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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领导者》始终不断地追求卓

越。并诚征可以带领他们走向未来的员工--那些有独特的思

维方式，能够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的人才。

您打算如何脱颖而出呢？一路

向北！

挪威！这里有的不只是迷人的

峡湾和壮阔的山脉。虽没有诱人的

就业市场，也没有高就业率，尽管那

很吸引人，这里甚至也不是宜居或

适合工作的最佳选择。

挪威最棒的特点是，在这里，您

的未来将有无限的机会和可能性：

这就是我们BI挪威商学院对您的回

馈！

BI挪威商学院是全球前1%，并

且同时拥有三重皇冠认证的商学院

之一。被《金融时报》，《经济学人》

评为优秀商学院。BI挪威商学院的

最大特点就是，这里的国际化社区

学院、高质量的科研和创新的课程

设置将是最令您印象深刻的--这

些都将为您未来商界的成功奠定基

础。

因为，正如您想的那样--凛冬

将至！

加入我们--成为BI挪威商学院

的邻居、朋友、学生。脱颖而出！一

路向北！

诺斯先生

Stand
out.
Go

bi.edu/about-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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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学习将赋予您知识和技能，你将会因此做出一番成

就。以下是几个《为什么》:

走向成功

挪威是北欧最高产的国家，位居世界

第二名。相较于英国工人，挪威的工人每

人、每小时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

度要高50%。为什么在这样的劳动力最短缺

的小国，能展现出如此强有力的生产效率？

通过在挪威的学习，您将知晓北欧领导模

式的秘诀。

为什么去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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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权

当涉及到性别平等权，不仅要为平等权和正义欢呼（虽然这也很重要的），更是为了

国家繁荣和经济利益。

挪威是世界上最切实贯彻性别平等权的国家之一。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挪威没有这

方面的问题，或者仍存在需改进的领域。但这意味着在这个寒冷的北方小国正施行正确

的策略。选择在挪威学习，成为这个多元化、高包容度和自由社会的一份子。

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挪威正处在巨变之中---使这个国家愈发令人

神往。挪威将如何应对无油化的未来？这是一个

很有争议性的话题。通过在能源领域中心的学习，

您将站在可持续发展未来的最前沿。

驾驭下一波经济浪潮

随着不断的变化，对创新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除了挪威经济几十年来所依赖的传统行业外，在挪

威北部，人们正在寻求新方法以打造、把握未来。

挪威在前瞻行业具有领先地位，例如清洁能源、

绿色科技、航运、通讯以及金融等行业。选择在挪

威学习，驾驭下一波经济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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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生活

做学生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不仅仅是一个超越学术

的成长和学习的经历。在一个新城市，接受世界上新式的高

等教育，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在BI挪威商学院，教职工团体

将致力于使您的异国生活顺利过渡。在这样一个有组织的

校园里，您可以轻松地平衡学习和休闲的关系。

生活费用 
学生在挪威的生活费用远比你想象的

合理。不同的住房选择，取决于你的预算。

我们建议您按照生活预算最好不少于

9500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7885人民币 *每月

住宿：

我们为交换生、双学位学生、一年级国

际工商管理学士生和首次来挪威的硕士生

提供住房保障。您必须在bi.edu/housing提交

预申请，以便享有该住房保障。

奥斯陆公共自行车：

奥斯陆市中心很适合骑行。公共自行车

季卡收费399挪威克朗。您只需下载app，并

找到离您最近的自行车即可使用。

公共交通：

如您购买了30日的交通月票（按您所

需），将享受6折的学生优惠价。

生活在挪威
《我一直觉得人身安全
不成问题。我甚至凌晨
三点步行回家，也不会
感到害怕》

观看视频   bi.edu/norwegians

《当深入了解后，你就会知道
他们是一群最热情的人》

观看视频    bi.edu/studies

奥斯陆校区

的留学生来自

高达100多个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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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视频   bi.edu/outdoors

《挪威的生态环
境相当迷人，我
永远都不会倦》

《找兼职很容易，薪水
也很不错》

观看视频   bi.edu/studentlife

73.5%

的国际学生

都有兼职工作

购物：

在奥斯陆市中心有消费较低的购物中

心。许多国际在线商城也会提供学生折扣

和免邮费服务。 

餐饮：

这里有不少适合学生的餐厅，提供学

生优惠价。甚至有些餐厅允许自带食物。也

就是说您可以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享用自

带的前日剩菜和冰啤酒。还有一个小秘诀就

是，下载“Too Good To GO”应用，购买若未

售出则会废弃的打折食品，以此减少事物

浪费。您还可以去Grønland（位于奥斯陆东

部）的国际超市，购买低价果蔬。

运动与休闲：

在健身中心、电影院、剧院、音乐会都

提供学生折扣。您只需携带学生证即可。 

兼职：

您的学生许可也是一份兼职工作许可。

每个学生在学期内可以每周兼职工作不高

于20小时，假期则允许全职工作。这不仅是

赚钱的好方式，也是了解挪威文化的好方

法。

户外的挪威

在北方这个狭长的国土上，风光随着四季有

着令人欣喜的变化。一年之中，总有新事物、新景

色等待您去探索。

如果您容易感到厌倦，奥斯陆则将会非常适

合您。它位于森林和峡湾之间，有着各色各样的

景色。您可以在一日之内享受海滩、游船、美食、

画廊、音乐以及大自然带来的快乐。

这一切都离BI挪威商学院如此之近，而且公

共交通非常的便利。 

生活在挪威

您可能会觉得挪威人看起来很羞涩，很难去

了解他们。我们大多数人不爱闲聊。当我们交谈

时，更倾向于“直截了当”。幸运的是，我们大多

都能够很快熟络。和我们一起活动会更有效地让

对话进行下去。通常我们很喜欢大自然、咖啡、聚

会、派对、文化和散步，是的，通常很随意。在这

些地方都会有我们的存在。没错，挪威人的口音

很独特，但我们大多数人的英语都很棒

欧洲

最安全的国家

（世界第二安全的

国家）

挪威社会

挪威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国家，有着悠

久的历史。为了使政府建立惠及所有市民

的高福利，我们需要负担高额税款。根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来看，挪威的人

类发展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得分相当高。实

际上，我们位居首位。挪威也是世界上将

性别平等权贯彻落实最好的国家之一。我

们的犯罪率很低，所以如果您和朋友们在

公园游乐过后，在深夜可以放心地步行回

家。



8

BI挪威商学院创业基地

挪威是当前世界上科技领域飞快增长的一颗新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去年的报道称，“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正在向创业圣地发展”。BI挪威商学院致力

于鼓励学生积极实施创业理念和商务实践，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BI挪威商学院创业基

地为学生的商务实践在校区内提供办公场所，以及商务活动、会议和联合办公的场地。 

餐饮

在BI挪威商学院您可以享用各种各样的美食和饮品。在教学楼内，有

两个咖啡馆、一个学生自助餐厅和一个便利店。出了校门还有更多选择：

一个杂货店、外卖店和餐厅，课间可以在这里得到充分地休息。

图书馆

这里的图书馆是欧洲最具现代化的学

术图书馆之一。在其他学校将书本置于地

下室落灰的时候，我们早已建成7层楼的图

书馆，在这里您可以一边阅读和学习，同时

欣赏绚烂的景色。

 

校园内外

书店

你不必跑遍全城去购买课程用书。在

Akademika书店里，可以买到一切所需。



9

 “KROA”学生酒吧

当需要在书本和学业中放松一下时，就和朋友

们出去玩玩吧。幸运的是，在教学楼内就有一个学

生酒吧。这里为所有努力学习的学生提供价格实

惠的啤酒和新鲜的饮品。

医疗保健

挪威是世界上拥有最好的医疗系统的国家之一。作为一名国际生，您将得到

专业的医疗保障。并在校园内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如果您计划在挪威停留一年

以上。您将自动成为挪威国民保险计划的一员，并享有医疗保健服务。但仍建议

您购买保险。 

学生会（SBIO）

学生会是由学生组织管理的。其旨在为BI挪威商学院学生的学术以及社会福利发

声。由学术协会（代表BI挪威商学院各个研究领域）、社会团体、员工职能部门、委员会、

社团和课题组构成。并组织学术和社会活动。作为一名国际生，欢迎您的加入。

咨询

我们提供学习技巧、学术辅导、职业咨询等课程。作为一名学生，不仅要做到学术上

的成就。更要注重个人成长、社会关系、经济变化以及其他您将与他人谈及的问题。我们

都将会提供支持！

社交网

在课堂上您将接触到商务人士和商业案例，在BI挪威商学院，我们还会在课堂外为

同学生、校友以及商业世界安排会面场地。

健身中心

身体健康有益于头脑清晰。在校外，您可以沿

着阿克河跑步或是散步，一路去到市中心或是森

林深处。如果您更喜欢室内运动，校园内设有学生

健身馆。更有学生折扣价，不要再找借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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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无限

想在学习期间获得国际化的经验以及工作经验？为确保教育多样化，BI与全球48个国

家超过220个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还有非常坚实的商业关系网络，给学生提供各种各

样的机会

本科及硕士交换生

学生可通过在海外合作院校交换一个学期的学

习，来拓展国际视野，获取学习经验。

bi.edu/exchange

本科及硕士实习

实习可以使学生在实际的商业环境中运用所学知

识。树立信息，扩大交际网络，实现职业规划和目标。

bi.edu/inter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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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双学位

学生可以选择一年在BI学习，一年在合作院校

学习，获得两个硕士学位。 

商务硕士

—天主教-里斯本商业与经济学院（里斯本，葡

萄牙）

—史密斯商学院，女王大学 （金士顿，加拿大）

—EDHEC商学院 （里尔，法国）

战略市场营销管理硕士

—LUISS大学（罗马，意大利）

—格罗宁根大学（格罗宁根，荷兰）

 

金融硕士

—天主教-里斯本商业与经济学院（里斯本，葡

萄牙）

bi.edu/msc/double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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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本科

您想了解如何通过经济学、市场营销和数据来管理和

影响商业的吗？先从宏观的商业角度去学习，然后在第三学

年选择专业攻读方向。

无 论处在什么行业或什么岗

位，您都需要了解经济 学和管 理

学。您将了解到商业活动是如何融

资的，如何系统地、合理地评估和

利用信息，以及企业如何吸引并维

护客户的。在这里您将建立起高等

知识框架以及进一步的经验的基

础。在第三学年，您将选择专修科

目--您会对专攻领域和课题有更深

的见解。

您可以选择金融，国际商务或

船运管理。

更多关于入学要求的信息请参

见我们的网站。

bi.edu/bba

挪威在各方面都曾让我惊喜，它有着

迷人的自然景观，完好的福利制度，还有挪

威人的生活方式等等。因为挪威的自然景

观，我爱上了它，但更让我震撼的是在挪威

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在这里生活不只是

为了工作。

Tzu-Wei Yang // TAIWAN 

您未来可能
从事的职业：

财务控制专员

商务分析员

进出口专员

项目分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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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

随着商业全球化的快速发展，金融学占据了全球化过程的核心位置，对金融知识的掌握也变

得愈发重要。本专业技能的灵活性很高，您可以胜任金融以及商业领域的领导管理岗位。

国际商务

由于国际环境对与企业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所以国际商业事务是首席执行官（CEO）战略日

程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国际商务旨在培养，拓展并锻炼您在国际商业环境下有策略地计划并行动

的能力。

航运管理

航运业是全球经济的重要部分之一，挪威的海洋业和航运业在世界各国中居领先地位。超过

90%的世界贸易使用船舶作为运输方式。该专业是为在高竞争的船运业中，实现职业成功所需的专

业技能、专业知识所设计的。

工商管理本科专业方向

57%

BBA本科学生来自世界52个国家

43%

平均年龄

22,8

预科课程

各国的教育制度不尽相同。想要在挪威学习并获得学士学位，您必须

经过13年的中等教育。或者，您需要在大学学习英语。

BI挪威商学院与瑞典延雪平大学合作，为想要入读BI挪威商学院BBA

的国际学生开设了预科课程。该预科课程计划在瑞典延雪平大学瑞典校区

授课。

学费为17万瑞典克朗，含食宿。

bi.edu/pathway

本科课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1，2学期
 
     
市场营销管理 组织行为和管理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选择专业
    
    •  国际商务
管理会计 财务报告和分析 I 基本财务管理 国际商法 •  航运管理
     •  金融学
     
数学 数学 研究方法及计量经济学 战略管理会计
   

公司 
 统计  选学课程 战略
跨文化交流        
    
  
30学分 30学分 30学分 30学分 3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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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硕士项目

BI挪威商学院的理学硕士（MSC）学位计划开设了侧重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创新课程，帮助您发展获得成功所需

的各项能力和工具。

挪威商学院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在

商业经济学，市场营销，财务和管理方面

领先挪威其他院校，同时也打造了欧洲

最大，最富有成效的学术环境之一。BI硕

士课程集中优良师资，教师皆是各自领

域中的佼佼者，领导前沿研究，拥有一流

国际教育经验，为学生提供扎实的教育

同时，使学生能够不断地从研究中获益，

从而使其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中获得

成功。通过提供充满挑战性及启发性的

学习环境，为学生打造坚实的知识基础，

开拓国际视野，帮助他们更好地在商业

上获得成功。学生扎实的学术基础，在国

外学习期间取得的国际经验和实践经验

使他们更易受到优秀公司的青睐。

硕士课程为期两年，120学分，英语

授课。

bi.edu/msc
我们的硕士生升学计划已在61个国家运行

2018年硕士数据

 学生人数：1216

第一年录取人数：693

平均年龄：25

国籍：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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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未来可能
从事的职业：

风险管理分析

金融分析师

财务总监

金融咨询

特许财务分析师（CFA）

BI挪威商学院金融硕士学位已获CFA协会认可，批准其为大学附属项目

计划的一员。金融硕士课程涵盖了超过70%的CFA一级考试内容。在这里您

可以学习并考取世界上最广泛认可的投资证书。

彭博教学室

在彭博教学室体验真实的金融世界。学生将通过彭博教学室的数据系

统，访问真实的市场数据，评估经济方案，学生可以在奥斯陆的彭博教学室

里点评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新闻。

金融学硕士

BI的金融系在欧洲排名前10。选择最好的学校，获得最受

认可的文凭。

在现代世界中，唯一不变的就

是变化，我们面临着新式思维方式

和管理方式的挑战。在金融领域需

要源源不断地创新和进步。金融硕

士课程专注于实际运用。学生将学

习IT和编程技能，以满足越来越技

术化的行业需要， 学习如何制定财

务决策来推动企业和社会的进步。

bi.edu/mscfe

Minja Rankov// SERBIA

本项目计划最棒的一点是，作为该

课程内容的一部分，可以为您提供实习

机会，在毕业前学习理论知识的应用和

获取工作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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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ands Englands  // LATVIA 

国际商务硕士

您想有夯实的商务基础，职业选择灵活性很强的学历吗？在众

多专业中选择并定制您自己的课程。

商业领导人需要的人才，必须

能够轻松适应现在和将来复杂的、

具有挑战性工作环境。通过了解不

同组织的动态，实施商业行为的策

略构架，其研讨的微观经济因素，

来学习如何在商界驰骋。在学习商

务时，会教授您如何读懂并评估不

同的场景和背景。

须以大观小，见微知著。以下

7个专业供您选择：战略、物流、金

融、领导与变革、经济学、会计学与

业务控制，以及市场营销。

bi.edu/mscbu

职业规划案例：

◎ 客户经理

◎ 商业顾问

◎ 高级顾问

◎ 客户专员

BI挪威商学院有着高标准、受国际高

度认可，吸引了来着世界各地的多元化的人

才，选择成为BI挪威商学院的学生，将会是

您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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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硕士：

专业领域设置如下：

金融学

本专业为一般性商务职业，包括经济咨询、数据分析，以及中央银行的宏观分析师岗位提供严谨的学术课程。

经济学

本专业适用于所有的商务领域，为您在未知环境下做出最佳战略决策提供了必要的工具。现代管理者必须洞悉企业的财

务状况，这与企业的成功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

 战略
本专业让您具有战略性的眼光，让您洞悉行业和市场状况。学习适当的战略决策，以及如何在企业中将其实施。

物流，运营和供应链管理

本专业教授了您在公司中，当公司在现代行业面临巨大挑战时所需的知识和技巧。数字化、全球化、气候变化、成本增长压力，

以及客户需求，使得物流、运营和供应链管理在几乎所有的商务领域中成为最核心的竞争力。

市场营销

本专业为一般性商务岗位所设置，包括咨询和商业发展，还包括市场经理以及分析师岗位，提供了严谨的学术课程。不管是初

创公司还是全球商业巨头，强大的分析技巧结合对客户需求的理解是最为宝贵的资本。

会计与业务管理

本专业为财务专业人士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技能、理论知识，以及对各类企业组织的深度了解，是其为公司组织持续创造价

值所必须的。

领导力与变革

本专业教授了在企业组织中施行变革、革新以及发展的必备技能。它涉及了广泛的职业岗位，涵

盖了自变革领导人到变革执行者。将组织的卓越性定位与心理学相结合，同时注重对促进业务增长和

员工成长的关注度。

本项目于2019年秋季启动，您可以在挪威西海岸的卑尔根校区报名国际商务硕士，主修领导与变

革专业。详情请参见第26页。

注意！
卑尔根校区和奥斯陆

校区均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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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选择QTEM项目，是因为它提供
了出国的机会。也是因为对优质学校的定
量学科的关注，使这个项目更加受欢迎。
在QTEM网络项目的合作伙伴中，有些公
司是我未来很心仪的。

Astrid Skjesol/ NORWAY

商务硕士-- QTEM硕士网络项目

想在三个不同国家的三所名校学习吗？快来加入我们国际网络项目吧！通过专修定

量和分析技能，习得商业和经济的全球性观察力。

加入我们的国际网络项目，您将有机会学习和适

应不同的文化与观点。本硕士课程项目提供各种各

样的定量和分析课程，您可以自由选择。

BI挪威商学院将提供两个学期的课程，以及另

外两个学术合作点提供两个学期的课程，还有为期

八个周的实习。

您将获得BI挪威商学院的硕士学位，以及QTEM

硕士学位证书。您将拥有定量技能、工作经验，以及

国际化视野的综合能力，将在职场上非常抢手。

本硕士项目非常热门，GMAT得分650以上者，将

优先录取。

GMAT课程

BI挪威商学院通过Veritas Prep提供在线课程。

任何BI挪威商学院的硕士生，皆可通过Veritas Prep参

加在线GMAT课程，并获得课程费用补贴。

bi.edu/qtem

您未来可能
从事的职业：

销售经理

财务助理

商务分析师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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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营销管理硕士

您是否想了解是什么促使消费者的决

定，以及如何使产品和服务正中大众的期

望和所需吗？

在我们一流的市场营销系获得最前

沿的的研究型培训。

本硕士项目使您以全球视角看待市场营销，以

及国际化的工作计划。您可以在这里提升分析和

沟通技巧，这在本行业领域中是很必要的。虽然技

术和创新引领了前进的道路，提供了不可计数的

机遇，但也给市场营销的工作运行带来了挑战。您

可以在此提升数字化竞争力，以及用新途径进入

市场的能力。

bi.edu/mscma

Mauricio Monzon// PARAGUAY

您未来可能
从事的职业：

贸易经理

业务拓展

品牌经理

战略分析员

经理

我希望学习市场营销专业，这个项目课程非常棒。因
为我想留在挪威，所以我选择了一个知名度较高的大
学，所有大公司都会在毕业季来这里校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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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和组织心理学

通过学习领导力和组织心理学硕士课程，你的技术和能力将会得到发展，
并深入了解及管理公司最宝贵的财产：人力资源

企业的发展如何高度依赖于人

力资本，这也是心理学作为本课程

的主要部分的原因。你将学习，研究

和应用理论研究，统计学，以帮助

企业实现其发展目标，提高公司价

值。培养实际应用能力将贯穿各式

各样商业活动和组织中。战略管理

和战略交流将是最重要的技能。

 

bi.edu/msclo

Max Trautwein// GERMANY

您未来可能
从事的职业：

研究员

人力资源运营顾问

招聘主管

人力发展专家

顾问

我的一个朋友在BI挪威商学院做交换生，
某个周末我去看他，他带我参观了BI挪威
商学院的奥斯陆校区和这个城市的风貌。
他还告诉我他在BI挪威商学院的很多积极
的经历，所以我决定申请这里。我在BI挪
威商学院念了一年书以后，我很开心做了
这个决定，选择在挪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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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金融学硕士
您想习得金融理论和高等计量分析技能的

综合能力，并成为抢手的优秀员工吗？通过利

用数据和技术，学习复杂的金融关系的深刻意

义。

当今的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导致了与日俱增的国际竞

争，并且对有高等技能的优秀雇员的需求也在增加。本硕

士项目着重研究了计量技能，使企业基于复杂的分析时能

够制定策略和战略决策。您将会学习并接触到全球金融

环境中所用的技术和工具，使您赢在起跑线，成为抢手的

候选人。 

bi.edu/mscqf

您未来可能
从事的职业：
高级金融分析师

财务总监

顾问

助理



22

商业分析学硕士

想要将数据转化为对具有商务价值的观点吗？将商务理

论与项目课程技能相结合，并应用数据分析进行商务优化。

商业的运作一直依 赖于利用

数据来制定最佳决策。而今不同的

是，我们如何获取与日俱增的庞大

数据，如何理解它们直接的关联。

新技术为商业数据的整合和运作方

式带来了新机遇和变革。

通过学习如何描绘、预测、规

范地分析数据，以提高利润和业务

绩效。

您可以在QTEM网络项目中参

与本项目课程。

bi.edu/mscba

Miruna A. Lazar// ROMANIA

您未来可能
从事的职业：
营销操作分析师

投资组合分析师

分析师

网络分析师

挪威是首个采用创新型技术的国家。这就
是为什么我坚定地在挪威生活和学习，这
意味着我比在其他国家同样学习的那些人
要领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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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硕士

想学习如何将数据和经济学理论拆分，直达核心，以此

更好地理解并应用它们吗？通过真实案例以及科技数据来学

习。

本硕士项目为您提供夯实的核

心经济学科基础。为现代经济提供

支持，适用于商务决策、市场分析，

以及宏观经济。它以定量为重点，用

分析工具模拟经济模型。

抓紧向著名经济学家学习的机

会，他们不管是在经济学还是统计

学，行业组织还是微观经济领域都

有建树。加入这个商业大环境，与

商界和决策者紧密联系起来吧！

bi.edu/mscae

您未来可能
从事的职业：

商业咨询顾问

投资分析师

财务经理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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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录取要求

申请者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般的国际大学入学标准，着重于学术方面，包括数学

英语考试：托福网考78分，雅思6.0分，剑桥高级英语

（CAE）B级

个人陈述

推荐信

个人简历

护照复印件

财力证明

 *持国际预科文凭（IB）的申请者无需英语考试成绩

奖学金，录取及学费

奖学金 申请条件 金额

本科

BBA IB 奖学金（BBA IB Scholarship） 国际预科课程（IB）的优秀学生 奖学金为100% 的学费
BBA 本科奖学金（BBA Scholarship） 任何地区的高中优秀毕业生 奖学金为50%的学费
 
硕士

校长奖学金 颁发给本科阶段GPA属于A级的优秀学生 奖学金为100%的学费以及每个学期  
  一定金额的生活津贴

威尔森基金奖学金 颁发给本科阶段学术优秀的学生 奖学金为150,000挪威克朗/年
 

理学硕士奖学金 颁发给本科阶段有卓越学术表现的学生 奖学金为100%的学费，某些情况下 
   还包含一次性的生活津贴
  

理学硕士奖学金（卑尔根校区） A颁发给本科阶段学术成绩优秀，并且在  奖学金为100%的学费，某些情况下
– Bergen 卑尔根校区学习商务硕士的学生 还包含一次性的生活津贴
  

理学硕士奖学金（QS） 颁发给具有卓越学术表现的优秀学生，需  奖学金为100%的学费
 参加QS World Grad Tour Fair，并通过   
 QS网站申请 

BI理学硕士奖学金，如学生成绩优秀可能被继续授予第二年奖学金。

Scholarships 奖学金

BI设立了多项奖学金为支持与鼓励品学兼优的申请者.

硕士录取要求

申请者需提交以下材料：

学术背景：本科毕业于经认证的高等院校（相当于180ECTS学

分），获得工商管理，经济学，市场营销，金融和（或）与所选专业

领域相关的学士学位。请准备好所有以前的学术课程成绩单。

平均成绩点数（GPA）3.5及以上，相当于ECTS的B或B级以上

GMAT/GRE：GMAT 600分或以上，或GRE Quantitative 152/

GRE Verbal 158

官方英语语言能力测试：托福90分或雅思6.5分

个人陈述

个人简历

护照复印件

财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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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A本科学费

82,400挪威克朗/年 （分两期付款）约合人民币68，886元

硕士课程学费

97,200挪威克朗/年（分两期付款）约合人民币81,259元

商业分析硕士： 102,400挪威克朗/年 （分两期付款），约合人民币

85,606元

BI的毕业生申请硕士课程有资格获得学费优惠

*此宣传册不同币种费用按照2018年9月12日汇率计算，仅供参考，

实际费用请按照实时汇率计算。

学习签证

我们建议所有非欧盟国家学生预留8-10周进行签证申请。请查看

挪威移民局（UDI）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www.udi.no/en/. 

在申请学习签证前，挪威移民局要求非欧盟国家申请人做担保金，

以证明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担保金需在6月1日前支付给BI挪威商学院，以便给学校留出充足时

间进行签证申请。学生抵达挪威，开设银行账户后，BI将反还担保金至

学生的挪威银行账户。

 2019-2020学年，申请人需将担保金 120,000挪威克朗，约合人民

币100，320元以及相应学费支付给BI 挪威商学院。

签证申请费：5000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4180元

*费用每年调整。BI挪威商学院保留对学费及费用变化的权利。

实际费用请以实时汇率计算，以上金额仅供参考。

学年指南

3月1日

本科，硕士优先录取截止

本科，硕士奖学金申请截止

5月1日

住房申请截止

6月1日

学生签证付费申请截止（非欧盟国家学生）

7月29日

硕士预备课程

8月12日

迎新周

8月19日

开始上课-秋季学期

11月-12月

考试-秋季学期

1月6日

开始上课-春季学期

5月-6月

考试-春季学期

6月中

学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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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暑期项目课程

本项目结合了课堂教学、小组协作、企业参观、嘉宾讲座以及众多文化活动。

跨文化管理：北欧视角

本课程重点对比了北欧和挪威在国际商务领域的文化。

将为了解和应用文化、沟通和管理的研究提供帮助。

等级：学士 

学分：12ECTS

数字化转型--应用社交网络分析

本暑期学校项目课程为期两周，旨在为学生提供整套分

析技巧，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种数字化变革的原因、影响和后果

等级：学士 

学分：6ECTS

bi.edu/summer

现在您可以选择在卑尔根开启留学之路！ 
卑尔根校区是我校除奥斯陆以外最大的校区，3000多

名学生在这里忙于学业，蓬勃向上。我校还同当地各大行业

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挪威海产、海事和媒体。该合作将于

2019年在卑尔根校区启动，为领导与变革专业的国际商务硕

士生提供支持。

校园坐落于挪威西海岸，卑尔根市中心的附近。卑尔根

是全国学生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共计3万名学生--这里风

景优美，艺术气息浓厚。卑尔根经常被称为“通往挪威峡湾

的门户”。

bi.edu/study-at-bi/campus-bergen

NEW AUTUM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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