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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力资源的国际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杠杆必然推动以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国际交流能力和丰富国际知识的人才为直接目标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课程
体系的设计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国际化课程进课堂将是未来大学培养国际化人才的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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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provides significant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demand lever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 will inevitab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with the direct goal of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international vis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rich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s to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future, the desig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is the core element to the talent training, and the mode that brings international courses into
domestic classes will be the main channel to cultivate the international talents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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