然被

稱為「Allhallowmas」，意思是在紀念所有的聖人（All 

Hallows）那一天要舉行的彌撒（Mass）。萬聖夜通常與靈

異的事物聯繫起來。歐洲傳統上認為萬聖節是鬼怪世界最

接近人間的時間，此時就如同東方的中元節，會有一些特

殊的慶典。有「世界萬聖節之都」稱號的美國明尼蘇達州

的阿諾卡（Anoka）「世界萬聖節之都」，更是每年都舉行

大型的巡遊慶祝。

起源
　　萬聖節和萬聖夜來自於天主教對其它宗教的節日的吸

收、改造和重新詮釋。萬聖夜起源於不列顛凱爾特人的傳

統節日，在 10 月的最後一天，他們相信這是夏天的終結，

冬天的開始，這天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之一，被稱為「死

人之日」，或者「鬼節」。這一天各種惡鬼出沒，死去人

們的靈魂也會離開身體，在世間遊走，這一天的晚上也

就格外危險。為了嚇走邪惡的鬼魂，凱爾特人會戴上面

具。傳說當天主教傳教士登陸不列顛諸島的時候，傳教

士們為了壓制這種被他們視為異端的德魯伊傳統，就把

這一天之後的 11 月第一天定為萬聖節（諸聖日），紀念

天主教的聖人們，希望以此打壓這些鬼怪觀念。不過，

諸聖日實際應源自天主教在義大利和高盧的一個隱修會

本篤會（Order of Saint Benedict），本篤會會士一向

習慣在11月1日的晚課中為亡者誦經，受這傳統所影響，

後來教會把11月1日定為諸聖日。萬聖節和鬼節的習俗，

主要是在英倫三島和北美的前英屬殖民地，也就是美國、

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地。其中美國的萬聖夜傳

統，最初由來自愛爾蘭和蘇格蘭的移民於 19 世紀傳入，

而其他發達國家則於 20 世紀末受美國流行文化影響而開

始慶祝萬聖夜。

象徵物
　　通常與萬聖夜扯上關係的事物有南瓜、鬼魂、食屍

鬼、女巫、蝙蝠、黑貓、貓頭鷹、精靈、殭屍、骷髏和

惡魔等，還有虛構人物如吸血鬼和科學怪人。黑色和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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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萬聖夜的傳統顏色。現代萬聖夜的產品也大量使用紫

色、綠色和紅色。

　　傑克燈是萬聖夜最廣為人知的象徵物。在英國和愛爾

蘭，當地人原本在挖空的蕪菁中燃點蠟燭造成傑克燈，但

移民到美國的人很快便採用南瓜代替，因為南瓜比較大和

容易在上面雕刻圖案。不少家庭在南瓜上刻上嚇人的面容，

並放在大門口的階梯上，傳統上此做法是想嚇走惡魔或妖

怪。

活動
　　萬聖夜的主要活動是「不給糖就搗蛋」（Trick-or-

treating）。小孩裝扮成各種恐怖樣子，逐門逐戶按響鄰

居的門鈴，大叫："Trick or Treat!"（意即不請客就搗

亂），主人家便會拿出一些糖果、巧克力或是小禮物。小

孩一晚取得的糖果往往以袋計算，整袋整袋的搬回家。在

19 世紀的蘇格蘭和愛爾蘭，當時的人認為萬聖節前夜鬼

魂會來到人間，故會打扮得與鬼魂一樣，讓鬼魂把自己當

成同類。近年，萬聖節前夜的裝扮已不限於恐怖，而可以

作任何打扮，如扮成電視劇或電影明星，以及公眾人物，

例如政治家。此外，還有「咬蘋果遊戲」（bobbing for 

apples），參加者設法只用嘴巴咬起漂浮在水上的蘋果。

傳說
　　在愛爾蘭，有一種傳統占卜遊戲，參加者矇著眼，從

放著幾個小碟的桌上選出其中一隻，如摸到的碟盛有泥土，

代表來年會有與參加者有關的人過身，如盛有水代表會遠

行，盛有錢幣代表會發財，盛有豆代表會窮困，等等。

在 19 世紀的愛爾蘭，少女會在灑有麵粉的碟上放蛞蝓，

而蛞蝓爬行的痕跡會是少女將來丈夫的模樣。

　　另一方面在北美，則傳說未婚女子於萬聖夜裡坐在

黑暗的房間中，便可以在鏡中看見未來丈夫的樣貌。不

過，如果她們將於結婚前死去，鏡中便會出現一個頭骨。

　　大部分的基督教徒認為萬聖節沒有重要的宗教意義，

只把這節日當作是普通的「節慶」看待。但有一些教會

及機構視萬聖節為魔鬼撒旦的節日，而強烈反對教徒參

與任何萬聖節活動。

引用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

圖片來源：

http://www.bunbunhk.com/BBS/Discuz/simply/?tid=8811

http://chinese.engadget.com/tag/halloween/

            由於期中考將近，校
園每週報將暫停出刊二期，若造成
不便敬請見諒。
預祝 各位同學考試All  Pass！！

大眾傳播社

公告事項

http://zh.wikipedia.org
http://www.bunbunhk.com/BBS/Discuz/simply/?tid=8811
http://chinese.engadget.com/tag/hallo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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