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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超星圖書館黑客松 

活動宗旨 
協助圖書館創造多元、活潑、自由、創新的經營及服務思維運

作方式，帶動民眾進入圖書館風氣。 

活動目的 

1.用行動策略改變圖書館的黑客松。 

2.匯集各路開發好手，一起讓圖書館更美好更智慧。 

3.在有限時間內與夥伴激盪無限可能，衝刺腦力極限。 

4.燃燒熱血，挑戰自我。 

主辦單位 世新大學圖書館、超星資訊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活動日期 2016 年 7 月 22 日(五) 18:00 至 7 月 24 日(日) 18:00 

報名方式 

一. 報名對象 

1. 圖書館相關從業人員、研究人員、教師及學生。 

2. 對圖書資訊領域議題有興趣的一般社會大眾(未滿 18 歲者需

家長書面同意書)。 

3. 相關領域之海外人士（包含：從業人員、研究者、學生...等）。 

 

二. 組隊方式 

1. 自由組隊：至少 3 人，至多 5 人為限，組隊者請由一人代表

報名，如有後者加入請註記該隊代表人名。 

2. 個人參加者，由主辦單位媒合。 

 

三. 報名費用 

每人新台幣 600 元整（含：課程費用與保證金各 300 元，三天

全程參與者將退還保證金新台幣 300 元整。） 

 

四. 報名網址 

http://www.accupass.com/go/cxlibhackathon 

 

五. 報名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 2016 年 7 月 18 日（一）23：59 截止。 

競賽方式 

1. 參與者需自備筆記型電腦。 

2. 在 48 小時之內以圖書館為主體，付諸實際行動為圖書館帶

來改變。 

3. 遵守智慧財產權規範。 

競賽主題 重新建構人與圖書館的價值。 

獎勵方式 取前三名(組)頒發獎狀及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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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7/22(五) 

時間 項目 講者 / 主持人 

18：00 - 18：30 報到  

18：30 - 18：40 開場致詞 

葉乃靜 教授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兼圖書館

館長 

林曉鈴 行銷業務經理 

超星資訊有限公司 

18：40 - 20：00 歡迎餐會 
林承毅 服務設計師 

林事務所 

20：00 - 20：30 

Keynote Speech1 

Reborn Library： 

一個新的圖資世代 

賴鼎銘 教授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前世新大學

校長 

20：30 - 21：00 

keynote Speech 2 

「資」「識」零極限：

一場人與科技的永

恆戰役 

（待邀請） 

21：00 - 21：30 公布大會主題 
林承毅 服務設計師 

林事務所 

7/23(六) 

8：00 - 9：00 早餐  

9：00 - 9：30 
專題演講-1 

使用者體驗面面觀 

蔡明哲 首席體驗架構師 

悠識數位顧問有限公司 

9：30 - 10：00 
專題演講-2 

黑客松實戰分享 

劉宇庭 技術長 

瑞豪資訊有限公司 

10：00 - 13：00 
田野探索： 

潛入圖書館找洞見 

林承毅 服務設計師 

林事務所 

13：00 - 14：00 午餐 (自理)  

14：00 - 16：00 階段成果簡報  

16：00 -16：30 
專題演講-3 

互動科技與程式應用 

葉正聖 助理教授 

銘傳大學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16：30 - 18：30 腦力激盪  

18：30 - 19：30 晚餐  

19：30 ~  腦力激盪  

7/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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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 9：00 早餐  

9：00 - 9：30 
專題演講-4 

價值主張設計新未來 

沈美君 設計總監 

方略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9：30 - 11：00 階段成果簡報  

11：00 - 12：00 腦力激盪  

12：00 - 13：00 午餐 (自理)  

13：00 - 13：30 
專題演講-5 

圖書館創新應用 

（待邀請） 

13：30 - 15：00 腦力激盪  

15：00 - 17：30 成果發表  

17：30 - 18：00 閉幕  

18：00~ 賦歸  

備註： 

1. 全天候供應點心。 

2. 活動地點：世新大學圖書館一樓。 

3. 盥洗時間由組別依序。 

 

注意事項 

一、活動報到 

(1) 請參賽隊伍成員攜帶「活動通報名通知」，於 2016 年 7 月 22 

日（五）18:00-18:30 至世新大學圖書館二樓服務台報到。 

(2) 未滿 18 歲的參與者，請務必攜帶「家長同意書」交予主辦單

位，下載網址：

http://lib.shu.edu.tw:8080/images/doc/1-ParentalConsent.pdf )。 

(3) 攜帶「無違反智財權切結書暨活動授權書」。(下載網址：

http://lib.shu.edu.tw:8080/images/doc/2-Affidavit.pdf )。 

(4) 如欲夜宿者，請攜帶個人盥洗用具及睡袋。 

 

二、報名費事項  

(1) 各隊全程參與活動之保證金退款每人新台幣 300 元 

本活動每人報名費新台幣 600 元整，如各隊全程參與活動，經主

辦單位確認無誤，主辦單位將於 7 月 24 日活動結束當日以現金每

人退回新台幣 300 元。 

(2) 不可抗力之因素致未能全程參與 

若遇颱風、地震、豪大雨及其它不可抗力因素而導致台北市政府

人事局宣布停止上班，則本次活動主辦單位將有活動取消或延期

的權利，若最終活動取消或延期導致參加者無法參與，主辦單位

可接受退款。若「非」不可抗力之個別事由而未能參與，報名費

http://lib.shu.edu.tw:8080/images/doc/1-ParentalConsent.pdf
http://lib.shu.edu.tw:8080/images/doc/2-Affidavi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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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退還，但可接受名額轉讓。 

 

三、本活動若徵求參加者提供圖文、照片、影片及其他資料等內

容予主辦單位，請參加者同意下列事項 

(1)參加者保證提供予本活動之圖文、照片、影片及其它資料，並

無侵害他人權利（包括但不限於智慧財產權、人格權、肖像權及

隱私權等）或違反法令之情事。如有違反之虞，主辦單位得立即

移除相關內容，並取消參加資格，得獎者取消得獎資格，參加者

並應自負法律責任。 

(2)若主辦單位因使用參加者所提供之圖文、照片、影片及其他資

料遭第三人請求、索賠、提出民、刑事訴訟或主張任何法律上之

權利，參加者應賠償主辦單位因此所生之全部損失與費用。 

(3)主辦單位對參加者所提供之圖文、照片、影片及其他資料有審

查權，若不符合本活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得取消其參加與得

獎資格。 

 

四、各隊參賽之作品必須為自行創作之原創作品，若有抄襲、舞

弊或為已推出之服務等不公平競賽之情事，一經查獲或舉發確認

屬實，將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 

 

五、參加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且未冒

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將被取

消參加或得獎資格。如因此致主辦單位無法通知其得獎訊息時，

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且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

三人，參加者應負一切相關責任。 

 

六、主辦單位保有最終活動舉辦的所有細則及權利。 

交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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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址 

• 台北市木柵路 1 段 17 巷 1 號。 

 

2. 公車至「世新大學」站下車 

• 251 公車、251 區間公車、253(往景美女中)公車、660 公車、

666 公車、671(往台北車站)公車、915 公車、景美-榮總(快)公車、

棕 12 公車、棕 6 公車。 

 

3. 捷運 

• 松山新店線景美站 1 號出口，景文街直走，至景美舊橋前左

轉往木柵路，沿堤防步行，約 10 分鐘可到達。 

• 松山新店線景美站 2 號出口，沿景中街右轉景興路，直走至

木柵路左轉，步行約 10 分鐘可到達。 

• 松山新店線景美站 2 號出口橫越景中街，轉搭公車至「世新

大學站」下車。 

 

4. 開車及停車資訊 

• 自北二高新店交流道下→左轉→直行至中興路三段→右轉上

橋往木柵路一段直行經考試院→至永建國小前→左轉進試院路，

即可到達世新大學後校門。 

試院路路邊停車格可停車，但車位有限。 

• 從辛亥路經辛亥隧道→直行經懷恩隧道→直行至木柵路右轉

→直行至第二個紅綠燈（永建國小旁）右轉進試院路，即可到達

世新大學後校門。 

試院路路邊停車格可停車，但車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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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公館自羅斯福路四段向南直走至六段→左轉進入景文街後

直行→經文山二分局及景美國小→沿景美國小右轉（請勿直行上

景美舊橋）→進入景美國小地下停車場停車→步行走出停車場後

→至景美舊橋前左轉往木柵路，沿堤防步行至世新大學前校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