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景星 助理教授  

分機 5103 

最高學歷：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博士 

專長：海洋觀光、觀光資源、生

態旅遊、珊瑚學、海洋學 

E-mail： 

chcstar@g2.usc.edu.tw 

主要學歷 

  1999.6 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博士 

  1994.1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地質研究所碩士 

  1991.6 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相關經歷 

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2003.8~目前 ) 

實踐大學休閒產業管理學系主任(2004.8~ 2007.9) 

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系主任(2003.8~ 2007.1) 

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助理教授(2003.8~ ) 

東方技術學院觀光事業管理系助理教授(2001.8~2003.7) 

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所博士後研究(2000.8~2001.7)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所博士後研究(1999.11~2000.7)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博士後研究(1999.7~1999.10)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所兼任研究助理(1996.7~1999.6)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兼任研究助理(1994.9~1996.6) 

台灣省立博物館地學景觀活動講師(1994.1~目前) 

台灣省立博物館地學組專任研究助理(1994.1~1994.8) 

中山大學海洋地質所兼任研究助理(1991.9~1994.1) 

著作  

 邱景星（2013）舊鐵橋濕地公園開發影響遊客休閒行為、知覺價值與生態文化

旅遊發展效益評估之研究，華立圖書，新北市，共 204頁。（ISBN 

978-957-784-517-7） 

期刊論文 

 張景棠、陳業宏、邱景星(2016)。炎帝神農信仰節慶活動發展策略之研究-以青

雲宮神農豐盛季為例。真理大學博雅教育學報。 

 邱景星(2016)。駁二藝術特區文創觀光發展對高雄市城市意象與行銷影響之研

究。真理觀光學報。 

 邱景星(2016)。竹子湖遊客行為與生態衝擊研究。社會人文學報。2(19)。 

 邱景星（2013）文創觀光發展對高雄市城市意象與行銷之影響-以駁二藝術特區

為例，台灣永續觀光，第一卷第二期，95-114頁，高雄市。（ISSN 2307-5988） 

 邱景星、鄒佩珊、李永棠﹙2013﹚遊客參與節慶活動之動機與滿意度研究—以

高雄燈會藝術節為例，台灣永續觀光，第一卷第一期，42-56頁，高雄市。（ISSN 

2307-5988） 

 Yung-Tan Lee, Ju-Chin Chen, Jyh-Yi Shih, Kung-Suan Ho, Huai-Jen Yang, 

Meng-Lung Lin, Yen-Tsui Hu, Ching-Hsing Chiu (2013) Petrogenesis of 

Cenozoic Basaltic Rocks from Jiangsu Province, China: Evidence from 

Geochemical Constraints. ACTA GEOLOGICA SlNICA (English Edition), Vol. 

87 No.1, pp. 102-117. ( ISSN 1000-9515 ) ( SCI ) 

 許朝欽、李詹翔、周頤泓、王禕、邱景星（2013）城市觀光滿意度研究－以高

雄市鹽埕區周邊為例，觀光趨勢，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第三期，93-102 頁，

高雄市。( ISSN 2309-8481 ) 

 姜芳昇、洪雅芳、吳雨婷、王婷萱、邱景星（2012）旗津風景區的旅遊動機、



滿意度與行為意圖之探討，觀光趨勢，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第二期，66-79

頁，高雄市。( ISSN 2309-8481 ) 

 沈靜佳、游麒芳、李君怡、單霄蓉、邱景星（2012）高雄市瑞豐觀光夜市之顧

客滿意度分析，觀光趨勢，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第二期，96-111頁，高雄

市。( ISSN 2309-8481 ) 

 張家雯、張憶萱、楊靜霓、羅婷、楊珮雯、邱景星（2012） 旗津的觀光發展研

究－遊客觀點與當地居民論述，觀光趨勢，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第二期，

139-145頁，高雄市。( ISSN 2309-8481 ) 

 張雯婷、郭卉茹、姚倩茹、徐璇婷、林欣慧、邱景星（2011）大學生對觀光夜

市之消費行為、顧客滿意度及忠誠度關係之研究－以高雄六合夜市為例，觀光

趨勢，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第一期，29-45頁，高雄市。( ISSN 2309-8481 ) 

 鄒明誠、錢慧林、邱景星﹙2010﹚網頁地理資訊檢索與探勘—以民宿主題為例，

資訊管理學報，第十七卷第三期，19- 44頁。（ISSN 1608-5752）（TSSCI） 

 邱景星、鄒佩珊、李永棠、林孟龍﹙2008﹚高屏溪舊鐵橋溼地公園開發影響遊

客休閒型為模式之探討，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論文集，國際溼地科學家學會，

內政部營建署，27-34頁。 

 鄒佩珊、吳盈學、張永昌、邱景星（2008）高屏溪口溼地植物對重金屬的吸收

與累積，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論文集，國際溼地科學家學會，內政部營建署，

183-189頁。 

 吳守從、邱景星、陳建璋、許明晃﹙2007﹚：應用灰色理論探討藤枝國家森林

遊樂區遊客數量之變化，樹德科技大學學報。高雄，第九卷第一期 23-40頁。

（ISSN, 1670-243X） 

研討會論文 

 謝旻芳、張婉菱、林素筠、吳守從、邱景星（2013）駁二藝文特區目的地意象、

旅遊體驗與重遊意願之探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新趨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實

踐大學文化與創意學院。（ISSN 2308-2445） 

 邱景星、陳正宏、謝英俊、張景棠、莊適榮﹙2009﹚遊客對參與 2009 年高雄元

宵燈會節慶活動之動機與滿意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新趨勢-觀光休閒運動發展

新思維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實踐大學文化與創意學院。（ISSN 2701-8608） 

 邱景星、鄒佩珊、李永棠、林孟龍﹙2008﹚下淡水溪鐵橋濕地公園開發影響遊

客休閒行為模式之探討，2008 年真理大學觀光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真理大學觀

光事業學系。(ISBN 978-956-6758-04-1) 

 林孟龍、施志宜、薛怡珍、李永棠、邱景星﹙2008﹚體驗行銷策略運用於苗栗

通霄飛牛牧場研究，2008 年真理大學觀光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真理大學觀光事

業學系。(ISBN 978-956-6758-04-1) 

 邱景星、鄒佩珊﹙2007﹚：南台灣溼地生態旅遊研究，2007 年真理大學觀光學



術研討會，真理大學觀光事業學系。(ISBN978-956-6758-04-1) 

 鄒佩珊、杜政翰、丘宏哲、邱景星﹙2006﹚：二仁溪下游地區樟樹樹輪中鋅、

銅含量變化之分析探討，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2006 土壤與地下水研討會，東

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Pei-Shan Tsou, Ying-ShiueWu, Yung-Chang Chang, Ching-Hsing Chiu ( 2009 ) Heavy 

Metals in Mangrove Plants from Kaopingchi Estuary, Taiwan. The 3rd IWA-ASPIRE 

Conference & Exhibition, Taipei. 

 Tsou Peu-shan, Chiu Ching-Hsing (2007) Accumulation of elements in the annual 

rings of hardwood at a heavy metals contaminated region. The 17th INQUA 

Congress 2007. Australasian Quaternary Association. 

 Tsou Peu-shan, Du Jheng-han, Chen Yan-hao, Chiu Ching-Hsing (2007) The 

contamination of plants, soils and waters with heavy metals from an industrial area 

in Taiwan. The first asia dendrochronology conference and workshop;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y. The asia dendrochronology association, 

faculty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studies, mahidol university, Thailand. 

 Tsou Pei-shan, Chang Li-chung, Chiu Ching-hsing (2007) Dendrochemical analysis of 

trace metals in a heavy metals contaminated region of Taiwan. A&WMA’S 100th 

ANNU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The asia dendrochronology association, 

faculty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studies, mahidol university, Thailand. (ISBN 

978-160-423-846-4) 

參與研究計畫 

 國科會、高雄外海沈積物之礦物與化學特性及其隱示之地質意義 共同主持人

NSC 98-2116-M-237-001) 

 國科會、臺灣中低海拔高度地區樹輪年代與樹輪化學研究（二）共同主持人 NSC 

93-2116-M-242-001 

 國科會、臺灣中低海拔高度地區樹輪年代與樹輪化學研究 共同主持人 NSC 

92-2116-M-242 -001 

 國立台灣博物館－發現福爾摩沙自然解說隊－南部地區濕地活動與執行委託案

主持人(2004)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綠島永續觀光發展計劃(2003)  

 國科會、古全球變遷(PAGES)整合型計劃：珊瑚中記錄的本世紀氣候變遷(利用

珊瑚骨骼中 Sr/Ca、Mg/Ca比值重建古海表溫) 

 國科會、古全球變遷(PAGES) 整合型計劃：樹木年輪中碳、氧同位素與古氣候

之研究 

 經濟部：海砂利用計劃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整合型計劃：活斷層地化觀測研究與地震預測、發表著



作 

專利與技術報告 

一、發明專利 

1. 自行車無段變速裝置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2013)(本案已通過審查與公告，發證中；智財局專

利核准審定書 發文字號：(102)智專一(五)04084 字第 10221023880

號)(申請案號：099117568) 

2. 具有調溫功能的溫度調節裝置以及具有該溫度調節裝置的保暖物 

 ※(中國發明專利) (2013) (發明專利號：ZL 2010 1 01749900.2)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2012) (發明第 I 355251號) 

  

二、新型專利 

1. 平板型電子產品支撐裝置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2012) (新型第 M 423275號) 

 ※(中國實用新型專利) (2011) (實用新型專利號：ZL 2011 2 0336233.0) 

2. 自行車無段變速裝置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2010) (新型第 M 394950) 

3. 具有提把裝置的自行車及其坐墊 

※(中國實用新型專利) (2010) (實用新型專利號：ZL 2010 2 0186453.5)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2010) (新型第 M 380912) 

※本案專利技術報告 (2012) (申請案號:098218442 e01) (證書號: M 

380912號) (發文字號:101智專三(三)05056字第 10140187260 號)，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 

  -(本專利獲  2012 波蘭華沙國際發明獎 銀牌獎 及 



    2013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覽會  銅牌獎 ) 

4. 腳輪裝置及具有該腳輪裝置的行李箱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2010) (新型第 M 390691) 

 ※本案專利技術報告 (2011) (申請案號:099210468 e01) (證書號: M 390691

號) (發文字號:智專三(一)03011字第 10041584630號)，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 

5. 插頭助拔器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2010) (新型第 M 374691) 

6. 坐式體脂計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2009) (新型第 M 370389) 

 ※本案專利技術報告 (2011) (申請案號:098210314 e01) (證書號:M370389

號)(發文字號:智專三(三)05077 字第 10041788810 號)，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 

合格證書及專業會員身分 

 中華民國珊瑚礁協會創始會員 

 台灣大學推廣教育中心鑽石分級班第七期畢業 

 NAUI(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derwater Instructors)初級潛水訓練及

格結業 

 南方智庫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