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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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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終身學習政策的落實，需仰賴終身學習機構實踐，然而終身學習機

構當前仍然面臨許多問題，本文以終身學習機構為研究目標，建構內控

機制解決終身學習機構問題。

本文採用Gowin’s Vee科學建構概念，透過社會學與教育學理論分

析，建構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框架；再以質性研究方法，選擇3所不

同主管機關之終身學習機構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內控機制是

相互制約疊加共生的存在，同時在人均收入13,000美元以上、終身學習

法令政策齊備、合格教師充足等3項條件下，較具適用性。最後提出終

身學習機構5項內控機制內涵與特點，提供機構運行參考，有效解決機

構問題。

關鍵詞：內控機制、終身學習機構、Gowin’s V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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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終身學習本質上象徵著一種進步理念，與當前世界各國教育思潮

具有密切的關係（洪子鑫，2013），臺灣終身學習具有完善的政策與

法令，以及多元的終身學習機構，終身學習人口比例已達35%（吳明

烈、李藹慈、賴弘基，2017），終身學習發展至今仍然面臨一些困境

與問題。

學者吳明烈、李藹慈與賴弘基（2010）嘗試從終身學習政策，梳

理終身學習之困境與提出建議。陳盈帆（2019）也從政策推動的觀

點，歸納終身學習之侷限與提出建議。

然而終身學習的推動，除了完善的法令與政策外，須仰賴終身學

習機構的實踐才能落實，但前述研究較偏重在政策的分析與建議，並

未對終身學習機構進行討論與建議。諸如終身學習機構如何運行才能

可持續發展？如何運行才能堅持理念？如何運行才能確保機構品質？

這些問題非常值得探討，因此本研究目的，在建構終身學習機構內控

機制，提出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內涵與特點，完善機構運行，解決

前述問題。

審視終身學習機構研究發現，首先從終身學習機構重要性與需求

開始，其次是機構發展的研究，其三是對於機構品質提升的研究，在

終身學習機構創設階段，終身學習機構研究，積極論述終身學習機構

的需求與重要性（孫春在，2000），並且以社區大學為主要終身學習

機構之研究，論述社區與機構之關係（李柏諭，2010），或是以社會

心理因素探討社區大學，論述社區大學的角色與民眾需求，確立終身

學習機構的重要性（Fong et al., 2017）。

此外，機構發展的研究也開始被關注，簡吟芳（2003）從知識分

享觀點，提出終身學習機構的發展方向，吳明烈（2007）以策略聯盟

的角度，提出建設性的發展方向，以及蘇錦皆（2007）從學習者的觀

點探討課程實施，促進機構發展，吳彥廷（2012）則提出採用方案規

劃方式發展的方式，也為機構發展提出不同的方向，除此之外，以提

高服務體驗及學習滿意度方向的研究也日趨增多，林志寅（2019）認

為，機構導入新科技新服務，可以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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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機構開始重視服務品質提升的研究，嘗試建立機構績效指

標，提升服務品質（鄭敏惠，2009；謝文祥，2016），而學者（王

永林，2015；張春燕，2008；楊俊鋒、餘慧菊，2013）參考歐盟終

身學習指標以及美國社區大學教育指標，建立適用的指標提供機構

參考，對於服務品質的提升具有實質的幫助。

前述研究未發現終身學習機構運行相關的研究，從何宗翰

（2012）和曾美芬（2014）等的研究發現，通過理論基礎，建構內

部控制機制，確實可提高成效確保機構運行，周楷智、張碩毅與張

麗敏（2017）從機構內部控制與稽核項目研究也發現，能確保相關

機制的成效。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終身學習機構堅持終身學習理念持續發展，

應結合終身學習理論與教育規律，建構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可

以促進機構的運行，指引終身學習機構實踐，同時可做為機構自我

檢核的工具，期望對於終身學習發展作出貢獻。本研究最大的創新

之處，在於結合理論建構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基於理論―實踐

―理論的方式，提出具實踐性的管理工具。

貳、文獻探討

一、國際終身學習發展

終身學習的思潮，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等國

際組織的推動之下已蔚為潮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6年出版

《學習：內在的財富》（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1997

年提出的〈成人學習漢堡宣言〉（“Hamburg Declaration on Adult 

Learning”），2000年舉辦了國際成人學習週（International Adule 

Learner’s）的活動，2009年以「走向美好未來的生活與學習：成人

學習的力量」（Living and Learning for a Viable Future: The Power 

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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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dult Learning），發表了貝倫行動架構（Belém Framework for 

Action），2015年發表《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的承認、認證及認可》

報告書，分析問題及歸納出相關建議（Yang, 2015）。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於1973年出版《回流教育：終身學習的

一種策略》，1996年發表《全民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報告書，1998年出版《教育政策分析1998》，2000年提出《學

習社會中的知識管理》，2001年出版《瞭解數字落差》，2010年出

版《認證非正式與非正規學習：成果、政策與實務》，經濟合作發

展組織認為一切有目的的學習活動，目的在於增進所有學習者的知

識與能力（Werquin, 2010）。

歐洲聯盟則於1995年發表終身學習白皮書《教與學：邁向學

習社會》，2000年歐盟提出《終身學習備忘錄》（Memorandum on 
Lifelong Learning）， 2001年《實現終身學習的歐洲》（Making a 
European Area of Lifelong Learning a Reality），2002年發表了《歐洲

終身學習品質指標報告書》（European Report on Quality Indicators 
of Lifelong Learning），2004年提出《終身學習計畫》（Grundtvig 
Programme），接續實施《2007-2013終身學習整體行動計畫》以及

《2014-2020歐盟教育、培訓、青年和體育計畫》，從3個專門領域的

子計畫同步推動，拓展為全面性的終身學習計畫。綜上所述，終身

學習理念獲得國際大力推動，並陸續提出各項具體策略推進終身學

習的發展，已將這一理念深植人心。

二、終身學習的意涵

終身學習的概念源自於終身教育（lifelong education）、永續

教育及回流教育（recurrent education），上述名詞的概念及實務情

況，如今雖已有些改變，但是其原則仍被沿用（Tuijnman & Schuller, 

1999）。終身學習系指學習活動在一生中持續發生，也就是說學習

活動要貫穿在一生中，不僅限於兒童、青少年的時期，也不僅限於

教育機構，是涵蓋終身的、全面的學習概念，系指個體在一生中於

各種生活環境，所進行一切有意義的學習活動，包括正規學習、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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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目的在於增進個人的知識、情意、技能與

能力，進而提升個人生涯發展、生活適應以及創新應變的能力，並

促進社會的進步與國家發展（胡夢鯨，1997）。就時間面向來看，

終身學習由個體出生開始到死亡為止。就型態面向來看，終身學習

在正規、非正規、非正式的教育情境中發生。就結果面向來看，終

身學習可導致個人獲得或更新知識、技能與態度。就目標面向來

看，終身學習最終目標是為促進個人自我實現（Cropley, 1980）。

二十一世紀的學習就是終身學習，迎合個體的發展與需求（楊

國賜，2014）。代表著一種現代化的教育理念，是一種教育公平的

公共政策、一套終身學習的實踐以及一個全民終身學習的願景（吳

明烈，2015）。它的基本含義主要包括以下六點：（一）終身教育

是面向所有人的教育；（二）終身教育是每個人一生持續不斷的教

育和成長過程；（三）終身教育包括了人一生可能經歷的所有教育

和學習形式，既包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各種教育類

型，也包括讀書、看報、聽講座、體育運動等促進身心發展的各種

學習形式；（四）終身教育是與社會生產、生活緊密聯繫的教育；

（五）終身教育是學習者自主選擇、自主支配、自主學習的個人化

教育；（六）終身教育是為了人的全面、自由、充分發展的教育

（潘懋元、李國強，2017）。

綜上所述，培養終身學習的習慣是現今世界教育的潮流，個人應

以時時學習來蛻變自己、改造自己、發現自己，尤其當生涯面臨調

整或改變的時候，更需要學習新的知識、能力或技能以適應新的環

境；它意味著學習活動與過程不僅是一個教育歷程的開始及結束，

而是終身的歷程，所以也是混齡學習的教育。因此終身學習的實踐

過程中，對於教育者、教育對象、教育過程，都具有特殊性。

三、臺灣終身學習政策與機構發展

1984年學者楊國賜提出「終身教育」一詞，開始逐漸受到重

視，政府亦採取具體政策，將1998年訂為「終身學習年」，同年並

公佈《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提出打造終身學習的14項具體途徑

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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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4項行動方案，2002年接續公佈《終身學習法》成為第六個制定

終身學習法令的國家。為落實《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各項行動方

案，教育部分別於1998年訂定《推展終身教育、建立學習社會中程

計畫》、2004年訂定《建立終身學習社會五年計畫》，將2010年訂

為「終身學習行動年」，提出《終身學習行動331推廣計畫》，並於

2011年《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內，提出「完備終身學習體制」、

「擴增高齡學習機會」、「強化家庭教育功能」等3項行動方案，

以作為推動各項終身學習之發展藍圖。因應終身學習的多元發展，

2018年更公佈《社區大學發展條例》賦予社區大學專法，對於社區

大學具有時代性的意義（黃月麗，2019）。

終身學習機構早期由基督教青年會以及救國團等公益組織，提供

青少年與成人學習；接著各種組織例如職業培訓、教育訓練、心靈

成長、興趣培養、宗教教育等機構紛紛成立，發展之初仍由私人辦

學、法人辦學、公益團體舉辦、企業捐助舉辦居多，少有政府興辦

之終身學習課程或機構。

2002年《終身學習法》公佈施行後，開始由政府設立終身學習

機構，吸引大量的民眾參與終身學習，另外財團法人終身學習機構

也陸續成立，為終身學習注入了一股強大動力。以下就終身學習機

構主管機關分類進行分析。

（一）教育部主管之終身學習機構

目前教育部主管之終身學習機構分為社區大學、空中教育、社會

教育機構、樂齡學習教育、成人基本教育等部分，分別敘述如下：

1. 社區大學

據2017年統計，全臺灣共有87所社區大學，學生人數為42萬5

千多人，只要是年滿18歲以上之民眾，皆可選課入學，2018年通過

《社區大學發展條例》對於社區大學的發展具有非常大的意義。

2. 空中教育機構

空中教育以國立空中大學以及空中進修學院兩類管道來推動，成

立目的是為成人的永續進修及繼續教育。目前空中教育課程呈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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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多樣化，因應成人不同的需求，採用網路、廣播及電視之教學節

目等遠距教學方式（國立空中大學，2021）。 

3. 社會教育機構

臺灣目前有10所直屬教育部的社會教育機構，例如：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海洋生物

館等。

4. 樂齡學習教育機構

2008年教育部開始實施《設置各鄉鎮市區樂齡學習資源中心計

畫》，截至2016年共設置339所樂齡學習中心，並扶植12個縣（市）

成立1所具在地特色的「樂齡學習示範中心」，提供以老年人為對象

之藝術教育、醫療保健、消費安全、休閒學習及資訊研習等多元學

習課程。 

5. 成人基本教育

中小學及高中職等補校，提供因故無法就學之失學民眾，在工作

之餘得以繼續學習的管道；同時因應新住民人口日漸增多，在各地

也開設新住民學習中心，提供新住民參與學習成長。

（二）衛生福利部主管之終身學習機構

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服部）主管之終身學習機構有長青學苑

以及社區發展協會等社區組織，由地方縣市政府社會局負責設立以

及監督，分別敘述如下（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1）：

1. 長青學苑

隨著社會變遷，長青學苑的課程規劃也越趨多元；除了提供老人

休閒教育之外，對於老人的健康關懷與建立老人社會支持網路也相

當重視，2018年設置之長青學苑共計1,090所，開設11,015班次，該

年參加人數達35萬8千多人。

2. 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型非營利組織「社區發展協會」發展超過30年，每個里或

每個社區均可依據《社區發展綱要》條例，依法成立一個社區發展

協會，社區發展協會最大的特色是強調「由下而上」的自主社區意

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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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根據衛福部統計資料顯示，全臺共有6,881個社區發展協會。

（三）內政部主管之終身學習機構

內政部主管財團法人、社團法人的設立及營運監督，組織本身對

於機構運作、課程規劃、學習成就認證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章程及

制度，是一股非常大的社會穩定力量，默默地為社會做出貢獻，補

充政府之不足，對於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從終身學習機構的概況表（表1）來看，已達到「人人可學、

處處可學、時時可學」之終身學習環境，開拓多元學習管道，為每

個人的人生各階段提供其所需要的學習機會，藉以培養能夠達成自

我實現之個人，促進個人的自我成長，並鼓勵其養成終身學習的習

慣，讓學習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綜上所述，終身學習體系目前已逐漸完善，同一地區已有多元機

構完整覆蓋，不論任何年齡，只要想參與終身學習，就能找到學習

機會。機構主要由政府主導設立，其次由財團法人或社團設立，因

此終身學習機構具有相當強烈的公共性與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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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分析

一、終身學習機構參與主體與相互關係

終身學習機構是提供終身學習服務的機構，因此必須考慮相關

利益關係者需求，以學生為中心來思考。本研究依據Gowin’s Vee理

論，首先在理論方面，進行資料分析與文獻梳理，提出終身學習機

構的參與主體應包括：主管機關、主辦者、營運者、教師、學員志

工等5項參與主體，接續討論參與主體的功能與目的需求。

主管機關：負責制定終身學習政策，對於機構或組織提供一定程

度的政策支援與協助，對於所屬機構營運者或營運組織進行輔導與

考核，或是評鑑與建議，提供機構間之交流及專業人員訓練，對於

終身學習機構具有影響力。

表1

終身學習機構概況表

機構名稱 主辦單位 經營單位 經費來源

    學費及政府
社區大學 縣市政府 每年發包不同組織
    補助

樂齡學習資源中心 縣市政府 每年發包不同組織 政府補助

社區發展協會 縣市政府 社區社團 政府補助

長青學苑 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 政府補助

國立空中大學 教育主管部門 華視（公共廣電集團） 政府補助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行政主管部門 各縣市政府 政府補助

推廣教育中心 各公私立大學 大學專責單位 學費收入

易經大學 財團法人 易經大學 講義費收入

福智中心 財團法人 福智基金會 學費收入

佛學、宗教、心靈 各宗教基金會 各教團專責單位 基金會

YMCA 非營利組織 基督教青年會 學費收入

救國團 非營利組織 救國團 學費收入

成人補習班 私人興辦 經營團隊 學費收入

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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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者：終身學習主辦方即是該終身學習機構的出資者，制定機

構的辦學理念以及辦學目標，主導機構的營運方向，終身學習機構

主辦者具有關鍵性影響。

營運者：是指終身學習機構之營運團隊，政府主辦的機構，有公

辦公營機構以及公辦民營機構的區分，在人口稠密地區多數採用外

包專業團隊經營，在人口較少地區則由縣市政府自己組建營運團隊

經營，負責招生宣傳，招募師資、設置課程、取得資源以及服務社

區等。

教師：終身學習機構教師具有專業性與特殊性，終身學習學員自

主學習沒有約束性，教師目標是讓學員學習愉快、學習滿意以及獲

得學習成就感。

學員與志工：終身學習機構是為服務學員而存在，因此機構運

行，應以滿足學員學習需求為主要核心，而學習需求獲得滿足之

後，就會產生組織認同，進而參與志工為社會服務，而志工組織又

是機構重要的人力資源，是機構不可缺的重要組織（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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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

依據前述參與主體相互作用形成的結構特色和功能，運用教育

外部關係規律提出：財務支持機制與學習成就認證機制；在教育內

部關係規律提出：師資機制、課程管理機制、志工組織機制共5項機

制，而這5項機制的運行，應圍繞著學員學習需求而存在。

研究顯示學習需求與學習滿意度有高度相關，學習需求對知覺

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皆有需求（郭彥谷、蔡茗涵，2015），也就

是說，學員對於感覺學習有用的課程，或是學習較易用的課程較願

意參與學習。另外學習滿意度最高為「教學教法」，學習滿意度最

圖1 終身學習機構參與主體關係圖

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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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為「行政服務」（張晉昌、胡平夷、黃德發、黃學堂、林炎熒，

2004），因此在建構內控機制階段，應以學員需求為主要思考，平

衡各參與主體功能與需求逐步建構。

（一）財務支援機制

終身學習機構要永續發展，需要有穩健的財務支援機制，且因

其理念與使命均具有公共性，除了主辦者提供之財務支援外，經費

來源應尋求多元化，機構的營運發展更需要尋求各種社會資源（王

啟祥，2007）。因此本研究認為，終身學習機構財務來源，除了政

府提高終身教育支出的方式外，機構應透過服務創造聲譽，尋求社

會資源，建立使用者付費觀念，建立多元經費來源，使機構永續發

展。

（二）師資機制

終身學習具有自主學習的特性，在終身學習學員滿意度研究顯

示，學員對「教師教學」的滿意度最高（許民盛，2006）。成人教

育教師在知識管理核心能力研究上，以傳播知識的能力表現最佳，

與教學績效有顯著的關係，對培訓有高度的需求（胡夢鯨、蕭佳

純、林幸璿，2005）。終身學習沒有年齡限制，學員都是各行各業

社會人士，大都是混齡學習，教師對於學員沒有約束性，對於班級

經營是一個艱難的挑戰。終身學習專業教師必須在專業教學以外，

特別關注不同需求學員，因此教師扮演的角色非常關鍵。本研究認

為，終身學習教師，除了教學能力以外，應更重視為學習者帶來學

習快樂與滿足，人人得以在愉悅的學習氣氛與環境中學習，同時保

障教學品質，機構也應經常舉辦教師培訓課程，提升教師專業能

力。

（三）課程管理機制

終身學習的內容，包括了知識、技能與各種能力層面，不論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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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相關的技能，或一切知識及能力的更新發展心靈智慧等等均包

括在內。應是一個開放的、靈活的、發展的、個人化的、面向所有

學習者的、適應終身教育的課程（楊俊中，2009）。課程的結構應

從分析臺灣獨特的「公民社會」狀態規劃管理（沈宗瑞、葛皇濱，

2008）。因此本研究認為，終身學習機構應堅守機構辦學理念與目

標，重視創新並且發展機構特色，設置特色課程，結合在地資源發

揚在地文化，課程設置應包含各種類型課程，要注意避免流於市場

導向，開設同質性課程，造成課程品質下降，堅守機構發展核心課

程，作為永續發展的基礎，提供學員依照自主意識、自我興趣與需

求來選課。

（四）志工組織機制

志工組織是終身學習機構的一大特色，也是機構與學員緊密連結

的一種方式，也是學員對機構的一種認可。志工組織可以透過成人

合作學習，讓生活更豐富、學習待人處事的技巧、有機會參與不同

的活動、與不同年齡的人一起工作（李聲吼、張麗玉、謝振裕、曾

儀芬，2019）。從維果斯基的理論中，理解人是透過他人的行為，

學習我們接觸的人，直接影響我們的心靈狀態，而更重要的是這當

中所呈現的價值體系（何日生，2018）。本研究認為，透過志工

組織的運作，賦予學員服務社會的使命感，更加強學員的學習成就

感，也適當作為機構人力補充協助機構事務進行。使團體朝向成為

一種學習社群，強調社會互動與團隊參與經驗的學習價值，共同推

動社區服務，潛移默化提升公民素養，促進個人自我實現。

（五）學習成就認證機制

依據《終身學習法》第十六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激勵國

民參與終身學習意願，對非正規教育之學習活動，應建立學習成就

認證制度，並作為入學採認或升遷考核之參據」。研究指出，終身

學習成就認證，是肯定個人的學習成就、建立正規與非正規學習交

流的橋樑，有助於終身學習目標的達成（黃富順，2005）。本研究

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研究



98

清華教育學報     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認為，終身學習成就認證，可以不同的方式展現，例如學習成果製

作、學習證書、學分抵免、學習作品展示、透過莊嚴儀式舉行結業

典禮或演出等等，都應視為學習成就認證方式；終身學習機構應提

供學員，具有使命感與參與感的學習成就展現，提升學習成就鼓勵

學員持續學習。

肆、研究設計

一、研究設計

依據Gowin’s Vee科學建構概念，接續在方法端實證研究進行分

析修正，本研究採用非參與觀察法與訪談法進行，首先設定研究對

象條件，選擇符合條件設定的3家終身學習機構為研究對象，以不影

響、不打擾、不提問等方式觀察紀錄，觀察範圍包括上課環境與上

課情形以及學習氣氛，另外機構工作人員的服務也是觀察重點。

選擇3家終身學習機構主辦人、3家終身學習機構學員各2位以及

中央或地方終身學習主管官員2位，進行一對一訪談避免受到干擾，

並依受訪者的情緒及意願進行，基於研究結果分析進一步修正，提

出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內涵。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擇具有代表性機構，設定研究對象須具備：（一）分

屬不同主管機關之終身學習機構；（二）該機構必須全臺灣都有相

同分機構，數量至少超過80所分機構；（三）該機構總學員數必須

超過2萬人；（四）機構必須營運超過10年以上。依終身學習機構資

料，選定研究對象如下：

（一）教育部主管終身學習機構，規模最大的就是社區大學目前

有87所，每年超過40萬人參與學習，選擇經營超過十年具有地方特

色的社區大學為對象，經選定以「臺中市大屯社區大學」為研究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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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衛福部主管的終身學習機構，規模最大的組織就是「社

區發展協會」目前臺灣有6,881個協會，政府非常重視社區組織的發

展，鼓勵居民參與公共事務，選擇經營終身學習課程超過10年，具

有在地特色經常舉辦活動以及興辦終身學習課程鼓勵居民參與的社

區為對象，經選定「臺中市忠明社區發展協會」做為研究對象。

（三）財團法人興辦終身學習機構非常多，財團法人「易經大

學」終身學習機構，招生超過26年，全臺灣各鄉鎮均有開班，目前

全臺灣開設500多個班，學員數將近2萬人，上過課的學員超過10萬

人，因為課程具有中華文化特色，因此選定為研究對象。

這3家終身學習機構都符合前述設定條件，3所機構總學員數超

過50萬人，應具有代表性。

三、研究工具

以前述終身學習機構5項內控機制為基礎，針對終身學習機構政

府主管機關、終身學習機構主要負責人以及終身學習機構學員制定3

份訪談大綱如下。

終身學習機構政府主管機關訪談大綱：

（一）請談談貴機關主管下有幾個類型終身學習機構，年齡層有

區別否？

（二）師資聘任機制或規定，師資培訓機制，志工招募或培訓規

定？

（三）現行政策法令對於管理終身學習機構有什麼問題？

（四）每年會投入多少預算給終身學習機構？是否監督機制如何

使用？

終身學習機構主辦單位負責人訪談大綱：

（一）請問貴機構成立時間以及辦學理念以及主管單位為何？

（二）請問貴機構整體規模以及學生人數如何？

（三）貴機構主要課程內涵？

（四）學習活動型態有哪些？教學方式？

（五）貴機構辦學特色為何？學生持續學習狀況如何？最久的學

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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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幾年？

（六）請問貴機構師資如何引進以及是否有培訓機制？有學經歷

限制否？

（七）目前志工參與情形以及志工如何培訓以及招募方式？

（八）目前課程認證制度如何，學分證書可以在那些地方使用？

（九）請問貴機構財務來源、收費方式以及過去評鑒結果如何？

終身學習機構學員訪談大綱：

（一）請問您年紀幾歲？教育程度為何？以前（或現在）職業？

（二）在這裡上課多久了？

（三）你覺得讓你想持續上課三個原因為：老師、同學、課程、

心靈成長？

（四）在機構裡你的學習感受如何？每隔多久上一次課？每次上

多久？

（五）你對授課教師感覺如何？

（六）你對這個機構整體感覺如何？

（七）學費多寡會影響你上課的意願嗎？

（八）你覺得在這裡上課最大的期望是甚麼？目前有達到嗎？

（九）對這個機構或教師或課程有甚麼改進的地方嗎？

四、訪談對象

本研究設定3家終身學習機構主辦人、機構學員以及終身學習主

管官員進行，採用研究者自編研究工具「終身學習機構主管機關訪

談大綱」、「終身學習機構主管訪談大綱」、「終身學習機構學員

訪談大綱」，提供訪談大綱先行準備，於108年10月間進行，每位訪

談30分鐘並全程錄音，訪談對象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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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果分析與討論

在訪談完成後，製作訪談逐字稿並進行編號後，接續對逐字稿

進行開放性編碼，共制定52個有意義的編碼，例如經費申請、教師

訓練等。接著選擇相近的概念進行範疇化（categorizing）歸類出11

個範疇，最後將11個範疇圍繞本研究5項目標逐項分析。例如在財務

支援機制中，以學分學費範疇與經費來源範疇來分析，包含弱勢優

惠、免學費部分、課程酌收費用、企劃書、主動查詢申請、經費申

請等編碼資料進行分析；例如師資機制中，以師資範疇來分析，包

含教師專業、教師訓練、教師親和力與教師聘任等編碼資料進行分

析（如附錄），最後以研究結果與相關文獻討論，分別就終身學習

機構內控機制：財務支援機制、師資機制、課程管理機制、志工組

織機制、學習成就認證機制，提出5項內控機制內涵。

一、財務支援機制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終身學習機構經費來源，由主辦者提供營運經

費，而相當多機構主辦者是縣市政府，對機構的營運提供經費支

援，因此主管機關既是監督者也是主辦者。部分機構採用政府提供

經費，由機構提出計畫申請，這樣的補助制度對於機構具有一定的

激勵作用，並且確保經費的有效運用。而沒有政府財政支持的終身

學習機構，經費來源則通過社會捐助以及使用者付費原則來支持機

構營運，因此仍具有一定的公共性。

表2

訪談對象表

 訪談對象

政府主管機關 教育機關主管G 教育機構機關主管F 

機構負責人 社區主管E 社區發展協會主管A 易經大學創辦人H

機構學員 社區大學學員D 社區發展協會學員B 易經大學學員C

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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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是愈能夠補助更多經費，因為他們給社大的方向已經非常

明確了，我們要做什麼事情，或者……當然就可以做他們要

求，或者他們期待的這些事情。（社區大學主管E；位置：184 

-185）

你要補助，你要做你要做……做申請書要申請書，要做企劃案

再補助，還要成果報告。（社區發展協會主辦人訪談A；位置：

82 - 85）

我們這個是社會局給我們補助的，有補助我們這麼收費是只收

一點點，所以說像日文、英文、編織、二胡還有唱歌、陶笛這

些都不用錢。（社區發展協會主辦人訪談A；位置：78 - 79）

學費再多花一點，五百、一千，應該還好，像現在社會的那種

消費，其實出去一趟，……其實學費再怎麼多有沒有，也不會

比外面的貴，可以接受一個月1,500元。（易經大學機構學員
C；位置：68 - 72）

財務來源是跟收費方式，是財務來源部分是政府補助，主要還

是學員學分學費收入。（社區大學主管E；位置：156 - 159）

劉範一（2005）研究美國加州社區學院之所以能獲得成功，經

費保障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李丁讚（2004）認為社區大學經費應

該自籌，而不必由政府介入，但有些仍主張把社區大學作為臺灣發

展民脈，營造成社區的資源中心或培力場所，因此應由政府支持主

導。這些理念陸續在社區大學的課程與建校理念中展現。沈宗瑞

與葛皇濱（2008）則發現，終身學習機構在經費上已經逐漸由補

助轉為獎勵的意涵。本研究也顯示目前終身學習機構，大部分由政

府經費支應，也確保了終身學習機構的持續營運，與國外情形大致

相同，仍以政府為主要推動力量。過去大都採用由上而下制度化發

展，重視財務管理制度，較缺乏彈性，但近年來經費較多採用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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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的申請補助，是重視在地耕耘與公民社會理念的實踐（鄭敏

惠，2009）。

綜上所述，穩健的經費來源，是機構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機構

財務支援機制不應只有單一經費來源，除了由上而下的預算來源，

同時爭取由下而上的申請補助，並且積極納入社會動能，爭取多元

經費，包括政府撥款或個人出資、項目競爭申請、社會捐助，學費

收入等4種措施來構建。

二、師資機制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終身學習機構師資採用非專職制，機構教師通過

一定的審核，具有終身學習教學經驗才得以聘任。部分機構自行培

訓教師，並且通過考核才能聘任為教師。這樣的制度，確保終身學

習教師具備經驗與教學熱誠，當教學表現不佳選課人數不足，教師

就需另申請其他課程或面臨被淘汰，確保教師隊伍的更新。

我們教師開課機制，新老師要進來，他必須要申請相關的數

據。那我們要學校開課程審查會議，那通過之後再送市政府課

程審查，那市府也通過……就可能等下學期或之後再招生。

（社區大學主管E；位置：80 - 81）

我的理念就是養賢蓄才，在師資聘任方面，我們有師資培訓班

培育師資，目前已培育法師講師共258位，師資培訓班還有800
位學員繼續培育中，未來會陸續出來服務社會。（易經大學創

辦人訪談H）

老師都是理事長去找的，去聘請出來的，也有老師提出要開課

的，由協會理監事開會才決定能不能開課，當然都要找專業以

及有經驗的老師。（社區發展協會主辦人訪談A；位置：156 - 

159）

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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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會透過不同的比如說工作坊或研習，或會議來跟他們做討

論。（社區大學主管E；位置：81 - 81）

終身學習機構教師，既有一般教師的特點，又具備與一般教師

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決定了成人教育教師的特殊性（申麗輝，

2009），與本研究終身學習機構教師具備專業與經驗、具備愛心與

耐心的特殊性看法相同。胡夢鯨等人（2005）認為目前成人教育

教師，以傳播知識的能力表現最佳；而教師的知識管理核心能力與

教學績效有關係的顯著，並且對核心能力的培訓有高度的需求。本

研究也認為終身學習機構教師，應持續參與教育訓練，建立學習型

組織，實現機構利益與教師利益的一致，促進雙方共同的發展（張

洪、漆國生，2010），因此終身學習專業化是成人教育教師隊伍建

設的必然趨勢（王曉斕，2006）。

綜上所述，師資建設機制對於學員持續學習，具有關鍵作用。終

身學習機構教學熱誠與教學績效具高度相關，教師對於培訓具有高

度需求，因此師資建設機制應培訓教師，具備混齡教學經驗、終身

教育專業、對機構具備向心力、對學員具備關懷與愛心等4種標準，

才能永續經營。

三、課程管理機制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課程管理機制，能形塑終身學習機構鮮明印象，

獨具特色。研究結果發現，終身學習機構課程設置，是從機構辦學

理念規劃設置課程，結合地方特色開設在地課程，由教師主動申請

開課，通過機構核可後招生，較少人選修的課程也有淘汰機制，時

常有新穎的課程開課。

我們其實大致上分成三大類，學術、生活藝能跟社團……就是剛

剛一開始我講說唱歌、跳舞等等這一類的，就是寫書法等等這

些，或者是學樂器等等這些課程。（社區大學主管E；位置：18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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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都還要再開會的……還要理監事開會，開會同意才能夠……

才能夠開那個班，像現在增班只是報備就好了。（社區發展協會

主辦人訪談A；位置：193 - 198）

是的，是黏土藝術沒錯，它就是也算是一種手做課程，這種手

做課程基本上除了發揮創意之外就是老師教你的主題……像那

個英文、日文、泰文、韓文都有。目前我知道就這幾個。（社

區大學機構學員D；位置：42 - 52）

陳瓊如（2000）認為社區大學的理念是「知識解放」與「公民

社會」，而顧忠華（2005）認為社區大學規劃生活藝能、社團活

動及學術課程，能達致重建世界觀、開拓公領域及豐富私領域的目

標。張德永（2013）也提出，機構課程分類應以專業學程為依據，

加強教師與行政人員的課程規劃專業素養，鼓勵社區大學依據機構

特色，發展特色課程。本研究發現目前社區大學課程，仍依據藝

能、社團及學術課程原則在開課，在全球化競爭或國內貧富差距急

速惡化下，扮演一定知識啟蒙或者平衡資源差異的功能，也會特別

針對地方特色與弱勢族群或貧富階級的需要來規劃，這樣的機制確

保課程的多元多樣。然而終身學習機構，目前並未以專業學程來思

考課程，也未見有機構對於課程整體規劃，仍以教師提出符合機構

方向課程，提出審核開課，此種現象雖不會影響機構特色的建立，

但會影響學習相關資源的整合，以及策略聯盟的運行。

綜上所述，要讓課程管理機制順利運行，筆者提出課程設置必須

包括：依循辦學理念、發揚在地特色、重視創新精神等3種理念來構

建才能永續經營。

四、志工組織機制分析

志工組織機制對於終身學習機構社會服務，具有重要的作用。研

究結果發現，對於機構越認同的學員，越有意願參與志工組織，志

工組織人數依據服務範圍與需求而定，志工主要以協助機構事務為

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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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其次為配合機構進行社區服務，透過學習―服務―學習

不斷交替的學習過程，達到學習的目標。

培訓有週期性訓練課程，每年都有一些志工的訓練。社大這邊

基本上也是有請那個老師過來特別幫我們做一些培訓。（社區

大學主管E；位置：134 - 135）（社區大學機構學員D；位置：

88 - 89）（社區大學機構學員D；位置：100 - 102）

那我們今年也除了這個部分，我們也發展文史導覽志工，我們

這個文史課程其實推很久，那我們在今年就是，我們有一個文

史導覽隊，那他們的任務其實是如果像一些國中小他們有想要

來認識在地，我們可以請他們來協助導覽。（社區大學主管E；

位置：37 - 37）

缺乏青年人，接著又規劃一個志工隊青年人就是才開始又組織

這個志工隊，接下來我們就有人手了。（社區發展協會主辦人

訪談A；位置：33 - 33）

各地區教室發起的社區活動也都是找志工在幫忙，新班開課也

都是找志工來幫忙當班級幹部，不然老師一個人去到外地沒有

辦法，志工確實我們易經大學有非常重要功能。（易經大學創

辦人H）

這裡的志工就是看這邊就是有需要幫忙你就來……這樣才不用

一堆的人都跑來。（社區大學機構學員D；位置：160 - 168）

機構的營運發展更需要尋求各種社會資源，其中志工的運用可以

彌補正式人員的不足，也成為機構必要的人力資源。隨著終身學習

的發展，民眾參與志願服務的風氣逐漸提升，志願服務人口比例逐

年提高。然而理想與現實仍有落差，部分志工存在服務觀念偏差、

不服指導與行為不當，志工年齡老化與管理技能不足，因此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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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淘汰機制、可行的工作設計、加強基礎與在職訓練（王啟祥，

2007）。雖然運用志工的動機，其一為節省人事費用支出，又能維

持或擴增服務功能，不過志工不應被視為免費勞力，機構仍需投入

相當經費、管理人力、空間資源、教育訓練等成本，志工的服務，

也在於提升生命的價值強大心靈，找回自我生命的力量（何日生，

2018）；同時讓生活更豐富、學習待人處事的技巧、有機會參與不

同的活動、與不同年齡的人一起工作（李聲吼等人，2019），這與

本研究觀念相同。志工組織既可凝聚學員向心提升學習成就感，更

在服務的過程中學習成長，使學員更具使命感，實為非常適切的安

排，既可補充機構人力不足，又可進行社會服務，是機構的重要人

力資源。

綜上所述，要讓志工組織機制順利運行，志工組織機制必須包

括：使命賦予、志工訓練、志工表揚等3項措施來構建才能凝聚志工

向心。

五、學習成就認證機制分析

學習認證機制應與學員的學習感受、學習成就、學習滿意相結

合，對於鼓勵持續學習較有成效。終身學習機構目前採用幾種不同

的學習認證方式：（一）學習護照：學習憑條黏貼記錄方式，學員

普遍沒有動力收集黏貼，這樣的形式並未獲得學員的重視；（二）

選擇非正規教育課程，修課完畢頒發學分證書，部分學分可獲得正

規教育的學分抵免，因此也不太受到學員重視；（三）由縣市政府

對所有學員頒發學習認證證書，目前剛開始實施，成效還不明顯；

（四）學習成果展演，也是最多終身學習機構實施的一種方式，因

為學習成果展是開放社區居民參觀，學生參與感與成就感最高；

（五）頒發學習位階證書，舉行莊嚴的結業典禮，以獲得學習成就

感持續進階。

那個社大他有一本護照，就是它的名稱叫終身學習護照……你

可以把那個學習條貼在上面，那一本護照是要付費的，當初我

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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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買。（社區大學機構學員D；位置：118 - 120）

都在那個禮堂，大禮堂成果展，他有動態的、靜態的很壯觀

的……動態的就上臺表演，我們有一個很壯觀的歌仔戲演出。

（社區大學機構學員D；位置：176 - 179）（社區大學機構學員

D；位置： 180 - 190）

現在那個公所有什麼活動都會找我們老師，叫我們去表演。常

常出去表演，公會有活動就會找陶笛。（社區發展協會機構學

員B；位置： 83 - 85）

就是初級班的結業，對，忠心。初級班結業。對，然後今年九

月已經可以拿孝心了要孝心賢士證書。（易經大學機構學員C；

位置：38 - 43）

因為非正規它的比較的問題是說並不是很多大學願意去抵免。

所以它，變成說我們去做，事情也沒特別意義。（社區大學主

管E；位置：152 - 155）

黃富順（2005）認為對於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的結果不作認

證，與社會的學習現況不合，亦與評量的結果觀的看法有違，因此

對非正規、非正式學習的進行認證，有其認證的基礎存在，亦有其

社會現況的需求。楊蕙芬（2019）提出非正規課程認證不是必要，

但有一定程度幫助，品質保證只是加乘作用。從學習成就認證研究

中，應有具公信力認證單位，對校外學習成就認證，發展校外學習

成就的各類評估方法，以及學習成就認證的應用範圍與限制（王文

瑛，2005）。從OECD、EU與德國�育研究部的學習成就模式中，

可以發現非正式成人�育的優點，並闡明瞭其對於能力領域的正面

影響（Knoll, 2005）。這些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理念非常接近，目前對

於學習成就認證的方式非常多元，但認證的應用限制也較多。本研

究結果發現，學員對於想學的課程，並不會在意有沒有學分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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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該認證的應用也受到相當多限制。

綜上所述，學習成就認證機制的正確使用，能對於學員持續參與

學習有著重要的動力與作用。要讓學習成就認證機制順利運行，筆

者認為學習成就認證機制可採用頒發結業證書、非正規課程學分證

書或職業技術認證、學期成果發表會、學習成果位階晉陞制度等與

學習成就相關措施來構建，較有成效。

六、綜合討論

（一）內控機制相互關係

在前述內控機制中，從機構參與主體來看，雖有著共同理念與使

命，但主辦者與營運者有著共同需求，而教師與學員志工的需求又

不一樣，在終身學習理論基礎下，取得參與主體需求之平衡，尋求

效益最佳化，建構終身學習內控機制。承前所述，教師機制與課程

機制，因為牽涉到經費的因素，因此受到財務支持機制的制約，而

學習成就機制也受到學員志工機制的制約，教師機制與課程機制也

受到學員志工的制約，而學員志工的學習成效又制約著財務機制的

經費來源，因此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是互相沒有從屬關係也無

法獨立存在，是緊密的互相制約疊加共生的關係。

（二）內控機制適用性

西元2000年國民年所得（GNI）突破13,000美元，勞力密集的產

業開始快速外移，造成大量的勞工面臨失業狀況，必須面對轉業以

及知識的升級，在這樣的需求下終身教育快速發展。教育部從2008

年開始每隔幾年進行一次成人教育調查結果，18～64歲成人教育參

與率，2008年為30.98%、2011年為36.62%、2014年為32.30%、2016

年為34.82%、2017年為35.83%，2018年則上升為36.27%，其中2011

年參與率較高的原因，是職業成人教育需求比例較高，往後歷年調

查以普通成人教育（非學歷、學分、證照）需求最高。在歷次成人

教育調查中也發現，終身學習參與人口中，2008、2011年以年所得

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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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00萬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最高，2014年以後則是年所得100～

150萬民眾參與終身學習的比例最高。觀察以上調查年度的國民年所

得（GNI），2008年18,503美元、2011年21,410美元、2014年23,492

美元、2016年23,648美元、2018年26,421美金（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8）也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從歷年終身學習參與人口比率與國

民年所得（GNI）來看（如表3），國民年所得增加，是提高終身學

習參與意願的原因之一。

表3

國民年所得（GNI）與終身學習參與率
 成人教育調查年度 國民年所得（GNI） 18～64歲終身學習參與率

 2008年 18,503美元 30.98%

 2011年 21,410美元 36.62%

 2014年 23,492美元 32.30%

 2016年 23,684美元 34.82%

 2017年 25,704美元 35.83%

 2018年   26,421美元 36.27%

而另一個原因是教師充足，我國教師培育制度從2000年起開始

放寬，擁有合格教師資格的師資持續增加，但學生數卻逐年減少，

2010年起已然供大於求。根據2018年統計擁有教師證資格，卻未能

在學校任教的流浪教師超過8萬人，這些教師通過機構的專業培訓，

足以供應終身學習體系需求，因此教師充足是終身學習發展的原因

之一。

綜上所述，本研究內控機制是相互制約疊加共生的存在，同時在

人均收入13,000美元以上、終身學習法令政策齊備、合格教師充足等

3項條件下，較具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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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問題分析

1. 機構如何運行才能可持續發展？

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建構，是依據終身學習理論，考慮終身學

習機構參與主體需求而建構，因此終身學習機構採用本研究結果，5

項內控機制，可檢視機構本身，同時可加強不足，對於機構可持續

發展有所助益，也對於機構運行，有所助益，具有檢視與理論的指

導作用。

2. 如何運行才能堅持理念？

終身學習機構堅持辦學理念發展，已有初步的規模，但近年來遭

遇前所未有的競爭，機構可在課程管理機制方面，依據理念與目標

從課程方向，發展特色課程來區隔，建立相關領域學程，採用教師

機制，進行特色課程培訓，以志工機制，結合相關資源發展特色志

工組織，提出特色學程學習成就展示，提高參與意願，機構就能堅

持理念持續運行，因此內控機制具有可操作性。

3. 如何運行才能確保機構品質？

終身學習機構多元多樣，在同一個區域存在各種不同特色的終身

學習機構，民眾選擇性非常多，因此終身學習機構品質已成為民眾

關心的議題。確保師資建設機制的運行以及學習成就認證機制的推

動，可以提升機構品質獲得民眾信賴，對於財務機制也有所助益，

有經費能啟動課程機制來吸引民眾參與，因此內控機制是一個可實

踐的管理工具。

陸、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首先梳理終身學習發展政策，瞭解終身學習機構的類型與

營運模式，分析終身學習機構參與主體，建構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

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對3家終身學習機構進行實地研究，討論內控

機制內涵與相互關係後，以達成本研究之目的。

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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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構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與內涵

1. 財務支援機制：財務支持機制對於機構永續經營是非常重要

的，而要讓財務支持機制順利運行，必須通過多元化經費來源方

式：政府撥款或個人出資、專案競爭申請、社會捐助，學費收入等4

種措施來構建才能永續經營。

2. 師資建設機制：師資建設機制對於學員持續學習起到關鍵作

用，而要讓師資建設機制順利運行，聘任教師標準必須包括：教師

經驗、教師專業、教師向心、教師用心等4種標準來構建才能永續經

營。

3. 課程管理機制：課程管理機制對於終身學習機構特色具有鮮

明的印象，而要讓課程管理機制順利運行，課程設置必須包括：依

循辦學理念、發揚在地特色、重視創新精神等3種理念來構建才能永

續經營。

4. 志工組織機制：志工組織機制對於終身學習機構社會服務具

有重要的作用，而要讓志工組織機制順利運行，必須包括：使命賦

予、志工訓練、志工表揚等3項措施來構建才能凝聚志工向心。

5. 學習成就認證機制：學習成就認證機制對於學員持續參與學

習有著重要的動力與作用，而要讓學習成就認證機制順利運行，必

須通過頒發結業證書、非正規課程學分證書或職業技術認證、學期

成果發表會、學習成果位階晉升制度等4種措施來構建才能完善。

（二）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特點

終身學習內控機制是基於理論與參與主體需求而建構，可採用內

控機制檢視現有機構之運行，從每個機制內涵中，檢視機構現有各

機制運行現況，對於運行較佳的機制可持續發展，對於運行不足的

機制可以補足，通過內控機制互相制約，疊加共生的效應，對於機

構運行產生疊加效益，歸納終身學習機構內控機制特點：1. 具理論

性的指導作用；2. 具操作性的發展方式；3. 具實踐性的管理工具。



113

二、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臺灣終身教育範圍包含非常廣泛，包括基本學力補習教育、新住

民學力教育、職業訓練教育、家庭教育、社區教育、通識教育、宗

教及藝術教育、高齡教育等都包含在終身教育範疇型態非常多元，

而本研究乃針對大多數終身學習參與人口之機構進行討論，因此本

研究仍存在涵蓋面不足與機構分類細化不足之處。未來將朝終身學

習機構評估研究發展，期望能更有效的幫助終身學習機構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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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編碼表

1 機構規模 1.1  人力資源

 1.2  教師規模

 1.3  班級規模

 1.4  場地環境

 1.5  學員規模

2 師資範疇 2.1  教師專業

 2.2  教師訓練

 2.3  教師親和力

 2.4  教師聘任

3 學費規劃 3.1  學分學費

 3.2  弱勢優惠

 3.3  免學費

 3.4  部分課程酌收費用

4 課程規劃 4.1  戶外教學

 4.2  辦學特色

 4.3  社團活動

 4.4  上課時間

 4.5  課程

 4.6  講座活動

 4.7  課程設置

5 學習情形 5.1  學員資料

      5.1.1 學員學歷

      5.1.2 學員職業

      5.1.3 學員年齡

     5.1.4 無年齡限制

      5.1.5 入會資格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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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學習輔導機制

 5.3  學習方式

      5.3.1 數位學習

 5.4  參加因素

 5.5  持續學習

 5.6  學習成就

 5.7  學習意願

 5.8  不同機構之經驗

 5.9  學習期望

 5.10  學習感受

 5.11  旅遊

6 組織目標理念 6.1  營運初期狀況

 6.2  成立目標

 6.3  經營理念

 6.4  開課原因凝聚社區

      6.4.1 藝文會

      6.4.2 長春會

      6.4.3 關懷據點

7 志工隊 7.1  志工培訓機制

8 其他單位來參訪

9 經費來源  9.1  企劃書

  9.2  主動查詢申請

  9.3  經費申請

10 評鑑 

11 學習成就認證 11.1  學分抵免

 11.2  沒有任何認證

 11.3  學習證書

 11.4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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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s of 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ions

Ching-Ming Chang*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policies depends on the 

practice of 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ions. However, these institutions still 
face many problems. This article takes 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io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and constructs an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to solve 
their related problems.

The Gowin’s Ve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concept was used for 
this study, and through a sociology and pedagogy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framework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s of 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ions were constructed.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ree 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ions of different competent authorities 
were selected for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is represented by the existence of 
mutual restriction and symbiosis, and it is more applicable under three 
conditions: more than 13,000 US dollars of per capita income, complete 
lifelong learning laws and policies, and sufficiently qualified teachers. 
Finally,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ve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s of 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nstitution operation and effectively solve institution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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