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丘昌泰
性別：男
Email: tedchiou@saturn.yzu.edu.tw
郵件地址： 台灣桃園市遠東路 135 號 32003
Tel: +886-3-4638800 Exit 2700
FAX: +886-3-4618191

職務與職位






教授兼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2016-）
教授兼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文化產業與文化政策博士學位學程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教授(2014-)
中華知識產學合作交流協會理事長（2010-）

榮譽




終身成就獎，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2017）
臺北大學特聘教授 （2013-）.

專長領域



文化創意產業、文化產業、客家族群文化產業、社會福利與社會政
策、公共政策、公共管理、非營利部門管理、地方政府與治理、危
機與風險管理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USA), Public Policy Studies, Ph.D (1991)
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1990）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公共政策碩士（1980）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統計學系商學士（1978）

學術生涯經歷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2000 /02—2014/2）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系客座研究（2008/01—2008/04）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客座教授（2008/04—2008/07）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2005/08—2007/06/30）
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所長（2004/08—2007/06/30）
臺北大學民意與選舉研究中心主任（2001/08—2004/07/31）
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ISPS 客座研究（2000/08—2001/09）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公共行政系教授（1997 /08—2000 /01）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公共行政系副教授（1991/08—1997 /07）

參考著作



丘昌泰、劉宜君編（2018/6），《遇見千塘:社區設計與實踐》。新
北：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司。
丘昌泰、劉宜君（2017/12），〈台灣社會企業法治定位與問題之探
討〉，《社區發展》，160：36-51。
丘昌泰（2017/10），〈新媒體與文創知識產權保護的困局〉，《燕

教育程度


























2

京創意文化產業學刊》，2016 年卷（總第七卷）：9-22。
丘昌泰（2017/11），〈社區治理與社區特色的營造策略〉，《2017
年兩岸社會福利研討會》，11.17～11.22，財團法人中華文化社
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主辦，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協辦。
丘昌泰（2017/11），〈打造“創意臺北”的城市品牌戰略〉，《海
峽兩岸文化創意產業高校研究聯盟第 16 屆白馬湖論壇》，11 月
18 至 11 月 19 日，主辦單位：海峽兩岸文化創意產業高校研究
聯盟。
丘昌泰（2017/10），《大陸 NGOs 在災難管理的角色與困局》。新
北：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司。
丘昌泰（2017/10），〈發展文創產業必須園區化嗎?—臺灣經驗的
省思〉，《2017 兩岸高校文化產業管理本科專業學科建設聯盟
第七屆學術研討會暨兩岸文創本科學術聯盟會議》，2017 年 10
月 21 至 10 月 22 日，主辦單位：西安建築科技大學。
丘昌泰（2017/10），〈新媒體與文創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困局〉，
《燕京創意文化產業學刊》，2016 年卷（總第七卷）：9-22。
丘昌泰（2017/10），〈臺灣文創中的人本設計思維:以巷弄文創打
造生活質感〉，丘昌泰、劉宜君主編，《文創產業發展與人才
培育》，頁 1-16。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補助，新北：商鼎數位出
版有限公司。
丘昌泰（2017/9），〈臺灣傳統產業從「夕陽」迎向「朝陽」的科
普創新戰略〉，《科際整合月刊(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onthly)》，2(9)：8-17
丘昌泰（2017/8），〈廣西客家文化產業的價值創新戰略探討〉，
王建周主編，《第八屆客家文化高級論壇暨首屆泛北部灣客家
文化高峰論談論文集》，頁 275-283。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
丘昌泰（2017/8），〈廣西客家文化產業的價值創新戰略探討〉，
王建周主編，《第八屆客家文化高級論壇暨首屆泛北部灣客家
文化高峰論壇回函》，8 月 18—21 日。廣西師範大學客家研究
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集團。
丘昌泰（2017/5），〈海絲之路與閩南文化產業的發展戰略〉，
《生活美學與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5 月 18-20 日，舉辦地
點；泉州，主辦單位：中國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閩南文化研究
基地、泉州師範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泉州師範學院東亞城市
品牌與文化產業協同創新中心、福建省文化產業學會。承辦單
位：泉州師範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
丘昌泰(2016/12)，〈文化經濟與族譜文化產業開展的新思路〉，頁
140-153。《客家族譜與兩岸情緣》，嚴雅英主編，12 月初版，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丘昌泰（2016/10），〈會展旅遊與客家文化產業：臺灣客家產業博





















覽會的經驗分析〉，《第七屆客家文化高級論壇暨首屆客家文
化創新論壇》，2016 年 10 月 21-24，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
院。
丘昌泰（2016/10），〈臺灣文創中的人本設計思維：以巷弄文創打
造生活質感〉，《第 14 屆海峽兩岸文化創意產業高校研究聯盟
白馬湖論壇》，2016 年 10 月 22 日—23 日，承辦單位：中國傳
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杭州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中心。主辦單
位：杭州白馬湖賓館。
陳彥蓉、丘昌泰、陳定銘（2016/5），〈族群文化產業的社會鑲嵌
型態與治理網路策略：客家文化產業個案之探索性研究〉，
《客家公共事務學報》，13：65-86
丘昌泰（2015），〈軟實力與臺灣傳統產業的創新策略（中文
版）〉，《第五屆（2015）軟實力與創新驅動發展高層論
壇》，11 月 28-30 日，主辦單位：山東濟南大學軟實力研究中
心。
丘昌泰（2015），〈閩台同緣，開創新北客家新藍海〉，《第六屆
客家文化高級論壇暨客家與“海絲”國際際學術研討會》，11
月 29—12 月 2 日，龍岩學院閩台客家研究院、閩西客家聯誼會
主辦。
丘昌泰（2015/12），〈臺灣特色農業與科普創新：打造創新導向的
新三農社會〉，《海峽兩岸》，第 12 期(總號 108)：32-35。
丘昌泰（2015/12），〈體驗經濟與桃園創意生活產業的發展策
略〉，《國家與社會》，第 17 期：頁 51-80。
吳淑莉、丘昌泰（2014/12），〈文化創意展覽產業的藍海策略研
究：以臺灣國際文化創意博覽會為例〉，頁 51-74。《文化、創
意與教育》，劉阿榮、洪泉湖主編。臺北：師大書苑。
丘昌泰(2013/6)，〈以一鄉鎮一幸福促進梅州幸福導向產業的發
展〉，《客家文化與發展幸福導向型產業》，孫博主編，頁：
13-26。
丘昌泰(2013/5)，〈開創臺灣地方特色產業的藍海策略：公共造產
的困境與突破〉，《研習論壇》，第 149 期，頁：1-11。
丘昌泰（2013），《公共政策：基礎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丘昌泰（2013），《當代政策科學理論發展之研究》，10 月，臺
北：巨流圖書公司。
丘昌泰（2012），〈在地文化創新的民間推手〉，第三部門學刊，
第十八期：1-14。
丘昌泰（2012），〈以「客家社區營造」再創客家文化產業的風
華：臺灣一鄉一特產（OTOP）」運動的經驗分析〉，《贛南師
範學院》，第 33 卷第 5 期（總第 192 期），10 月，江西省贛南
師範學院，頁 7-11。RCCSE 中國核心學術期刊，全國高校優秀
社科期刊。

3

















4

丘昌泰、林麗樺（2011），〈客家精神與客家飲食文化產業整合行
銷策略之研究〉，《客家企業家》，江明修主編，一月，臺
北：智勝出版社，頁 1-13。
丘昌泰（2011），《臺灣客家》，11 月，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
丘昌泰（2010），《地方政府與自治》，臺北：三民書局。
丘昌泰（2010），《公共管理》，臺北：智勝出版社。
江明修、丘昌泰主編(2009)，《客家族群與文化再現》，臺北：智
勝出版社。
丘昌泰（2007），《鄰避情結與社區治理》，韋伯文化出版社，九
月。
李允傑與丘昌泰（2003），《政策執行與評估》，北京：清華大學
出版社。
Chang-tay Chiou (2015). “Soft Power and the Innovation Strategies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Taiwan（English version）”The
Fifth(2015) High-Level Forum on Soft Power and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Wen-jiun Wong and Chang-tay Chiou (2015). “Exploring policy
advisory committees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olicy Analysis in
Taiwan. Yu-Ying Kuo (ed.) , 23-38.Policy Press, University of
Bristol, UK
Chang-Tay Chiou, Joanna Lee & Tung Fung (2011): Negotiated
Compensation for NIMBY Facilities: Siting of Incinerators in
Taiwan, Asian Geographer, 28:2, 105-121.
Chang-tay Chiou. 2011. “Site Selection of LULU Facilities: The
Experience of Taiwan,’eds.,Tung Fung, S.Hayden Lesbirel, Kin-che
Lam, by Facility Siting in the Asia-Pacific: Perspective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H.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41-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