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您尋找財源的小幫手--Pivot
(全球學術贊助資訊與學者庫)

圖書館學科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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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取得研究補助或獎項是學術生涯重要的一環

研究計畫、會議贊助、年輕學者

留學、博士後

獎項、獎金



國內贊助機會



教育部-邁頂計畫



教育部-出國補助



委託研究計畫

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_Search/grb/



國外贊助機會？

出席學術會議

國外短期研究

國際合作

博士後

留學



國外贊助機會

• 政府機關
•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國家衛生研究院(NIH)、能源部
(DOE)

• 英國：Research Councils UK (RCUK)

• 日本：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

• 韓國：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 (NRF)

Korea Foundation (KF)

• 中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

• 學研機構
• 各學校、研究中心
• 學會：如美國物理學會(APS)、英國物理學會(IOP)

政府機關

學研機構



國外留學資訊



Introduction to 

Pivot  



什麼是PIVOT ? 

5/2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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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簡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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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ding Opportunities：學術贊助資料庫

 助學金、獎學金

 研究補助、旅行補助

 訪問學者提升學術

 科技研究和專業學習

PIVOT 

收錄之
基金規模

89 個國家、
11,500 個研究
機構與贊助單位

多種用途的

贊助基金

 政府機構、學校
 跨國組織
 私人基金會
 非營利組織，and more…

 ※所有的贊助機會都是目前或未來可申請的，

已過申請期限的資訊都會被移除！

$33 billion



贊助來源與類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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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專業協會或學會

24.8%非他非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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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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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vot 加值服務功能

學者資訊

學者
自動配對

研究基金
自動配對

基金資訊

圖書館、研發處、
國際交流處等

Funding搜索和分享

日程

Funding資訊通知服務

統計

檔案管理

管理研究成果

尋找合作對象

Funding搜索

Funding資訊推送

研究人員

33億美元贊助基金

330萬筆學者資訊



Connect to Pivot

連線到Pivot



透過IP認證
PIVOT網址：http://pivot.cos.com

http://pivot.cos.com/


透過IP認證

鍵入 Pivot

點選 Pivot，
即可連至該網站



透過帳號認證
PIVOT網址：http://pivot.cos.com

http://pivot.cos.com/


以台大帳號註冊

 PIVOT網址：http://pivot.cos.com

對於台大師生，註冊後即可使用者個人帳號於

任何地方進入與使用 Pivot網站，不受限 IP 限制

 請先以您的台大email帳號進行註冊(sign up)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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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ivot.cos.com/


連線或登入後首頁



Pivot功能介紹

 Create an Account 註冊一個帳號

 Claim\Creat Your Profile 認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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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up Funding Alert 設定贊助機會提醒

 Finding a Collaborator 找尋合作夥伴



Create an Account

註冊一個帳號



Create an Account：創建帳號

點擊 Sign up1 ※下列為在台大網域內看到的頁面



XXX XXX

XXX@ntu.eud.tw

填寫相關欄位並使用學校之email進行註冊，請於使用單位列表
中選擇﹝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

系統將寄Confirm信件至您的電子郵件，
請立即進行驗證以開通您的帳號3

Create an Account：創建帳號



接下來請至申請註冊之Email 收信，點擊
驗證連結以正式啟動您的帳號4

Create an Account：創建帳號

驗證後，請重新 Login



Preferences：個人偏好設定

進入PIVOT之後，可於個人名稱
下方選擇設定【Preferences】
之各項功能

5



Groups：群組分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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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PIVOT之後，可於個人名稱下方選擇設定【Group】
內之聯繫清單，做為日後分享基金資訊之群組名單

完成

鍵入群組名稱

以及人員姓名





Claim\Creat Your 

Profile
認領\建立個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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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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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 Your Profile 建立個人檔案

如果您沒有任何相匹配資料
在PIVOT之內，您可以建立

一個自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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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ding Matches
查看推薦之贊助機會



查看推薦之贊助機會(方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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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

您可勾選並設定申請

截止日提醒、分享或

匯出等



查看推薦之贊助機會(方法二)

當您建立好或是認領好個人簡歷之後，可以透過
畫面左方之【Advisor】進行 Funding  比對1

 【Advisor】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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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推薦之贊助機會(方法二)

點選推薦的 Funding 資訊進行閱讀與確認2



查看推薦之贊助機會(方法二)

您可以在Funding詳細資訊頁中瀏覽該Funding之完整資訊，並
進行【Track】、【Share】等後續追蹤動作。或是查看系統推
薦您單位內外之推薦研究員資訊。

3



Search for Funding
查找贊助經費



查找贊助經費：自行檢索

您可以點選【Funding】進入 Funding 檢索模組1



查找贊助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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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於短句可以使用“”去限定. 

• 可利用研究領域、贊助來源等當檢索條件



查找贊助經費：自行檢索

• 進階查詢功能提供您限定檢索條件：

例如：贊助類型、贊助國家、贊助來源、

申請者條件限制等



查找贊助經費：自行檢索

您可以利用左邊的後分類與排序功能去限定與瀏覽
所需的條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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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k an Opportunity 追蹤贊助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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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針對追蹤的 Funding 進行 Tag 標記2

Tags 標記將有助於同時追蹤多個
Funding時進行快速分類與識別



Track an Opportunity 追蹤贊助機會
所有標記 Active 與 Track 的 Funding 資訊可以在首頁上看到分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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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k an Opportunity 追蹤贊助機會

Updated Opportunities will be clearly flagged5

Active Options are also mar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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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up Funding Alerts 設定贊助機會提醒

Your Alerts are available from the Saved Searches tab on your Home 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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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material* (奈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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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完畢
謝謝大家

日後若有任何疑問，
歡迎與我們聯繫：
圖書館學科服務組
Email: tul@ntu.edu.tw
TEL: 33662326

mailto:tul@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