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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给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为更好服
务于“一带一路”,高职院校要重点培育高职院校国际化人才,这就需要更加专业的国际化师资力量。该
文结合我国高职院校的具体情况,探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高职院校培养国家化师资力量的重要性
及具体措施,以便促进高职院校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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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has encountered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order to better contribute to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China'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focus on culvating international talents which
need more professional international teachers. Based on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and specific measures of training international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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