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屆 Debian 開發者⼤會
贊助⼿冊

2018 年 7 ⽉ 29 ⽇ – 8 ⽉ 5 ⽇台灣新⽵ 國⽴交通⼤學
DebConf18 將在 2018 年七⽉底⾄⼋⽉初在台灣新⽵的國⽴交通⼤學舉辦。這場會議預計將有 600名參加者，並將對Debian與⾃由軟體整體有重⼤發展。
我們誠摯邀請您參加並⽀持這場活動！
若您閱讀此⼿冊時有任何問題，敬請不吝指教。
Email: sponsors@debconf.org

mailto:sponsors@debconf.org


2來⾃籌辦團隊的訊息
⾮常感謝您對 Debian 開發者年會 “DebConf” 有興趣！
本⼿冊提供DebConf贊助機會的簡介，介紹Debian Project，並強調本會議對於Debian Project的重要性。
我們邀請您衡量經費及對社群與媒體的曝光度來選擇贊助等級。在第7⾴中，我們提供多個贊助等級，並且不排除提供其他機會的可能。較⾼的等級將包含⼯作機會的宣傳，以及對不同領域參加者其他⽅式的觸及。
DebConf 以⾮營利的⽅式舉辦，所有籌辦者皆以義⼯的⽅式參與，不多收取費⽤。您的 獻將能讓來⾃全球的 Debian 獻者聚集、互相幫助、互相學習並產⽣友情。而 Debian Project 分散的營運⽅式，會使得⼀年⼀度的會⾯成為我們遠端協作的繫絆。
我們事先感謝您的⽀持。若有任何問題或想法，歡迎寄信⾄ sponsors@debconf.org。

—DebConf18 籌備團隊（以下照⽚為部份 DebConf18 籌備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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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ebian
通⽤的作業系統

Debian 是⼀套完全由⾃由與開放原始碼軟體所構成的作業系統。Debian Project 致⼒於維持⾃由的系統，並在⾃由與開放原始碼軟體⽣態系中擔任⼀名 責的「公⺠」。我們重視⾃由軟體與我們的使⽤者，而我們嚴格的⽅針已成為許多專案的典範。
Debian 乃⾃由，Debian 乃選擇

Debian 出名的原因在於遵從 Unix 哲學與⾃由軟體哲學，以及 Debian Project 的廣泛：⽬前的發⾏版已包含超過 51,000 個軟體套件在⼗個以上的處理器架構上，含括常⾒的 Intel 32 位元與
64 位元架構、ARM 架構（常⾒於⼿機與平板）與 IBM S/390 架構（⼤型主機）等。除了知名的
Linux 核⼼之外，也⽀援使⽤ FreeBSD 核⼼運作。

⼤型、分散式、⾮營利的專案
Debian Project 的關鍵⼒量是由「基於志⼯」、「奉獻於 Debian 社群契約」、「致⼒於提供最棒的通⽤作業系統」三點所構成。Debian 有上千名來⾃全球的開發者共同產出，有許多是利⽤空閒時間的 獻。除了
DebConf 以外，⼤多數的溝通管道為網路上的郵件清單以及 IRC 聊天室。
不同於其他類似規模的 Linux 發⾏版，Debian 是獨⽴的⾮營利組織，不受到商業實體的影響。Debian 對⾃由軟體的投⼊、⾮營利的本質、及其開放的開發模式，使 Debian獨特於其他的⾃由軟體發⾏版。

⾃由軟體的⽀柱
Debian 的⾼品質標準以及對於其嚴格政策的遵從，使得 Debian 成為衍⽣著作的最佳選擇。⽬前超過 120 個活躍中的作業系統是以 Debian 為基礎，包含知名的 Ubuntu、Linux Mint、
LiMux（德國慕尼⿊市政府的⾃由軟體轉換計畫）及 Knoppix 等。也有為各種⽤途特化的發⾏版，例如 grml（為系統管理者特化的發⾏版）、Tails（為隱私特化的發⾏版）等。Debian 也因為
SkoleLinux 為上百間學校所採⽤，也成為 SteamOS 遊戲平台的基礎。Debian 作業系統也被公家機關所採⽤，例如慕尼⿊與維也納市政府，以及德國的聯邦資訊安全辦公室（BSI）。
Debian Project 以成為其他⼈的基礎為驕傲，我們與衍⽣發⾏版的團隊積極合作，將效益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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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Conf
Debian 年度⼤會

Debian Project 領導⼈ Chris Lamb 在
DebConf17 舉辦臭蟲消滅⼤會

(Bug Squashing Party)

DebConf 是為 Debian 獻者與有興趣參與改進的使⽤者所舉辦的年度⼤會。先前的 Debian 會議均有來⾃世界各地的講者與會眾。在加拿⼤蒙特婁舉辦的
DebConf17有 400名以上，來⾃超過 50個國家的與會者。
由於贊助者的慷慨贊助，申請補助並通過審查的
Debian 開發者與 獻者與會、住宿與三餐均為免費。此外，為了因交通費無法參與的 獻者，我們也提供限額的交通補助。DebConf 本⾝的組織完全以志⼯為基礎。
2018 年 7 ⽉舉辦的 DebConf (DebConf18)，會場位於台灣新⽵的國⽴交通⼤學電⼦資訊研究⼤樓，鄰近新⽵科學園區。系所提供我們多樣與舒適的空間供不同⽤途之會議與活動使⽤，校內宿舍可提供與會者住宿。
DebConf 的第⼀天會開放給⺠眾參與，並且我們當天將安排以⺠眾為⽬標的活動。這是⼀個社群與有興趣的使⽤者互動的機會，不但能擴展 Debian社群，也能增加贊助者的可⾒度。若您正在徵才，我們也有安排就業博覽會（參⾒下⽂）。

會議直播與影⽚留存
我們有⼀群有多年轉播經驗的志⼯團隊來錄製 DebConf 的議程，並在網路上直播。無法到場參加活動的⼈能夠透過這個管道遠端參與。
為了社群的⻑期利益，錄製的影⽚也將在會後保留。我們⾃ 2005 年開始每場 DebConf 均有會議影⽚留存，並免費提供觀看。為了感謝⽩⾦級、⾦級的贊助者，我們將會在影⽚串流中置⼊其公司商標。

DebCamp: Team Sprints
Debian 的 Teams 在⼀年中的其他時間遠端協作，也會利⽤ DebConf 的機會進⾏實體參與，以處理困難問題並驅使重⼤變更。我們在 DebConf 的前⼀週將提供會場與所需資源來運作這樣的 Team
Sprints，稱之為 Deb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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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Conf 與 Debian
⺠主的專案

歷經 20 餘年，Debian 對⾃由軟體社群而⾔⼀直以來都是個相當重要的專案。能夠如此成功重要的原因之⼀是 Debian不只是個軟體專案，更是⼀個多樣化、國際化的社群，發展在⾃由軟體開放與投⼊的⽂化之上。
DebConf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ferences on my annual
calendar, and has inspired me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to become more
involved with Debian. Debian is one of the most democratic and egalitarian
software freedom communities in existence today. DebConf, as an annual
event, showcases that community and enables it to flourish. DebConf16
was no exception. I encourage anyone who wants to examine first-hand a good
model of a functioning Free Software community to attend DebConf.

（DebConf 已經成為我每年必去的重要會議之⼀，尤其近兩年激發我，使得我更加投⼊
Debian。Debian 是⼀個現存的⾃由軟體社群中最為⺠主平等的社群之⼀。作為⼀個年會，DebConf 展現了社群繁榮的⼒量，DebConf16 也不例外。若有任何⼈想要親⾃體驗⾃由軟體社群的活躍典範，我會⿎勵他來參加 DebConf。）

Bradley M. Kuhn, Software Freedom Conservancy

健壯的社群
Debian 幫助整個社群共享開發者的知識與經驗，也幫助個⼈更加了解其他⼈多年投⼊的⼼⾎。
DebConf 不只能夠使得 Debian 社群更加健壯，DebConf 已經是 Debian 不可或缺的⼀部分。

I have to say networking was the highlight of DebConf for me. Before at-
tending, I had only been in contact with 3 people that were at the con-
ference, and those 3 had been virtual contacts, I didn’t really know them.
[…] I got to meet lots of people that way, met some Debian contributors from
my home country (Brazil), some from my current city (NYC), and yet others
that had similar interests as I do who I might work with in the near future.

（我該說⼈際關係是 DebConf 的⼀⼤亮點。在我參加活動以前，我只認識三個有在參加活動的⼈，都是網路上接觸的，我並不怎麼認識。[…] 我因此認識了許多的⼈，也認識了有些在我家鄉（巴西）的 Debian 獻者，也有些來⾃我現處的城市（紐約），還有其他跟類似興趣的⼈，我近期可能會跟他們⼀起合作。）
Juliana Louback, GSoC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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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合作就是⼒量
DebConf 給 獻者⼀個⾯對⾯、交流與腦⼒激盪的機會，這使得⼈們離開 DebConf 時往往會充滿著對 Debian 與其⽬標的無⽐熱忱。Debian 所實作的新的概念與系統，往往來⾃於 DebConf 中⾮正式的議程。

As Debian Account Manager, DebConf is a priceless opportunity for me to
handle sensitive matters face to face, in an appropriate setting. Over
time there will be several such issues accumulating that cannot easily be han-
dled via email.

（身為 Debian Account Manager，DebConf 對我來說是個無價的良機，可以讓我⾯對⾯，有個適當的環境來處理敏感的事情。經過時間的累積，會有⼀些事情是不能輕易⽤ email 來處理的。）
Enrico Zini, Debian 開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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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供給贊助商的權利
贊助等級

⽀持者 銅級 銀級 ⾦級 ⽩⾦級
贊助費⽤ (NTD) < $60,000 $60,000 $150,000 $300,000 $600,000

贊助費⽤ (USD) < $2,000 $2,000 $5,000 $10,000 $20,000

在網⾴上置⼊貴公司 logo √ √ √ √ √

在贈品袋中置⼊宣傳材料與紀念品 √ √ √ √

於 T 恤中置⼊貴公司 logo √ √ √

提供就業博覽會攤位 a √ √ √

在影⽚串流及⼤會布條中置⼊貴公司 logo √ √

在講台中置⼊貴公司 logo √

在新聞稿中提及貴公司 √

a 就業博覽會攤位有限，先搶先贏。

身著歷屆 DebConf T 恤的參加者

職位招缺與就業博覽會
DebConf 吸引來⾃全球，聰明並盡責的⾃由軟體駭客，其中許多⼈正在尋求新的挑戰。有鑑於此，我們提供贊助商接觸 Debian 貢獻者、衍⽣開發者、上游開發者與其他社群成員的機會。
作為我們的傳統，我們會在 DebConf 舉辦就業博覽會。若您是⽩⾦級、⾦級、銀級的贊助商，您可以利⽤這個機會以雇主的⾝份與潛在的應徵者直接對話。
前數年參加就業博覽會的贊助商認為這是個與社群互動的獨特機會，有些公司也因此招到在其他地⽅難以尋找的⼈才。
我們也邀請所有的贊助商將職位招缺張貼在徵才公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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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與會紀念品與抽獎贈品
若您為銅級以上的贊助商，貴公司的商標除了會印在參加者的禮品袋以外，我們也邀請您在禮品袋置⼊宣傳材料與紀念品。1

若您有少量的硬體待贈送，或是您想要為您的產品在⼤會期間創造話題，您也可以提供產品在⼤會中抽獎，我們會明顯提及貴公司。
多元外展計畫

近幾年，為了增進與會群體的多元性，我們持續接觸原本不太可能參與會議的族群。我們有提供以多元化為⽬的的交通與住宿補助，這樣對⼤會與 Debian Project 均有幫助。如果您對這個計畫有興趣，歡迎表達您的意⾒。
其他贊助機會

如果貴公司對社群想要有不同⽅式的贊助，或是想要討論其他的贊助機會，我們歡迎表達您的看法。請寄信⾄ sponsors@debconf.org 討論贊助費⽤等細節。
我們願意聆聽您的想法或訴求，以使得這次會議成為與會者特別的經驗。

1所有贊助商提供的內容與活動必須與我們的籌備團隊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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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贊助對貴公司的資產
歷年贊助商的評語

贊助 DebConf有很多原因，如同 Debian開發者利⽤時間修復問題、改進系統與幫助使⽤者的原因⼀樣。以下是我們歷年贊助商的評語：
Supporting DebConf is important to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because it’s
such a fantastic and productive conference! For us, DebConf is a great venue
to meet and work with Debian Developers. DebConf is where the Debian
community comes together to discuss problems, ideas and plans, and
everyone goes home with new connections, new ideas, and lots of energy.

（⽀持 DebConf 對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而⾔是個重要的事情，因為這是個⾮常好，具有⽣產⼒的⼤會！對我們來說，DebConf 是我們與 Debian 開發者會⾯，共同合作的⼤好良機。DebConf 是 Debian 社群聚在⼀起討論問題、想法與計畫的地⽅，每個⼈回家都會帶著新的⼈際關係、新的想法以及充沛的動⼒。）
Martin Michlmayr,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Sponsoring DebConf has benefited Bytemark in two ways: 1) it puts our
brand in front of exactly the right crowd and 2) it allows Steve, the Debian
developer on our staff, to keep in touch with the project that we rely on so
heavily. We support DebConf because it supports us.

（贊助 DebConf 對 Bytemark 而⾔有兩個好處：第⼀，DebConf 將我們的品牌放在恰好的群眾上；第⼆，我們相當倚賴 Debian Project，而我們的 Debian 開發者 Steve能夠利⽤這個機會保持與專案的關係。我們會⽀持 DebConf 是因為 DebConf ⽀持我們。）
Matthew Bloch, Bytemark Hosting

Sponsoring DebConf helps us to get the recognition we need from inside the
Debian Project. It is astonishing how many potential employees, partners and
even customers are aware of our sponsorship activities at DebConf. We even
got a couple of exciting job applications only through DebConf.

（贊助 DebConf 幫助我們在 Debian Project 內取得認知。許多潛在員⼯、合作夥伴，甚⾄是客⼾關注我們對 DebConf 的贊助是⼀件了不已的事情。我們甚⾄收到了幾個只有在 DebConf 才能找的到的求職申請。）
Peter Ganten, Univention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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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贊助 DebConf 的價值
DebConf 許多的參加者都是在他們的領域的專家，⽽許多個⼈、公司也跟隨他們的意⾒與觀點。
Debian 對開發者⺠主，少數者的聲⾳也能夠輕易被了解。透過贊助參與我們是幫助我們專案達到潛能的其中⼀種⽅式，而 DebConf 是贊助資⾦最有⼒的⽬標。
透過贊助 DebConf 您能夠直接⽀持 Debian 與⾃由軟體，並幫助強化社群的⼒量，使社群能夠繼續為專案合作。
對於我們的參與者來說，您的貢獻是對他們產出強⽽有⼒的賞識。透過贊助⽅案，以及對參與者的直接⽀持，贊助 DebConf 讓您在⾃由軟體社群整體能夠有良好印象。歷年的 DebConf 也提供了良好的建⽴關係與徵才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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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們對贊助的需要
DebConf 從法國波爾多（2000 年）30 位參加者，幾乎沒有經費的情況，發展到近年超過 250 位參加者（最⾼有超過 500 位），有六–七位數的經費。
⽬前本⼤會依然是完全由不收補助的志⼯籌備。Debian Project 本身不參與商業活動，完全仰賴使⽤者與受益者的捐贈。
DebConf 致⼒於參加群眾的多元性。在⼤會中的⾃由軟體社群，乃來⾃全球、活躍的、多樣的群體，跨越⽂化與社會地位。可能對 DebConf 最重要的觀點是我們要給更多⼈參加的機會，不只是鄰近、付得起的⼈才能參加。這樣對⼤會、參與者、Debian 以及⾃由軟體社群均有好處。
本次在台灣的 DebConf，我們預計會有 600 名參與者。DebConf 以往通常舉辦在歐美等地，而這次舉辦在台灣希望能吸引亞洲的參與者。如同往年慣例，許多的參與者會從更遠的地⽅參加，我們預計這些參與者為了參加此次官⽅的專案⼤會，會申請交通與住宿補助。我們的贊助商能夠讓我們能夠讓越來越多參加者參與此次會議，讓 DebConf 能夠繫結社群。
所有的 DebConf 募款將會以此⽅向做運⽤，多餘的資⾦我們將會⽤來資助 Debian ⾃由軟體的活動。

請款與捐贈抵稅
您會從我們的其中⼀個募資單位收到請款單，上⾯會註明您的贊助等級與權利。視情況⽽定，收據上⾯會列出營業稅 (VAT)。根據您的狀況，贊助 DebConf 也可以是⼀般的公司⽀出。
我們也能夠透過在台灣、德國、美國的⾮營利單位收取捐贈費⽤。在台灣，我們透過 團法⼈開放⽂化基⾦會收取您的贊助款項。我們可以提供可捐贈抵稅的收據，具體情況請與貴公司的稅務記帳⼠確認。

關於 DebConf 的更多資訊
關於 DebConf 的更多資訊，以及歷年 DebConf 的總結報告，其中包括社群的多元、品質與熱情，請參考以下網址：
https://media.debconf.org/reports/

若需要更詳細的內容，請聯絡 sponsors@debconf.org，以及我們的官⽅網站：
https://debconf18.debconf.org

感謝您抽空閱讀本⼿冊。我們期待您的回覆！

2018 年 7 ⽉ 29 ⽇ – 8 ⽉ 5 ⽇
https://debconf18.debconf.org

sponsors@debconf.org

https://media.debconf.org/reports/
mailto:sponsors@debconf.org
https://debconf18.debconf.org
https://debconf18.debconf.org
mailto:sponsors@debcon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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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在新⽵與您相⾒！

在加拿⼤蒙特婁的 DebConf17 的參與者。

照⽚來源
• NCTU Bamboo Lake, Public Domain
• Photo of Chris Lamb by Aigars Mahinovs, CC-BY 2.0+ or GPL-2+
• DebConf18 local team by Aigars Mahinovs, CC-BY 2.0+ or GPL-2+
• DebConf T-shirts by Aigars Mahinovs, CC-BY 2.0+ or GPL-2+
• DebConf17 group photo by Aigars Mahinovs, CC-BY 2.0+ or GPL-2+

授權條款
本⼿冊以「創⽤ CC-姓名標⽰ 4.0 (CC-BY 4.0)」授權釋出。

2018 年 7 ⽉ 29 ⽇ – 8 ⽉ 5 ⽇
https://debconf18.debconf.org

sponsors@debconf.org

https://debconf18.debconf.org
mailto:sponsors@debcon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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