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培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
操作說明

110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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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作業期程

時間 調查項目

109學年度畢後3個月

108學年度畢後1年

106學年度畢後3年

104學年度畢後5年

109學年度畢後6個月

110.09.01~
110.09.30

110.07.15~110.10.15

110.07.15~110.10.15

110.07.15~110.10.15

111.01.02~
111.02.27 2



110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作業
回收目標值

調查項目 校內流向調查 教育部問卷回收

109學年度畢後3個月 90%

108學年度畢後1年 90% 90%

106學年度畢後3年 85% 85%

104學年度畢後5年 80% 80%

109學年度畢後6個月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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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1. 提供教育部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相關政策研議的參考。

2. 作為校務發展改善、系所課程規劃的評估指標。

 畢業生流向調查結果結合ucan反映核心能力
經過大學教育4年之後，是否真實反映在畢業生
的能力上

 畢業生流向調查結果結合雇主滿意度反映理
論與實務的落差；自我知覺與外在回饋的落差

 本校的調查結果與全國相比反映畢業生與學
國學生的差異

 統計各系畢業生流向統計結果反映各系畢業
生的就業情形。

3. 提供職涯輔導之參考。

 辦理的活動類型。

 學生的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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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工作重點

畢業生通訊

授權

• 調查對象：應屆畢業生

• 調查內容：更新通訊資料、填寫授權同意書及未來3個月生涯規劃

• 調查時程：離校前

校內畢業生流

向

• 調查對象：畢業後3個月/6個月/1年/3年/5年畢業生

• 調查內容：畢業生的就業概況(1題)

• 調查時程：每年7-10月、1-2月(6個月)

教育部畢業生

流向追蹤問卷

• 調查對象：畢業後1年/3年/5年畢業生

• 調查內容：畢業生的就業流向、就業條件、學習回饋(13題/14題/12題)

• 調查時程：每年7-10月

5



調查內容

1.通訊資料維護
2.未來3個月生涯規劃
3.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登錄者

畢業生自行填寫

資料應用

1.利於日後追蹤
2.授權同意書上傳教育部

畢業生通訊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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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內容

1.畢業出路-就業、升學、服役、留學、其他
2.就業單位、職稱/升學學校、系所
3.實習概況回饋

登錄者

1. 畢業生(畢後3個月/6個月/1年/ 3年/5年)自填
2. 由各系所登錄後由後臺填寫。

資料應用

1.填報校務基本資料庫、教育部及各計畫等資
料。
2.系所評鑑參考，若須學生就業詳細內容請各
系於當年12月前自行上YUS系統留存個人報表

校內畢業生流向

7



問卷內容

就業流向、就業條件、學習回饋等三大面向共12-
14題

登錄者

1.畢業生(畢後1年/ 3年/5年)自填
2.系所電訪後代填

資料應用

1.教育部進行全國性分析，作為對高等教育政策之
依據。

2.可依各系畢業生進行查詢，作為系所經營及各校
辦學規劃。

教育部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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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3個月/6個月

畢業後1、3、5年

• 校內畢業生流向問卷

• 僅一題流向

• 為校基庫與校務公開

專區資料來源

畢業後1、3、5年

• 教育部流向追蹤問卷

• 教育部進行全國性分析

• 為高教深耕計畫重要指

標

畢業生問卷填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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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問卷說明

校內問卷

• 連結：
http://grad.ypu.edu.tw/

• 調查對象(僅1題)：
– 畢業後3個月/6個月

– 畢業後1年

– 畢業後3年

– 畢業後5年

• 填答結果：YUS系統即可
看到學生填答內容

教育部問卷

• 連結：
http://grad.ypu.edu.tw/

• 調查對象
– 畢業後1年(13題)

– 畢業後3年(14題)

– 畢業後5年(12題)

• 填答內容無法從YUS系統
獲得

• YUS系統僅可看到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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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

• 登入路徑

• 畢業生資料檢視

• 學生資料查詢、代填與問卷連結

• 下載學生資料與個人報表

• 畢業生填答路徑

• 校內流向問題與教育部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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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登入路徑

方式1：
直接於網址列輸入
問卷平台網址：
http://yus.ypu.ed
u.tw/LogOn.aspx

方式2：
1.開啟學校首頁
2.選擇”教職員”介面
3.點選”系統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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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登入路徑

方式2(續)：
1.開啟學校首頁
2.選擇”教職員”介面
3.點選”系統入口網”
4.點選” YUS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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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畢業生流向-
畢業生資料檢視

1. 點選學生清單即可進行科系資料核對；若資料
有誤，請與諮商中心承辦人聯繫。

2. 點選清除，清除所有預設條件。
3. 資料類型點選您所欲查詢的資料 (畢業後1年/3

年/5年/3個月/6個月)，之後可透過輸入「學
號」、「姓名」、「作答狀態」或「畢業時班
級」等條件查詢特定畢業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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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由問卷連結進入畢業
生介面填答

元培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學生資料查詢與代填

1. 點選放大鏡圖示，可查
詢學生資料。

2. 目前流向為畢業生最近
一次填答的流向資料。

3. 問卷追蹤人員可從本介
面點選筆圖示，直接修
改目前流向資料(只含
流向1題)，修改完成後
送出。

4. 或可由「問卷連結」進
入問卷填答介面(包含
流向1題及教育部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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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個人報表可匯出個人追蹤班級統計資料

點選報表將匯出全校整體填答
狀況

元培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下載與報表

調查後請匯出個人報表，並列印
紙本核章後送交諮商中心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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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畢業生流向調查
-學生資料查詢與代填

可從3月R/1年
(教)/3年(教)及5年
(教)等向度判別畢業
生是否已完成流向
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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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畢業生流向調查
-畢業生填寫介面

1. 點選學生問卷進入畢業
生填寫畫面，或點選問
卷連結從網址進入

2. 畢業生將收到系統發送
E-mail，或由首頁校友
介面大專畢業生流向
資訊平台

第一部分「畢業流向」(1題)
作答完畢後，即會進入第二
部分「教育部畢業生流向追
蹤問卷」之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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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教育部問卷
-填寫介面

已完成第一部分「畢
業流向」(1題)作答，
系統將自動帶入畢業
生資料，確認無誤後
點選「由此進入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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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教育部問卷
-問卷填答

追蹤人員代填與畢業
生為相同線上問卷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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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教育部問卷
-填答狀況

可從1年R/3年R
及5年R等判別畢
業生是否已完成
教育部問卷填答。

工具列下拉1年
R/3年R及5年R，
可篩選畢業生的
填答狀況

21



元培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

調查結束後請於10/15前
列印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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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

老師可根據各班級
查詢報表並列印

報表可呈現各班級調
查率，請於列印之前

確認是否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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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答路徑

點選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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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答路徑

問卷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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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答路徑-校內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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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答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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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流向填答內容

畢業流向

就業 服務單位屬性

服務單位/職稱

實習對就業之幫助

工作機構與實習機構性質

性質差異

工作機構是否為實習機構

升學 就讀學校/系所

服役

留學

其他

失聯

準備考試

家管

求職中

無工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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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答路徑-教育部問卷
僅畢業後1、3、5年學生會由系統直接導入教育部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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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答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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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問卷內容

106學年度畢業後1年 104學年度畢業後3年 102學年度畢業後5年

第 1 部份 就業流向
一、您目前的工作狀況為何？一、您目前的工作狀況為何？一、您目前的工作狀況為何？

二、您現在工作職業類型為
何？

二、您現在工作職業類型為
何？

二、您目前服務的部門別？

三、您目前是否擔任主管?

四、您目前最主要的工作行
業類別為？

三、您畢業後花了多久時間
找到第 1 份工作？

三、您從學校畢業後至今，
是否曾經轉換過公司？

四、您現在工作平均每月收
入為何？

四、您現在工作平均每月收
入為何？

五、您現在工作平均每月收
入為何？

五、請問您現在主要的工作
所在地點為何？

五、請問您現在主要的工作
所在地點為何？

六、請問您現在主要的工作
所在地點為何？

六、您目前未就業的原因為
何?

六、您目前未就業的原因為
何?

七、您目前未就業的原因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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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問卷內容

103學年度畢業後1年 101學年度畢業後3年 100學年度畢業後5年

第 2 部份 就業條件

七、您目前所具備的專業能
力與工作所要求的相符程度
為何？

七、您目前所具備的專業能
力與工作所要求的相符程度
為何？

八、您目前的工作內容，是
否需要具備專業證照？

八、您目前的工作內容，是
否需要具備專業證照？

九、您對目前工作的整體滿
意度為何?

九、您對目前工作的整體滿
意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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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畢業後1年 101學年度畢業後3年 100學年度畢業後5年

第 3 部份 學習回饋
十、您目前的工作內容與原就讀系、
所、學位學程之專業訓練課程，其
相符程度為何？

十、您目前的工作內容與原就讀系、
所、學位學程之專業訓練課程，其
相符程度為何？

八、您原先就讀系、所、或學位學
程的專業訓練課程，對於您目前工
作的幫助程度為何？

十一、您在學期間以下哪些「學習
經驗」對於現在工作有所幫助？

十一、您在學期間以下哪些「學習
經驗」對於現在工作有所幫助？

九、您在學期間，以下哪種
「學習經驗」對於現在工作最有幫
助？

十、根據您畢業到現在的經驗，學
校最應該幫學弟妹加強以下哪些能
力？
十一、根據您畢業後到現在的經驗，
您認為學校對您那些能力的培養最
有幫助？

十二、您是否為了工作或自我生涯
發展從事進修或考試，提升自我專
業能力?

十二、您是否為了工作或自我生涯
發展從事進修或考試，提升自我專
業能力?

十三、您最常參與過學校哪些職涯
活動或就業服務的幫助？

十三、您覺得從事進修或考試後，
對您薪資待遇、職務升遷或工作滿
意度的幫助幅度為何？

十四、您覺得學校，除了教授專業
知識(主修科系的專業)外，應加強
學生以下哪些能力才能做好工作？

十二、如果您現在有進修機會的話，
「最」想在學校進修的是 哪一個學
門? 33



各連結路徑

• 學生填答路徑

–元培首頁→校友→大專畢業生流向資訊平台

– http://grad.ypu.edu.tw/

• 教師調查路徑

–元培首頁→教職員→系統入口網/人會總系統
(新版)→YUS系統

– http://yus.y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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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成果，都將感謝用心的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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