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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计算机教学在各院校受到广泛重视。各大院校高度重视对在校学生计算机专
业知识教学培养的同时，还应特别注意对在校学生综合德育能力的培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实
现计算机与德育教育的结合，提高计算机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本文分析了高职计算机教
学中加强德育渗透的重要性以及目前高职计算机教学的现状，进而提出了高职计算机教学中德育渗透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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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trengthen the Penet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Computer Teach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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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computer teaching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various
colleges. While all colleg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eaching and training of compute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students in school, they should als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mprehensive
moral education ability. It is necessary for teachers to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computer and moral educ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mputer teaching and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penet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mputer teaching and its current status,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moral education penetr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mputer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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