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發表規則

「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2015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口頭論文發表規則
Full Paper

一、 論文發表時間：2015 年 11 月 20 - 21 日
二、 論文發表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農業陳列館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

號) 之 Room A, Room B, Room C。
三、 發表場地及時間，本會將另行通知，或請參閱大會手冊。
四、 每篇論文發表時間為：口頭報告 12 分鐘，所有發表結束後共同回答
時間 8 分鐘。會場將有服務人員於第 10 及第 12 分鐘按鈴二次，請各
發表人確實掌握各場次時間。
五、 為維持現場之秩序，請各報告人在論文發表時段場次開始前 10 分鐘，
會同現場工作人員，將簡報電子檔安裝於簡報現場之筆記型電腦內，
確認投影與聲音播放後，完成就座程序。
六、 會場可使用台大無線網路連線，惟網路流量考量，建議作者若有播放
展示需求，可自備影片或網站檔案。
七、 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本會有權修訂之，不另行寄發通知。
八、 其他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研討會網站：
http://www.taect.org.tw/TAECT2015/

1

附件：發表規則

「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2015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海報論文發表規則
Poster Paper
一、 論文張貼時間：2015 年 11 月 20 日
二、 論文張貼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農業陳列館
號)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

Gallery 1, 2, 3

三、 論文張貼方式：請製作成 A0 大小海報一張（寬 84.1 公分、高 118.9
公分），會場將提供海報架及文具供發表人張貼，作者可自行攜帶電
腦或其他載具以輔助說明，會場將提供無線網路連線與電源設備供發
表者使用，請發表人提早至與發表編號相同之海報架準備以利展示。
四、 海報論文場佈時間：2015 年 11 月 20 日中午 12：30 開始。
五、 在海報論文發表討論時段（16:00 – 16：50）
，請論文發表人（至少一
位作者）於發表論文之海報前與現場來賓互動簡報論文。其他時段，
則請論文發表人，依照現場狀況機動處理與現場來賓互動討論。
六、 海報論文編號請參閱大會手冊。
七、 海報論文之標題：所發表之海報論文必須至少包括：
（1）論文中英文
名稱（2）作者姓名（3）作者服務（就學）單位等基本資訊。
八、 海報版面之設計：有關顏色、字體、圖表等，請發表人發揮創意自行
設計展出之海報內容。
九、 海報論文撤除時間： 2015 年 11 月 20 日 17：30。在撤除時間後，仍
未撤除相關資料者，本會有權代為處理。
十、 請發表人依照本規則辦理發表事宜，若需要論文發表證明，請於發表
後洽大會報到處申請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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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本會有權修訂之，不另行寄發通知。
十二、 其他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研討會網站：
http://www.taect.org.tw/TAECT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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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2015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教案競賽作品發表規則
Lesson Plan Contest
一、 教案競賽作品呈現時間：2015 年 11 月 21 日
二、 教案競賽作品呈現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農業陳列館

(台北市羅斯福

路四段一號) Gallery 1, 2
三、 教案競賽作品場佈時間：2015 年 11 月 21 日 12：30 開始。
四、 教案競賽作品呈現方式：以海報形式發表，請將教案主要內容製作成
A0 大小海報一張（寬 84.1 公分、高 118.9 公分）
，發表時亦可攜帶完
整教案紙本，以利翻閱。會場提供海報架、文具、無線網路連線與電
源設備，請發表人提早至與發表編號相同之海報架前準備以利展示發
表。
五、 教案競賽作品撤除時間： 2015 年 11 月 21 日 17：30。在撤除時間後，
仍未將展示資料移除者，本會有權代為處理。
六、 在教案競賽作品發表討論時段（13:30-14:15; 14:15-15:00）
，請發表人
於競賽作品前與現場來賓互動。其他時段，則請發表人依照現場狀況
機動處理與現場來賓互動討論。
七、 教案競賽作品之發表編號請參閱大會手冊。
八、 教案競賽作品之呈現方式：請發表人發揮創意自行設計展出之教案競
賽作品內容。
九、 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本會有權修訂之，不另行寄發通知。
十、 其他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研討會網站：
http://www.taect.org.tw/TAECT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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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2015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小學教師論壇發表規則
K-12 Teacher’s Forum
一、 中小學教師論壇發表時間：2015 年 11 月 21 日
二、 中小學教師論壇發表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農業陳列館

(台北市羅斯

福路四段一號) 之 Speech Hall 與 Room A
三、 發表場地及時間，本會將另行通知，或請參閱大會手冊。
四、 每篇論壇文章口頭報告 16 分鐘，所有發表結束後共同討論時間 20 分
鐘。會場將有服務人員按鈴提醒，請各發表人確實掌握時間。
五、 為維持現場之秩序，請各報告人在發表時段開始前 10 分鐘，會同現
場工作人員，將簡報電子檔安裝於簡報現場之筆記型電腦內，確認投
影與聲音播放後，完成就座程序。
六、 會場可使用台大無線網路連線，惟網路流量考量，建議作者若有播放
展示需求，可自備影片或網站檔案。
七、 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本會有權修訂之，不另行寄發通知。
八、 其他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研討會網站：

http://www.taect.org.tw/TAECT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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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2015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教學媒體競賽作品發表規則
Instructional Media Contest
一、 教學媒體競賽作品呈現時間：2015 年 11 月 21 日
二、 教學媒體競賽作品呈現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農業陳列館
斯福路四段一號)

(台北市羅

Gallery 3

三、 教學媒體競賽作品場佈時間：2015 年 11 月 21 日 12：30 開始
四、 教學媒體競賽作品呈現方式：請自行攜帶教學媒體展示用之載具（如
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或手機等），現場將準備展示桌、無線網路連
線、與電源設備，請發表人至與發表編號相同之展示桌上安裝設備以
利展示。
五、 每件作品發表時間為 5 分鐘。會場將有服務人員按鈴提醒，請各發表
人確實掌握各場次時間。
六、 在教學媒體競賽作品發表討論時段（13:30-14:15; 14:15-15:00）
，請發
表人於裝置媒體競賽作品之電腦前與現場來賓互動。其他時段，則請
發表人依照現場狀況機動處理與現場來賓互動討論。
七、 教學媒體競賽作品之呈現方式：請發表人發揮創意自行設計展出之媒
體競賽作品內容。
八、 教學媒體競賽作品撤除時間： 2015 年 11 月 21 日 17：30。在撤除時
間後，仍未將展示桌的資料移除者，本會有權代為處理。
九、 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本會有權修訂之，不另行寄發通知。
十、 其他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研討會網站：

http://www.taect.org.tw/TAECT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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