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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理工学院入学考试探析
许文静
摘

要：印度理工学院作为印度高等教育的瑰宝，
其入学考试被誉为全世界最可信和最具竞争性

高淘汰率的入学考试成为印度理工学院保持领先地位的法宝之一。
通过对印度理工学院入学考
的考试。
试——
—JEE 的考试管理、
考试模式等方面的探析发现，
与印度其他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相比，
JEE 有着自
己的特点与优势，
而这些对于我国的热点问题
“高考改革”
有着独特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印度理工学院；IITs- JEE；高考改革

作为印度最顶尖的工程教育和研究机构，印度

试，而录取率仅为 ２％左右。２００４ 年，有 １７．５ 万人参

理工学院被誉为印度“科学皇冠上的瑰宝”，他们由

加了联合入学考试，只有 ２．６％的人获得入学资格，

议会通过立法建立，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全部经费

而申请印度理工学院失败的学生成功获得美国一流

考试和授予学位方面
由中央政府拨款，在学术研究、

工程学院的入学通知书的情况也并不鲜见［２］。

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其教学质量可以与世界一流大

一、IITs - J EE 概况

—老
学相媲美。目前印度已经拥有九所理工学院——
牌的德里（Ｄｅｌｈｉ）理工学院、坎普尔（Ｋａｎｐｕｒ）理工学

ＩＩＴｓ－ＪＥＥ 一般在 ４ 月份的一个星期天举行，考

院、卡拉哈格普尔（Ｋｈａｒａｇｐｕｒ）理工学院、马德拉斯

生可以采用网络或者非网络的形式报考。该考试包

（Ｍａｄｒａｓ）理工学院、孟买（Ｍｕｍｂａｉ）理工学院、瓜哈

括上午、下午各一场考试，每场考试 ３ 个小时，上午

提（Ｇｕｗａｈａｔｉ）理工学院、卢里克（Ｒｏｏｒｋｅｅ）理工学院，

的考试为 ９ 点到 １２ 点考一卷，下午为 １４ 点到 １７ 点

以及新建立的瓦拉纳西（Ｖａｒａｎａｓｉ）理工学院和丹巴

考二卷。两场考试都只包含三个独立的单元：化学、

德（Ｄｈａｎｂａｄ）理工学院。在印度，人们通常认为，一

数学和物理。而且，该考试是一种标准化考试，所有

流学生上印度理工学院，二流的学生才选择国外著

的题目都是客观题，答案必须使用 ＨＢ 铅笔填在特

名大学。因此，几乎所有的印度学生都将印度理工

殊设计的机读卡上。考生可以任意选择使用英文或

学院视为自己理想学府，并为之而奋斗。在印度的

者印地语作为答题语言，在填写申请表格时就要确

高等教育系统中，印度理工学院拥有自己独立的管

定所选择的语言，且考试语言一旦确定，在以后的考

理系统，
其入学考试也区别于一般的大学入学考试，

试阶段不能更改。具有视力障碍的考生可以要求提

他们通过 理 工 学 院 联 合 入 学 考 试（ＩＩＴｓ－ＪＥＥ，Ｊｏｉｎｔ

供扩大 ２０％字体的试卷来进行答题。考试的时候不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来招收学生。

允许使用任何计算辅助设备。

ＩＩＴｓ－ＪＥＥ 被誉为“世界上最可信的和最具竞争

考试后一个半月左右公布考试成绩。报考建筑

性的入学考试之一”［１］，为各印度理工学院招收了大

和设计本科专业的考生在参加完普通考试之后，必

量高素质学生。每年约有 ２０ 万考生报名参加该考

须参加一个性向测试（ａｐｔｉｔｕｔｅ ｔｅｓｔ）。该性向测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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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在 ６ 月份举行，考试时间同样为 ３ 个小时，从 １０

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之后。考生的出生日期以记录

点考到 １３ 点。未能通过性向测试的考生，即使通过

在高中毕业证书、第一委员会证书或者大学预科证

了之前的考试，也不能就读印度理工学院的建筑和

书上的为准。如果以上证书没有记录考生出生日期

设计专业。
性向测试的考试语言只能是英语。印度理

的，考生必须提供一个足以证明其出生日期的原始

工学院最终的录取结果会在 ９ 月份对外公布。

证书来报考，否则他们将会被取消考试资格。
除了以上的这些资格限制之外，报名参加该考

二、
IITs - J EE 的特点

试的考生不能是已经被任何一所理工学院录取的自

印度高等教育机构的结构层次多样，不同的高

费生。

等教育机构采用的入学考试也各不相同。有的大学

（二）充分考虑社会公平

直接以 １０＋２ 年级毕业考试成绩作为大学录取的依

印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等级社会，壁垒森严的

据，也有大学采取像印度理工学院一样的二次考试

等级制度在社会中无处不在，低种姓阶层与残疾人

制度。但是，通过对印度名目繁多的“高考”类型进

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作为为印度最顶级的高等院

行研究后发现，和其他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相比，ＪＥＥ

校招收学生的 ＩＩＴｓ－ＪＥＥ，在整个考试管理过程充分

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

考虑到了社会公平的实现。

（一）报考条件严格

１． 在报考资格方面有所放宽

因为参加 ＩＩＴｓ－ＪＥＥ 是进入印度理工学院的唯

参加 ＩＩＴｓ－ＪＥＥ 的考生必须首先通过印度相关

一途径，而进入印度理工学院就读几乎是全印度高

的公开资格考试，这些资格考试通过的标准一般是

中生梦想。正是由于 ＩＩＴｓ－ＪＥＥ 承担着重要使命，因

成绩达到总成绩的 ６０％，但是表列种姓、表列部落

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够报考该考试，它有极其

和身体残疾的考生资格考试成绩只要达到总成绩的

严格的限制条件。

５５％即可［３］。这些通过资格考试的学生在报考的年龄

１． 报考次数限制

限制也有所不同，一般的年龄上限是 ２５ 周岁，但是

参加 ＩＩＴｓ－ＪＥＥ 的考生只能参加通过资格考试

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身体残疾的考生年龄上限放

当年及次年的两次连续考试，即参加过 ０７ 年或者更

宽到 ３０ 周岁。

早 ＩＩＴｓ－ＪＥＥ 的考生就不允许参加 ０９ 年的该考试。

２． 执行“保留席位”
政策

２． 资格考试限制

“保留席位”政策的惠及对象主要是印度的其他

报考印度理工学院的学生必须通过前一年或者

落后阶层（ＯＢＣ）、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以及身体残

当年的相关资格考试，比如：申请参加 ０９ 年 Ｉ－

疾的人。在印度通过立法为其他落后阶层保留 ２７％的

ＩＴｓ－ＪＥＥ 的考生，
必须通过 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以后的资

大学入学比例、并把公立大学的配额比例提高到

格考试。这些资格考试包括：
任何公认的中央或者邦

４９．５％［４］。印度理工学院作为印度最优秀大学也不例

委员会（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新德里；印度学校证

外，
坚持执行保留政策。首先对于其他落后阶层考试，

书考试委员会，
新德里；
等）实施的 １０＋２ 系统的毕业

老牌的印度理工学院为其保留 １８％的录取名额；
新建

考试；由公认的委员会或者大学举行的中学或者大

理工学院的 ２７％的录取名额为其保留。对于表列种姓

学预科考试；
剑桥大学的高中证书考试；
等等。

和表列部落考生，分别为他们保留 １５％和 ７．５％的录

３． 年龄限制

取名额［５］。此外，
如果为其保留的录取名额没有招满，

对于一般的印度考试和其他落后阶层的考生，

就会招收少量成绩低于合格线的此类学生进入到预

必须小于 ２５ 周岁才能报考 ＩＩＴｓ－ＪＥＥ，即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科进行学习，
为下一次的 ＩＩＴｓ－ＪＥＥ 做准备。预科课程

月 １ 日以后出生的该类别考生才能报考 ２００９ 年的

学习完成较好的学生甚至可以直接进入到本科阶段

考试。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考生的报考年龄放宽到

的学习。对于身体有残疾、
且有资格参加 ＩＩＴｓ－ＪＥＥ 的

３０ 周岁，即报考 ２００９ 年考试的考生出生日期必须

考生，在该考生能够完成学业的情况下，印度政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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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经过改革，ＩＩＴｓ－ＪＥＥ 考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定必须为其保留至少 ３％的录取名额。
３． 设立多个考试中心

变化。总结整个考试的变化可以看出，改革后的考试

印度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差别很大。为了发展

更加的公平与人性化，其中关于考试资格的限制目

落后地区经济，在建立印度理工学院的时候，并没有

的都是为了使得考生不再年复一年地投入到也许并

将其全部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ＩＩＴｓ－ＪＥＥ 的考试中

不适合自己的努力上去，考试的“累人”从某种程度

心则是以各理工学院为中心建立，因而，可以说 Ｉ－

上得到了缓和。

ＩＴｓ－ＪＥＥ 考试中心覆盖了整个国家，仅孟买地区就

三、IITs - J EE 对我国高考改革的启示

设有 ３０ 个考试中心［６］。这使得印度的考生能够很容
易的参加 ＩＩＴｓ－ＪＥＥ，而且在报考 ＩＩＴｓ－ＪＥＥ 时，考试

事实证明，入学考试——
—ＩＩＴｓ－ＪＥＥ 对印度理工

中心会特别注明：考生选择参加考试的考试中心对

学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选拔性考试，
Ｉ－

考生的报考与录取没有任何影响。这样就解决了落

ＩＴｓ－ＪＥＥ 并没有忽略考试的公平性和科学性，
而这些

后地区，
以及家庭困难考生参加考试的费用问题，大

从整个考试管理过程与考试内容的设计中可以看出

大方便了考生的报考。

来。我国的高考是我国高校招生最主要的形式，
由于
关系到绝大多数家庭的命运，
因而一直处于舆论的风

（三）顺应社会需求不断变革
在印度，ＩＩＴｓ－ＪＥＥ 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的 Ｉ－

口浪尖之上，
高考改革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虽

ＩＴｓ－ＪＥＥ 开始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多年来一直不断

然印度 ＩＩＴｓ－ＪＥＥ 与我国的高考性质不同，承担着不

发展完善。刚开始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考试语言的

同的使命，它的很多方面都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但是

使用等问题。近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其中还是有一些做法值得我国高考改革借鉴。
（一）部分高校或者部分专业采取第二次考试

为了解决长期以来 ＩＩＴｓ－ＪＥＥ 中的一些问题，以及为
了 更 好 的 为 印 度 理 工 学 院 招 收 合 格 的 学 生 ，Ｉ－

模式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ＩＩＴｓ－ＪＥＥ 实际上是

ＩＴｓ－ＪＥＥ 开始一些新的改革。
２０００ 年，
ＩＩＴｓ－ＪＥＥ 改革为两阶段考试的模式，

印度理工学院招生采取的第二次考试。由于有报考

其中第一阶段为筛选考试，第二阶段为主要考试

资格的限制，适龄考生在通过 ＩＩＴｓ－ＪＥＥ 认证的资格

（Ｍａｉ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筛选考试只有一张试卷，包括

考试之后，还要符合身体、报考次数等各方面的限

数学、化学和物理三科，全部为客观题，考试时间为

制，经过这些条件的筛选，能够报名参加 ＩＩＴｓ－ＪＥＥ

３ 个小时，目的是考察考生学习专业知识所需的知

考试的实际上已经是佼佼者了。由于之前的资格考

识以及才能；而主要考试则分为数学、化学和物理三

试可以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可以看作为是理工学

场独立的考试，考题全部为主观题，每场考试 ２ 个小

院招生的第一次考试。ＩＩＴｓ－ＪＥＥ，即第二次考试，整

时，
目的是考察考生的分析能力［７］。为了减轻学生的

个考试过程只需要考进入理工学院学习所特殊需要

学习负担，到了 ２００６ 年，这种考试模式开始改为现

的化学、数学和物理三科即可。另外，由于语言的重

在的模式，即不分为两阶段考试，在同一天，采用两

要作用，考试限定必须选择英语和印地语当中的一

张形式相同的试卷进行两场考试，题型全部为客观

种进行答题。
对于有更多需要的学科，比如建筑和设

题的形式。由于改革前第一阶段的筛选考试主要目

计专业，还专门设置了加试。实施这一切的目的都是

的是为了筛选出较优秀学生，改革之后，第一阶段考

为了选拔到符合印度理工学院需要的考生。

试的筛选功能消失。为此，２００５ 年推出的改革意见

关于我国的高考改革，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在

中，
开始增加多条报考的限制条件。其中包括：报考

接受访谈时曾经提出：
“在制度上，从长远看可以学

次数限制、
高中毕业成绩限制、
考生报考年龄限制等

习发达国家做法，即全国先进行一轮侧重基础知识

等，
在前文已经做过详细介绍。

的标准化考试，能通过的考生进入第二轮考试，到你

不管是改革之前还是改革之后，ＩＩＴｓ－ＪＥＥ 都是

选报的学校去考，各校自己出题，体现学校和专业特

印度理工学院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但是很明显可

色。”［８］由于我国实际条件的限制，刘教授提出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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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考试难以实施。但是，我们将两次考试的模式作

会公平的体现。进入印度理工学院就意味着成为社会

为我们努力的方向，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采用第二

的精英，虽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是有人想尽办

次考试为部分统一考试的形式，有着相同需要的高

法要进去学习，
而 ＩＩＴｓ－ＪＥＥ 就是这个
“独木桥”
。未改

等院校可以联合起来实施统一的第二次考试，考试

革之前，
很多家庭情况较好的考生只认准印度理工学

形式可以根据这些学校的需要来选择。这样做，不

复习很多年和
院，
不断的复习报考。同样的考试内容，

但可以节约资源，还有利于促进第二次考试的公平。

高中刚毕业的学生一起来竞争有限的录取机会多数

（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考试中心

都更具优势。改革之后，
考生只能参加两次 ＩＩＴｓ－ＪＥＥ，

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贫富分化极其严重的国

即使没有考上，
考生也可以为申请其他大学做好充分

家，但是不管处于印度什么地方，属于什么社会阶层

准备。而且，
ＩＩＴｓ－ＪＥＥ 并没有对考试次数进行完全的

的印度学生，都在为着 ＪＥＥ 而努力奋斗。除了学生

限制，第一年因故未能参加考试，或者考试发挥失常

自发选择的课后补习班等复习费用之外，单单报名

的考生，
都可以拥有再一次考试机会。
在我国，鉴于当前很多考生为了上名牌大学盲

考试的考试成本并不高。学生不需要去自己想要报
考的学校参加考试。ＩＩＴｓ－ＪＥＥ 考试委员会以分布在

目复读的现象，我国重点大学则可以借鉴这种方式，

各地的理工学院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很

对报考该大学的考生考试次数进行限制。如果建立

多个考试中心，考生无需长途跋涉，即可参加考试。

起这样的一种制度，可以促使考生对高考进行理性

而且，考生选择参加考试的考试中心，对考生的报考

思考，认清自己的能力与目标，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

与录取没有任何影响。

道路，而现在社会上出现的“考霸”这一现象也会随

刘海峰教授在提出高考实行
“两次考试”的时候

之消失。同时也为广大应届考生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也提到，在我国要实施两次考试必须要具备两个条
件：一是交通便利，二是民众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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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类似于考试中心的政府机构的存在，如果将这些
“考试中心”与两次“统一”高考结合起来，则可以解
决以上的两个条件的限制。不但可以使考生受益，
也可以使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
（三）国家重点大学限制考试次数
经过改革之后，
ＩＩＴｓ－ＪＥＥ 对考生参加该考试的
次数作了限制与规定：
考生只有在通过资格考试当年
和次年有两次参加 ＩＩＴｓ－ＪＥＥ 的机会。简单看来，
这种
规定限制了考试的社会公平，这样进行限制之后，
大
量的考生被排除在了印度理工学院的大门之外。但
是，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另一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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