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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PIVOT ? 簡單說…

4/27/2016

提供$33billion、
28,000筆有效且不斷
更新之基金獎助資訊

全球330萬筆研究

人員簡歷

串聯及媒合兩者，提供：

1.研究相關之基金獎助資訊

2.適宜之協同研究的學者資訊



贊助來源與類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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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專業協會或學會

24.8%其他非營利

14.1%私人基金會

13.7%美國聯邦政府

8.7% 非美國國家政府

6.1% 學術機構

4.1% 國家/省/地方政府

2.3% 商業的組織

0.9% 跨國組織

23.3% 科研–學者

19.1% 培訓/獎學金 – 學生

14.9% 學術獎勵–學者/學生

14.3% 課程–學者/學生

4.3% 會議/研討會–學者/研究生

4.1% 個人訪問 – 學者

3.5% 旅行 – 學者

3.3% 藝術追求 – 學者/學生

3.2% 協作或合作協定 – 學生

2.6% 博士後獎 – 博士後

2.3% 設備/材料的採購或設施使用

1.2% 博碩士論文 – 研究生

$33 billion

89 個國家、
11,500 個研究機構與贊助單位



贊助機構舉例

國家/省/地方政府
𣁽北克自然和科技研究基金

新南威爾士州政府 (NSW) 

紐約公共圖書館

 美國政府機構

國家衛生研究院(NIH)

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非美國政府機構
芬蘭國際流動中心 (CIMO)

加拿大社會科學和人文研究

理事會 (SSHRC)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

英國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

究理事會 (BBSRC) 

私人基金會
遺傳性疾病基金會

Robert Mapplethorpe 

Foundation

威康信託基金

學術機構
哈佛大學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柏林自由大學

荷蘭皇家藝術與科學學院
(KNAW)

專業機構

美國眼科視光學學院 (AAO)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CDA)

其他非營利組織
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

(HHMI)

美國公共利益科學中心

(CSPI)

米萊殖民地藝術公司

商業機構
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基金
美國運通公司

埃克森美孚公司

奧地利廣播公司(ORF)

 跨國組織
聯合國 (UN)

世界衛生組織 (WHO)

英聯邦大學協會 (ACU)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Scholarly Profiles：學者簡歷資料庫

超過330萬筆學者簡歷資訊

超過200種學科之學者資訊

涵蓋75個國家，2,100所大學

目前收錄台灣學者計9,633筆

3,514筆
為臺大學者資訊



學者簡歷資料庫--收錄之區域分佈與學科分佈

醫學 19.0%

應用科學 13.8%

社會科學 10.9%

人文學 9.9%

自然科學 7.7%

商業 7.4%

醫療 7.0%

北美 75%
歐洲 29%

亞洲 6%

澳紐 5%

中東 2%

拉丁美洲 1%

工程學 6.2%

藝術 5.3%

教育學 4.0%

法律 2.4%

大眾傳播 2.0%

農業 1.8%

環境科學 1.7%

建築 1.0%



學者簡歷資訊
電子郵件

 連結到學者的學術簡歷(CV)

 連結到個人網頁

 研究興趣

 經過驗證的出版品清單

 其他附加資訊包括

資助、協會、榮譽…等等

媒合推薦之

贊助機會



如何開始使用 Pivot
圖書館首頁(www.lib.ntu.edu.tw) 電子資源資料庫

http://www.lib.ntu.edu.tw/


PIVOT 網址
http://pivot.cos.com 

鍵入 Pivot

點選 Pivot，
即可連至該網站



如何開始使用 Pivot

 PIVOT網址：http://pivot.cos.com

台大師生註冊後即可使用個人帳號於任何地方

進入與使用 Pivot網站，不受限 IP 限制

※注意：系統是以學校 email 判別是否為台大師生

 登入(login in) Pivot 系統。若系統已有您的資料，請

Claim your profile。若無，則請自行建立profile

 立即可看到系統幫您媒合並推薦給您的贊助機會

請先以您的台大email帳號進行註冊(sign up)，並收信

確認，即可始用了！！

http://pivot.cos.com/


立即使用 Pivot，掌握贊助機會！
 Claim Your Profile 認領個人檔案或建立個人檔案

 Funding Matches 查看推薦之贊助機會

 Search For Funding 查找贊助經費

 Track an Opportunity 追蹤贊助機會

 Finding a Collaborator 找尋合作夥伴



Claim Your Profile
認領個人檔案



Claim Your Profile 認領個人檔案

點選 Log in 進入個人帳號，然後請點選
【Claim Profile】進行履歷認領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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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Pivot已有您的Profile，您登入後，會出現您的檔案



Claim Your Profile 認領個人檔案
檢視系統自動比對的個人簡歷資料，如果發現有

自己之資料，請點選【This is Me】2

系統第一優先是以姓名進行
比對與推薦



Claim Your Profile 認領個人檔案

如果PIVOT內沒有任何
配對資料，您可以建立

自己的Profile。



Create Your Profile

建立個人檔案 依指示逐一

建立個人檔案



Create Your Profile 建立個人檔案

簡單填寫所屬單位

及職稱，即完成



Create Your Profile 建立個人檔案

完成個人檔案的建立，可繼續詳細編修個人檔案



Funding Matches
查看推薦之贊助機會



查看推薦之贊助機會
您登入後，在個人資料頁上之右欄【Funding 

Matches】，可點選並查看所推薦之贊助機會



查看推薦之贊助機會

您可勾選並設定申請

截止日提醒、分享或

匯出等



Search for Funding
查找贊助經費



查找贊助經費：方法1 -系統比對與推薦

當您建立或認領個人簡歷之後，可以透過畫面左
方【Advisor】進行 Funding  比對1

 【Advisor】是根據您的個人簡歷中的資
料與現有Funding資料進行比對並推薦適
合您的Funding資訊

 因此個人簡歷的資料越完整，系統推薦
的資訊將更準確符合您的需求



查找贊助經費：方法1 -系統比對與推薦

點選推薦的 Funding 資訊進行閱讀與確認2



查找贊助經費：方法1 -系統比對與推薦

您可以在Funding詳細資訊頁中瀏覽該Funding之完整資訊，並
進行【Track】追蹤、【Share】分享等，或是查看系統推薦您
單位內外之推薦研究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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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贊助經費：方法2 –自行檢索

您可以點選【Funding】進入 Funding 檢索模組1



查找贊助經費：方法2 –自行檢索

於【Funding】模組之檢索框進行資料查找2

• 如有數個關鍵詞可以用 AND去連結

• 對於同一概念詞可以使用“”去限定

• 提供進階查詢功能讓您可以限定檢索欄位



查找贊助經費：方法2 –自行檢索

以 Electrochemistry 為例查詢：3



Track an Opportunity
追蹤贊助機會



Track an Opportunity 追蹤贊助機會

在Funding檢索結果清單上，您可以設置
兩種追蹤模式：【Track】與【Active】1

兩種追蹤模式的分別:
Active ：高度興趣且有意申請
Track：一般感興趣且保持關注



Track an Opportunity 追蹤贊助機會

進行追蹤後，系統提供多樣工具可以協助您進行後續流程4

您可以設定 E-mail Alert，當該筆資訊有任何資訊時，系統會自動通知。



Setup Funding Alerts

設定贊助機會提醒



Setup Funding Alerts 設定贊助機會提醒

在Funding檢索結果上方可以進行檢索歷史儲存1



Setup Funding Alerts 設定贊助機會提醒

儲存該筆檢索策略之後，可以設定每週更新的 Alert 通知2



Finding a Collaborator
尋找合作夥伴



Finding a Collaborator
尋找合作夥伴

進入系統的 Profiles 模組，進階查詢
1



輸入您欲查找的關鍵字，
例：electrochemistry

2

Finding a Collaborator
尋找合作夥伴

勾選其他機構人員

勾選查詢的欄位

也可直接查詢人名



Finding a Collaborator

尋找合作夥伴

如果使用 Profiles 進階查詢，可依照相關欄位進行勾選3

可勾選學位及
職稱

可key-in 單位、

勾選國別



Finding a Collaborator
尋找合作夥伴

系統提供後分類可依照學科或是國別進行區分4



Enjoy using Piv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