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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作为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重要场所,不仅需要全职教师的加入,也需要来自各行各
业的兼职教师的助力。在目前的高职院校兼职教师队伍建设中,关于兼职教师的相关政策还不完善,院校
聘用到合适的兼职教师的难度较大,并且对于他们的管理也不够规范,教师本身在教学上的质量还有待
提高。所以政府、高职院校等有关人员都要积极加强对于高职院校兼职教师队伍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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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lace to cultivate application-oriented technical talent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not only the participation of full-time teachers, but also the help of part-time teache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part-time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relevant policies on
part-time teachers are not perfect. It is difficult for colleges to hire appropriate part-time teachers, and their
management is not standardized enough, and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in teaching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other relevant personnel should actively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part-time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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