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CConf Taiwan 2018 

● 主辦單位：Taiwan Java User Group 
● 協辦單位：Scala Taiwan 
● 時間：2018/10/19 
●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 網站： http://jcconf.tw 

● 聯絡人：謝明志 ( )、李浩誠 ( ) 
● email：sponsor@jcconf.tw 

 

 
 

關於 JCConf 
 
JCConf Taiwan (Java Community Conference Taiwan) 由 TWJUG (Taiwan Java User           
Group) 主辦，Scala Taiwan 協辦，是由社群成員發起的 Java 程式語言及相關領域研討     
會，宗旨在提供台灣的 Java 開發者有更多參與社群以及交流技術的機會，目標與會對象  
主要為使用 Java 語言及 JVM 相關技術的程式開發者和相關從業人員。 
 
JCConf Taiwan 2018 為第五屆舉辦，前一屆 2017 年的活動資訊請參考下表： 
 

 JCConf 2017 

 

http://jcconf.tw/


日期 2017/09/29 (五) 

參加者 440人 

講題數 一般 15 場 / 快講 3 場 / 工作坊 1 場 

贊助商 9 

網站 http://jcconf.tw/2017/ 
 

 
 
今年預計於 2018/10/19(五) 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預計活動規模為 450 人，議    
程規劃為上午單軌，下午三軌，活動議程將會公開徵稿並邀請台灣知名開發者及國外講者

參與。 
 

 
關於 Java 

 
Java 是 1996 年問世的通用型編程語言，最初的設計是為了提供移動裝置一個跨平台的   
執行環境，歷經 20 年的演化 Java 已被廣泛的應用到不同的平台與各種產業。無論近年    
最多人討論的 Android 行動裝置或是技術相當純熟的後端領域，甚至在前端網頁的開發  
也有它的角色。Java 的發展不僅顧及對舊有版本的相容性，另一方面也持續強化語言的 
設計，同時改善執行環境 JVM 對於其它相依生態圈的支持。現在已經有許多不同的程式  
語言能在 JVM 上執行，例如移植 C 實作版本的 Ruby 與 Python 在 JVM 上都有著不凡的          
效能，或原生於 JVM 的 Clojure、Groovy、Kotlin 與 Scala 都有各自的擁護者，社群生      
態豐富。在台灣，由 Oracle 官方所辦的 Java Developer Day 這幾年也都有上千人參加      
，可見在台灣以 Java 為業的程式設計師佔據相當大的比重。 
 

 

http://jcconf.tw/2017/


 
TIOBE Index for Jun 2018 

http://www.tiobe.com/tiobe_index 

 
 
 
 

成為我們的贊助夥伴 
 
將您的品牌顯示在活動網站及印刷品上，並在活動過程間介紹貴公司以及品牌，讓與會的

開發者以及相關從業人員可以認識貴公司。您也可以藉由投稿技術講題，提供 Workshop 
活動內容，或是擺設攤位來和與會者做更多互動。 
 
註： 

1. 依贊助等級會有不同程度的曝光及其他權益，請參考贊助內容 
2. 投稿及 Workshop 請參考 CFP 或聯絡我們 sponsor@jcconf.tw  

 

關於 TWJUG 
 
TWJUG  全名為 Taiwan Java User Group，由當時 JavaWorld@TW (現為 JWorld@TW
，http://www.javaworld.com.tw) 站務於 2006 年 7 月開始舉辦，以討論和推廣 Java 程式

語言相關技術為主。活動頻率為每隔一到兩個月在台北舉辦聚會，邀請開發人員做技術分

享，並促進與會者之間的交流。 
 

 

mailto:sponsor@jcconf.tw
http://www.twjug.org/
http://www.javaworld.com.tw/


相關資訊及歷史活動資料可以參考以下網站： 
● 官方網站：http://www.twjug.org 
● KKTIX Organization：http://twjug.kktix.cc 
● JWorld@TW TWJUG版：http://www.javaworld.com.tw/jute/post/page?bid=48 
●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wjug/ 

 
 

關於 Scala Taiwan 
 
一群 Scala 愛好者，以學習、推廣和討論 Scala 程式語言為目標，每個月在台北有一次

小型聚會，增加台灣 Scala 開發者的交流機會。 
 
相關資訊及歷史活動資料可以參考以下網站： 

● 歷年聚會：https://www.meetup.com/Scala-Taiwan-Meetup/ 
● Gitter：https://gitter.im/ScalaTaiwan/ScalaTaiwan 
●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ScalaTW/ 

 

贊助方案 

JCConf Taiwan 2018 有三種贊助等級，以下表列贊助金額與贊助商權益一覽，供貴司參

考。 

贊助商共同權益 

● 公司商標出現在⼤會網站 
● 公司資訊出現在議程導覽 
● 公司商標出現在現場官方海報 
● 可提供紀念品於報到時發放給會眾 

黃金贊助 

贊助⾦額 / 家數 NTD$ 60,000 共 3 家 

專屬贈票 贊助票 6 張 

專屬贊助商宣傳議程 Keynote 前 5 分鐘 

議程間播放公司簡介 單獨顯示 

於會場擺設攤位 有 

 

http://www.twjug.org/
http://twjug.kktix.cc/
http://www.javaworld.com.tw/jute/post/page?bid=48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wjug/
https://www.meetup.com/Scala-Taiwan-Meetup/
https://gitter.im/ScalaTaiwan/Scala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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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wjug.org/


白銀贊助 

贊助⾦額 / 家數 NTD$ 40,000  共 6 家 

專屬贈票 贊助票 4 張 

專屬贊助商宣傳議程 分軌議程前 3 分鐘 

議程間播放公司商標 與同級贊助商並列 

於會場擺設攤位 有 

青銅贊助 

贊助⾦額 NTD$ 20,000 

專屬贈票 贊助票 2 張 

議程間播放公司商標 與同級贊助商並列 

*1 主辦單位依議程狀況安排，如無 Keynote 或不足時，會將黃金贊助廠商優先安排於主廳。 

 
媒體贊助 (請與我們洽詢)  

● 1張⾨票 
● 公司商標出現在⼤會網站 

 
其他贊助或合作 (請與我們洽詢) 
午餐，茶點、網路、國外講師飯店住宿, 機票和交通費...等特別贊助，請聯繫聯絡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