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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
“全球化与市场化”
经济发展目标的推动下，印度高等教育涉外办学在本世纪初得到迅速发展。
为进一步从法制层面对涉外办学进行规范，2010 年 3 月印度内阁通过《外国教育机构法案》，对外国教育机
构的准入与审批、运营与监管、
质量保证与预防商业化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法案》的出台引起了印度
各界的广泛热议，争议焦点在于：
《法案》是否有利于增加民众的入学机会，是否有助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引
进，
是否能够节约外汇等。目前《法案》正等待印度议院的最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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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eig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ill in India: Context, Content and Controvers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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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ed by the objectives of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a number of foreig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ave offered educational programs in Indi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all the foreig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dia's cabinet has approved The Foreig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ill on March, 2010, laying out stipulations on the entry and approval, operation and supervis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anti -commercialization for foreign education providers. The Bill, which has engendered
heated controversy, is still pending in Parli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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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高等教育界所瞩目的印度《外国教育机构

行规范。《法案》公布后引起印度各界的广泛热议，也

法案》
（以下简称《法案》
）于 2010 年 3 月获得内阁一致

引起拟进入印度办学的欧、美、澳等世界其他地区高

通过，
5 月提交印度议院审议。按照印度立法程序，获

校的关注。本文对该《法案》的出台背景、
内容特点、
争

得内阁通过的法案，一旦再经议院通过即成为法律。

议焦点进行分析与阐述，以期准确把握该《法案》的要

作为印度第一部专门规范涉外办学的法案，它在适用

点与精髓。

范围上将融合以往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 （以下简称
UGC）和印度大学技术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 AICTE）
等分别出台的部门性法规、法令为一体，对进入印度
的外国教育提供者、外国教育机构及其运营与发展进

一、
《法案》的出台背景
（一）印度经济市场化、
教育国际化的推动
1991 年纳拉辛哈·拉奥执政后，为摆脱国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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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印度开始掀起一场“以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

办、认可与监督、违反规定的后果等，其内容涵盖（并

自由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
运动 。从 20 世纪 90 年代

适用于） 涉外办学问题；二是 AICTE 于 2003 年签发

起印度便进入了以“全球化与市场化”为特征的发展

《关于技术教育类外国大学/机构准入和运作条例》

时期。为了配合这一经济改革运动，在教育领域也开

（2005 年 5 月 16 日重新修订），这一条例发布的目的

始进行相应改革。1992 年印度政府相继颁布《国家教

是促进印度与外国技术教育类大学之间的合作，对

育政策修正案》及新的《行动计划》，推进高等教育的

已在印度提供教育与培训服务的外国大学/机构在运

地方自治，同时，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制定有关私人投

营方面进行制度化，维护印度学生群体利益并保证

资高等教育的政策框架。2003 年印度 UGC 颁布《关于

各种法定机构出台的规范与标准的一致化，加强外

私立大学设立标准之规定》，对私立大学的申请与开

国教育提供者的责任，阻止未经认可的大学/机构进

办、设立与认可、运行与监管等具体运作进行了明确

入印度，对不法机构采取惩罚性措施，保障印度国家

规定。与此同时，
在经济“全球化与市场化”
背景下，
印

利益；三是其他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原则上，

度在教育领域里也加快了国际化改革的步伐。2000 年

在 印 度 的 涉 外 办 学 还 受 到 《大 学 拨 款 委 员 会 法》

[1]

印度《外商直接投资法》
（以下简称 FDI）颁布，外商在

（1956 年）的规定。

高等教育领域内 100%的投资得到许可，外国资金可

因此，寻求一种统一协调的机制来促进声誉卓

以直接在印度投资高中后教育，
开设教育机构 。私人

著的外国教育机构进入印度，推动印度涉外办学朝

与外商投资高等教育的规定，促进了印度涉外办学的

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成为印度政府迫切需要解

发展。

决的问题。

[2]

（二）印度涉外办学实践发展的客观需求
由于 FDI 的实施，印度涉外办学在本世纪初得到

二、
《法案》的主要内容

了迅速发展，但是，大量外国教育机构在印度办学也

《法案》由“序言”
、
“ 外国教育机构”
、
“ 处罚”
、
“其

产生了种种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外

他”等四章十七条构成，这些条款分别对外国教育机

国教育机构的商业化行为严重，政府却缺乏相应的政

构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外国教育机构在印度办

策与法规约束。一些外国办学机构运用不良手段引诱

学的准入和运作、
质量保障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3]。

甚至欺骗学生，但由于缺乏政策和规范的约束，给一

（一）对外国教育机构的界定

些外国教育机构的商业化行为或各种不法实践提供

《法案》界定，
“外国教育机构”必须同时具备如下

了可乘之机。第二，印度对涉外办学的管理体系较为

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在印度之外的国家已经成立

混乱。目前，
印度涉外办学的审批、
管理和监督主要由

或已注册，且须经本国合法权威机构认证，从事教育

人力资源开发部、
UGC 和 AICTE 共同负责。人力资源

服务年限至少二十年以上的办学机构；第二，在印度

开发部是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有关教育政策的最高

提供以颁授学位或文凭或证书或其他任何通过传统

部门，它通过 UGC 来行使涉外办学的发展与规划；

方式（包括课堂教学方法、不包括远距离模式）为目的

UGC 负责涉外办学机构的审批、监督以及学位和文凭

的课程学习的机构，教育服务方式为独立提供，或与

证书的颁发，包括通过与外国教育机构合作颁发的学

印度任何教育机构以合作、合伙或双边协议的方式开

位和文凭证书；
AICTE 负责管理与技术教育有关的

展。“外国教育提供者”的定义：一个由印度中央政府

（包括建筑学、城镇规划学、管理学和药学教育等）涉

正式通告的外国教育机构，是经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推

外办学机构。这一多头管理局面一方面造成各板块间

荐，有能力在印度办学并可颁授本科、硕士、博士学

产生缝隙，给不法办学者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也难

位，文凭或任何其他相应的资格证书（远距离模式除

免带来执行中的乏力行为。例如对于目前在印度究竟

外）的机构。外国教育机构只有其外国教育提供者的

有多少国际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相关的管理部门缺

地位获得中央政府的认可后（须在《政府公报》中公

乏准确的统计数据。第三，目前印度现有的涉外办学

布），才可以以颁授学位或文凭为指向在印度招收学

法制体系也较为凌乱，有必要进行整合使之完善和系

生、
收取学费。

统化。现有的适用涉外办学管理的法制体系包括三个

（二）对外国教育机构准入和资金运作的规定

方面：
一是 UGC 于 2003 年颁布的《关于私立大学设立

《法案》对外国教育机构准入的规定，除了上述对

标准之规定》，内容包括私立大学的定义、申请与开

“外国教育机构”界定时明确指出须具备的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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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教育论坛 2014 年第 12 卷第 2 期

Fudan Education Forum 2014． Vol．12，
No．2

外，还需符合以下条件：第一，须有不低于 5 亿卢比

将有助于以新的方式来衡量教育质量，为学生提供了

（约 1100 万美元）的存款作为保证金；第二，须有相应

更多的选择性，并有利于提高印度高等教育系统的竞

的资金和其他资源作为在印度办学的条件；第三，在

争性，是促进涉外办学向着有序规范方向发展的里程

运营中获得的收入，使用的比例不得超过 75%，且这

碑。相反，反对者则认为《法案》将会限制高等教育入

些资金只能用于在印度的该办学机构的发展，剩余部

学机会，并导致高等教育的商业化行为，是将印度教

分应当存入银行作为本金；第四，外国教育提供者在

育系统进行出售的标志[4]。当然，
也有些人主张应当有

印度产生的收入，除满足该机构在印度的运营花费之

限制地引入那些有声誉的大学。主要的争议焦点集中

后，其盈余收入只能用于该教育机构在印度的发展，

于如下几个方面。

不得汇回本国。
（三）对质量保障的规定

（一）
《法案》是否有利于增加入学机会
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很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

对于涉外办学质量的控制，
《法案》 主要从课程

组织出版的《全球教育文摘 2009》的统计，印度的毛入

与师资入手。如《法案》规定，外国教育提供者应当保

学率为 12%，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约 23%）的一半，远

证其在印度所提供的课程和项目符合法定权威机构

低于美国（82%）、伊朗（31%）、古巴（109%）等，也低于

所设定的标准，至于在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师资聘

中国（23%）[5]。毛入学率低的直接原因是缺乏相应的高

用或教育教学方式上，要与该外国教育机构在本国

等教育机构。因此，
《法案》的赞成者认为通过引进外

主校园的标准相一致，为学生提供在质量上与本国

国教育资源，可以扩大印度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增

校园具有可比性的学习项目。此外，
《法案》规定外国

加学生的选择度并在印度高等教育系统中引入竞争

教育提供者须对学习课程和项目的详细情况予以公

机制，有利于印度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反对者则认

布。第一，对学习课程和项目等在开办 60 天之前应

为，造成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偏低的根本原因是印

当将有关的事项对外公布，包括学生的入学资格等

度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因此，不可能通过规范外国

（若没有法定机构对该机构的入学者设定资格的话，

教育机构的《法案》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得到明显的

则由相应法定机构或该机构确定入学资格）；第二，

改善 [6]；同时，涉外办学带来的入学机会也是很有限

教学单位教师的详细情况，包括每个教师的学历和

的，而且会导致印度高等教育系统的商业化行为。印

教学经历，以及该教师是常年聘用还是短期访问等

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国际上的差距，只能通过政府

情况；第三，外国教育机构聘用的教师或雇员的最低

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来缩小。理由是印度大部分人

工资情况；第四，学校的设施条件和其他设施，包括

口仍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些人无法偿付高等教育高额

学生宿舍、图书馆和医院或学生实习场地等；第五，

的学费。在印度，主修理工的平均费用在 10 万至 100

学生在校园内外的教学过程都应当符合 UGC 的相

万卢比之间，主修医学的费用在 200 万至 400 万卢比

关规定。其目的是通过办学条件的公开与透明，调动

之间，主修牙科在 50 万至 120 万卢比之间，主修人文

社会力量对外国教育机构的办学情况进行监督。

学科在 3 万至 5 万卢比之间。事实上，正是高费用将

（四）撤销与处罚

很多学生挡在了高等教育的门槛之外。但是，
《法案》

《法案》规定，任何违反《法案》办学规定，出版、传

对于外国教育提供者的收费问题未作任何规定，在决

播虚假信息的有关教育机构，或外国教育机构违反规

定学费结构上外国教育提供者拥有完全的自主权。这

定在印度招收学生，收取学费，颁授学位、文凭或其他

些办学机构所设定的高额学费结构无疑会将印度社

相应形式的资格证明的，都应当立即予以取缔，没收

会中的贫穷人口排斥在外。

保证金并处以 100 万卢比（约 21.9 万美元）至 500 万
卢比的罚款，
罚款归入印度统一基金。
三、
《法案》的争议焦点

此外，为保证教育领域中的社会公平，印度从
2006 年开始在公立院校中实施《国家教育机构入学保
留法》，为表列种姓/部落种姓以及其他落后阶级实施
保留名额制度。有人呼吁有必要将保留条款扩展到私

《法案》对于外国教育机构的界定，进入印度办学

立高等教育机构，但政府尚未表态。此《法案》允许外

的准入门槛，以及对于外国教育机构在印度办学的资

国教育机构对表列种姓/部落种姓和其他落后阶级实

金运作均提出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其出台引起了印度

施保留名额具有豁免权。因此，这类具有实施保留条

各界的广泛热议。赞同者（包括主倡者）认为，
《法案》

款豁免权教育机构的增加实际上只会进一步加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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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外汇。2007 年印度在海外的留学生数在世界上位

度各阶层在入学机会上的不平等。
（二）
《法案》 是否有助于高质量的外国教育机构
进入印度

居第二位。赞成者认为高质量的涉外办学能够为印度
学生提供“足不出境”便能接受到外国教育，同时费用

虽然自 2000 年以来外国教育机构可根据 FDI 在
印度办学，
但是这些机构是不允许颁发学位的。目前，

却比留学要低得多。印度工商联合会甚至已经作出了
估计，
认为此举可为印度节约 750 亿美元[8]。

按照 UGC 法令，
学位只能由那些根据中央和各邦政府

但是，反对者认为，发展涉外办学就会减少印度

法令设立的大学才有权颁发。有研究表明，
在 2006 年

学生出国留学，
这一命题值得仔细推敲。首先，
允许外

全印度 131 所外国办学机构中，有 107 所涉及职业技

国教育机构在印度办学并不必然导致世界一流大学

术教育，
19 所涉及技术课程，仅有 5 所提供一般性课

在印度设立分校。退一步说，即便这些一流大学来印

程，几乎所有的涉外办学都是以与国内教育提供者合

度设立分校，这些分校的质量与其本国主校园的质量

作的形式提供的 。也就是说，
目前在印度的涉外办学

也不太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结论可以从其他一些

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
水平都不是很高。

已经对外开放高等教育的国家经验中加以推断。世界

[7]

同时，
目前在印度运营的一些涉外办学机构涉嫌各

著名的比较高等教育专家阿特巴赫指出，外国教育提

种各样的欺诈行为。根据 2008 年的研究表明，
在印度各

供者在海外设立的分校，其质量肯定要低于其在本国

大报纸上刊登广告的 144 所涉外办学机构中，有 44 所

的主校[9]。2009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V. Ramakrishnan

既没有被其本国政府所承认也没有被认证；
110 所未经

也赞同此观点，他认为“无论这些大学在哪里设立分

政府同意却已经在印度运营，违反了印度的法律规定。

校园，是在新加坡还是其他地方，它们都不可能复制

这些办学机构多半提供 MBA 课程和技术性课程 。按照

出原来校园的文化”
，因此，剑桥大学决定“不出国”
，

法律，全印度技术教育委员会有权对这些机构采取措

出境办学的都是一些“二流”
的大学[10]。所以，
最好的学

施，
可是，
无论是全印度技术教育委员会，
还是政府均未

生就读国外“二流”大学在印度举办的分校而不去国

采取任何措施。这是因为普遍腐败的社会风气和既得利

外留学，
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其次，
即使是这些学

益的怀柔态度远远胜过了相应法律的匮乏。

生去国外留学，毕业后也是选择在国外就业，而不是

[8]

另外，
《法案》是否有助于政府阻止不合格的教育

去国外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之后返回印度。根据美国国

提供者进入印度设立分校？现实情况是，此法案中的

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2008 年的研究，
2002 年至 2005 年

规定存在疏漏：第 13 条规定允许外国教育机构（并非

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印度留学生中有 88%的人在

符合第 4 条由政府通知的外国教育提供者）可以开设

美国待了 5 年以上，并打算继续待下去。大部分人都

证书课程（非学位/文凭指向），只要它给政府提供有关

愿意在美国找工作[11]。所以，
外国教育机构在印度办学

此活动的相关信息即可。这就意味着任何外国教育提

似乎不太可能导致赴国外留学生人数的大量减少，为

供者可以不遵守《法案》规定进入印度开设分校。因

印度节约外汇也就无从谈起。

为，大部分现有的涉外办学所提供的均是职业教育课

综上，印度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推动下，涉

程（例如，接待服务、旅游管理、酒店管理、防火与安

外办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

全、电梯技术等），这些课程虽然不能提供学位/文凭，

法规监督体系，开放的印度涉外办学市场也曾为一些

但却受到学生的青睐和推崇。

外国教育机构的不法实践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产生

此外，
《法案》第 9 条规定，经一定的鉴定程序，那

了一些较为严重的商业化行为。为了遏制这一猖獗的

些具有“国际声誉”和符合“国际标准”的办学机构，政

商业化行为，印度内阁通过了《法案》，希望藉此来推

府允许其免除《法案》对外国教育提供者规定的所有

动声誉卓著的优质外国教育机构进入印度，推动印度

义务，但利润仍然不允许汇回本国。措辞“国际声誉”

的涉外办学朝着有秩序、
合乎要求的方向发展。该《法

和“国际标准”主要依赖主观判断并无客观标准，这恐

案》一方面加强了政府对涉外办学机构的审批、办学

怕不仅会导致滥用而且会导致每个外国教育提供者

资质的审查、颁授学位资格的审核等监管监督的职

都与政府讨价还价，以获得更多的免税额度，甚至还

能，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外国教育机构的准入门槛，同

可能给一些不法行为的产生留下空间。

时，对外国办学机构的资金运作也进行了严格的规

（三）
《法案》是否能够节约外汇

范。虽然，
《外国教育机构法案》的出台在印度引起了

争议之另一个焦点是涉外合作办学能否为印度

·１０２·

激烈的争论，并导致《法案》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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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仍未获得议院的最终通过，
但

是，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来推动印度涉外办学的有序发
展却不失为明智之举。而《法案》究竟对印度高等教育
会产生什么影响？这只能由《法案》的精神实质能在多
大程度上与印度教育的特性相吻合，以及《法案》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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