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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系統基本功能介紹 
進入系統畫面後，主要有三大功能區塊：登入系統、最新消息、檔案下載。 

 最新消息：在此可察看近期有何問卷需要填寫。 
 檔案下載：在此可察看近期有何問卷相關公文、訊息發布並下載其檔案。 
 登入系統：在此可根據使用者所屬權限登入系統進行相關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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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新消息 
1. 在最近消息可察看近期有何問卷需要填寫，可點選欲察看的消息，畫面會跳

出該消息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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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需查看更多資訊，請點選【more】，畫面會跳轉到最新消息頁面，在此顯

示最新消息所有的資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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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檔案下載 
1. 在檔案下載可察看近期有何問卷相關公文、訊息發布，若需查看或下載檔案，

可點選該檔案，即系統開始下載檔案。 

 

 
  



5 

2. 若需查看更多檔案，請點選【more】，畫面會跳轉到檔案下載頁面，在此顯

示檔案下載所有的資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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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登入作業 
1. 追蹤問卷系統會依登入帳號的權限不同而功能不同，在此以「追蹤者」權限

登入。 
A. 點選【學校登入】。 
B. 會跳出登入畫面，請輸入帳號密碼。 
C. 輸入完成後請點選【登入】。 

 

 

 
  

A 點選【學校登入】。 

B 輸入帳號密碼。 

C 點選【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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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入系統功能畫面。 

 
 
※若登入發生問題時，可點選下方【請來信系統管理員】至客服櫃台填寫資料回

報至客服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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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忘記登入密碼時，可點選下方【忘記密碼】，填寫 E-mail 信箱後系統會傳送

一組 8 位數亂碼至填寫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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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系統操作功能介紹 
登入系統後，即進入系統操作畫面，可在此執行問卷相關功能操作。系統操

作主要有四大功能區塊：首頁、基本資料維護作業、系統維護作業、畢業生問卷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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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頁 
進入系統操作後，第一個顯示畫面為首頁。在任何的頁面點選左方選單列表

的【首頁】，即跳轉回此畫面。在首頁會顯示下列資料： 
 問卷時程：顯示該學年度開放填寫的所有問卷和其起訖日期。 
 功能說明：顯示相關功能注意事項。 
 最新消息：在此可察看近期有何問卷需要填寫。  
 檔案下載：在此可察看近期有何問卷相關公文、訊息發布並下載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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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基本資料維護作業有兩大操作功能：最新消息管理、資源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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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新消息管理 

1. 點選【基本資料維護作業】下的【最新消息管理】，系統會跳轉至最新消息

管理畫面。 
A. 輸入查詢條件。 
B. 點選【查詢】。 
C. 系統列出符合查詢條件的最新消息資料。 
※點選【重設】，會將目前選擇的查詢條件清空，並重回預設值。 

 

 

  

A 輸入查詢條件。 

B 點選【查詢】。 

C 列出符合查詢條件的最新消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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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要新增最新消息。 
A. 點選【新增】。 
B. 輸入最新消息資料。 
C. 點選【儲存】。 
D. 會跳出提醒視窗，點選【確定】。 

 

 

  
  

B 輸入最新消息資料。 

C 點選【儲存】。 

A 點選【新增】。 

D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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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要編輯最新消息。 
A. 點選【修改】。 
B. 修改最新消息資料。 
C. 點選【儲存】。 
D. 會跳出提醒視窗，點選【確定】。 

 

 

 
  

B 修改最新消息資料。 

C 點選【儲存】。 

A 點選【修改】。 

D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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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要刪除最新消息。 
A. 點選【刪除】。 
B. 會挑出提醒視窗，點選【確定】，即最新消息資料被刪除。 

 

  

A 點選【刪除】。 

B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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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源下載 

1. 點選【基本資料維護作業】下的【資源下載】，系統會跳轉至資源下載畫面。 
A. 點選【下載】。 
B. 系統開始下載資源，並儲存至電腦中。 

 

 

 
  

A 點選【下載】。 

B 系統開始下載並儲存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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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要上傳檔案至資料下載。 
A. 點選【選擇檔案】。 
B. 會跳出開啟舊檔視窗，在此選擇要上傳的檔案後，點選【開啟】。 
C. 點選【上傳】，則檔案上傳至系統。 
D. 會跳出上傳成功提醒視窗，點選【確定】則頁面刷新，資料列出先前上

傳的檔案。 

 

 

 
  

B 選擇要上傳的檔

案，點選【開啟】。 

A 點選【選擇檔案】。 

D 點選【確定】。 

C 點選【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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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統維護作業 
系統維護作業有密碼變更此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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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密碼變更 

1. 點選【系統維護作業】下的【密碼變更】，系統會跳轉至密碼變更畫面。 
A. 填寫舊密碼並設置新密碼。 
B. 點選【送出】。 
C. 會挑出提醒視窗，點選【確定】，即密碼被修改。 

 

 
  

A 輸入新舊密碼。 

B 點選【送出】。 

C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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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畢業生問卷作業 
畢業生問卷作業有四大操作功能：問卷維護、電訪登錄、科系問卷調查查詢、

科系問卷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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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卷維護 

1. 點選【畢業生問卷作業】下的【問卷維護】，系統會跳轉至問卷維護畫面，

在此畫面會顯示目前各問卷的填寫狀態。 

 
 

A. 選擇查詢條件，例：106 學年度。 
B. 點選【查詢】。 
C. 系統列出符合查詢條件的問卷項目。 
※點選【重設】，會將目前選擇的查詢條件清空，並重回預設值。 

 
  

A 選擇查詢條件。 B 點選【查詢】。 

C 系統列出符合查詢條件的問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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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要新增問卷。 
A. 請點選【新增問卷】。 
B. 會跳轉至問卷設定視窗，可在問卷管理頁籤設定問卷資料。 
C. 設定問卷完成後，請點選【新增問卷】。 
D. 會跳出提醒視窗，請點選【確定】則該問卷被新增。 
※欄位說明： 
 開放日、截止日：學生必須在期間內，才可填寫該問卷。 
 開放設定：該問卷設定為「是」才會顯示在學生列表。 
 問卷類別：教育部報表須設定已畢業年分(畢業 1 年、畢業 3 年、畢業 5

年)、雲科報表等。 
※若是報表為雲科上傳用途，請務必在問卷類別選擇「雲科報表」。 
 答卷畢業學年度：需填寫該筆問卷的學生畢業學年度。 

 

 

 

 
  

B 設定問卷資料。 

C 點選【新增問卷】 

A 點選【新增問卷】。 

D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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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要建立問卷題目。 

A. 請點選【編輯 】，進入問卷設定畫面。 

B. 點選【題目建立】頁籤，跳轉至問卷題目建立畫面。 
※問卷題目有 3 種題型：填充題、多選題、單選題，以下根據題型分別做介

紹。 

 

 
  

B 點選【題目建立】頁籤。 

A 點選【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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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要建立填充題。 
a. 在題型設定欄位，請點選【填充題】選項。 
b. 選擇題目是否為教育部規定，並輸入題目內容。 
c. 題目輸入完成後，請點選【儲存，下一題】，即該題目儲存並進入

下一題的新增畫面。 

 

 

  

a 點選【填充題】選項。 b 選擇題目是否為教育部

規定，並輸入題目內容。 

c 點選【儲存，下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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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若要建立多選題。 
a. 在題型設定欄位，請點選【多選題】選項。 
b. 選擇題目是否為教育部規定，並輸入題目內容。 
c. 輸入要新增的選項數量，點選【新增選項】。 
d. 請在刷新出的選項列中輸入該題目的選項內容。 
e. 選項輸入完成後，請點選【儲存，下一題】，即該題目儲存並進入

下一題的新增畫面。 
※文字設定欄位為選擇是否要開放使用者自行輸入選項內容，通常用於

「其他」選項時。若點選【是】，則使用者填寫問卷時該選項會顯示空

白欄位供使用者輸入資料；若點選【否】，則使用者填寫問卷時該選項

只提供點選功能。 

 

 
  

a 點選【多選題】選項。 
b 選擇題目是否為教育部

規定，並輸入題目內容。 

c 點選【新增選項】。 

e 點選【儲存，下一題】。 

d 輸入該題目的選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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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若要建立單選題。 
a. 在題型設定欄位，請點選【單選題】選項。 
b. 選擇題目是否為教育部規定，並輸入題目內容。 
c. 輸入要新增的選項數量，點選【新增選項】。 
d. 請在刷新出的選項列中輸入該題目的選項內容。 
e. 選項輸入完成後，請點選【儲存，下一題】，即該題目儲存並進入

下一題的新增畫面。 
※文字設定欄位為選擇是否要開放使用者自行輸入選項內容，通常用於

「其他」選項時。若點選【是】，則使用者填寫問卷時該選項會顯示空

白欄位供使用者輸入資料；若點選【否】，則使用者填寫問卷時該選項

只提供點選功能。 
※請注意，若該選項需略過某一題，則可在「略過題號」欄位進行填寫。 

 

 
  

a 點選【單選題】選項。 

b 選擇題目是否為教育部

規定，並輸入題目內容。 

c 點選【新增選項】。 

e 點選【儲存，下一題】。 

d 輸入該題目的選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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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若要在單選題選項下建立子選項。 
a. 在問卷管理頁籤的問卷題目維護區塊，在要建立子選項的題目點選

【 】。 

※只有單選題題型才可建立子選項。 

 

 
 
  

a 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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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要新增子選項的主選項，點選【延展】。 
c. 會跳出延展視窗，點選【新增題目】。 
d. 設定子選項的題型並輸入題目內容。 
e. 輸入要新增的子選項數量，點選【新增選項】。 

 

 

  

b 點選【延展】。 

c 點選【新增題目】。 

d 設定子選項的題型

並輸入題目內容。 

e 點選【新增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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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請在刷新出的選項列中輸入該子選項的選項內容。 
g. 選項輸入完成後，請點選【儲存】，即該子選項儲存。 

 
 
  

g 點選【儲存】。 f 輸入該子選項

的選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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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若要在單選題選項下建立跳題動作。 
a. 在問卷管理頁籤的問卷題目維護區塊，在要建立跳題動作的題目點

選【 】。 

※只有單選題題型才可建立跳題動作。 

 

 
 
  

a 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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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要建立跳題動作的主選項，點選【跳題】。 
c. 會跳出跳題視窗，輸入該選項要跳題的題號。 
d. 點選【儲存】，即該跳題動作被儲存。 
※請注意，跳題及延展只能擇一設定。若原本有設定跳題或延展，在清

空跳題題號或刪除延展題目後，請務必點選「無」來清空選項設定，避

免問卷結構問題發生。 

 

 
 
  

b 點選【跳題】。 

c 輸入要跳題的題號。 

d 點選【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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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若要產生問卷之問項編碼。 
a. 在問卷管理頁籤的問卷題目維護區塊，點選【前往確認產生編碼】。 

 

 
 
  

a 點選【前往確認產生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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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會跳轉至問卷預覽頁籤，在此畫面可看到各問項後皆產生藍色編碼，

確認無誤後點選【儲存編碼（藍字）】。 

 

  
  

b 點選【儲存編碼（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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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要編輯問卷資料。 

A. 請點選【編輯 】，會跳轉至問卷設定畫面。 

B. 修改問卷資料。 
C. 修改完成後，請點選【修改問卷】。 

 

 

 
  

B 修改問卷資料。 

C 點選【修改問卷】。 

A 點選【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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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要編輯問卷題目或選項資料。 

A. 請點選【編輯 】，會跳轉至問卷設定畫面。 

B. 在要修改的問卷選項，點選【編輯 】。 

 

 

 
  

A 點選【編輯 】。 

B 點選【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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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修改問卷題目或選項資料。 
D. 修改完成後，請點選【修改題目】或【修改選項】，即題目修改成功。 

 

 
  

C 修改問卷題目資料。 

D 點選【修改題目】。 

C 修改問卷選項資料。 

D 點選【修改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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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要查看問卷。 

A. 請點選【 】。 

B. 會跳轉到問卷資料畫面，可在此查看問卷相關資料。 
※在問卷資料畫面有三個頁籤：問卷管理、題目建立、問卷預覽，可切換頁

籤查看問卷的相關資料。 

 

  
 
  

A 點選【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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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要複製問卷。 

A. 請點選【複製 】。 

B. 系統會複製該問卷內容建立一筆新的問卷資料並在新資料的問卷名稱

加上「複製」以作區別。 

 

 
  

A 點選【複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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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若要刪除問卷。 
A. 勾選要刪除的問卷。 
B. 點選【刪除問卷】。 
C. 會跳出【確認是否刪除】視窗，點選【確定】。 
D. 會跳出提醒視窗，點選【確定】。 

 

 

 

 
  

A 勾選要刪除的問卷。 

B 點選【刪除問卷】。 

C 點選【確定】。 

D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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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若要發送通知，點選【發送通知 】按鈕，及發送該問卷至應填寫畢業

生信箱中。 

 
  

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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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若要列印問卷資料。。 

A. 點選【報表列印 】按鈕。 

B. 會跳出報問卷預覽視窗，確認問卷顯示後，請點選【列印】。 

 

 
  

A 點選【 】。 

B 點選【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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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會跳出另存列印輸出視窗，在此選擇檔案存放地點後，請點選【存檔】。 

 
 

D. 開啟儲存的 PDF 檔案，可查看該問卷資料。 

 
  

C 點選【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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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訪登錄 

1. 點選【畢業生問卷作業】下的【電訪登錄】，系統會跳轉至電訪登錄畫面，

在此追蹤者可查詢學生資料進行電訪，並登錄其電訪時取得的問卷資料。 
A. 選擇查詢條件。 
B. 點選【查詢】。 
C. 系統列出符合查詢條件的問卷其填寫人資料。 
※點選【重設】，會將目前選擇的查詢條件清空，並重回預設值。 
※請注意，在追蹤者權限只可看到該使用者有帶班的學生資料，而在查詢條

件區塊的班別選項也只能選擇自己有帶班的班級。 

 

 
 顯示需填答該問卷的所有畢業生列表：選擇年度 → 顯示該年度問卷 → 選

擇問卷 → 查詢 
 查詢不同填答狀態的畢業生：上述流程 → 選擇填答狀態 → 查詢 
  

A 選擇查詢條件。 

B 點選【查詢】。 

C 列出問卷填寫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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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填寫狀態共有 4 種： 
(1) 未填寫：該畢業生尚未填答此問卷。點選【開始填答】即可進入該學生

的問卷畫面進行填答。 

 
(2) 填寫不完整：該畢業生有填答但未填答完整此問卷。點選【接續填答】

即可進入該學生的問卷畫面接續答題進度繼續填答。 

 
(3) 已填寫：該畢業生已填答完成此問卷。點選【修改填答】即可進入該學

生的問卷畫面修改問卷答題的選項。 

 
(4) 無法答卷：該畢業生因聯絡不到或拒答而無法填答此問卷。點選【無法

填答】，即可選擇該學生無法答卷原因並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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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要登錄問卷資料。 
A. 選擇要登錄的畢業生，點選【開始填答】或【接續填答】。 
B. 進入問卷畫面，目前答題的問卷和對應題號會顯示在表單上方，請依題

目點選適合的選項。 
C. 該題答完後，請點選【儲存，下一題】繼續作答。 
※當追蹤者選擇畢業生後，在問卷登錄畫面，權限會跳轉成以該畢業生身分

進行系統登錄。 

 

 
 
  

A 點選【開始填答】。 

B 點選適合的選項。 

C 點選【儲存，下一題】。 

目前答題的問卷

和對應題號。 

登錄問卷會以該畢業生

身分做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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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進入答題畫面後，會顯示該題的主選項。選擇完主選項後，若是該主

選項有附加小題時，會延展顯示出該主選項的子選項。 
※若只勾選主選項未勾選子選項，點選【儲存，下一題】後系統會刷新但不會進

入下一個問卷問題，直到該題子選項被勾選系統才會執行操作。 

 

 

 
 延展題型正確的填答流程： 
選擇主選項 → 選擇小題選項 → 填寫文字框 (文字框適用) → 儲存，下一題 
 延展題型錯誤的填答流程： 
選擇主選項 → 儲存，下一題 (系統尚未取得子選項，不會儲存) 
  

主選項，若該選項有附

加小題時，會延展顯示。 

子選項，要選擇主選項

後才會延展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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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電訪時畢業生回應無法進行問卷填答。 
A. 在無法填答的畢業生，點選【無法填答】。 

B. 無法填答按鈕便為紅色，請選擇無法答卷原因並點選【 儲存】。 

 

 
  

A 點選【無法填答】。 

B 選擇無法答卷原因

並點選【儲存】。 



48 

C. 該畢業生的問卷填答狀態變為「無法答卷」並顯示無法答卷原因。 
※請注意，再次點選紅色的無法填答鈕，即可「取消無法填答」，則該畢業

生便可進行「開始填答」。 

 
 
※除了選擇預設的無法填答選項，亦可自行輸入無法填答事由。自行輸入的無法

填答事項除了顯示於填寫狀態，亦將會新增於校友資料維護的學生近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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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選擇預設的無法填答選項，亦可自行新增無法填答選項。 

 

 

 

 
  

點選【 】。 

輸入無法填答原因。 

點選【儲存】。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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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要匯出電訪資料。 
A. 點選【匯出】。 
B. 系統開始下載並儲存檔案至電腦中。 

 
 

C. 開啟下載的 Excel 檔案，可查看該問卷目前的填寫狀況。 

 

 
  

B 系統開始下載並儲存檔案至電腦中。 

A 點選【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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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系問卷調查查詢 

1. 點選【畢業生問卷作業】下的【科系問卷調查查詢】，系統會跳轉至科系畢

業生流向問卷調查查詢畫面，在此畫面會顯示目前各科系問卷的填寫狀態。 
※請注意，在追蹤者權限只可看到該使用者有帶班的學生資料，因此調查查

詢也只有計算帶班學生的資料。 

 
 

A. 選擇查詢條件，例：103 學年度。 
B. 點選【查詢】。 
C. 系統列出符合查詢條件的問卷項目。 
※點選【重設】，會將目前選擇的查詢條件清空，並重回預設值。 

 

  

A 選擇查詢條件。 
B 點選【查詢】。 

C 系統列出符合查詢條件的問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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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要匯出流向問卷資料。 

A. 在要匯出資料的問卷，點選【匯出 】按鈕。 

B. 系統開始下載並儲存檔案至電腦中。 

 
 

C. 開啟下載的 Excel 檔案，可查看該問卷目前的填寫狀況。 

 
 
  

B 系統開始下載並儲存檔案至電腦中。 

A 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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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要匯出科系填卷統計資料。 

A. 在要匯出資料的問卷，點選【科系填卷統計匯出 】。 

B. 系統開始下載並儲存檔案至電腦中。 

 
 

C. 開啟下載的 Excel 檔案，可查看該問卷目前的填寫狀況。 

 

 
  

B 系統開始下載並儲存檔案至電腦中。 

A 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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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要查看該問卷的填卷資料，請點選【 】。 

A. 選擇查詢條件。 
B. 點選【查詢】。 
C. 系統列出符合查詢條件的填卷資料。 

 

 
 
※查詢區塊上方有填卷狀態頁籤，有【已填寫】、【未填寫】、【填寫不完整】

三種狀態，可切換頁籤查看不同狀態下的填卷資料。 

 
  

A 選擇查詢條件。 

B 點選【查詢】。 

C 系統列出符合查詢條件的填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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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要查看填卷詳細資料，請點選【 】按鈕，會跳轉至該名畢業生的詳細

資料。在詳細資料有【填寫人資料】、【問卷填寫】兩頁籤，可切換頁籤查看

該畢業生的填卷資料。 

 

 

 
  

填寫人資料頁籤。 

問卷填寫頁籤。 

A 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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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科系問卷統計 

1. 點選【畢業生問卷作業】下的【科系問卷統計】，系統會跳轉至科系畢業生

流向問卷統計畫面，在此畫面會顯示目前各科系問卷的填寫狀態統計。 
※請注意，在追蹤者權限只可看到該使用者有帶班的學生資料，因此統計也

只有計算帶班學生的資料。 

 

 
A. 選擇查詢條件，例：103 學年度。 
B. 點選【查詢】。 
C. 系統列出符合查詢條件的問卷項目。 
※點選【重設】，會將目前選擇的查詢條件清空，並重回預設值。 

 

  

A 選擇查詢條件。 B 點選【查詢】。 

C 系統列出符合查詢條件的問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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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要匯出問卷統計資料。 

A. 在要匯出資料的問卷，點選【匯出 】按鈕。 

B. 系統開始下載並儲存檔案至電腦中。 

 

 
C. 開啟下載的 Excel 檔案，可查看該問卷的統計資料。 
※欄位說明： 
 填卷人數：系統計算「已填寫」、「填寫不完整」的人數總和。 
 畢業生人數：系統計算需填寫該問卷的畢業生總人數。 
 填卷率：填卷人數  / 畢業生人數  

 
  

A 點選【 】。 

B 系統開始下載並儲存檔案至電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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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要匯出問卷明細統計資料。 

A. 在要匯出資料的問卷，點選【明細匯出 】按鈕。 
B. 系統開始下載並儲存檔案至電腦中。 

 

 
C. 開啟下載的 Excel 檔案，可查看該問卷的明細統計資料。 

 
 
  

A 點選【 】。 

B 系統開始下載並儲存檔案至電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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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要匯出問卷無法填答統計資料。 

A. 在要匯出資料的問卷，點選【無法填答統計匯出 】按鈕。 

B. 系統開始下載並儲存檔案至電腦中。 
※無法填答資料可使用「科系」、「班別」兩項查詢條件來增加統計數據的控

制。 
※「科系」、「班別」查詢條件只可使用於無法填答統計資料輸出。 

 

 
C. 開啟下載的 Excel 檔案，可查看該問卷的無法填答統計資料。 

 
 

A 點選【 】。 

B 系統開始下載並儲存檔案至電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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