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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April Fool's Day

公告欄學校活動快訊 社團活動快訊

＊可以將滑鼠移至四個
角落拖曳翻頁或是直接
點選照片進入頁面喔～

校園每週報

＊點選 BACK
即可返回目錄～

＊頁面中游標變成小手
的話還可以直接點入連
結至相關網頁呢！



學校活動快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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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學輔中心 3/27( 二 ) 17:30-20:30
勤樸樓
C305

星光電影院－「社群網戰」 現場備有小點心唷 ~~

理學院 3/27( 二 ) 13:10-14:40
公誠樓
第一會議

室

《科學大師系列》春季研習 -
「日本 311 地震及地震防災」

萩原豪助理教授／鹿兒島大
學稻盛學術研究教育中心

教育學院

報名：
3/15( 四 )-4/11( 三 )

4/11( 三 )12:00 前
教育學院
辦公室

2012 斯里蘭卡國際教育志工服務
甄選公告

詳情請見
http://schedu.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news12031501服務日期 :

8/4( 六 )-8/14( 二 )
斯里蘭卡

學務處
報名：3月底前
培訓日期：

4/7( 六 )-4/8( 日 )

福華國際
文教會館

蒙藏委員會援外志工培訓營

詳情請見
http://student.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info12031501

生輔組
辦理：4/13( 五 ) 止
頒發：6月畢業典禮

軍訓室 101 年度績優幹部遴選

申請對象：101 年 6 月畢業
大學日間部同學。
詳情請見
http://service.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info1203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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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吉他社

初賽：3/31( 六 ) 14:00 開始
公誠樓

第一會議室
 第九屆 師弦獎民歌大賽

詳情請見
http://blog.yam.
com/spaceguitar/
article/47421287決賽：4/13( 五 ) 18:30 開始 中正堂

大眾傳播社 4/8( 日 ) 24:00 止 全校 「奇文藝市」－校園徵稿來囉
詳情請見
http://blog.xuite.net/
tmuemcc/blog/57641591

有氧舞蹈社 每週一、四 17:30-18:30
中正堂 B1
舞蹈教室

有氧舞蹈社社課
週一：阿威老師 hip-hop 有氧
週四：濃濃老師 high-low 有氧

國標社 每週二、四、五 19:00
中正堂 B1
舞蹈教室

國標社社課
週二：倫巴
週五：單人拉丁

跆拳社
每週一 19:00-21:00 道館

跆拳社社課
松苑前集合搭公車車程五分鐘

每週三 18:00-20:00 中正堂 3F

書法社

報名：至 4/9( 一 ) 止
書法社社辦
網路報名

書韻盃
詳情請見
http://www.wretch.cc/blog/
tmue42/312900比賽：4/10( 二 ) 13:00-14:00

勤樸樓 C406
書法教室

POP 社 每週三 18:30-20:30 勤樸樓 C312 POP 社社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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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軍訓室

未履行兵役義務役齡男子出國前 ‧ 應先辦理出國手續 -- 請洽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如已辦理在學
緩徵者，亦可洽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站或至該網站申請。
詳請請見：http://militar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1902

民國 101 年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之對象條件及相關作業規定。專長〈( 志工、一般〉資格申請期間：
自 101 年 4 月 2 日上午 8 時起至 101 年 4 月 16 日下午 5 時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有意願申請
之役男，請詳閱內政部役政署網站 (http://www.nca.gov.tw) 公告。

生輔組

軍事情報局專業軍官班招考了
軍事情報局專業軍官班招考相關事宜
一、對象：20 至 29 歲大學畢業生。(畢業日期計算至 7月 30 日 )
二、報名時間：101 年 3 月 23 日至 4月 30 日止 (4 月 16 日前完成體檢 )。
三、畢業以少尉任官，並分發至軍事情報局所屬單位。
四、歡迎大四有志向者報名，詳情請洽學務處洪啟贊教官或逕至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站查詢。

學務處
101 學年度交換學生第二次申請通知
詳情請見：http://press.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2030016

研發處
公告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在職進修碩士班學分費繳費期間： 101/03/29( 四 )~101/04/05( 四 )
詳情請見：http://ce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2101

學務處

本校學生至教大附小、國語實小、新和國小、大同國小、河堤國小進行服務學習開始報名
有意願的同學即日起至 4/10 日 5 點前，直接前往學務長室在各校於 3/25 日至 6/29 日工作需求表格中，
填寫個人可服務之時段。
另，3/25 至 4/9 時段的截止日為每日的前兩天。
詳情請見：http://student.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2102

April Fool's Day 
0401Happy

http://militar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1902
http://www.nca.gov.tw
http://press.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2030016
http://ce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2101
http://student.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2102


　　在西方國家，4月 1日是愚人節（幽默節），每年4

月1日的「愚人節」可以玩弄各種小把戲而不必承擔後果，

上當者當被告知是愚人節時，才恍然大悟，所以這一天總

是能夠引出許多笑話，不過某些玩笑也會因開得過大而引

起人們的恐慌，或改變形勢衍生成為（網路）謠言與現代

傳說。而這一天，玩笑只能開到中午12點之前，這是約

定俗成的嚴格規矩。過了鐘點還開玩笑的人會立刻碰釘子，

自找沒趣兒。有一首小詩是這樣描述的：愚人節已過十二

點，你這個大傻瓜來得晚。待到來年愚人節，你將是最大

個的大笨蛋。

不同國家對愚人節的稱呼

1.	日本：「エイプリルフール」（為英文「April	Fool」

的音譯）、「四月馬鹿（四月バカ）」（混種詞）、「万

愚節」（漢字詞）

2.	韓國：만우절（萬愚節）

3.	法國：Poisson	d’avril（直譯：四月之魚）

4.	英語：April	Fool’s	Day（直譯：四月愚人日）

起源的多種說法

1.	 1564 年，法國國王查理九世決定採用新改革的紀年法

——格里高利曆（即目前通用的陽曆），以 1月 1日為

一年的開始，改變了過去以 4月 1日為新年的的開端。

但一些守舊派反對這種改革，依然按照舊的曆法在 4月

1日這天送新年禮，慶祝新年。主張改革的人把守舊派

這些做法大加嘲弄，在 4月 1日給他們送假禮物，邀請

他們參加假的聚會。從此，4月1日捉弄人便流傳開來。

當人上當受騙的時候，捉弄他的人會大聲叫：「四月之

魚」（「Poisson	d'avril」），意為「四月惡作劇」。

這句成語的由來與原來之意義已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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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據英國歷史學家的考證：「愚人節」的起源乃是出於印

度佛教那句「到達彼岸」的話。而不列顛百科全書裡面

則是記載著：「愚人節」乃是公元十五世紀宗教革命之

後始出現的一個說謊節日。那時西班牙王腓力二世曾經

建立一個「異端裁判所」，只要不是天主教徒就被視為

異端，在每年四月一日處以極刑，也就是死刑。臣民們

感到非常恐怖，於是每天以說謊取笑為樂，來沖淡對統

治者之恐懼與憎恨。其後，沿用日久，演變為今日之「愚

人節」。

3.	相傳距人類始祖亞當之後約一千六百五十年間，上帝以

洪水來毀滅世界，但僅留下亞當的第三個兒子塞特的後

代挪亞，他以一條人造的大船保全了一家大小的生命。

洪水稍退之後，挪亞便放出一隻白鴿，想探求一塊洪水

消退之後的陸地，因為這一天正好是四月一日。所以後

人認為，在這一天去做一種毫無意義的事，就好像一隻

白鴿做了白工一樣，行為愚蠢。為「愚人節」之起源。

4.	據古羅馬殘籍記載：羅馬在每年四月初舉行「蔓姜會」，

某年「蔓姜會」，主宰之神雪麗絲之女白洛賽蘋娜在極

樂園採摘水仙花時，遇見冥府王菩拉多，兩人一見鍾

情，互相示愛，菩拉多便娶白洛賽蘋娜為冥府王后，當

他們兩個返回地府時，菩拉多乃差使地府中之鬼怪發出

嗤嗤之笑聲，以愚弄雪麗絲，而雪麗絲果被愚弄，她乃

循著聲音的來源尋覓。因此，他們便以每年之「蔓姜會」

為「愚人節」。

5.	愚人節與古羅馬的嬉樂節（Hilaria，3 月 25 日）和印

度的胡里節（Holi，到 3 月 31 日為止）有相似之處。

在時間的選擇，看來與「春分」（3 月 21 日）有關。

在這時間天氣常常突然變化，恰似是大自然在愚弄人

類。

　　往年的 4月 1日 Google 都會在搜尋引擎上跟大家開個

小玩笑，像是「提供免費無線廁所寬帶服務」（2007）、

「提供【谷鴿鳥看】服務」（2009）、「推出【穿越搜索】

功能（2011）等等，今年有興趣的人不妨可以關注看看會

出現什麼喔！

　　不過，雖然在愚人節這天可以光明正大的惡作劇，但

別忘了也要適可而止，免得玩笑開過頭犯下不可挽回的錯

誤喔！最後，祝大家有個充滿樂趣的愚人節！

資料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

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1-04-01/

world1301649123d3102405.html

  下期校園每週報因應期中考
暫停出刊，小編在此預祝大家
春假愉快並且 All Pass 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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