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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館員專區登入首頁 

1. 網址 http://ebook.hyread.com.tw/stat/login.jsp (圖 1) 

2. 帳號 domain+ebook 

3. 密碼 domain 

4. IP 範圍 

(1) 限定 IP 範圍登入 

→須提供單位對外 IP 範圍 

(2) 不限 IP 範圍登入 

→帳號密碼將另外設定 

 

圖 1 館員專區登入首頁 

 

二、 單位選單 (圖 2) 

1. 本館：單位自行採購書籍之使用統計。 

2. 試用：曾經整併團體試用專區的話，可查詢試用期間使用統計報表。 

3. 聯盟：參與每個不同聯盟，皆可分開查詢使用統計。 

4. 各館合併查詢 (圖 3) 

(1) 勾選欲加總的單位，設定查詢條件，即可查詢各單位加總之使用統

計報表，並可匯出 Excel。 

(2) 可合併查詢之功能包括 (統計報表功能請參見第五點) 

※ 使用統計 

※ 借閱瀏覽紀錄報表 

※ 電子書雜誌排行榜 

※ 讀者排行榜 

※ 中國圖書分類法統計 

http://ebook.hyread.com.tw/stat/log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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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單位選單 

 

圖 3 各館合併查詢 

三、 資料下載 (圖 4) 

1. 使用手冊：HyRead 電子書平台、閱讀器操作使用手冊。 

2. 推廣簡報：講師、推廣者可參考推廣簡報進行教育訓練。 

 

圖 4 資料下載 



HyRead ebook 館員專區-操作使用手冊 

3 
 

四、 基本資訊 (圖 5) 

列出單位相關資訊，包括：列出單位相關資訊，包括：列出單位相關資

訊，包括：列出單位相關資訊，包括：列出單位相關資訊，包括： 

1. 專屬網站網址 

2. 書單匯出：可匯出單位採購電子書、雜誌清單之 Excel 檔案，每筆書目

及每刊雜誌皆包含 URL 連結。 

3. IP 範圍：供單位檢視設定之 IP 範圍是否正確，設定 IP 用於方便讀者在

IP 範圍內直接開啟線上全本瀏覽，及登入館員專區。如需更新請聯繫客

服信箱(service@hyread.com.tw)。 

4. 聯絡人資訊：紀錄統計取用負責人資訊，以便聯繫。 

5. 統計通知：每月 1 日更新使用統計數據之後，可收到統計更新通知，自

行進入館員專區設定查詢條件後查詢統計報表。 

 

圖 5 資本資料 

五、 統計報表功能 

1. 使用統計 

可選擇查詢期間，並可匯出 Excel 列表。每月 1 日更新上個月統計數

據。(圖 6) 

(1) 每月閱讀電子書/雜誌次數 (相當於 counter BR1) 

→包含網站「借閱」、「線上瀏覽」，閱讀器「借閱」之數據。 

(2) 每月閱讀電子書/雜誌章節次數 (相當於 counter BR2) 

→BR1 被使用書籍之章節總計 

(3) 每月借閱複本已滿無法借閱次數 (相當於 counter BR3) 

→讀者點至網站詳目頁時，無法借閱(被借走，無複本。)之數據。 

mailto:service@hyrea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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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月瀏覽電子書/雜誌書目次數 (相當於 counter BR5) 

→讀者透過查詢、主題分類、ERL 連結等點至書籍詳目頁之數據 

 

圖 6 使用統計 
 

2. 借閱瀏覽紀錄報表 

先設定查詢條件，及可查詢使用報表，並匯出 Excel。(圖 7) 

(1) 可選擇線上借閱、下載借閱、線上全本瀏覽或全部查詢 

(2) 可設定欲查詢的月份 

(3) 可針對讀者帳號進行查詢 

(4) 可針對書名/雜誌刊名進行查詢 

(5) 查詢結果依報表選項統計數量，並依借閱時間列出每筆書目的讀者

使用記錄。 

 
圖 7 借閱瀏覽紀錄報表 



HyRead ebook 館員專區-操作使用手冊 

5 
 

3. 電子書雜誌排行榜 

先設定查詢條件，及可查詢電子書雜誌排行榜，並匯出 Excel。(圖 8) 

 

(1) 可選擇排行榜依據線上借閱、下載借閱、線上瀏覽、預約，或加總

排行。 

(2) 可選擇排行依據單本書層或雜誌層排行。若選擇單本書層包括雜

誌，則每期雜誌各自加總排行；若選擇雜誌層排行，則以刊為單位

加總排行。 

(3) 可選擇排行榜數量 

(4) 可選擇查詢使用時間(每月 1 日更新上個月統計數據) 

(5) 查詢結果依據電子書/雜誌累計使用量排行 

 

 

圖 8 電子書雜誌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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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讀者排行榜 

先設定查詢條件，及可查詢讀者使用排行榜，並匯出 Excel。(圖 9) 

 

(1) 可選擇排行榜依據線上借閱、下載借閱、線上瀏覽、預約，或加總

排行。 

(2) 可選擇只排電子書，或只排雜誌，或兩者加總之排行。 

(3) 可選擇排行榜數量 

(4) 可選擇查詢使用時間(每月 1 日更新上個月統計數據) 

(5) 查詢結果依據讀者帳號累計使用量排行 

 
圖 9 讀者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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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讀者推薦查詢 

若有加掛「新書展示」專區，可查詢讀者推薦書籍 (圖 10) 

 

(1) 查詢項目：推薦紀錄、推薦書的排行。 

(2) 查詢條件：可選擇查詢時間區間，並可匯出 Excel 列表。 

(3) 查詢結果：紀錄詳列每一筆推薦書目；排行將推薦書目加總，以提

供採購選書參考。 

 

※ 新書展示：單位未購賣，可提供部分試閱、全本瀏覽的新書，讓讀

者試用並推薦的書。 

 

 

圖 10 讀者推薦查詢 

 

6. 中國圖書分類法統計 

先設定查詢條件，即可依照中國圖書分類法查詢電子書使用統計數

據，並匯出 Excel。(圖 11) 

 

(1) 可選擇報表選項：線上借閱、下載借閱、線上全本瀏覽、預約 

(2) 可選擇採購類型：試用書亦可列入統計 

(3) 可選擇查詢使用區間 

(4) 查詢結果依據「中國圖書分類法」表列所選擇各月份之加總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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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中國圖書分類法統計 

 

六、 前台管理功能 

1. 精選好書 

(1) 說明：此設定將於前台顯示主打精選書籍，設定數量沒有上

限，首頁隨機顯示 8 本，超過 8 本可點選左右箭頭檢視更

多。 

(2) 設定方式：於下面欄位輸入 HyRead BRN 書號，並使用逗點(,)

區隔每一筆書號。 

(3) 書號查詢：欲查詢採購電子書之書號，可於基本資料匯出

EXCEL 功能匯出書單。 

 
圖 12 精選好書設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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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站訊息公告 

設定完成後，將於前台網站左方「最新消息」顯示編輯訊息。 

(1) 新增公告：點「新增公告」按鈕可以新增一則公告內容。 

(2) 公告列表：已新增過的公告會條列於此。(圖 13) 

(3) 編輯公告：新增公告或點公告列表的「編輯」，可以進入公告

編輯畫面，設定標題、內容、起訖時間，以及排序後，即可

新增公告訊息。排序請填入數字，數字愈大則排序愈上方。

(圖 14) 

(4) 刪除公告：可直接於公告列表刪除該則公告設定內容。 

 

圖 13 網站訊息公告列表 

 

 

圖 14 網站訊息公告編輯公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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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pp 訊息公告 

App 訊息公告設定完成後，將於 HyRead Library 閱讀軟體圖書館書櫃

上方跑馬燈顯示所編輯的訊息。 

(1) 新增公告：點「新增公告」按鈕可以新增一則 App 公告內

容。 

(2) 公告列表：已新增過的 App 公告會條列於此。(圖 15) 

(3) 編輯公告：新增公告或點公告列表的「編輯」，可以進入 App

公告編輯畫面，設定公告內容，以及連結 URL，即可新增公

告訊息。(圖 16) 

(4) 刪除公告：可直接於公告列表刪除該則公告設定內容。 

 

 

圖 15 App 訊息公告列表 

 

 

圖 16 App 訊息公告編輯公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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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網站宣傳 Banner 

可自行製作網站宣傳 Banner，並透過此功能上傳圖片，即可於前台網

站左方顯示上傳 Banner 圖檔，並可支援 URL 連結。 

(1) 新增公告：點「新增公告」按鈕可以新增 Banner 公告內容。 

(2) Banner 列表：已新增過的 Banner 會條列於此。(圖 17) 

(3) 編輯 Banner 

※ 選擇檔案 (格式限用 jpg 及 gif，並小於 50K。) 

※ 設定標題，滑鼠游標移至 Banner 時顯示標籤文字。 

※ 設定點擊 Banner 後欲連結的 URL。 

※ 設定該 Banner 上架起訖日期，待活動結束即下架。 

※ 多個 Banner 時可設定排序，填入數字愈大則排序愈上方 

(4) 刪除 Banner：可直接於 Banner 列表刪除該則 Banner 設定內

容。 

 

圖 17  Banner 列表 

 

圖 18 編輯設定 Banner 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