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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对汽车维修技术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促使大量学生学习汽
车维修专业,以适应企业和市场的需求。那么如何培养具有较高层次的维修技术人才,这就给技工院校画
了个问号。为此不断的进行课程改革、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更新教学方法、教学理念、加
强实习和实训设备的建设,将是所有技工教育急需解决的问题。实行一体化教学将体现出技工院校推行
汽车维修教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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