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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高性能計算及嵌入式編譯技術與系統軟體研討會預定於 2016 年 5 月 26 至 27 日在國立交

通大學舉行。本會議主要目的在於讓高性能/嵌入式計算之編譯技術或系統軟體相關的專家、學者及研究

生互相交流並發表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會議歡迎學術界、工業界及各研究單位發表最近的研究成果及

進行中的研究計畫。除研究成果發表外，本會議亦將邀請國內外相關領域之大師級學者做專題演講，並

與參與本會議之其他學者與專家相互交流討論，分享最新高性能與嵌入式計算系統軟體之技術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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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 OF INTEREST 

l Compiler and OS Techniques for Real-Time/Embedded Systems 
l Parallelizing and Vector Compiler Techniques 
l Compiler Optimizations for Irregular Structures 
l Compiler Optimizations for Superscalar/VLIW Architectures 
l 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s and Flow Analysis 
l Languages and Libraries for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l Run-Time Optimizations 
l Parallel Programming Environments 
l System Software or Applications for Cluster/Grid/Cloud 

Computing 
l System Software or Applications for Peer-to-Peer Computing 
l System Software/Applications for Mobile/Internet Computing 
l Embedded OS Design 
l System Software for OpenCL 
l System Software and Applications for GPGPU 
l Pervasive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l Compiler/OS/Architecture for Low Power 
l Compiler/OS/Architecture for Embedded Multi-cores 
l VLIW DSP Compilers 
l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l Testing, Profiling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for System Software 
l Scientific Applications/Embedded Applications 
 

PAPER SUBMISSION (Electronic Submissions Only) 

l Papers must be submitted electronically through 
https://easychair.org/conferences/?conf=cthpc2016 

l LANGUAGE: Papers should be written in English. 
l LENGTH: Paper should be 2 to 4 pages, including all the figures, 

tables, and references in the two-column IEEE style.  
l PAPER SIZE: Documents should be formatted for standard A4 

paper. 
l ABSTRACT: Each paper should contain an abstract of 100 to 150 

words that appea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ocument. Please use 
the same text that is submitted electronically along with the author 
contact information. 

 
IMPORTANT DATES 

l  Full Paper Due April 13, 2016 April 20, 2016 
l  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 April 28, 2016 May 3, 2016 
l  Final Camera-Ready Due May 3, 2016 May 10, 2016 
l  Workshop Date May 26-27,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