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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会计专业人才需求的缺口越来越大,同时,对高职院校优秀人才
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课堂教学制度,现代学徒制已被引入到会计专业教学之
中,为会计专业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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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gap of the demand for various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is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At the same time, the demand for excellent tal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lso increasing. As a new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classroom teaching system, modern apprenticeship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accounting teaching, which has injected new vitality into account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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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大多数的高职院校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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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新现代学徒制会计实践教
学体系的策略
4.1重构教学理念,重视发挥实践活
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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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底层共享的目的还在于教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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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应当意识到“现代学徒制”的优势,

相关的方法论,更好地指导学生学习,并

造和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实践能力和

进而采取相应对策,包括:重构教学理

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打下

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将大量的优秀

念,重视发挥实践活动的作用;重构教

良好基础。其次所谓中层分立,即在获得

人才运送到企业以满足要求,并节省了

学目标,以技术技能为核心目标;重构

方法论,学习通用知识的基础上,设立特

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成本方面的资本投

教学体系等等教学方式,扎扎实实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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