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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入行動朝陽 
1.點選『行動朝陽』圖示。 

  
iOS Android 

 
圖 1行動朝陽圖示 

2.登入後播放過場動畫。 

 
 

iOS Android 
 

圖 2行動朝陽過場動畫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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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動朝陽主頁面說明 
進入行動朝陽後，區分為 13個功能，分別為『最新消息』、『認識朝陽』、『朝
陽電子報』、『招生資訊』、『校園導覽』、『校園影音』、『資訊查詢』、『校園節

能』、『校園安防』、『圖書館』、『交通指引』、『線上藝廊』及『設定』。 
 

  
iOS Android 

 
 

圖 3行動朝陽主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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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新消息頁面說明 
點選選單中『最新消息』，進入最新消息列表頁面，可以清楚看到一系列消

息的標題。 

  
iOS Android 

圖 4 最新消息列表頁面 
點選每一則消息，即可以進入該訊息頁面，取得更加詳細資料。 

  
iOS Android 

 
圖 5 最新消息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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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認識朝陽說明 
點選選單中『認識朝陽』，進入認識朝陽列表頁面，可以清楚看到一系列認

識朝陽的標題。 

  
iOS Android 

 
圖 6 認識朝陽列表頁面 

點選每一標題後，即可以看到該標題詳細內容。 

  
iOS Android 

 
圖 7 創校緣起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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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Android 

 
圖 8 現任校長資訊頁面 

 

  
iOS Android 

 
圖 9 本校影音簡介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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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朝陽電子報頁面說明 
點選選單中『朝陽電子報』，進入朝陽電子報列表頁面，可以清楚看到一系

列朝陽電子報的標題及圖片。 

  
iOS Android 

 
圖 10 朝陽電子報列表頁面 

點選每一則電子報，即可以進入該電子報頁面，取得更加詳細資料。 

  
iOS Android 

 
圖 11 朝陽電子報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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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招生資訊頁面說明 
點選選單中『招生資訊』，進入招生頁面，可以看到相關招生資訊。 

  
iOS Android 

 
圖 12 招生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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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園導覽頁面說明 
點選選單中『校園導覽』，進入校園導覽頁面，展示所有 POI景點列表，依
據您與該景點遠近排序與分類排序。下方工具列顯示三種 POI景點顯示方
式，為列表、地圖(Google Map) 及 AR(擴增實境)。 

  
iOS Android 

 
圖 13 校園導覽列表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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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導覽地圖頁面，利用 Google Map技術展示所有 POI景點，依據您與該
景點遠近排序。 
 

  
iOS Android 

圖 14 校園導覽地圖資訊頁面 
 

校園導覽 AR頁面，利用擴增實境技術展示所有 POI景點，依據您與該景點
遠近排序。 

  
iOS Android 

 
圖 15 校園導覽 AR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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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導覽列表頁面，點選校園導覽中的海豚藝術牆，透過文字與圖片，詳細

介紹該景點的理念與設計意義。 

  
iOS Android 

 
圖 16 景點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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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校園影音說明 
點選選單中『校園影音』，進入校園影音頁面，即可以看到『最新節目』、『最

新頻道』、『精選頻道』、『Podcast分類』、『播客應用』、『教育部』及『教學
卓越區』。 

  
iOS Android 

圖 17 校園影音頁面 
點選最新節目，進入最新節目列表頁面，可以清楚看到一系列影片。 

  
iOS Android 

 
圖 18 最新節目列表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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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最新節目列表頁面中的影片即可撥放。 
 

  
iOS Android 

 
圖 19 校園影音撥放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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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資訊查詢頁面說明 
點選選單中『資訊查詢』，進入資訊查詢頁面，即可以看到『請假查詢』、『課

表查詢』、『授課查詢』及『電腦教室開放時間』四種功能。 

  
iOS Android 

圖 20 資訊查詢頁面 
點選請假查詢，顯示個人目前的請假列表資料。 

  
iOS Android 

 
圖 21 請假查詢列表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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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課表查詢，顯示個人目前的課程列表資料 

  
iOS Android 

 
圖 22 課表查詢列表頁面 

點選課程列表資料，可得到更加詳細資料。 

  
iOS Android 

 
圖 23 課表查詢課程介紹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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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授課查詢，顯示授課查詢條件頁面，可經由年度學期與系所代號兩個條

件進行課程查詢。 

  
iOS Android 

 
圖 24 捷運資訊頁面 

點選授課查詢按鈕，可得到授課查詢列表資料。 

  
iOS Android 

 
圖 25 授課查詢列表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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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授課查詢列表資料，可得到更加詳細資料。 

  
iOS Android 

 
圖 26 授課查詢課程介紹資訊頁面 

點選電腦教室開放時間，可連結至校方網站進行查詢。 

  
iOS Android 

 
圖 27 電腦教室開放時間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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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校園節能說明 
點選選單中『校園節能』，進入校園節能頁面，即可以看到即時用電量、今

日累積用電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量 HR CO2排放量、大氣溫
度及即時功率圖表數值等資料。 

  
iOS Android 

 
圖 28 校園節能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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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校園安防頁面說明 
點選選單中『校園安防』，進入校園安防頁面，即可以看到校園安防列表資

料。 

  
iOS Android 

圖 29 校園安防列表頁面 
點選校園專線即可撥打。 

  
iOS Android 

 
圖 30 校安專線撥打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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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校安事故斑點圖，即可出現詳細地圖資料。 

  
iOS Android 

 
圖 31 校安事故斑點圖頁面 

 
點選校園危險地圖，即可出現詳細地圖資料。 

  
iOS Android 

 
圖 32 看好展資訊頁面 



 「行動朝陽」使用手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20

12. 圖書館頁面說明 
點選選單中『圖書館』，進入圖書館頁面，即可以看到圖書館列表資料。 

  
iOS Android 

 
圖 33 圖書館列表頁面 

點選館藏查詢，可連結至館藏查詢網站進行查詢。 

  
iOS Android 

 
圖 34 館藏查詢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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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個人借閱查詢，可連結至個人借閱網站進行查詢。 

  
iOS Android 

 
圖 35 個人借閱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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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交通指引頁面說明 
點選選單中『交通指引』，進入交通指引頁面，即可以看到交通指引列表資

料。 

  
iOS Android 

圖 36 交通指引列表頁面 
點選公車 131-去程，顯示該路公車線在狀態，需等待時間及公車目前到暫與
否。 

  
iOS Android 

 
圖 37 公車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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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線上藝廊頁面說明 
點選選單中『線上藝廊』，進入線上藝廊頁面，即可以看到線上藝廊列表資

料。 

  
iOS Android 

 
圖 38 線上藝廊列表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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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設定頁面說明 
點選選單中『設定』，進入設定頁面，即可以看到通知與帳號兩項設定功能。

通知設定包含最新消息推播通知開關；帳號登入則為身份驗證使用。 

  
iOS Android 

圖 39 交通指引列表頁面 
點選帳號登入，即出現帳號密碼輸入畫面，輸入帳號與密碼後即可進行身份

驗證。 

  
iOS Android 

圖 40 帳號登入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