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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英语课程在新的制度背景下,应根据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及就业需求进行改革。本文从
英语课程在“1+X”证书制度下的作用出发,通过对高职英语课程教学现状进行分析,从课程设置、教学
内容及教师团队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课程教学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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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Li Xu, Hui Li
Yueyang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Abstract] Under the new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English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be
reformed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needs. Based on the
role of English courses in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English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of course
teaching from three aspects: curriculum sett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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