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簡歷 

姓名 楊東連 職級 副教授 

 

 

研究室分機  性別 男 

E-mail donglain@ocu.edu.tw 

學術專長及研究 憲法、行政法、法學緒論 

最高學歷學校 國立中山大學 

最高學歷科系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最高學歷學位 博士 

經歷 
 

服務機構 職稱 起迄年月 

僑光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系/副教授 2003.2─迄今 

 

專書 
 

專書名稱 出版年 出版社 

民法總則概要 2021初版 高立圖書公司 

中華民國憲法-案例解析 2016初版 高立圖書公司， 

法律與生活-案例解析 2012初版 高立圖書公司 

中華民國憲法 199808初版、200708第九版 高立圖書公司 

法律與生活 200502初版、200808三版 高立圖書公司 

法學入門 200509初版、200708修二版 一品文化出版社 

法學概論 199608三版、2021三版 全威圖書公司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const-1.htm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lawlife-1.htm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introlaw-1.htm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introlaw-2.htm


自編講義 
 

講義名稱 出版年 

民法概要講義 2015 

商事法概要講義 2016 

民法總則講義 2020 

公司法講義 2020 

行政法講義 2020 

 

研討會論文 

◇楊東連，兩岸公立大學治理組織法治之研究，台中教育大學，大陸教育學術研討會，2014 年 4

月。 

◇楊東連，我國大學教師淘汰相關法制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2014

年 3 月。  

◇楊東連，我國大學學生懲處相關法治之研究，台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暨教師教育學術

研討會，2013 年 12 月。 

◇楊東連,論判斷餘地之界限：評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2 號判決,僑光科技大學,2013 年公

私法學研討會 ,2013 年 6 月。 

◇楊東連，大陸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法治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公民治理與公民社會學術研討會，

2013 年 6 月。  

◇楊東連，論大陸公辦大學治理組織法制與邏輯，國立中山大學，「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

2013 年 3 月。 

◇楊東連,我國大學組織法制之研究 ,僑光科技大學,2012 年公私法學研討會 ,2012 年 6 月。 

◇楊東連，兩岸私立（民辦）大學組織法制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

2012 年 3 月。  

◇楊東連，大專院校「性別與法律」課程體系化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等教育之性別主流

化」學術研討會，2011 年 11 月。 

◇楊東連,大學自治及其限制 ,僑光科技大學 ,2011 年公私法學研討會,2011 年 6 月。 

◇楊東連,大學法第１５條之研究 ,僑光技術學院 ,2010 年公私法學研討會 ,2010 年 6 月。 

◇楊東連,我國性騷擾法制之研究 ,僑光技術學院 ,2009 年公私法學研討會 ,2009 年 6 月。 

◇楊東連,我國大學教師聘任法制之研究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民主深化過程中國家教育發展國際學

術研討會,2009 年 4 月。 

◇楊東連,大學教師工作權之限制 ,僑光技術學院 ,2008 年公私法學研討會 ,2008 年 6 月。 

◇楊東連,大學院校覆議法制之研究,僑光技術學院 ,2007年「區域社會與文化發展」學術研討會,2007年 6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essays-8.htm


 
 

期刊 

◇楊東連,兩岸公立大學治理組織法制之研究 ,僑光科技大學 ,人文與應用科學學報 ,第 13 期,2019 年 12

月。 

◇楊東連,我國大學學生懲處相關法制之研究 --從釋字第 684 號解釋出發 ,僑光科技大學,僑光學報,第 41

期,2018 年 10 月。 

◇楊東連,論大學學生自治法制與實務,真理大學,博雅教育學報，第 11 期,2013 年 12 月。 

◇楊東連,論我國校園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之虛實,僑光科技大學 ,人文與應用用科學學報 ,第 5 期,2013 年 6

月。 

◇楊東連,大專院校教師升等資格審查之研究,世新大學,世新法學第 3 卷第 1 期,2009 年 12 月。 

◇楊東連,論我國性騷擾法制：實定法律解釋與適用之探究,僑光技術學院,僑光學報,第 32 期,2009 年 12

月。 

◇楊東連,大學院校覆議法制之研究,僑光技術學院 ,通觀洞識學報,第 9 期,2008 年 6 月。 

◇楊東連,大學院校教師聘任契約之研究,僑光技術學院 ,通觀洞識學報,第 7 期,2007 年 6 月。 

◇楊東連,論大學教師解聘之適法性：兼論「限期升等」,僑光技術學院,通觀洞識學報,第 6 期,2006 年 12

月。 

◇楊東連,制衡或合作：論我國中央政府體制,,僑光技術學院,通觀洞識學報,第 3期，2004年 12月。 

 

 

                                          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 
 
 

 

 

 

月。 

◇楊東連,大學院校教師聘任契約之研究,僑光技術學院 ,2007 年公私法學研討會,2007 年 5 月。 

◇林理裕、楊東連,大學學術主管去職法制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公共治理與公民社會學術研討會,2007年 4

月。 

◇楊東連,論大學教師「限期升等」聘約之合憲性,僑光技術學院,2006年公私法學研討會,2006年 5月。 

◇林理裕、楊東連,從法國憲法規範論我國公民投票之合憲性,彰化師範大學,憲政體制與民主政治學術研

討會,2006 年 4 月。 

◇楊東連,大專院校教師升等資格審查之研究,僑光技術學院 ,2005 年社會變遷與人文思維研討會 ,2005

年 5 月。 

◇楊東連,制衡或合作：論我國中央政府體制,僑光技術學院 ,僑光技術學院公法學研討會,2004年 6月。 

 

教師姓名 計畫名稱 執行起訖日期 專案計畫 

楊東連 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 2015-2020年 
僑光科技大學深

耕計畫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essays-1-1.html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essays-1-2.html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essays-1-3.html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essays-1-4.html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essays-8.htm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essays-7.htm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essays-6.htm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essays-4.htm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essays-7.htm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essays-5.htm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essays-1.htm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essays-1.htm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essays-2.htm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essays-3.htm
http://rs2.ocu.edu.tw/~donglain/authors/essays-4.htm


 

社會服務 

 

性平教育講座，東海大學，2013-2020年。 

樂齡大學講座，東海大學，2015-2020年。 

樂齡大學講座，僑光科技大學，2017-2020年。 

 

 

楊東連 中小校及社區法治教育 2016-2020年 教育部計畫 

楊東連 產學合作計畫 2002-2020年 
僑光科技大學與

產業合作計畫 

楊東連 大學社會責任：偏鄉法治教育計畫 2020年 
僑光科技大學深

耕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