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昌泰簡歷及著作

 美國匹茲堡大學博士（Ph.D,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987/09--

學歷

1991 /07)
 國立台灣大學博士（1983/09--1990 /07）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公共政策分析碩士（1978/09--1980/07）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商學士（1974/09--1978 /07）
學術生涯經歷

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2016/8/1—)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教授(2014/2/1—至今)
國立台北大學教授（2000 /02 至今）
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人（Visiting Fellow,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8/01—2008/04)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訪問學人（2008/04—2008/07）
耶魯大學訪問學人（Visiting Fellow, Yale University，2000/08—
2001/09)
國立中央大學所長兼院長（2004/08 至 2007/06/30）
國立台北大學民意與選舉研究中心主任(2001/08/31--2004/07/31)
國立中興法商學院教授（1997 /08 至 2001 /01）
國立中興法商學院副教授（1991/08 至 1997 /07）

實務生涯經歷

行政院服務品質獎評審委員(2005-2008)
行政院經建會金斧獎評審委員(2005-2008)
公共工程委員會、財政部金擘獎評審委員(2005-2016)
台北市政府市政品質獎評審委員（2004-2007）
行政院檔案管理局金檔獎評審委員(2011-2012)
桃園縣服務品質獎評審委員（2008-2010）
台北縣服務品質獎評審委員(2008-2010)
台北市政府顧問（2004/01～2013）
經建會諮詢委員（2004/01～2008/7）

重要著作（近六年內）
期刊論文
丘昌泰（2016/7），〈檔管單位如何建立「微型」的績效評估機制〉，《檔案年刊》，
15(1)：頁 4-16。
丘昌泰（2015/1），〈以大數據挖掘主計資料的金礦〉，《主計月刊》，第 721 期：頁 4652，台北：中國主計協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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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昌泰(2014/6)，〈建立政府風險管理機制〉，《T＆D 飛訊》，第十九期：頁 1-19，台北：
國家文官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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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昌泰(2014/5)，〈打造幸福城市的願景形塑與目標管理〉，《研習論壇》，第 161 期：頁
11-23，台北：地方行政研習中心。
丘昌泰（2013/10/16），〈E 世代公務員的創新激勵術〉，《T & D 飛訊》，第 177 期，
頁：1-161-11。
丘昌泰（2013/9），〈活化公共造產，消滅蚊子設施〉，《研習論壇》，第 153 期，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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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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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策規劃觀點研擬中程計畫預算〉，《主計月刊》，685 期（102 年 1
月號），頁 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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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育誠（2012），《創意城市治理新思維》，台北：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丘昌泰（2012），〈以無縫接軌的執行機制破解「無感施政」的困境〉，《財稅園地》，11 月
5 日，台北：財政部。
丘昌泰（2012），〈以「客家社區營造」再創客家文化產業的風華：台灣一鄉一特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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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昌泰（2012），〈彌補政策管理上的黑洞：建立公共組織跨域協力機制〉。《研習論 壇》，
137，頁 1-17。
丘昌泰、史美強（2012），〈變革領導的五力模式〉，《研習論壇精選第五輯》，丘昌泰、史
美強共同主編，3 月，南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頁 5-16。
丘昌泰、黃良惠（2011），〈汶川震後大陸 NGOs 的發展及其對公民社會的影響〉，《第三部
門學刊》，第 15 期，頁 1-25。
Chang-Tay Chiou, Joanna Lee & Tung Fung (2011): Negotiated Compensation for NIMBY
Facilities: Siting of Incinerators in Taiwan, Asian Geographer, 28:2, 10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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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智勝出版社，頁 1-13。
丘昌泰（2011），〈政府施政與民眾感受之間的連結器：政策行銷〉，《研習論壇》，九月，
第 129 期，頁 1-13。
Chiou,Chang-t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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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14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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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昌泰（2011），〈公民投票、環評制度與重大開發案的設置〉，《經濟發展、環境保護 與民
主參與：我國環境影響評估的功能與挑戰》，《湯京平與蕭代基主編》，台北：中 華經濟
研究院，二月，頁 36-60。
丘昌泰（2011），〈當代政策管理與新公共服務〉，《T & D 飛訊季刊》，七月，第十七期，
頁 24-33。

專書與專書論文
丘昌泰、劉宜君(2015)，〈新媒體環境下文創產業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頁73-98。《大
數據、新媒體、使用者》論文集，彭芸主編，九月初版，台北：風雲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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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昌泰、劉阿榮、俞龍通、王俐容、吳中杰、李俊豪（2015），《客家青年政策研究報
告》，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丘昌泰(2014)，〈以客家小區營造再創客家文化產業的風華：台灣一鄉鎮一特產運動的經驗
分析〉，《客家文化與文化產業發展：第三屆客家文化高級論壇論文集》，陳世松主
編，四川人民出版社：頁 13-25。
吳淑莉、丘昌泰（2014/12），〈文化創意展覽產業的藍海策略研究：以台灣國際文化創意
博覽會為例〉，頁 51-74。《文化、創意與教育》，劉阿榮、洪泉湖主編。台北：師大
書苑。
丘昌泰（2014/10），〈寬頻社會與數位落差：公私夥伴的解決途徑〉，頁 97-119。《數位
包容與寬頻社會論文集》，彭芸主編，元智大學電信小組校審，台北：風雲論壇。
丘昌泰（2014），〈從地方自治到地方治理：台灣地方政府研究定向的檢討與展望〉，頁 125。蘇彩足主編，《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臺灣經驗》，11 月，台北：台灣民主基
金會。
丘昌泰(2014/6) ，〈危機管理：如何建立快速有效的危機應變速機制？〉，《地方政府公共
管理個案及問題導向教案》，第四輯：頁 1-12，南投：行政院人事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
心。
丘昌泰(2014/6)，〈建立政府風險管理機制〉，《T＆D 飛訊》，第十九期：頁 1-19，台北：
國家文官學院。
丘昌泰(2014/5)，〈打造幸福城市的願景形塑與目標管理〉，《研習論壇》，第 161 期：頁
11-23，台北：地方行政研習中心。
丘昌泰(2014/3)，〈建立「以民為本」的環境決策機制〉，王韻鹷等編，《保護環境的公民
進行式：環境政策與公民參與》，頁 20-25，台北：行政院環保署。
丘昌泰（2013），《公共政策：基礎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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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昌泰（2013），《當代政策科學理論發展之研究》，10月，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丘昌泰（2011），《台灣客家》，11月，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研討會論文
丘昌泰（2016），〈文化經濟與族譜文化產業開展的新思路〉，《第八屆海峽論壇•客家族
譜論壇》，2016 年 6 月 12 日至 14 日，福建龍岩市上杭縣，主辦單位：上杭縣中國客
家族譜博物館。
黃淑奕、丘昌泰(2015)，〈私立小型長照機構轉型為社會企業之可行性探討〉，《2016 年
第十一屆「全球化與行政治理」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 年 11 月 18 日，主辦單位：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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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2 日，福建龍岩市，主
辦單位：龍岩學院、閩西客家聯誼會。
丘昌泰（2015），〈軟實力與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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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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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昌泰、劉宜君（2015），〈我國社會企業法制定位問題之探討〉，《「社會企業的全球思
維與在地深耕」學術研討會》，11 月 19，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主辦。
劉宜君、曾淑芬、丘昌泰（2015），〈大數據與福利需求：以非結構資料分析身心障礙者服
務需求之初探性研究〉，《第七屆發展研究年會世代正義學術研討會》，10/31-11/01，
台灣發展研究學會、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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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特色農業與科普創新的傳播：打造創新導向的“新三農”社
會〉，《第八屆海峽兩岸科普論壇》，山東青島，2015/8/29-9/2。
丘昌泰 、劉阿榮（2015），〈看見希望—客家青年人才培育政策蒭議〉，2015 客家政策國
際學術研討會，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客家研究中心、國立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主辦，6 月 13-14 日，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國際會議廳。
丘昌泰（2015），〈社區營造與台灣的老人長期照顧服務：從「福利社區化」到「社區關懷
據點」〉，海峽兩岸社區營造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中國青島大學，5 月 21-22 日。
丘昌泰、黃靜惠（2015），〈國際航空城計畫對桃園族群文化變遷之影響〉，2015 族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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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文化產業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元智大學與台灣大學合辦，6 月 5 日至 6 日。
丘昌泰（2015），〈大數據治理：臺灣政府機關運作經驗的檢討〉，第十一屆兩岸四地公共
管理學術研討會，澳門大學，2015/5/15-16。
丘昌泰、劉宜君（2015），〈新媒體時代下文創產業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大數據、
新媒體、個人」學術研討會（2015/6/12）。
劉宜君、丘昌泰(2014)，〈不經濟地區民眾對於電信普及之評估研究〉，2014 年臺灣政治學
會年會暨「當前全球民主實踐的再思考：困境、挑戰與突破」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3 年 12 月 6 日，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丘昌泰（2014），〈臺灣客家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路線之爭〉，《第五屆客家文化高級論
壇》，贛南師範學院主辦，11/28-12/1，江西贛州。
丘昌泰（2014），〈探尋新北客家文創產業的新藍海〉，《2014 新北市客家學術研討會暨
客家論壇》，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與台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共同舉辦，11/15，新北
市三峽區客家文化園區。
丘昌泰、劉宜君（2014），〈我國大數據個資隱私之法制治理研究〉，《新媒體與公民運
動》，2014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 交通大學與台灣資訊學會共同
舉辦，11/15，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丘昌泰（2014），〈寬頻社會與數位落差：公私夥伴的解決途徑〉，《數位包容與寬頻社會
研討會》， 元智大學大主辦，2014/6/20，台灣大學集思會館。
吳淑莉、丘昌泰（2014），〈臺北文化創意展覽產業之藍海策略研究〉，《文化產業與通識
教育學術研討會》，5/29-30，中壢：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通識教育部。
丘昌泰（2012），〈多元文化主義視野下的臺灣客家經濟：如何兼顧傳統與創新？〉，《客
家文化多樣性與客家學理論體系建構國際學術研討會》，廣東省梅州市嘉應學院客家研
究院，2012 年 12 月 6-7 日。
丘昌泰（2012），〈經營客家特色，實踐幸福梅州：以「一城鎮一幸福」促進梅州幸福導向
產業的發展〉，《世界客家文化藝術節客家文化與發展幸福導向型產業論壇》，文化部、國務院
臺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廣東省人民政府、嘉應學院等聯合舉辦，11/1920，地點：梅州市嘉應大學客家研究院。
丘昌泰（2012），〈以「客家社區營造」再創客家文化產業的風華：台灣一鄉一特產
（OTOP）運動的經驗分析〉，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四川省社科界聯合會、四川省僑務
辦公室主辦，《第三屆客家文化高級論壇》，9 月 18-21 日。
丘昌泰、黃良惠（2012），〈汶川震後大陸 NGOs 的發展及其對公民社會的影響〉，國立政
治大學公民社會暨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辦，《2012 亞太公民社會學術研討會》，3 月
31 日。
丘昌泰（2011），〈台灣客家經濟的發展與文化多元社會〉，《第二十四屆世界客屬懇親大
會國際客家文化研討會》，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廣西省北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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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昌泰（2011），〈台灣的汀州客家與客家社會〉，《客家首府汀州與客家文明研討會》，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17 日，福建省長汀市。
丘昌泰（2011），〈非營利組織、政府與草根性公民社會的發展：以臺灣九二一震災為例〉
《第七屆兩岸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5 月 7 日至 8 日，浙江省蘇州市：中國人民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蘇州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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