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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师资力量紧张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外聘教师在高校教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外聘

教师不在高校编制之内,管理难度较大,严重影响了教学效率。本文通过分析高校外聘教师管理现状,并且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
以此来帮助高校教学秘书加强外聘教师管理,不断地壮大师资队伍力量,更好地完成教育工作。
[关键词] 高校教育；外聘教师；管理现状；完善对策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Status and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of External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ia Pu
Beijing College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problem of shortage of teachers' strength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External teach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the external teachers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management
is difficult,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anagement of external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in order to help college teaching secretaries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external teachers, and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 strength of the masters and team members to better complete the education work.
[Key words] college education； external teachers； management status；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近年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身管理不到位,对外聘教师缺乏吸引力。其二,专业比较冷门,

下,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尤其是国

外聘教师对口专业人才少。尤其是一些新兴专业,很少有专

家教育部门针对中小学、高校等所实施的教育改革政策,更

业的教师能够承担教学任务,高校只能降低标准,招聘非专

是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教育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

业对口或者与其他专业同时兼职的教师。其三,高校支付的

景下,教育改革成为各个学校的主旋律。尤其是对于高校而

费用报酬较低,对外聘教师吸引力不足,外聘教师也就不愿

言,不仅要在教育改革背景下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更要面

意接受聘请。

临高校扩招所带来的师资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为此,高校教

1.2 外聘教师流动性较大

师作为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如

高校的外聘队伍不固定,流动性大导致了管理难度高。出

何建立一支高质量、高素质、人数充足的师资队伍受到了高

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外聘教师一般都不是专

校教学管理者的高度关注。外聘教师作为一定区域内在某学

业从事教育工作,大多是企业中的员工,受到企业考勤等多方

科研究领域有着独到见解和学术成果的高级教师,逐渐成为

面因素的限制,无法固定出任授课。二是当前诸多高校都争相

高校提升教师队伍素质、解决学校师资数量不足的关键所

聘请,竞争压力大,而外聘教师希望能够到薪资报酬更高的学

在。而外聘教师由于在体制上并不属于高校内部,作为外聘

校去任课,当有其他学校提出更高的酬劳时,外聘教师就可能

而来的高级教师,如何通过有效的管理确保其自身作用的充

离开原来任教的高校去其他学校。三是外聘教师教学能力不

分发挥呢,这成为当前高校管理者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足,容易在教学过程中出现问题,导致被高校解聘。

直接关系着高校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成效。为此,我们有必
要针对高校外聘教师管理问题展开一番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1.3 准入机制不完善
当前高校的外聘教师招聘工作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

1 高校外聘教师管理现状

是因为还未能制定完善的准入机制。一方面,高校未能针对

1.1 部分专业聘请外聘教师难度较大

人力资源部门制定严格的招聘任务目标,虽然在各个招聘网

当前高校要想聘请高能力高素质的外聘教师,普遍难度

站发布了相关信息,但是却很难在短时间内招聘到教师,其

比较高,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一,高校的客观因素,

工作效率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准入机制不够完善,人力资源

例如学校地理位置偏僻,外聘教师前来任教不方便,高校自

部门在招聘的时候随意性强,甚至有可能因为人情关系而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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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那些能力不强的教师进入高校担任教学工作。这就使得外

2.2 建立稳定的外聘教师队伍

聘教师的整体素质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除了通过提高薪资报酬来留住高素质的人才之外,高校

1.4 奖励激励机制不健全

教学秘书还应当加强与外聘教师之间的交流,认真对待外聘

奖励激励机制,对于提高外聘教师工作积极性,留住高

教师所反馈的意见和建议,让外聘教师感受到自己受到高校

素质人才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高校外聘教师奖

重视,对高校产生归属感,从而能够更好地融入到高校教育

励激励机制还不够健全。有些外聘教师为了获得更多的授课

教学工作中。另外,针对外聘教师教学工作与企业工作时间

费用,会故意拖延授课进度,并且对于一些补贴等管理不到

冲突的问题,高校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教学时间安排

位,使得外聘教师缺乏工作热情,难以留住外聘教师。另外,

方面,高校应当提前与外聘教师进行沟通,尽量避免冲突,在

由于目前很多高校对外聘教师提供的是固定的工资,缺乏严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外聘教师进行弹性工作。除此之外,

格的奖惩制度,难以通过激励机制引导教师努力提升自身教

高校还应当积极地邀请外聘教师参与学校的各类活动,积极

学水平,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组织外聘教师培训等,从而形成稳定的外聘教师队伍。

1.5 缺乏有力的教学监管

2.3 设立合理的外聘教师准入机制

外聘教师一般有着较强的实践能力,在工作实践方面的

要保证外聘教师队伍的素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从源头

经验比较丰富,但是对于普通课程教学了解不够透彻。而高

上把好招聘的关卡。高校管理者应当对人力资源部门加强管

校对于外聘教师的教学管理力度不足,导致了其教学质量并

理,使其能够根据高校的教学工作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外

不理想。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为教学方法比较枯燥单一,通

聘教师招聘工作。一方面要采用多样化的形式发布招聘信息,

常是对照教材简单地梳理一下理论知识,随后就是向学生演

如大型招聘网站、相关专业企业宣传等等,让更多的外聘教

示实践方面的内容,由学生进行模仿学习。而学生只能处于

师有机会了解高校,愿意参与到高校教学工作中来。另一方

被动接受知识的境地,学习积极性不强。而高校缺乏教学监

面,则是制定严格的外聘教师准入制度并且按照标准来执行,

管,无法帮助外聘教师提升教学能力,导致了教学效率低下。

对应聘的教师进行严格的考核,符合要求的才能进入高校任

1.6 教研活动参与度不够

教,杜绝依靠人情关系等方式获取任教的机会。

大多数高校的专业教研活动只对本校编制内的教师开

2.4 制定完善的外聘教师奖励激励机制

放,而外聘教师不允许申请。这就使得外聘教师缺乏参与教

首先,高校教学秘书应当帮助管理者制定规范的外聘教

研活动的机会。而专业教研是对教学工作进行研究,提升教

师奖励激励制度,对外聘教师教学工作中涉及到的各项内容

师教学实力的机会,外聘教师无法参与教研活动,也就很难

进行详细的评估,从而对其整体工作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评

获得教学水平上的提升。另外,虽然有些高校会举办教师培

价。其次,对于外聘教师的评价信息要做好保存工作,为之后

训、讲座等活动,但是只关注本校在编教师的参与情况,对于

对外聘教师的续聘工作做好准备。最后,要将对外聘教师的评

外聘教师并不强制,而外聘教师通常受到自身工作时间等因

价与绩效考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于在考核中表现良好、教

素的限制,也极少参加,参与度较低。

学质量佳的教师,要给予相应的薪资等方面的奖励,而对于那

1.7 缺乏高效的交流沟通

些不符合期望的教师要加强管理,必要的时候可以解聘。

高校聘用外聘教师进行教学工作,只是关注其教学方面

2.5 加强对外聘教师的教学监管

的情况,很少与外聘教师进行深入的沟通交流。而外聘教师

高校教学秘书对外聘教师的教学监管,应当涉及到各个

既要兼顾自身在企业中的工作,又要完成教学任务,同时还

方面：首先,要督促外聘教师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做好授课

要照顾自己的家庭,本身压力就比较大,而所获得的福利却

准备工作,让教学工作的开展,能够与高校教育教学工作总

远不如高校在编教师。当外聘教师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也

体目标相匹配。其次,要加强对教学模式的监管,为了提升教

没有专门的人员进行沟通,无法从高校管理人员那里获得帮

学效率,必须要采用更好的教学模式,督促外聘教师在教学

助,对于教学工作的反馈也不够及时。

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从

2 高校外聘教师管理完善对策

而保证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学习知识。最后,要加强对教学方

2.1 适当提高外聘教师费用报酬

法的监督,鼓励外聘教师通过多媒体教学、互动式教学等多

为了能够让高校聘请到能力强、素质高的外聘教师,高

样化的教学方法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校教学秘书就必须要加强管理,根据具体的授课情况,为外

2.6 提高外聘教师参与教研的积极性

聘教师申请更高的费用报酬。现如今,高校教学工作压力越

高校应当根据专业课程教学工作需求,适当地开放外聘

来越大,高校扩招之后,学生的人数也大幅增长,仅仅依靠校

教师申请教研课题的权限,让外聘教师也有机会加入到高校

内教师远远不够,市场上对于外聘教师的需求越来越多,而

教研团队。如此一来,外聘教师就能够真正地融入到高校的

高校要想招聘到更多更好的外聘教师,就必须通过薪资福利

教师队伍当中,以自身丰富的实践经验,与高校在编教师进

等来吸引人才,并且留住人才,从而保证外聘教师能够帮助

行专业方面的交流,从而互帮互助,共同提升教学能力。另外,

高校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

高校还应当积极鼓励外聘教师参与各项活动,并且将其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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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党员志愿者服务的“五小五大”工作法
钱忆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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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志愿服务队伍已经成为时下一支重要的社会服务队伍,高职院校作为社会志愿服务力量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发

展的速度不断加快,规模不断壮大。在高校志愿工作长期开展的过程中,本应作为主力的学生党员群体,却存在着榜样示范性体
现不强,意识不够等问题。支部工作在服务管理和激励机制上也存在问题,共同导致学生党员志愿者榜样示范作用不突出。文
章将对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在年轻志愿服务工作中的如何体验榜样示范性进行探讨,并提出措施和方案。
[关键词] 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志愿者；榜样示范

The "Five Small Five Big" Work Method of Student Party Member Volunteer Service
Qian Yi
Ningbo Polytechnic
[Abstract] Volunteer service tea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cial service team nowaday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volunteer servic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accelerating their development speed and expanding their
scale. I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volunteer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group of student party
members who should have been the main force has problems such as the demonstration of not being strong and the
lack of awareness.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in the service management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of the branch work,
which together lead to the demonstration role of the student party member volunteers is not prominent. The article
will discuss how the student party member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experience role models in the young
volunteer service work, and propose measures and plan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tudent party members； volunteers； role model
1 高职院校党员学生在志愿服务工作中的榜样示范作
用主要存在问题

在入党的过程中存在目标不明确,动机不清晰,党员意识淡
薄,思想政治素养不够、党性修养不足等问题。在发展对象

1.1 学生党员思想政治素养不够

中部分学生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下,在周遭环境的推动下,甚

新时代发展下的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多元化, 导致学生

至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竞争心理盲目把入党作为一种荣誉,盲

研、活动中的表现作为绩效考核的内容之一,以此来激发外

外聘教师准入机制、制定完善的外聘教师奖励激励机制、加

聘教师的参与积极性。

强对外聘教师的教学监管、提高外聘教师参与教研的积极

2.7 加强与外聘教师的交流沟通

性、加强与外聘教师的交流沟通等对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高校教学秘书应当加强与外聘教师的交流沟通,给外聘

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提升外聘教师团队的素质,提高教学质

教师营造一种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在工作方面,要多采纳外

量,为高校培育更多高素质人才奠定良好的师资力量基础。

聘教师的意见建议,重视其反馈的问题,并且对于提出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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