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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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6.16

研究者需要：
贊助經費
合作夥伴

圖片來源：http://www.funny-boy.com/sleep_02/



眾裡尋“它”千百回

尋找研究經費贊助耗時費力且難以遍尋
得知研究經費贊助訊息時已過申請期限
不只教授需要，學生也需要尋找研究贊助、學術獎
勵、會議補助或奬學金



www.most.gov.tw/ch/academic



EURAXESS - Researchers in Motion 
歐盟計畫之一
為促進歐洲地區學術流動性與研究
提供歐洲40國之研究工作、獎學金、研究經費補
助等各項資訊



EURAXESS - 提供整合資訊平臺

眾裡尋“她／他”千百回

跨學科領域或跨區域研究逐漸普遍
跨國合作提升全球競爭力
尋找研究夥伴需掌握其著作情形了解研究專長
學術研究需要腦力激盪不斷討論



PIVOT-全球學術贊助資訊與學者庫

什麼是PIVOT ? 簡單說…

6/2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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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t) Opportunities
研究贊助機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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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基金會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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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過期的資訊都會被移除！

$33 billion

贊助來源與類型統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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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機構
美國眼科視光學學院 (AAO) 

加拿大糖尿病協學 (C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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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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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康信讬基金

學術機構
英國哥倫比亞大學

哈佛大學

柏林自由大學

荷蘭皇家藝術與科學學院
(KNAW)

其他非營利組織
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

(HHMI)

公共利益科學中心

米萊殖民地藝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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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收錄運用特殊演算法，建立學者簡歷與出版品之關聯性
內容來自公開網站、出版商、學術機構、網路檢索 & 搜尋引擎
研究人員的網站、學者提供的資訊
從70多個 ProQuest獨有資料庫探勘(mining)作者的出版品(回溯到1990年)
從ERIC探勘作者的出版品，回溯到1990年
從PubMed探勘作者的出版品，回溯到1956年
由140名編輯群應用編輯方法進行內容驗證和確保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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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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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錄美國、中國及台灣之學者數統計

major subject 主要学科 美国 中国 台湾地区 

Agriculture 农业 18855 363 145 

Allied Health 应用医疗 82086 329 405 

Applied Science 应用科学 133446 5452 894 

Architecture 建筑 8905 293 47 

Arts 艺术 58564 331 45 

Business 商业 63395 1538 716 

Education 教育学 41576 160 103 

Engineering 工程学 52054 2451 1411 

Environmental 
Science 

环境科学 20228 452 87 

Humanities 人文 114187 959 525 

Law 法律 20086 146 163 

Mass Communication 大众传播 21559 140 49 

Medicine 医药 31937 351 913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学 86521 1611 538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 92091 1279 71 

Total  全部(扣除重复) 1727811 21813 8145 

 



台灣目前有9,626筆學者資
訊被收錄於PIVOT(至2016年5月)

3,501筆
為臺大學者資訊

學者簡歷資訊：楊泮池校長為例

連結到學者的學術簡歷
連結到個人網頁
研究領域
著作書目
其他附加資訊等等

媒合推薦之
贊助機會

電子郵件



Pivot 的應用

Pivot

促進單位內的研究人員和
外部人員的交流

整合

媒合

交流

緊密整合學者資訊和基金補助機會

使用專有的演算法把研究人員
和基金補助進行媒合建議

特別標出被限制申請的贊助機會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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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VOT 網址：http://pivot.cos.com  

鍵入 Pivot

點選 Pivot，
即可連至該網站

鍵入 Pivot



點選此筆 Pivot

點選 Pivot連結



輕鬆二步驟，立即使用Pivot

註冊(Sign up)您的帳號

登入(Login)您的帳號
並認領檔案(Claim profile)
或新建檔案(Create)

如何開始使用 Piv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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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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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Pivot
Create an Account 註冊一個帳號

Claim Your Profile 認領個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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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hance Your Profile 修改個人檔案
Groups 群組分享功能

Create an Account
註冊一個帳號

可在臺大IP內／外
使用臺大 E-mail
帳號進行註冊



Create an Account：創建帳號

點擊 Sign up1 ※此為在台大網域內看到的頁面

http://pivot.cos.com

Create an Account：創建帳號
點擊 Sign up1 ※此為在非台大網域所看到之 Pivot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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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密碼的設定請避免使用特殊
符號，如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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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選贊助申請期限之提醒通知

Claim Your Profile
登入並認領個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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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認領履歷

1

※若 Pivot 已有您的 Profile，點選Claim profile，
會出現相關資料

點選 Claim Profile, 
進行檔案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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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自動比對出的資料 確認為自己，請按此

系統第一優先是以姓名進行
比對與推薦

** 如果未出現比對結果，也可用 “First name Last name” 查查看！



Claim Your Profile 認領個人檔案

如果您沒有任何相匹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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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個人檔案的建立，可
繼續詳細編修個人檔案

或是返回 Pivot 首頁



動手做做看

圖片來源：http://www.3waylinks.com/

註冊(Sign up)您的帳號

登入(Login)您的帳號，
並認領檔案(Claim profile)

Funding Matches
查看推薦之贊助機會



查看贊助機會

登入後，可點選左欄之Advisor

或點選帳號下之拉的【Your profile】，
查看所推薦之贊助機會

點選 Advisor即可看到建議之贊助機會

贊助名稱 申請期限 贊助金額



查看推薦之贊助機會
登入後，點選Your profile，即可在個人資料頁上右欄

【Funding Matches】，看到推薦之贊助機會筆數

點選連結，可看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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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1：系統自動比對推薦

方法 2：自行檢索

查找贊助經費：方法1 -系統比對與推薦
當您建立並認領個人檔案後，可以透過畫面左方之【Advisor】

查看 Funding  比對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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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任一連結，
查看贊助詳細內容

查找贊助經費：方法1 -系統比對與推薦
您可在Funding詳細資訊頁中
瀏覽該Funding之完整資訊

3
可進行【Track】、
【Share】等後續
追蹤動作

或是查看系統推薦
您單位內外之研究
人員資訊



動手做做看
查看推薦之贊助機會

1. 在登入的頁面左欄，查看Advisor

2. 點選 my profile，查看右欄之 Funding Matches

查找贊助經費：方法2 –自行檢索



查找贊助經費：方法2 –自行檢索

請點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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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用 AND去連結每個關鍵詞

• 對於短句可以使用“ ”加以限定

• 提供進階查詢功能讓您可以限定您的檢索欄位

輸入您要查詢的

關鍵字



查找贊助經費：方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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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預設為單位內所有使用者優先看到“Activity 
Location” 與 “Citizenship”

使用者可以根據自己需求去移除管理者之預先設定條件

可去除限制，以獲取更多結果

可選擇不同的排序

使用各種檢索詞試試更多機會

圖片來源：http://cs4hs.com/resources/cscs.html







以 ocean law 查找，

獲得 7 筆結果

去除限制條件

去除限制條件後，

獲得 39 筆結果



進階查詢



經費贊助類型Funding Type
Artistic Pursuit
Collaboration or Cooperative Agreement 
Contract or Tender 
Dissertation or Thesis
Equipment or Materials Acquisition or Facility Use
Facility Construction or Operation
Meeting or Conference or Seminar
Postdoctoral Award
Prize or Award
Program 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r Provision
Publishing or Editorial
Research
Training, Scholarship, or Fellowship
Travel
Visiting Personnel



查詢條件



動手試機會
自行檢索(Searching)贊助機會

在 Funding 模組下找尋可能得到的贊助機
會。

圖片來源：http://cs4hs.com/resources/cs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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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自行鍵入

標記字詞(Tag)

Tags 標記將有助於同時追蹤多個
Funding時，可快速分類與識別

按“Add”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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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提供多樣工具協助您進行後續流程4

例如：

分享

加入行事曆

設定提醒通知

加上deadline 提醒

查看分享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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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手做做看

1. 設定 Track 或 Active，以追蹤贊助機會

2. 自行添加 Tag 字詞

3. 使用更多工具，Email alert、calendar 等

圖片來源：http://www.litnmore.com/planning‐a‐solid‐search‐with‐review‐tools/



Setup Funding Alerts
儲存檢索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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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存該筆檢索策略之後，可以設定每週更新的 Alert 通知2

請為您的檢索策略

命名

勾選 email 之更新通知

Setup Funding Alerts 設定贊助機會提醒

Your Alerts are available from the Saved Searches tab on your Home page3
可自首頁多處設定”儲存檢索”



Setup Funding Alerts 設定贊助機會提醒

您可以在首頁查看各項 Alert 的相關資訊與設定3

動手做做看

1. 儲存檢索策略，為其命名
2. 設定 email 通知

儲存檢索策略，設定贊助機會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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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輸入之關鍵字
或人名

也可使用進階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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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直接查詢人名

勾選其他機構人員

勾選查詢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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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欄位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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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intelligent robot”為例

同時找尋本機構和其他機構的人員

依學科領域分類

依學者所屬國家分類

Finding a Collaborator
尋找合作夥伴

可依學科或是國別之再分類，縮小查看範圍5



Finding a Collaborator
尋找合作夥伴

對於每位研究人員簡歷，系統皆會匹配與其適合
之Funding資訊

6

Enhance Your Profile
修改個人檔案



Enhance Your Profile 
修改個人檔案

登入後，請點選自己姓名，之後再點選【Your Profile】1

Enhance Your Profile
修改個人檔案

點選【Edit Profile】2



Enhance Your Profile
修改個人檔案

點選【Continue 】之後，系統將會開啟【新視窗】
以進行後續編輯

3

Enhance Your Profile
修改個人檔案

點擊【Edit】即可開始進行各欄位編輯4



Enhance Your Profile
修改個人檔案

根據各欄位所需資訊進行補充5
編輯完成，

記得要按“done”

更多欄位可加上您的ORCID id，
或立即申請

Groups：群組分享功能

6/20/2016 Pivot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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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入群組名稱

以及人員姓名

完成



動手做做看
修改個人檔案＋查找研究人員

1. 在個人頁面，edit profile 及設定群組(group)

2. 查找研究領域相關人員 (profile 模組檢索)

3. 利用後分類，縮小查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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