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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高职院校为了提高教学水平,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尝试工学交
替、订单培养等人才培养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需求,但是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毕业生岗前培训很长时间才能成为一名合格员工的问题。这也意味着新时期背景下,高职院校需要
不断创新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适合人才发展的教学路径。现代学徒制作为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完善高职学院人才培养机制,能够充分满足高职学院人才培养需求。因此,本文针对高职学院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主要特征进行分析,深入研究其实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提出几点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模式运行机制,希望能够为专业人士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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