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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TORJSTORJSTORJSTOR統計申請說明統計申請說明統計申請說明統計申請說明

JSOTRJSOTRJSOTRJSOTR使用統計報表工具已整合至使用統計報表工具已整合至使用統計報表工具已整合至使用統計報表工具已整合至JSTOR(JSTOR(JSTOR(JSTOR(www.jstor.orgwww.jstor.orgwww.jstor.orgwww.jstor.org)))) 上的上的上的上的MyJSTORMyJSTORMyJSTORMyJSTOR，，，，管理端必須管理端必須管理端必須管理端必須

有有有有MyJSTORMyJSTORMyJSTORMyJSTOR的帳號才能登入且下載使用統計報表的帳號才能登入且下載使用統計報表的帳號才能登入且下載使用統計報表的帳號才能登入且下載使用統計報表，，，，若沒有若沒有若沒有若沒有MyJSTORMyJSTORMyJSTORMyJSTOR帳號帳號帳號帳號，，，，請請請請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者者者者先根據下列的步驟申請帳號先根據下列的步驟申請帳號先根據下列的步驟申請帳號先根據下列的步驟申請帳號。。。。

尚未申請尚未申請尚未申請尚未申請MYSTORMYSTORMYSTORMYSTOR

1.1.1.1.若您沒有若您沒有若您沒有若您沒有MyJSTORMyJSTORMyJSTORMyJSTOR帳號帳號帳號帳號，，，，您需要先註冊一個新的您需要先註冊一個新的您需要先註冊一個新的您需要先註冊一個新的MyJSTORMyJSTORMyJSTORMyJSTOR的帳號才能登入統計報表的帳號才能登入統計報表的帳號才能登入統計報表的帳號才能登入統計報表

2.2.2.2.至至至至JSTORJSTORJSTORJSTOR的登入網頁的登入網頁的登入網頁的登入網頁，，，，並選擇並選擇並選擇並選擇””””註冊註冊註冊註冊””””以申請一個以申請一個以申請一個以申請一個MyJSTORMyJSTORMyJSTORMyJSTOR帳號後帳號後帳號後帳號後，，，，再登出該帳號再登出該帳號再登出該帳號再登出該帳號。。。。

3.3.3.3.下一步點選您收到的電子郵件裡的下一步點選您收到的電子郵件裡的下一步點選您收到的電子郵件裡的下一步點選您收到的電子郵件裡的啟動連結啟動連結啟動連結啟動連結。。。。 ((((啟動連結啟動連結啟動連結啟動連結將由飛資得協助向原廠申請將由飛資得協助向原廠申請將由飛資得協助向原廠申請將由飛資得協助向原廠申請))))

4.4.4.4.在下一頁輸入您的帳號細節後在下一頁輸入您的帳號細節後在下一頁輸入您的帳號細節後在下一頁輸入您的帳號細節後，，，，點選點選點選點選””””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5.5.5.5.在下一頁點選在下一頁點選在下一頁點選在下一頁點選””””啟動啟動啟動啟動””””(Activate.)(Activate.)(Activate.)(Activate.)。。。。

6.6.6.6.登出系統後登出系統後登出系統後登出系統後，，，，再使用您的再使用您的再使用您的再使用您的MyJSTORMyJSTORMyJSTORMyJSTOR帳號重新登入後帳號重新登入後帳號重新登入後帳號重新登入後，，，，即可點選網頁上即可點選網頁上即可點選網頁上即可點選網頁上””””MyJSTORMyJSTORMyJSTORMyJSTOR””””標籤以標籤以標籤以標籤以

使用統計報表功能使用統計報表功能使用統計報表功能使用統計報表功能。。。。

MYJSTOR註冊連結註冊連結註冊連結註冊連結: 
https://www.jstor.org/action/myJstorSettings



JSTORJSTORJSTORJSTOR統計申請說明統計申請說明統計申請說明統計申請說明

已經有已經有已經有已經有MYSTORMYSTORMYSTORMYSTOR的帳號的帳號的帳號的帳號

1.1.1.1. 若您已經申請過若您已經申請過若您已經申請過若您已經申請過JSTORJSTORJSTORJSTOR統計統計統計統計,,,,並已經有並已經有並已經有並已經有MyJSTORMyJSTORMyJSTORMyJSTOR帳號帳號帳號帳號，，，，您需要先您需要先您需要先您需要先啟動啟動啟動啟動您的您的您的您的

帳號才能登入統計報表帳號才能登入統計報表帳號才能登入統計報表帳號才能登入統計報表：：：：

2.2.2.2. 點選您收到的電子郵件裡的點選您收到的電子郵件裡的點選您收到的電子郵件裡的點選您收到的電子郵件裡的啟動連結啟動連結啟動連結啟動連結。。。。((((啟動連結啟動連結啟動連結啟動連結將由飛資得協助向原廠將由飛資得協助向原廠將由飛資得協助向原廠將由飛資得協助向原廠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3.3.3.3. 在下一頁輸入您的帳號細節後在下一頁輸入您的帳號細節後在下一頁輸入您的帳號細節後在下一頁輸入您的帳號細節後，，，，點選點選點選點選 ““““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4.4.4.4. 在下一頁點選在下一頁點選在下一頁點選在下一頁點選””””啟動啟動啟動啟動”””” (Activate.)(Activate.)(Activate.)(Activate.)。。。。

5.5.5.5. 登出系統後登出系統後登出系統後登出系統後，，，，再使用您的再使用您的再使用您的再使用您的MyJSTORMyJSTORMyJSTORMyJSTOR帳號重新登入後帳號重新登入後帳號重新登入後帳號重新登入後，，，，即可點選網頁上即可點選網頁上即可點選網頁上即可點選網頁上””””

MyJSTORMyJSTORMyJSTORMyJSTOR””””標籤以使用統計報表功能標籤以使用統計報表功能標籤以使用統計報表功能標籤以使用統計報表功能。。。。

完整的統計完整的統計完整的統計完整的統計MYSTORMYSTORMYSTORMYSTOR帳號的申請方式及統計的詳細說明帳號的申請方式及統計的詳細說明帳號的申請方式及統計的詳細說明帳號的申請方式及統計的詳細說明, , , , 請參見請參見請參見請參見

以下說明以下說明以下說明以下說明



已經已經已經已經有有有有

MYSTOR帳號請登入帳號請登入帳號請登入帳號請登入

未申請未申請未申請未申請MYSTOR

帳號請先申請帳號請先申請帳號請先申請帳號請先申請



尚未尚未尚未尚未有有有有MYJSTORMYJSTORMYJSTORMYJSTOR帳號請先填寫所需資料申請帳號請先填寫所需資料申請帳號請先填寫所需資料申請帳號請先填寫所需資料申請



已有已有已有已有MYJSTOR帳號帳號帳號帳號

的客的客的客的客戶戶戶戶, 請直接登入請直接登入請直接登入請直接登入.



每個單位都有各自的管理端的啟動URL 

在登入MYJSTORMYJSTORMYJSTORMYJSTOR的狀況下的狀況下的狀況下的狀況下

點擊該點擊該點擊該點擊該啟動URLURLURLURL



開通開通開通開通JSTORJSTORJSTORJSTOR統計的申請統計的申請統計的申請統計的申請, , , , 請點選請點選請點選請點選
ACTIVATEACTIVATEACTIVATEACTIVATE



完成開通後完成開通後完成開通後完成開通後, , , , 請點選請點選請點選請點選LOGOUT.LOGOUT.LOGOUT.LOGOUT.



完成啟動後完成啟動後完成啟動後完成啟動後, , , , 請重新登入請重新登入請重新登入請重新登入....



重新登入後重新登入後重新登入後重新登入後, MYSTOR, MYSTOR, MYSTOR, MYSTOR的選單下的選單下的選單下的選單下, , , , 
即會出現即會出現即會出現即會出現Usage StatisticsUsage StatisticsUsage StatisticsUsage Statistics的選項的選項的選項的選項

此處應出現貴單位名稱此處應出現貴單位名稱此處應出現貴單位名稱此處應出現貴單位名稱

如需如需如需如需2015年使用統計年使用統計年使用統計年使用統計，，，，請選擇請選擇請選擇請選擇COUNTER 4，，，，
隨即會跳出另一新視窗隨即會跳出另一新視窗隨即會跳出另一新視窗隨即會跳出另一新視窗

請將滑鼠移至請將滑鼠移至請將滑鼠移至請將滑鼠移至MyJSTOR
後後後後，，，，選擇選擇選擇選擇Usage Statistics



此處應會出現貴單位名稱此處應會出現貴單位名稱此處應會出現貴單位名稱此處應會出現貴單位名稱

請選擇所需要的統計報表請選擇所需要的統計報表請選擇所需要的統計報表請選擇所需要的統計報表

此處可選擇所需的月份此處可選擇所需的月份此處可選擇所需的月份此處可選擇所需的月份

發送至信箱可選擇所需發送至信箱可選擇所需發送至信箱可選擇所需發送至信箱可選擇所需
要的統計報表格式要的統計報表格式要的統計報表格式要的統計報表格式

按下按下按下按下Generate Report 即可即可即可即可，，，，郵箱即會收到統計報表通知郵箱即會收到統計報表通知郵箱即會收到統計報表通知郵箱即會收到統計報表通知

或在這裡選擇每月固定接或在這裡選擇每月固定接或在這裡選擇每月固定接或在這裡選擇每月固定接
收統計報表收統計報表收統計報表收統計報表



或是在提出統計需求後或是在提出統計需求後或是在提出統計需求後或是在提出統計需求後, , , , 從從從從Report History

下載統計下載統計下載統計下載統計，，，， Report History會列出已提出的會列出已提出的會列出已提出的會列出已提出的
統計需求統計需求統計需求統計需求



選擇固定每月接收統計報表後選擇固定每月接收統計報表後選擇固定每月接收統計報表後選擇固定每月接收統計報表後，，，，可在可在可在可在Scheduled Reports 查看記錄查看記錄查看記錄查看記錄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JSTOR實施實施實施實施COUNTER 4統計報表相關說明統計報表相關說明統計報表相關說明統計報表相關說明
COUNTER 4 Usage Reports Now Available From JSTOR

JSTOR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implement ed the COUNTER 4 Code of Practice for E-
Resources. COUNTER 4 reports are now available for JSTOR by logging into MyJSTOR with 
your administrator account. Once you have logged in , click the COUNTER 4 link (the reports 
interface will open in a new window). As part of th is release, the following COUNTER 4 reports 
are available: 

JR1 – Number of Successful Full-Text Article Request s by Month and Journal 
JR2 – Access Denied to Full-Text Article Requests by  Month, Journal and Page-Type (New) 
JR5 – Number of Successful Full-Text Requests by Yea r-of-Publication (YOP) and Journal (New). 

Note that this replaces the JR1a report, and can al so be used in lieu of the non-COUNTER JR1b 
report. 

BR2 – Number of Successful Book Section Requests by Month and Title 
BR3 – Access Denied to Book Content Items by Month, Title and Category 
CR1 – Number of successful full-text journal article  or book chapter requests by month and title (for 

consortia) 
CR2 – Total searches by month and database 
DB1 – Total Searches, Result Clicks and Record Views  by Month and Database. This report now 

tracks usage for 19th Century British Pamphlets (previously recorded in the JR1 report). 
DB2 – Access Denied by Month, Database and Category 
PR1 – Total Searches, Result Clicks and Record Views  by Month and Platform (Previously the DB3 

report) 

Please note that COUNTER 4 reports include usage fr om January 1st, 2015 forward. Previous 
usage is available via COUNTER 3 reports.

With the release of COUNTER 4 we have also introduc ed a new interface for reports, which 
makes COUNTER 4 reports easier to track and schedul e. Librarians should also notice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improvements in obtaining r eports, both manually and via SUSHI.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us at support@jstor.org or visit our usage statistics 
help & support page . 



如有任何相關統計報表問題也可點選如有任何相關統計報表問題也可點選如有任何相關統計報表問題也可點選如有任何相關統計報表問題也可點選Report Hel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