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定你的 
前程

工商管理学士

2023 秋季



你的
光明未来

建立友谊，有朝一日它将成为你无价的商业人脉。

在SFU Beedie商学院求学过程中，探索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你。在追寻伟大想法和
改变现状的过程中，解锁新的技能和观念。你将运用全局思维解决现实世界的商业
问题，并构建与你相关且个性化的可定制的学习体验。无论选择哪个途径，你毕业时
都会获得知识和丰富的经历，显示出你具有敏捷性、创造力并已准备好发挥领导力。

SFU 本拿比校园
2 3



领导者。变革者。大局思考者。  
你想成为哪一个？ 
SFU Beedie商学院聚集着众多相信商业会激发新
想法、推动社会创新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凭借世
界一流水平的研究、具有意义的社区参与和全球展
望，SFU Beedie商学院通过教与学，将工商管理教
育带到了学术领域之外。我们为来自不同背景和观
点的人们增能培力，让他们重新构想商业在应对社
会最重大的挑战中发挥的作用。

1% 

3,856名

的商学院  
跻身全球拥有AACSB和EQUIS认证的 
商学院之列 

本科生  
国际学生占29% （2021/22学年）

#1 2个

商学院 
第一名 
在 2 0 1 9 和
2021年加拿
大JDC West
商 学 院 竞 赛
中夺冠

校园 
在所有3个学
期 中 提 供 各
种课程

改变
始于这里

JDC WEST，辩论赛

为什么选择SFU BEEDIE商学院

#1 
#1 

根据《麦克林杂志》在过去15年中 
14年（截至2023年）的排名

根据2022年具有真正影响力的 
世界大学排名

加拿大综合类大学 
排名第一 

在加拿大进行创新和 
在全球创业精神方面 
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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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

创新及
创业精神

人力资源
管理

管理信息
系统

运营
管理

金融

国际商务 市场营销 策略分析

选择你的课程
我们的BBA让你可以专注于我们九个不同且有需求的专业领域的任
何定制组合。 

从这里开始，通过根据你的目标量身定制的课程和活动，创造属于你
自己的独特教育体验。添加证书或辅修课程，攻读荣誉学位或联合学
位，探索其他学科的课程——你只受限于你的想象力。

选择你的途径
无论你选择哪个途径， 都可以将解决问题的应用能力与现代商业原则
和实践的基础相结合，通过实践学习来获得优势。

在根据你的需求量身定制的响应式课程中定制你的学习。休学一个学
期来尝试带薪实习，或去参加国际交流。你的选择是开放的。

我们提供三个学期的学制、白天和晚间课程并有两个校园，这意味着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学习什么、在哪里学习以及何时学习。

对课程有疑问？可参加网络研讨会。报名参加：   
beedie.sfu.ca/bachelor-of-business-administration-webinars

100多个 51人
完成学位的课程选项 平均班级规模 

（2021/22学年）

1 

2 

3 

选择你的进度
可休学一学期或利用 

我们3个学期的学制 
努力争取提早毕业。

选择你的校园
可在素里或本拿比上课 

或在两个校园都上课。

选择你热爱的专业
从9个不同的专业领域中 

进行选择。

学生会大楼

有些课目，如可持续发
展社会中的企业，已编
入课程之中，这意味着
我们的毕业生已准备好
带领我们进入更加可持
续发展的未来。

你的学位
你的方式

为你量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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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竞赛
在与世界上头脑最敏锐的学生的竞争中解决真正的商业问题。

学生组织
找到一个能激发你灵感的俱乐部，或者开办你自己的俱乐部。
结识终生的朋友，为你的专业人脉奠定基础。

出国留学
抓住机会，打开你的世界，接受关于商业和全球市场的新想法、
文化和观点。

在Instagram上关注我们，详细了解我们的学生在
做什么。 instagram.com/sfubeedie

1040个

29,000多位

校友 
遍及全球

14个以上
专注于商科的学生组织
由SFU Beedie商学院提供支持

111个
国家的学生 
在SFU Beedie商学院本科生群体中 

（2021/22学年）

$13,200
平均工资 
为期4个月的带薪实习期

65个以上
商业交流合作伙伴 
遍布于37个国家（2021/22学年）

CO-OP带薪实习期 
其中37个在加拿大境外  

（2021/22学年）

放眼世界，开阔视野

测验一下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JDC WEST 2019、2021
及2023年案例竞赛： 
年度最佳商学院，年
度最佳学院

高中入学指导

  终生的友谊 

未来的人脉.

SFU PEAK案例竞赛获奖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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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毕业生，你将以强大的技能组合进入市场，这些技能表
明你已准备好推动变革，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在修读学位开始、中期和结束之时，学生会参加一系列的专业发
展课程。

此外，我们专门的职业管理中心将在职业发展方面提供协助，包
括研讨会、职业准备计划、辅导、指导、人脉构建、独家招聘活动、
职位发布等。

边工作边学习
在你完成学位的同时，可通过带薪的行业工作经验来丰富你的
简历。SFU Beedie商学院提供加拿大西部最大的合作教育项目之
一。你将可以获得本地和国际职位发布，探索各种行业的不同职
业选择。

重要带薪实习雇主（2021/22学年）：皇家银行（RBC）、SFU、加
拿大税务局（CRA）、Microserve、菲沙卫生局（Fraser Health）、 
WorkSafeBC。

主要国家带薪实习目的地（2021/22学年）：中国、越南、韩国、印度。

1000多位

400多个

商界导师 
从2017年至2021年，SFU Beedie商学院的学生
与行业导师获得配对

雇主关系  招聘接待会

为踏入现实世界
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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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乐趣。创业没有一定之规。创业就是
创造性、冒险、探索新事物。就是走出你的舒适
区——而这就是我的区域。我一直在扩大我的
舒适区。这就是我的现状。”
阅读更多关于Michelle在SFU Beedie商学院的经历

$880万元
由SFU BEEDIE商学院捐赠资产管理基金 
管理

$280万元

使其成为加拿大最大的本科生投资基金之一 
（截至2022年3月31日）

奖学金、奖励和 
助学金
  

220多个 初创企业 

$71,492
毕业2年后的BBA毕业生平均工资

（2021年BC省学生成果调查）

“我想上一所支持性强的学校，它会给我很多机会，因为
我是那种对所有事情都感兴趣的人。我很难下定决心，我
会经常改变主意，所以我想要一个可以给我很多选择的
地方。”
了解Ginny在SFU Beedie商学院的经历

“SFU Beedie商学院的美妙之处在
于你可以非常灵活。即使在你的第三
年，你也可以选择改变你的专业领
域。我两次改变了我的专业领域。尝
试不同事情，这种灵活性帮助我弄清
楚了我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阅读更多关于Calven在SFU Beedie商学院的经历

Calven Wang， 工商管理学士

会计专业

GOLFTEC 加拿大

财务副总裁

Ginny Hsiang， 工商管理学士， 咨询专业
埃森哲咨询公司，管理咨询

Michelle De La O，工商管理学士在读

创新、创业与国际商务专业

IUVOX（健康科技公司）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在过去一年由SFU Beedie商学院学生获得

已通过SFU Coast Capital Savings Venture 
Connection获得业务发展和财务支持

SFU 学生开设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以自己的方式
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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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fubeedie.wistia.com/medias/l40p4xgu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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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年

第三年

第一年 第二年
• 专业发展启动说明会

• BASS导师计划
 

• 参加一个学生俱乐部

• Beedie Protégé计划

• 完成商业职业入门研讨会

• PEAK案例竞赛

基础课程

完成学业

• 精英案例竞赛

• 申请带薪实习及
    国际交流计划

• 为期8个月的
    带薪实习期

• 申报主修方向

• 专业发展 ‒ 
    职业规划

• 专业发展 ‒ 
    职业实践

• 国际交流学期

• 学生俱乐部领导职位

探索你的兴趣

专

注于
学术追求

• 商学计划导师

• 国内或国际
    案例竞赛

• 职业咨询及
    全职工作求职

• 毕业典礼！

95%
SFU Beedie商学院一
年级学生成功过渡到
第二年

• 4个月的
   带薪实习期

GOOD BUSINESS

你的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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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在居住的地方 找到你的社区

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加入多元
化的SFU校园宿舍社区，它鼓励自
由、自我发现和探索。作为学生，无
论你是探索新体验、施展领导力的
机会还是寻求新的学习环境，当你
住在学校宿舍时，你便加入了一个
旨在帮助你茁壮成长、取得学业和
个人成功的社区。

想要充分利用校园生活的经历，并
成为具有相似学术目标和重心、紧
密联系的同龄人社区的一员吗？请
加入SFU Beedie商学院生活学
习社区（LLC）。

作为LLC的一员，你将 
•  与其他SFU Beedie商学院的学生共用一个

楼层。
•  受益于同伴支持、社交机会、社交活动和学

生成功计划——一切都近在咫尺。
•  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玩乐，享受有助

于顺利过渡到大学生活的归属感。 

LLC量身定制课程以满足学生的社交和学习需
求，而且随着你通过分享经验成长和建立联系，
你将建立终生的友谊，这将引导你完成大学之
旅并进入你的职业生涯。

在此处了解有关学校宿舍、课程和资格的更多
信息： sfu.ca/students/residences

学生在学校宿舍  新建东/西宿舍大楼

宿舍房间

在Convention Mall迎接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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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级  
要求 

学生必须完成至少5门经批准的12年级课程，包
括：

列表A
- 英语12（最低 70%）或同等水平

- 预微积分12

- 下列之一： 
20世纪世界历史12（历史12）
解剖学和生理学12（生物学12）
微积分12
化学12
作文12
创意写作12
经济理论12
经济学12
种族灭绝研究12
法律研究12（法律12）
文学研究12（英语文学12）
新媒体12
哲学12
物理学12
口语12
统计学12

+ 2 门列表A或列表B中的额外经批准的 
12年级课程

注: 同等水平的AP或IB课程可代替上述课程。

列表B

适用于高中毕业生的截止日期（2023年秋季入学）
2022年12月15日      入学奖学金申请截止

2023年1月31日         入学奖学金申请文件

2023年1月31日        SFU入学申请截止

2023年2月7月          SFU Beedie商学院补充申请 
自我申报的成绩及相关文件

会计学12
美国手语12
亚洲研究12
BC省第一民族12
比较世界宗教12
比较文化12

（比较文明12）
计算机科学12
当代原住民研究12
工程学12
创业精神12
环境科学12

（可持续资源12）
财务会计学12
数学基础12
法语12
地质学12

* 所有信息在发布之时都是正确的。请访问beedie.sfu.ca/bba/apply， 
了解有关课程要求、截止日期、补充申请和申请流程的完整详细信息。

高中毕业生，或来自另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但可转学分课程少于24个单元的学生，将在秋季
和春季学期（仅限）竞争性地获得录取。

11年级要求（所有列表B） 

#1 #2 #3 

学生必须完成至少5门经批准的11年级课程，包括：

学生必须满足SFU的英语语言和
定量分析技能要求，并完成所有要
求的11年级和12年级课程。

入学评估基于所有经批准的11年
级和12年级课程，其中侧重于列
表A中的课程。

学生还必须完成补充申请，或完
成一项符合条件的入学奖学金
申请。

- 科学11，至少以下之一：
化学11
地球科学11
环境科学11
生命科学11（生物学11）
物理学11
公民科学11
专业科学12 

- 社会研究11，至少以下之一：
社会研究探索11
法语国家历史11
经批准的社会研究12年级课程

-  + 任何额外的非必修课、经批准的课程
任何艺术教育11课程
工程学11 

- 英语11或同等课程

- 语言11或同等课程

- 数学11，至少以下之一：
数学基础11
初级微积分11

几何12
德语12
人文地理12
意大利语12
日语12
韩语12
普通话12
机电一体化12
自然地理12

（地理12）
政治研究12
旁遮普语12
俄语12
社会正义12
西班牙语12
城市研究12

West Mall Centre2023学年入学要求.
BC省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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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SFU的另一个院系转学
要进行本校内转专业，可利用与SFU Beedie商学院学生相同的课程、讲师和
资源。

 或者

从另一所学院或大学转学
通过完成可转学分课程提前攻读你的商科学位，然后在你满足选拔标准后申
请，包括：
  - 至少24个可转学分单元
 -  SFU的英语语言以及定量分析技能要求

GPA要求
申请人必须具有良好的学习成绩，并将根据以下途径予以考虑：

1. 8门必修课程的平均GPA为3.30（最多可有3门课程正在进行）。

 或者

2.  8门必修课程的平均GPA为2.80-3.29（最多可有3门课程正在进行）， 
加上你的补充申请。

课程要求
入学课程（要求最低C-*；其中复读课程不可超过2门，每次1门）。

•  BUS 232（或BUEC232或 
ECON 233或STAT 270）

• BUS 237

• BUS 251

• BUS 272

• ECON 103/113

• ECON 105/115

请访问beedie.sfu.ca/bba/apply，了解有关课程要求、截止日期、补充申请和申请流
程的完整详细信息。

•  MATH 157  
（或MATH 
150/151/154） 

加上以下之一： 
•  任何3个单元的可转学分ENGL或SFU ENGL课程

或  PHIL 100W、105、110、120W、150

或  WL 101W、103W、104W、105W

#1

#2

#3

除了2020年春季完成的课程外，所有8门必修课程都需要标准字母成绩。

所有信息在发布之时均为正确的，请查看我们的招生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SFU素里校园

2023入学要求
高等院校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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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22

思考一下你的申请，就现在。尽早联系推荐人；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提
前计划相关事宜，例如申请截止日期和付款方式。

通读整个申请，在开始之前就这样做。慢慢来，仔细按照所有说明进
行操作。在提交之前，请务必检查已完成的申请是否存在错误。

反思你的经历——挑战和成就——以及它们如何让你为进入SFU 
Beedie商学院做好准备。

要真实，因为我们想了解真实的你。你可以与其他人谈谈你的申请，
但我们希望你用自己的话来讲述你的故事。

要准确，因为我们会评估所有内容并严肃对待信息伪造和剽窃。确保
你的推荐人可以验证你的经历。

转学学生如何应对视频面试提问

练习是形成完美回应的关键。可使用我们的示例提问进行练习，查看
你录下来的回答，然后在准备好之后继续回答正式问题。

请一位朋友或家人评价你在镜头前的练习表现。你的回答是否清
楚？你说话太快还是太慢？要对反馈持开放的态度。

查看你的周围环境，找一个安静的空间进行练习，避免分心和打
扰。在光线充足的房间里找一个中性背景。可考虑使用相同的空间来
录制你的最终提交。

保持专注并简明扼要地回答你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将它们与SFU 
Beedie商学院的课程联系起来。

展示自信，在回答问题时注视摄像机，从而营造出与观看视频的人
有眼神交流的感觉。保持目光接触表明自信和专注。

寻找资源，例如利用你目前院校里的职业服务，以获得反馈并提高
你的面试技巧。

SFU Peak案例竞赛

补充申请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的SFU BEEDIE商学院故事从这里开始。
你为获得好成绩而努力学习，但我们知道页面上的数字并不能说
明你的全部。补充申请让你的经历和个性鲜活起来。这是你的机
会，来与我们分享你的全貌，以及为什么SFU Beedie商学院的教
育适合你。

分数很重要，但你的经历、成就和沟通方式也很重要。

SFU Beedie商学院补充申请评估委员会的成员会仔细评估每份
申请并进行打分。该分数与你的入学评估相结合，以确定是否符
合SFU Beedie商学院的录取资格。在评分之前，我们会删除可能
识别你身份的信息，以确保你的评分完全取决于你的回答。

接下来会怎样
•  用一个简短的回答来更多地揭示你是谁，并展示你

的沟通技巧。
•  描述你的课外活动：从体育和艺术追求、到志愿工作

和社区参与，告诉我们你的兴趣所在以及你的独特
之处。

• 两次在线面试回复（仅适用于转学学生）。
•  除了上述方面，还有哪些其他分享。
•  要求提供两位推荐人。
•  支付补充申请费。

你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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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工半读
半工半读职位是参与研究项目并赚取额外收入
的机会。学生在建立他们的课外记录的同时，获
得与SFU社区各种成员联系的宝贵经验。你必
须在半工半读岗位上完成至少100小时的工作。
了解更多信息： sfu.ca/students/
financialaid/undergrad/work-study

兼职工作 
凭借我们灵活的BBA课程，很多SFU Beedie商学院学生
在全日制学习的同时从事兼职工作。50%接受调查的学
生表示，他们在上学的同时也在工作（其中66%的学生每
周工作10-29小时）。
SFU Beedie商学院的职业管理中心在寻找兼职机会方
面为学生提供支持。 

了解更多信息： beedie.sfu.ca/bbacareers

带薪实习（国内或国际）
SFU Beedie商学院拥有加拿大西部最大的带薪实习 

（Co-op）项目之一，让学生可以将学术理论应用于他们
所需行业的有偿全职工作经验中。
去年，SFU Beedie商学院获得了1040个带薪实习期机
会，其中超过35个在加拿大境外。
SFU Beedie商学院带薪实习雇主示例：Deloi tte、 
EY、PWC、KPMG、SAP、Microsof、Google、Tesla、 
Facebook

4个月的平均工资： $13,200

需交纳带薪实习费。了解更多信息：
sfu.ca/coop/programs/beedie

有很多方法可以为你的学位深造筹集资金。除了通过兼职工作和带薪实习外，去年SFU Beedie商学院学生还获得了 
$280万元的财政援助。以下是一些筹集资金的机会供你考虑。

实习
许多学生参加带薪实习机会作为短期工作的一种选择，以
便获得相关工作经验。
SFU Beedie商学院的职业管理中心在寻找实习机会方面
为学生提供支持。 

实习对所有SFU Beedie商学院学生开放，无论GPA或学习
成绩如何： 
beedie.sfu.ca/bbacareers

政府学生贷款和助学金
政府学生贷款和助学金是加拿大或美国学生可以用来资助
他们的教育的额外资源。
SFU财政援助顾问可随时帮助了解相关资金选择：
sfu.ca/students/financialaid/undergrad/loans

A)  入学奖学金 
 （提交90以上的分数或IB 31分）† 

  SFU本科生入学奖学金（金额从$10,000元到足以支付学费
和强制性附加费的金额不等。可以以生活津贴的形式提供进
一步资助，以支持有经济困难的杰出学生。）

  Lloyd-Carr Harris基金会工商管理入学奖学金（$20,000元）

B)  从第二年开始的奖学金、奖励和助学金
  SFU为在读的SFU学生提供奖学金、奖励和助学金。
  国内和国际学生每学期都可以申请这些机会。

奖学金、奖励和助学金

SFU Peak案例竞赛

副教授（市场营销）Jason Ho博士，摄于SFU素里校园

为学位深造筹集资金

了解有关奖学金、奖励和助学金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fu.ca/students/financialaid/entrance

† 计算中不考虑预测的奖励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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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OCATION MALL

做好准备.
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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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好的经营意味着什么

联络我们
本拿比 
8888 University Drive 
Burnaby, BC  V5A 1S6 
电话：778-782-5567

素里 
250 - 1345 102 Avenue 
Surrey, BC  V3T 0A3 
电话：778-782-8019

电邮：bsb_recruitment@sfu.ca

beedie.sfu.ca/bba 
facebook.com/SFUBeedie 
twitter.com/sfubeedie 
 
在Instagram上关注我们，
详细了解我们的学生在做什么。

instagram.com/sfubeedie

BBA011623 [Chinese Simplified]

西蒙菲沙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尊敬地承认xʷməθkʷəy̓əm（Musqueam）、Sḵwx̱wú7mesh Úxwumixw 
（S q u am i s h）、s ə l̓ i l w̓ ə t a ʔ ɬ（Ts l e i l -Wa u t u t h）、q̓ í c̓ ə y̓（ K a t z i e ）、k ʷ i k ʷ ə ƛ̓ əm（Kw i kw e t l em）、 
Qayqayt、Kwantlen、Semiahmoo以及Tsawwassen原住民族，我们的三个校园位于他们未割让的传统领土之上。

https://sfubeedie.wistia.com/medias/nr7j1y2r1p
http://beedie.sfu.ca/bba
http://facebook.com/SFUBeedie
http://twitter.com/sfubeedie
http://instagram.com/sfubeed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