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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登入系統及介面介紹  

(一) 助教帳號密碼申請方式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survey.do，申請表填妥請逕

送 師培處就業輔導中心開通權限。 

 

  (二) 登入系統及介面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survey.do，助教登入帳號、密碼與

校務資訊入口網相同。登入後進入同一區塊執行[進入後台]。會員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survey.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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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增/編輯子卷  

(一) 新增子卷 

A.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backstage.do 

點選 [子卷管理]，進入問券的子卷。 

說明 : 105 年要做的問券是 “大專校院 101 學年度畢業滿 3 年學

生流向追蹤問卷調查”與“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畢業滿 1 年學生流向

追蹤問卷調查”。 

 

B. 接續(A)，點選 ex:大專校院 101 學年度畢業滿 3 年學生流向追蹤問

卷調查，進入子券管理頁面， 上方有 [新增問券]，點入後可新增助教所屬的系

所子券。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backstage.do


4 
 

C. 接續(B)，[子券所屬單位設定]，下拉選出子券填寫對象是大學/碩/

博，助教只能看到擁有權限的所屬單位(系所)，記得存檔。存檔後就會

出現導覽路徑(如圖二)。 

  

 

http://www.doubleservice.com/2011/05/breadcru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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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接續(C)，點導覽路徑 [子問券段落設定] 進入新增子券題目頁面，

按下 [題目管理] 就可以新增題目與答案。做任何動作後請記得[存

檔]。子問券有分段落(分類)功能，每個段落下建立題目，若不分段落

就直接在預設第一則進入 [題目管理]，建立子券問題與答案。 

 

 

http://www.doubleservice.com/2011/05/breadcrumbs/


6 
 

    (二). 編輯子卷  

A.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backstage.do 

點選 [子卷管理]，進入問券的子卷。 

 105 年要做的問券是 “大專校院 101 學年度畢業滿 3 年學生流向追蹤問卷

調查”與 “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畢業滿 1 年學生流向追蹤問卷調查”。 

 

B. 接續(A)，進入該問券後，找出您的所屬的單位(負責系所)，只有在您

所屬的子券才可以看到如下方畫面所顯示 : 問卷管理欄位有三個小 icons，可以

編輯子券/ 複製子券/ 刪除子券。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backstag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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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接續(B)，上方導覽路徑列點選 [子問券段落設定] 。 

 

 

    D. 接續(C)，點入[題目管理] 編輯子問券。此範例子券有分段落，所以子

券題目在各自的段落(分類)內。 

 

 

http://www.doubleservice.com/2011/05/breadcru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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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預覽子券 

A.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backstage.do 點選 [子卷管

理]，進入問券的子卷。 

105 年要做的問券是 ”大專校院 101 學年度畢業滿 3 年學生流向追

蹤問卷調查”與”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畢業滿 1 年學生流向追蹤問

卷調查”。 

 

B. 接續(A)，進入該問券後，找出您的所屬的單位(負責系所)，只有在

您所屬的子券才可以看到如下方畫面所顯示 : 在最右欄的問卷管

理欄位有 3 個小 icons，點選進入[編輯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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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接續(B)，進入子券管理頁面，上方標出橘色導覽路徑，點選進入 

[預覽問券]。 

 

D. 接續(C)，進入子問券的題目與所有答案頁面，進行預覽。 

如果有需要修正，上方橘色導覽路徑，點選進入[子問卷段落設定] 

再編輯子問券。 

http://www.doubleservice.com/2011/05/breadcrumbs/
http://www.doubleservice.com/2011/05/breadcrumbs/


10 
 

    (四)看過往上傳子卷 

A.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backstage.do 

點選 [子卷管理]，進入問券的子卷。 

用 104 年做的問券為範本“大專校院 100 學年度畢業滿 3 年學生流

向追蹤問卷調查”與“大專校院 102 學年度畢業滿 1 年學生流向追

蹤問卷調查。 

 

 

B.接續(A)，進入該問券後，找出您的所屬的單位(負責系所)，只有

在您所屬的子券才可以看到如下方畫面所顯示 : 受訪對象欄位可

以看到畢業生填寫問券的 [明細] ;問卷管理欄位有 3 個小 icons，可

以看過往上傳子卷內容。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backstag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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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催收問卷 

(一)瞭解學生的填答狀況 

A.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backstage.do 登入後台系統問券

列表頁，找出 105 年問券是”大專校院 101 學年度畢業滿 3 年學生流向

追蹤問卷調查”與”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畢業滿 1 年學生流向追蹤問卷

調查”點選[明細]。 

備註 : 以下教學是用 104 年做的問券為範本 “大專校院 102 學年度畢業

滿 3 年學生流向追蹤問卷調查”。 

 

B.接續(A)，進入問券明細後，會列出助教負責系所的畢業生填寫狀況，

填寫狀況有已填/未填/未填完，助教可以幫助畢業生填寫，或聯絡畢業生

登入系統填寫。最右欄管理欄位有[修改問券]功能，可代替該畢業生填寫

問券或修改問券。 

頁面右上方有學號/系所可以搜尋，很方便可以找到該名畢業生的資料。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backstag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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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匯出學生連絡明細 

     A.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backstage.do 登入後台系統

問券列表頁，找出 105 年問券是”大專校院 101 學年度畢業滿 3 年學生

流向追蹤問卷調查”與”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畢業滿 1 年學生流向追蹤

問卷調查”點選[明細]。 

備註:以下教學是用 104 年做的問券為範本 ”大專校院 102 學年度畢業滿

3 年學生流向追蹤問卷調查”。 

 

B.接續(A)，進入問券明細後，會列出助教負責系所的畢業生填寫狀

況，右上方有 [匯出明細] 功能，下載該問券受訪對象畢業生的 word 檔

案。下載檔案內的欄位包含 : 系所名稱 /學制別名稱 /姓名 /學號 /手機號

碼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可以聯絡畢業生盡速填寫完成問券。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backstag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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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母券及子卷填答明細匯出 

(一). 母券填答明細匯出  

        A.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backstage.do 登入後台系統問

券列表頁，點選上方的 [統計分析] 功能。 

注意 : 問券填寫截止且關閉後才能執行匯出，問券開放填寫期間無法匯出。 

 

 

B.接續(A)，找出要匯出的問券後，按下 [匯出明細]，即可匯出母券填答狀況完

整明細。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backstag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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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子券填答明細匯出 

A.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backstage.do 登入後台系統問券

列表頁，找出 105 年問券是”大專校院 101 學年度畢業滿 3 年學生流向

追蹤問卷調查”與”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畢業滿 1 年學生流向追蹤問卷

調查”點選 [子券管理]。。 

備註:以下教學是用 104 年做的問券為範本 ”大專校院 102 學年度畢業滿 3 年學

生流向追蹤問卷調查”， 注意 : 問券填寫截止且關閉後才能執行匯出，問券開

放填寫期間無法匯出。 

 

B. 接續(A)，進入子券管理頁面後，點上方的子券統計分析。 

https://docs.otecs.ntnu.edu.tw:8443/NGSS/backstag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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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進入子券統計分析頁面後，請找出所負責的系所，執行 [匯出明細] 即可

匯出該子券畢業生所。EX : Mary 是歷史系大學/ 碩/ 博班的負責助教，Mary

找到受訪對象歷史系大學/ 碩/ 博班這 3 筆，就可以匯出子券填寫完整明

細。備註: 非助教所負責的系所，只開放看到樣本數與填答數，無法匯出子

券填答明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