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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切斯特理工大学
创立于18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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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主修、辅修专业
会计学
金融
国际商务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学
营销学
新媒体营销

仅限辅修

工商管理
数字商务
创业学
新媒体营销

辅修与集中课程

环境科学
游戏设计与开发
工业设计
机械工程
媒体艺术与技术
多个十佳美术课程

全日制
半工半读
会计学
速成4+1
快速通道

20

在校课程
在线课程

金融
管理学

合作机构

激烈的就

通过以就业为导向的实践、教学与研究活动，我们的课程集商务、科技
与设计理念于一身，旨在提升学生的自身能力，从而能够为社会乃至世
界产生直接且持久的影响。

专业设置主要成就

info@saunders.rit.edu
+1-585-475-7935

在求学的道路上，桑德斯商学院的学生具有强烈的求知
欲与学习热情，并能将学到的商务理念与其个人兴趣相
结合。通过选修课、辅修课与主修课组合的模式，他们
可以选择罗彻斯特理工学院下属9家分院提供的任意专
业课，作为商业主修课程的补充。所有专业课均为全美
一流水平，包括科技、艺术、设计等。这种组合模式旨
在使学生打造其独具个性的专业知识体系，从而在就业
竞争中脱颖而出，为日后的商场事业与职业生涯奠定坚
实的基础。

起跑线  助你成功

建校至今，桑德斯商学院始终关注每位求学者的个性
化需求，使其真正能够学有所成。学院最大的教室只
能容纳40人。这种小班授课模式，不仅使师生比率降
低，教师更能对学生们的各种问题做到有求必应，
真正集中精力确保每位学生学有所获，学业有成。此
外，所有课程均为桑德斯学院教授担任(从不使用学
生授课)，并为每位学生配备专门服务团队，包括学
术、职业、财务支持服务以及指导老师等。

起跑线  小班授课

使 命

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6% i

毕业后6个月内就业率，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

全美第一的学生创业孵化器 ii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 Albert J. Simone 学生创新创业中心

在线EMBA学位项目，美国排名前5 iii
全球最佳在线商业研究生课程名列第35名

作为美国顶尖商学院之一
桑德斯本科课程由教授MBA等研究生商学课程的教职人员担任，并以其突出的专业性教学在业内广受赞誉。
这包括管理信息系统(全美排名第14位)，创业创新(第21位)，营销学(第26位)，企业战略(第32位)，国际
商务(第52位)。

毕业生就业服务满意度评选全美第7位
全球4大历史最悠久、最具规模的带薪实习制教育体系之一

主要成就

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6% i
毕业后6个月内就业率，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

全美第一的学生创业孵化器 ii

在线EMBA学位项目，美国排名前5 iii

全球最佳在线商业研究生课程名列第35名

作为美国顶尖商学院之一 iv

毕业生就业服务满意度评选全美第7位 v

i 
生商学学位项目；iv

马德雷腊山天主教主教大学：
   多米尼加共和国

海外留学多国供选

桑德斯商学院提供80多门本科辅
修课程，另有罗彻斯特理工学院
9家分院开设的众多研究生集中
课程可供学生选择。这些课程在
美国久负盛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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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斯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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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第11大私立高校
110,000多名校友遍布美国50个州

   以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
学生总计 (2013年秋): 18,292
2012/2013年授予学位共计: 4,051

本科主修、辅修专业
会计学
金融
国际商务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学
营销学
新媒体营销

仅限辅修

工商管理
数字商务
创业学
新媒体营销

辅修与集中课程

环境科学
游戏设计与开发
工业设计
机械工程
媒体艺术与技术
多个十佳美术课程

工商管理硕士 (MBA)
全日制
半工半读
会计学
速成4+1
快速通道

20多门集中课程供选

主管级MBA (EMBA)
在校课程
在线课程

理科硕士（MS）
创业与创新型企业
金融
管理学

合作机构
Albert J. Simone 创新与创业中心

    （全美排名第一）
城市创新中心（CUE）
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所
新生企业孵化器

作为罗彻斯特理工学院下属9个分院之

一，桑德斯商学院已经国际高等商学

院协会（AACSB）认证，与罗彻斯特

理工学院新生企业孵化器以及全美第

一的 Albert J. Simone 学生创新与

创业中心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在校

本科及研究生共计1,000多人。学院将

商学教学与罗彻斯特理工学院世界领

先的科技与创造性课程相结合，开设

了7个本科、3个理科硕士、2个主管

级 MBA 以及5个 MBA 学位项目。极

具实践性的课堂教学与带薪实习项目

让学生积累了丰富的商业运营实操经

验，专业知识与技能得以不断提升。

国际促进商学院校
发展协会认证

桑德斯商学院秉承为创业型人才与创新企业服务的长远愿景，吸引了

众多极富进取心、求知欲的求学者。我校注重培养创业、创新式思维

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价值也为学生所广泛认可。

学生是桑德斯商学院的立校之本。在这里，他们拥有罗切斯特理工

大学 (RIT) 特有的商业、科技与设计资源，并在 RIT 众多的辅修课

程中获得与艺术家、工程师以及科学家合作的机会，借此在激烈的

就业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

桑德斯商学院将这些优势资源与其特有的“带薪实习制”教育传统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强调旨在强化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应用课程教育。正

因此，我校毕业生获得了广大雇主的肯定与欢迎，就业率高达96%。

Jacqueline Mozrall，博士

桑德斯商学院院长, 教授

将桑德斯商学院打造成创业型人才
与创新企业的首选学府

凭借其雄厚的业界背景，桑德斯商学院根据当今的

市场需求为其学员量身打造最具就业竞争力的课程

与教育体系，包括面向商务实践的毕业设计项目 

(Capstone projects)、桑德斯学生咨询公司以及简历撰

写等教学内容。这种极具实用性的课程设置既为企业

业主提供了高质的解决方案，也使学生在商务实践

中得到历练与提升。桑德斯商学院高达96%的毕业生

就业率首先得益于这种独具特色的教学理念，同时

也造就了世界上历时最为悠久、最具规模的带薪实习

制教育体系。

通过以就业为导向的实践、教学与研究活动，我们的课程集商务、科技
与设计理念于一身，旨在提升学生的自身能力，从而能够为社会乃至世
界产生直接且持久的影响。

专业设置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

主要成就

info@saunders.rit.edu
+1-585-475-7935

愿 景

  起跑线 打造创业型人才

  起跑线  就业能力

在求学的道路上，桑德斯商学院的学生具有强烈的求知
欲与学习热情，并能将学到的商务理念与其个人兴趣相
结合。通过选修课、辅修课与主修课组合的模式，他们
可以选择罗彻斯特理工学院下属9家分院提供的任意专
业课，作为商业主修课程的补充。所有专业课均为全美
一流水平，包括科技、艺术、设计等。这种组合模式旨
在使学生打造其独具个性的专业知识体系，从而在就业
竞争中脱颖而出，为日后的商场事业与职业生涯奠定坚
实的基础。

起跑线  助你成功

建校至今，桑德斯商学院始终关注每位求学者的个性
化需求，使其真正能够学有所成。学院最大的教室只
能容纳40人。这种小班授课模式，不仅使师生比率降
低，教师更能对学生们的各种问题做到有求必应，
真正集中精力确保每位学生学有所获，学业有成。此
外，所有课程均为桑德斯学院教授担任(从不使用学
生授课)，并为每位学生配备专门服务团队，包括学
术、职业、财务支持服务以及指导老师等。

起跑线  小班授课

创业式思维与创新的价值在当今的商业活动中体现得

尤为突出。桑德斯的本科教育在创业创新方面名列全

美第21位 (2013年《商业周刊》) ，并以其特有的课程设

置而闻名。例如，一年级本科生设有Biz 1-2课程，使其亲

历从企业构思到商业化的创业全程，获得宝贵的实战经
验。除此之外，他们可以广泛接触到罗切斯特理工大学

的各类一流资源，包括全美第一的学生创新中心、创业
创意孵化器 (Venture  Creations  Incubator)、桑德斯学生

咨询公司以及200多家校园社团组织。因此，桑德斯的

企业家文化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而是贯穿教学与校园

生活的方方面面。

  起跑线  创业式思维

使 命

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6% i

毕业后6个月内就业率，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

全美第一的学生创业孵化器 ii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 Albert J. Simone 学生创新创业中心

在线EMBA学位项目，美国排名前5 iii

全球最佳在线商业研究生课程名列第35名

作为美国顶尖商学院之一
桑德斯本科课程由教授MBA等研究生商学课程的教职人员担任，并以其突出的专业性教学在业内广受赞誉。
这包括管理信息系统(全美排名第14位)，创业创新(第21位)，营销学(第26位)，企业战略(第32位)，国际
商务(第52位)。

毕业生就业服务满意度评选全美第7位
全球4大历史最悠久、最具规模的带薪实习制教育体系之一

主要成就

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6% i
毕业后6个月内就业率，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

全美第一的学生创业孵化器 ii
罗彻斯特理工大学 Albert J. Simone 学生创新创业中心

在线EMBA学位项目，美国排名前5 iii

全球最佳在线商业研究生课程名列第35名

作为美国顶尖商学院之一iv

桑德斯本科课程由教授MBA等研究生商学课程的教职人员担任，并以其突出的专业性教学在业内广受赞誉。
这包括管理信息系统(全美排名第14位)，创业创新(第21位)，营销学(第26位)，企业战略(第32位)，国际商
务(第52位)。

毕业生就业服务满意度评选全美第7位 v

全球4大历史最悠久、最具规模的带薪实习制教育体系之一vi

i 罗彻斯特理工大学就业与合作办公室，桑德斯2012年就业率； ii 最佳线上高校； iii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告，最佳在线研究
生商学学位项目；iv彭博商业周刊，2013年最佳本科商学院专业排名（总排名第92位） v 2012年普林斯顿评论； vi罗彻斯
特理工大学就业与合作办公室：年均安排毕业生就业超3,500名，与全美近2,000家雇主推出5,500个合作就业职位

经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认证的国际
分校与合作院校：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克罗地亚分校：
   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

科索沃美国大学：科索沃普里什蒂纳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迪拜分校：

   阿联酋迪拜
马德雷腊山天主教主教大学：

   多米尼加共和国
海外留学多国供选

桑德斯商学院提供80多门本科辅
修课程，另有罗彻斯特理工学院
9家分院开设的众多研究生集中
课程可供学生选择。这些课程在
美国久负盛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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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业做好充分准备

桑德斯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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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第11大私立高校
110,000多名校友遍布美国50个州

   以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
学生总计 (2013年秋): 18,292
2012/2013年授予学位共计: 4,051

作为罗彻斯特理工学院下属9个分院之

一，桑德斯商学院已经国际高等商学

院协会（AACSB）认证，与罗彻斯特

理工学院新生企业孵化器以及全美第

一的 Albert J. Simone 学生创新与

创业中心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在校

本科及研究生共计1,000多人。学院将

商学教学与罗彻斯特理工学院世界领

先的科技与创造性课程相结合，开设

了7个本科、3个理科硕士、2个主管

级 MBA 以及5个 MBA 学位项目。极

具实践性的课堂教学与带薪实习项目

让学生积累了丰富的商业运营实操经

验，专业知识与技能得以不断提升。

国际促进商学院校
发展协会认证

桑德斯商学院秉承为创业型人才与创新企业服务的长远愿景，吸引了
众多极富进取心、求知欲的求学者。我校注重培养创业、创新式思维
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价值也为学生所广泛认可。

学生是桑德斯商学院的立校之本。在这里，他们拥有罗彻斯特理工
学院 (RIT) 特有的商业、科技与设计资源，并在 RIT 众多的辅修课程
中获得与艺术家、工程师以及科学家合作的机会，藉此在激烈的就
业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

桑德斯商学院将这些优势资源与其特有的“带薪实习制”教育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强调旨在强化毕
业生就业能力的应用课程教育。正因此，我校毕业生获得了广大雇主的肯定与欢迎，就业率高达96%。

dt ogilvie，博士
桑德斯商学院院长, 教授

将桑德斯商学院打造成创业型人才
与创新企业的首选学府

凭借其雄厚的业界背景，桑德斯商学院根据当今的市
场需求为其学员量身打造最具就业竞争力的课程与教
育体系，包括面向商务实践的毕业设计项目 (Capstone
projects)、桑德斯学生咨询公司以及简历撰写等教学
内容。这种极具实用性的课程设置既为企业业主提供
了高质的解决方案，也使学生在商务实践中得到历练
与提升。桑德斯商学院高达96%的毕业生就业率首先
得益于这种独具特色的教学理念，同时也造就了世界
上历时最为悠久、最具规模的带薪实习制教育体系。

通过以就业为导向的实践、教学与研究活动，我们的课程集商务、科技
与设计理念于一身，旨在提升学生的自身能力，从而能够为社会乃至世
界产生直接且持久的影响。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

愿 景

起跑线 打造创业型人才

起跑线  就业能力

在求学的道路上，桑德斯商学院的学生具有强烈的求知

欲与学习热情，并能将学到的商务理念与其个人兴趣相

结合。通过选修课、辅修课与主修课组合的模式，他
们可以选择罗切斯特理工大学下属9家分院提供的任意

专业课，作为商业主修课程的补充。所有专业课均为

全美一流水平，包括科技、艺术、设计等。这种组合

模式旨在使学生打造其独具个性的专业知识体系，从

而在就业竞争中脱颖而出，为日后的商场事业与职业

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

  起跑线  助你成功

建校至今，桑德斯商学院始终关注每位求学者的个

性化需求，使其真正能够学有所成。学院最大的教

室只能容纳40人。这种小班授课模式，不仅使师生比

率降低，教师更能对学生们的各种问题做到有求必

应，真正集中精力确保每位学生学有所获，学业有

成。此外，所有课程均为桑德斯学院教授担任(从不

使用学生授课)，并为每位学生配备专门服务团队，

包括学术、职业、财务支持服务以及指导老师等。

  起跑线  小班授课

创业式思维与创新的价值在当今的商业活动中体现得尤
为突出。桑德斯的本科教育在创业创新方面名列全美第
21位 (2013年《商业周刊》) ，并以其特有的课程设置而
闻名。例如，一年级本科生设有Biz 1-2课程，使其亲历从
企业构思到商业化的创业全程，获得宝贵的实战经验。
除此之外，他们可以广泛接触到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的各
类一流资源，包括全美第一的学生创新中心、创业创意
孵化器 (Venture Creations Incubator)、桑德斯学生咨
询公司以及200多家校园社团组织。因此，桑德斯的企
业家文化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而是贯穿教学与校园生活
的方方面面。

起跑线  创业式思维

使 命

主要成就

毕业生就业率高达 96% i 
毕业后6个月内就业率，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

全美第一的学生创业孵化器 ii
罗切斯特理工大学 Albert J. Simone 学生创新创业中心

在线EMBA学位项目，美国排名前5 iii

全球最佳在线商业研究生课程名列第35名

作为美国顶尖商学院之一 iv

桑德斯本科课程由教授MBA等研究生商学课程的教职人员担任，并以其突出的专业性教学在业内广受赞誉。
这包括管理信息系统(全美排名第14位)，创业创新(第21位)，营销学(第26位)，企业战略(第32位)，国际商
务(第52位)。

毕业生就业服务满意度评选全美第7位 v
全球4大历史最悠久、最具规模的带薪实习制教育体系之一vi

跻身《彭博商业周刊》2017最佳商学院排名

i 罗切斯特理工大学就业与合作办公室，桑德斯2012年就业率； ii 最佳线上高校； iii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告，最佳在线研究生商学学位项目；iv 彭博商业周刊，2013
年最佳本科商学院专业排名（总排名第92位） v 2012年普林斯顿评论； vi 罗切斯特理工大学就业与合作办公室：年均安排毕业生就业超3,500名，与全美近2,000家
雇主推出5,500个合作就业职位

经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认证的国际
分校与合作院校：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克罗地亚分校：
   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

科索沃美国大学：科索沃普里什蒂纳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迪拜分校：

   阿联酋迪拜
马德雷腊山天主教主教大学：

   多米尼加共和国
海外留学多国供选











管理与国际商务学

将商业成功与创新进行到底“(人们)对大数据以及商务智能化领域的兴趣急剧增长，在营销
与管理信息系统方面尤其如此。我们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独特的知
识体系与能力备受雇主追捧。当下，投身于这个领域将会大有作
为。”

Victor J. Perotti，博士

管理信息系统，营销与数字商务教授兼系主任

Andrew 
Fleckenstein
罗切斯特理工大学/美
国管理技术大学，克罗
地亚杜布罗夫尼克

Kyle 
Ackerman

Courtney Tennant Etida Zeka Alex Butler

“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成功意味着将领导力、企业家思维与
全球化视野相结合。我们的管理学教授具备顶尖的理论知识，
同时在管理实践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能够使每一位桑德斯的

学生胜任现代商业组织的管理工作。”

Robert Barbato, 博士
管理、国际商务与创业学教授兼系主任

管理信息系统与营销

将管理信息系统与营销学于同一院系内进行合并教学，这是桑德斯学

院所特有的，其在彭博商务周刊针对这两个学科的排名中分列全美

第14与26位。此外，我们的新媒体营销专业在全球商学教育领域是

一个创举，专为当今的市场需求量身打造，该课程毕业生所具备的

专业知识与技能正是当下雇主们所稀缺的。

随着数据及各类指标在商务尤其是营销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互

联网的规模与复杂程度不断提升，市场对营销与管理信息系统专业

毕业生的需求与日俱增。同时，该专业毕业生的起薪始终名列前茅。

管理与国际商务课程的重点学科在全美各大创业、企业策略、国际商
务项目中屡获好评，并在彭博商业周刊学科排名中分别名列第21、
32、52位。除了领导力、设计思维与创业学专业课程外，学院鼓励
学生们辅修其他相关及跨学科课程，进而通过多样化的知识、技能组
合在毕业之际获得更多的职业选择，取得更大成功。

成功的公司具有相似的创新与创业家思维，这也是创造未来商业的源泉所在。

入学第一天起，桑德斯学院的商学专业本科生开始接受 Biz 1-2 课程的学习。该课程为期两学期，堪称商学教
学的一大创举，通过从企业构思直至商业化运作的创业全程实务操作，加强学生的开创精神与思维能力。同
时，这种强调团队协作的教学模式也使得同学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相比之下，其他商学院大多在新生入
学第一年强调通适教育内容，这不利于教学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入。

Albert J. Simone 创新与创业中心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学生创业孵化器，致力于促进创新、创业活动在罗彻斯特理工
学院的开展。该中心的宗旨是帮助学生在进步的过程中学习，并将创业理念与设计付诸实践。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的新生企业孵化器是桑德斯学生咨询公司的大本营，同时有20多家处于创业中期的高科技
公司在这里孕育、成长。这些企业包括从学生创业项目中衍生而来的新生公司，经历了新创阶段的发展，正
在谋求业务扩张与吸引投资的机会。

起跑线 biz 1-2

起跑线 创业孵化器

起跑线 企业助推器

部分雇佣单位、合作伙伴名单

营销与管理信息系统
强生公司 
Intuit
EPIC系统 (
品牌网 

谷歌 (
摩根大通 (
微软 (
花旗集团 (

通用电气 (GE)
银行 ( )

部分雇佣单位、合作伙伴名单

管理与国际商务学
环球 (

哈里斯公司 (
丰田 (

魏格曼 (

影响力与发展宗旨
城市创新中心 (CUE) 让罗彻斯特理工学院回归其在罗彻斯特市中心的立
校之本，将校园资源、求学者、教授、政府、资本投资与新生企业有机
地融合在一起，正是这些创业企业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
力。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所致力于提升广大公众对企业作为社
会成员的角色认知，以及对商业伦理作为基本决策组成部分的理解。

桑德斯与罗彻斯特理工相关活动
作为桑德斯创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生们有很多机会在课堂之外拓
展他们的求学内容与兴趣活动。以下为部分校园活动展示：

学生商业计划竞赛（融资竞赛）
老虎笼竞赛（融资竞赛）
思想速配
RIT48集中营（48小时企业速建）
桑德斯夏季创业项目（与“投资日”一并举办）
创业家大会
McClure 营销讲座
200多家学生社团活动

MBA 好友开办啤酒厂

在迎新生活动的第二天，MBA 学员 Etida Zeka 与 Alex Butler 相识，
并于毕业后在科索沃开办了一家啤酒厂，将美式微酿啤酒在当地进行
推广。“我本来没想到苦味啤酒会在科索沃取得成功”，Butler说，“但是
这里的人们对它的喜爱几近疯狂。”

120,000美元奖学金得主
作为桑德斯学院新媒体营销专业在校学生，Andrew Fleckenstein， 
Kyle Ackerman与Courtney Tennant 获得了谷歌非盈利组织资助计划 
(Google for Nonprofits Program) 提供的120,000美元资助奖金。通过谷歌
关键词广告 (Google AdWords)，该奖金被用于对儿童癌症协会 
(CURE Childhood Cancer Association) 的线上推广。三位获奖得主是在

搜索引擎营销与分析课程中得知谷歌非盈利组织资助计划的消息，也

正是通过该课程积累了相关知识与技巧，在参评项目中取得了巨大成

功。

科索沃小酒厂

超过18,000名历届桑德斯毕业生，近10%担任高管职务
超过110,000毕业生遍布美国50个州，与全世界100多个国家

Sean R. H. Bratches (84届)
娱乐体育电视网 ( )
销售、营销执行副总裁

Susan Holliday (85届)
罗彻斯特商业杂志
总裁、出版人

桑德斯学院校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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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Robert Half 2014 薪水指南 (Robert Half 2014 Salary Guide) 所述，
‘如在可选范围内，雇主们会优先选择已取得专业资质的职业候选
人—并且给予更高待遇。注册会计师仍然是最受追捧的职业资格认
证，同时 MBA 毕业生通常会在高级企业会计与金融职位招聘中获得
优先考虑。”

Jennifer Indovina

部分雇佣单位、合作伙伴名单

会计与金融学
德勤 (
安永 (
毕马威 (
普华永道

高盛 (
波音 (

纽约梅隆银行

银行 
美林证券 (

William Dresnack, 法学博士
会计与金融学副教授兼系主任

会计与金融学

桑德斯商学院的会计与金融学课程致力于使学生全面掌握相关知识与技
能，为取得注册会计师 (CPA)、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注册舞弊审计

师 (CFE) 等业内最具价值的职业资格认证做好充分准备。

金融管理协会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的学生与教师一起即时

管理一个超过100,000美元的投资组合，会计专业学生则在课堂上学习
注册会计师招聘流程，并参与“新生代会计师” ( N e x t 
Generation of Accountants) 社团活动。这种实用性极强的教学模式拓展

了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其领导才能得以提升，同时对科技与创新获得

了更为深刻的切身认识。

绿色科技企业家、TED发言人
全球能源效率行动的优秀代表
07届营销与金融专业 MBA 毕业生 Jennifer Indovina 是 Tenrehte 
Technologies 创始人之一，并任该公司首席行政官。由其团队开发的
Green Tech Entrepreneur & TED Fellow PICOwattTM Smart Plug 自问世以来
在全球绿色科技领域屡获殊荣，包括2010年度最佳 CES 绿色产品奖以及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大众科学杂志 (Popular Science 
Magazine)、Treehugger.com、商业周刊 (Bloomberg Businessweek) 等知名媒
体的报道。Indovina“喜欢将我的所学所见与其他人分享”，她 YouTube 
上所做的 TED 大会演讲正是她心声的真实写照。



管理信息系统与营销

“(人们)对大数据以及商务智能化领域的兴趣急剧
与管理信息系统方面尤其如此。我们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独特的知
识体系与能力备受雇主追捧。当下，投身于这个领域将会大有作
为。”

Victor J. Perotti，博士
管理信息系统，营销与数字商务教授兼系主任

Andrew 
Fleckenstein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
美国管理技术大学，
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

Kyle 
Ackerman

Etida Zeka Alex Butler

“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成功意味着将领导力、企业家思维与
全球化视野相结合。我们的管理学教授具备顶尖的理论知识，
同时在管理实践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能够使每一位桑德斯的

学生胜任现代商业组织的管理工作。”

Robert Barbato, 博士

管理、国际商务与创业学教授兼系主任

将管理信息系统与营销学于同一院系内进行合并教学，这是桑德斯学
院所特有的，其在彭博商务周刊针对这两个学科的排名中分列全美第
14与26位。此外，我们的新媒体营销专业在全球商学教育领域是一
个创举，专为当今的市场需求量身打造，该课程毕业生所具备的专业
知识与技能正是当下雇主们所稀缺的。

随着数据及各类指标在商务尤其是营销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互
联网的规模与复杂程度不断提升，市场对营销与管理信息系统专业毕
业生的需求与日俱增。同时，该专业毕业生的起薪始终名列前茅。

部分雇佣单位、合作伙伴名单

管理与国际商务学
环球 (

哈里斯公司 (
丰田 (

魏格曼 (

120,000美元奖学金得主
作为桑德斯学院新媒体营销专业在校学生，Andrew 
Kyle Ackerman与Courtney Tennant 获得了谷歌非盈利组织资助计
划 (Google for Nonprofits Program) 提供的120,000美元资助奖金。
通过谷歌关键词广告 (Google AdWords)，该奖金被用于对儿童癌症
协会 (CURE Childhood Cancer Association) 
奖得主是在搜索引擎营销与分析课程中得知谷歌非盈利组织资助计划
的消息，也正是通过该课程积累了相关知识与技巧，在参评项目中取
得了巨大成功。

管理与国际商务学

管理与国际商务课程的重点学科在全美各大创业、企业策略、国际商

务项目中屡获好评，并在彭博商业周刊学科排名中分别名列第21、 

32、52位。除了领导力、设计思维与创业学专业课程外，学院鼓励

学生们辅修其他相关及跨学科课程，进而通过多样化的知识、技能组

合在毕业之际获得更多的职业选择，取得更大成功。

科索沃小酒厂
MBA 好友开办啤酒厂
在迎新生活动的第二天，MBA 学员 Etida Zeka 与 Alex Butler 相识，并于

毕业后在科索沃开办了一家啤酒厂，将美式微酿啤酒在当地进行推
广。“我本来没想到苦味啤酒会在科索沃取得成功”，Butler说，“但是这里

的人们对它的喜爱几近疯狂。”



管理信息系统与营销 会计与金融学

“(人们)对大数据以及商务智能化领域的兴趣急剧增长，在营销
与管理信息系统方面尤其如此。我们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独特的知
识体系与能力备受雇主追捧。当下，投身于这个领域将会大有作
为。”

“如 Robert 
‘如在可选范围内，雇主们会优先选择已取得专业资质的职业候选
人—并且给予更高待遇。注册会计师仍然是最受追捧的职业资格认
证，同时 MBA
优先考虑

Victor J. Perotti，博士
管理信息系统，营销与数字商务教授兼系主任

Andrew 
Fleckenstein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
美国管理技术大学，
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

Kyle 
Ackerman

Courtney Tennant Jennifer Indovina

William Dresnack, 法学博士
会计与金融学副教授兼系主任

将管理信息系统与营销学于同一院系内进行合并教学，这是桑德斯学
院所特有的，其在彭博商务周刊针对这两个学科的排名中分列全美第
14与26位。此外，我们的新媒体营销专业在全球商学教育领域是一
个创举，专为当今的市场需求量身打造，该课程毕业生所具备的专业
知识与技能正是当下雇主们所稀缺的。

随着数据及各类指标在商务尤其是营销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互
联网的规模与复杂程度不断提升，市场对营销与管理信息系统专业毕
业生的需求与日俱增。同时，该专业毕业生的起薪始终名列前茅。

桑德斯商学院的会
能，为取得注册会计师 
师 (CFE) 等业内最具价值的职业资格认证做好充分准备。

金融管理协会 
起即时管理一个超过100,000美元的投资组合，会计专业学生则在课堂
上 学 习
Generation 
拓展了学生的职业
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切身认识。

将商业成功与创新进行到底
成功的公司具有相似的创新与创业家思维，这也是创造未来商业的源泉所在。

入学第一天起，桑德斯学院的商学专业本科生开始接受 Biz 1-2 课程的学习。该课程为期两学期，堪称商学

教学的一大创举，通过从企业构思直至商业化运作的创业全程实务操作，加强学生的开创精神与思维能力。

同时，这种强调团队协作的教学模式也使得同学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相比之下，其他商学院大多在新

生入学第一年强调通适教育内容，这不利于教学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入。

Albert J. Simone 创新与创业中心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学生创业孵化器，致力于促进创新、创业活动在罗切斯特

理工大学的开展。该中心的宗旨是帮助学生在进步的过程中学习，并将创业理念与设计付诸实践。

 起跑线 biz 1-2

 起跑线 创业孵化器

 起跑线 企业助推器

部分雇佣单位、合作伙伴名单

营销与管理信息系统
强生公司 
Intuit
EPIC系统 (
品牌网 

谷歌 (
摩根大通 (
微软 (
花旗集团 (

通用电气 (GE)
银行 ( )

部分雇佣单位、合作伙伴名单

会计与金融学
德勤 (
安永 (
毕马威 (
普华永道

高盛 (
波音 (

纽约梅隆银行

银行 
美林证券 (

罗切斯特理工大学的新生企业孵化器是桑德斯学生咨询公司的大本营，同时有20多家处于创业中期的高科技

公司在这里孕育、成长。这些企业包括从学生创业项目中衍生而来的新生公司，经历了新创阶段的发展，

正在谋求业务扩张与吸引投资的机会。

影响力与发展宗旨
城市创新中心 (CUE) 让罗切斯特理工大学回归其在罗彻斯特市中心的立

校之本，将校园资源、求学者、教授、政府、资本投资与新生企业有机

地融合在一起，正是这些创业企业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

力。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所致力于提升广大公众对企业作为社

会成员的角色认知，以及对商业伦理作为基本决策组成部分的理解。

桑德斯与罗切斯特理工相关活动            
作为桑德斯创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生们有很多机会在课堂之外拓

展他们的求学内容与兴趣活动。以下为部分校园活动展示：

 学生商业计划竞赛（融资竞赛）
 老虎笼竞赛（融资竞赛）
 思想速配
 RIT48集中营（48小时企业速建）

 桑德斯夏季创业项目（与“投资日”一并举办） 
 创业家大会
 McClure 营销讲座

 200多家学生社团活动

120,000美元奖学金得主
作为桑德斯学院新媒体营销专业在校学生，Andrew Fleckenstein，
Kyle Ackerman与Courtney Tennant 获得了谷歌非盈利组织资助计
划 (Google for Nonprofits Program) 提供的120,000美元资助奖金。
通过谷歌关键词广告 (Google AdWords)，该奖金被用于对儿童癌症
协会 (CURE Childhood Cancer Association) 的线上推广。三位获
奖得主是在搜索引擎营销与分析课程中得知谷歌非盈利组织资助计划
的消息，也正是通过该课程积累了相关知识与技巧，在参评项目中取
得了巨大成功。

全球能源效率行动的优秀代

07届营销与金融专业 MBA 毕业生 Jennifer Indovina 是 Tenrehte 
Technologies 创始人之一，并任该公司首席行政官。由其团队开发的
Green Tech Entrepreneur & TED Fellow PICOwattTM Smart Plug 自
问世以来在全球绿色科技领域屡获殊荣，包括2010年度最佳 CES 绿色产
品奖以及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大众科学杂志 (Popular 
Magazine)、Treehugger.com、商业周刊 (Bloomberg Businessweek) 
等知名媒体的报道。Indovina“喜欢将我的所学所见与其他人分享”，
YouTube 上所做的 TED 大会演讲正是她心声的真实写照。

绿色科技企业家、TED发言人

超过18,000名历届桑德斯毕业生，近10%担任高管职务
超过110,000毕业生遍布美国50个州，与全世界100多个国家

Sean R. H. Bratches (84届)
娱乐体育电视网 ( )
销售、营销执行副总裁

Susan Holliday (85届)
罗彻斯特商业杂志
总裁、出版人

桑德斯学院校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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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主修、辅修专业
会计学
金融
国际商务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学
营销学
新媒体营销 

仅限辅修
工商管理
数字商务
创业学
新媒体营销 

辅修与集中课程

工商管理硕士 (MBA)
全日制
半工半读
会计学
速成4+1
快速通道 

20多门集中课程供选

主管级MBA (EMBA)
在校课程
在线课程 

理科硕士（MS）

• 创业与创新
• 企业 金融
• 管理学
• 商业分析

合作机构
Albert J. Simone 创新与创业中心
（全美排名第一）
城市创新中心（CUE）
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所
新生企业孵化器 

作为罗切斯特理工大学下属9个分院之

一，桑德斯商学院已经国际高等商学

院协会（AACSB）认证，与罗切斯特

理工大学新生企业孵化器以及全美第

一的 Albert J. Simone 学生创新与创

业中心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在校本

科及研究生共计1,000多人。学院将商

学教学与罗切斯特理工大学世界领先

的科技与创造性课程相结合，开设了

7个本科、3个理科硕士、2个主管级 

MBA 以及5个 MBA 学位项目。极具

实践性的课堂教学与带薪实习项目让

学生积累了丰富的商业运营实操经

验，专业知识与技能得以不断提升。

国际促进商学院校

发展协会认证

桑德斯商学院秉承为创业型人才与创新企业服务的长远愿景，吸引了
众多极富进取心、求知欲的求学者。我校注重培养创业、创新式思维
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价值也为学生所广泛认可。

学生是桑德斯商学院的立校之本。在这里，他们拥有罗彻斯特理工
学院 (RIT) 特有的商业、科技与设计资源，并在 RIT 众多的辅修课程
中获得与艺术家、工程师以及科学家合作的机会，藉此在激烈的就
业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

桑德斯商学院将这些优势资源与其特有的“带薪实习制”教育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强调旨在强化毕
业生就业能力的应用课程教育。正因此，我校毕业生获得了广大雇主的肯定与欢迎，就业率高达96%。

dt ogilvie，博士
桑德斯商学院院长, 教授

将桑德斯商学院打造成创业型人才
与创新企业的首选学府

凭借其雄厚的业界背景，桑德斯商学院根据当今的市
场需求为其学员量身打造最具就业竞争力的课程与教
育体系，包括面向商务实践的毕业设计项目 (Capstone
projects)、桑德斯学生咨询公司以及简历撰写等教学
内容。这种极具实用性的课程设置既为企业业主提供
了高质的解决方案，也使学生在商务实践中得到历练
与提升。桑德斯商学院高达96%的毕业生就业率首先
得益于这种独具特色的教学理念，同时也造就了世界
上历时最为悠久、最具规模的带薪实习制教育体系。

专业设置

罗切斯特理工大学
 全美第11大私立高校

 110,000多名校友遍布美国50个州

以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

 学生总计 (2013年秋): 18,292

 2012/2013年授予学位共计: 4,051

主要成就

saunders.rit.edu 
rit.edu/ptgrad/chinese （中文）

愿 景

起跑线 打造创业型人才

起跑线  就业能力起跑线  助你成功

创业式思维与创新的价值在当今的商业活动中体现得尤
为突出。桑德斯的本科教育在创业创新方面名列全美第
21位 (2013年《商业周刊》) ，并以其特有的课程设置而
闻名。例如，一年级本科生设有Biz 1-2课程，使其亲历从
企业构思到商业化的创业全程，获得宝贵的实战经验。
除此之外，他们可以广泛接触到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的各
类一流资源，包括全美第一的学生创新中心、创业创意
孵化器 (Venture Creations Incubator)、桑德斯学生咨
询公司以及200多家校园社团组织。因此，桑德斯的企
业家文化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而是贯穿教学与校园生活
的方方面面。

起跑线  创业式思维

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6% i

毕业后6个月内就业率，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

全美第一的学生创业孵化器 ii

在线EMBA学位项目，美国排名前5 iii
全球最佳在线商业研究生课程名列第35名

作为美国顶尖商学院之一

毕业生就业服务满意度评选全美第7位

主要成就

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6% i
毕业后6个月内就业率，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

全美第一的学生创业孵化器 ii

在线EMBA学位项目，美国排名前5 iii

全球最佳在线商业研究生课程名列第35名

作为美国顶尖商学院之一 iv

毕业生就业服务满意度评选全美第7位 v

i 
生商学学位项目；iv

经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认证的国际
分校与合作院校：
 罗切斯特理工大学克罗地亚分校：克
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

 科索沃美国大学：科索沃普里什蒂纳 
 罗切斯特理工大学迪拜分校：
阿联酋迪拜 

 马德雷腊山天主教主教大学：
多米尼加共和国

 海外留学多国供选 

桑德斯商学院提供80多门本科辅
修课程，另有罗切斯特理工大学
9家分院开设的众多研究生集中
课程可供学生选择。这些课程在
美国久负盛誉，包括：

 环境科学
 游戏设计与开发
 工业设计
 机械工程
 媒体艺术与技术
 多个十佳美术课程 

RIT 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