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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斯商学院以成为有

进取⼼的学⽣和创新企

业的⾸选为愿景，吸引

了有好奇⼼和创业精神

的学⽣。今天，所有现

代化组织都在利⽤技术

在全球经济中竞争，我

们正在培养学⽣，让他们做好准备领

导和管理这些技术和创新组织。

在桑德斯商学院，我们把学⽣放在第

⼀位。他们可以获得RIT独有的⼤量的
商业、技术和设计资源。通过RIT的辅
修课程、双专业以及⼀系列体验课程

机会，商科学⽣定期与艺术家、设计

师、⼯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共同应对

跨学科挑战  - 这让桑德斯商学院的毕
业⽣拥有与众不同的能⼒，他们拥有

丰富的沟通和批判性思考经验。

桑德斯商学院通过带薪实习、实习、

本科⽣研究体验的传统与企业和企业

家们建⽴了紧密联系。我们提供应⽤

和相关课程，让学⽣在毕业时做好准

备——他们或可加⼊财富500强公司，
或可加⼊初创型企业，还可以继续攻

读硕⼠学位。

Jacqueline R. Mozrall, Ph.D.
桑德斯商学院教授兼院⻓

国际商学院发展协会（AACSB）认证

桑德斯商学院使命

我们通过以职业导向以及整合商业、

技术和设计思维的教学和研究，培养

学⽣为组织和世界做出持久的贡献。

解锁经验

    ·  强⼤的商业和⾏业联系
    ·  真实世界的学习体验
    ·  95%的就业率

解锁创新

    ·  顶级STEM⼤学资源
    ·  排名顶级的技术型商业项⽬
    ·  强⼤的跨学科创新和创业中⼼

释放热情

    · 学⽣创⽴⾃⼰的品牌
    ·  可在RIT所有9个学院定制课程
    ·  全球校园和资源

拓展⼈脉

    ·  敬业、平易近⼈的顾问和教职员⼯
    ·  ⼩班教学
    ·  25,000名全球桑德斯商学院校友



排名和获奖

# Top #2 5 9
 College Factual 2022

了解更多：  rit.edu/business-rankings

管理信息系统项⽬在
纽约州排名第2，在美
东北中部排名第5

2022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道

纽约州商业项⽬排名
前5，全国商业项⽬本

科排名第7

2022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道

最佳全国在线
MBA课程排名

# #33 55 95%
2022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道

全国最佳研究⽣院排
名中MBA单科排名

全国最佳本科
商业项⽬排名

本科和研究⽣就业率

2022 Poets&Quants 毕业后6个⽉

桑德斯商学院
校友

近25,000名桑德斯
商学院校友

其中10%的⾼管
136,000名RIT校友
遍布美国50个州和
100多个国家

Anastasia Callahan ’90
（酒店及度假管理）
万豪国际酒店

特许经营管理副总裁

Robert Dandrea ’81 
(⻝品服务)
Tracfone Wireless公司
⾸席营销官

Mark Doheny ’98 (MBA)
Transcat公司⾸席财务官

Sandy Dominach ’87
(finance); ’95 (MBA)
星座品牌

⾼级副总裁兼财务主管

Ondrej Frydrych ’97
 (MBA)
捷信中国CEO

Karen Goldman ’78
（⻝品服务管理）
Barclays Capital副总裁

Jim Gould MS ’85 (会计)
Alesco Advisors
创始⼈兼总裁

Stephen Harrington ’93 
(商业管理)
Delaware North公司
⾸席采购官兼⾼级副总裁

Betty Noonan ’97 (MBA)
nVent公司⾸席发展官

Aparna Ramesh MS ’98 
(⾦融)
联邦农业贷款抵押公司

执⾏副总裁兼⾸席财务官

了解更多校友，请访问
rit.edu/business-alumni

rit.edu/business

http://rit.edu/business-rankings
http://rit.edu/business-alumni


国际酒店管理和
服务创新

整合技术、服务和⼈员以管

理并推动创新

国际酒店管理和服务创新是

⼀个拥有⼈才和资源的好地

⽅！技术、⼈员和服务在这
⾥交汇，这种酒店、旅游、

领导⼒、⼈⼒资源和创新的

独特⽽强⼤的组合使您能够

在下⼀代商业成功中处于领

先地位。

Edwin Torres,Ph.D.
国际酒店管理

和服务创新

副教授兼系主任

专业项⽬：酒店管理和旅游管理
（学⼠，硕⼠）、国际餐饮管理、

体育与娱乐管理（辅修）。

管理信息系统，
市场营销和分析

探索新技术的影响，以提升

商业洞察、敏锐度和客⼾体

验。

⼈们对⼤数据和商业智能的

兴趣激增，这正是市场营销

和管理信息系统这两个项⽬

的交汇处。企业希望我们的

毕业⽣能够使⽤独特的技能

组合以满⾜这种需求。这是

进⼊这⼀领域的绝佳时机。

Sean Hansen, 
MBA, Ph.D.

管理信息系统、

市场营销及分析

教授兼系主任

专业项⽬：管理信息系统和市场营
销（学⼠和辅修）；商业分析（硕
⼠和辅修）；数字业务（辅修）。



⾦融和会计

培养精通技术、敏锐的财务

决策者

⾦融和会计专业⼈⼠，尤其

是获得CPA和CFA认证的专
业⼈⼠，在每个⾏业都具有

⾮常有潜⼒的⾼薪职位的就

业机会。在RIT桑德斯商学
院的⾦融和会计专业的学⽣

在准备好获得专业认证的同

时，也会获得雇主需要的技

术技能和优势。他们的努⼒

将通过⾼薪职位获得回报。

Archana Jain,
CPA, MBA, Ph.D.
⾦融与会计副教授

兼临时主任

专业项⽬：会计（学⼠，辅修课，快速
学⼠/硕⼠）；⾦融（学⼠，辅修课，硕
⼠）；会计和分析（硕⼠）

管理

培养学⽣成为能够使⽤技术创

新和驱动全球变⾰的领导者、

企业家以及供应链经理。

当今商业环境的成功要求技

术知识，领导技能，创业思

维以及全球意识。通过结合

前沿的研究、专业知识和跨

学科课程，我们培养学⽣在

技术、创新和供应链领域成

为有创新能⼒的问题解决者

和领导者。

Stephen Luxmore,
Ph.D.

⾸席讲师

及临时系主任

项⽬专业：全球商业管理，供应链管理
（学⼠，辅修课）；创业  、⼈⼒资源管
理、国际商务、管理学（辅修课）；全
球供应链管理、技术创新管理和创业

（硕⼠）；⼯商管理硕⼠（MBA）。



R I T全球校区

通往世界的技
术途径

作为最⼤的科技⼤学之⼀

的⼀部分，位于商业和技

术的交汇处，桑德斯商学

院拥有的STEM学位数量
位列第三。这⾥的创业⽂

化让商科学⽣与艺术家、

设计师、⼯程师和计算机

科学家并肩作战，学⽣们

在9所RIT学院的课堂内外
都保持联系。

学⽣和教职员⼯可以使⽤

丰富的资源和研究中⼼，

可以给她们提供⽆限的机

会。这⾥有最先进且不断

更新的设施，我们把⾏业

标准应⽤在课堂中。我们

拥 有 4 个 国 际 校 区 ，
600+海外留学的选择和
超过136,000的国际校友
⽹络，为您打开通往全球

职业⽣涯的⼤⻔，让您的

热情投⼊⼯作以满⾜具有

影响⼒的业务需求。

⾏业后盾

⾏业咨询委员会从全球公

司注⼊他们的⾏业专业知

识和指导，以确保我们的

⾼质量课程能够满⾜雇主

开拓
⼯具和资源

RIT丰富的进取⽂化为追求
创新理念提供了⽀持：

  · 全球⽹络安全研究所
  ·  RIT MAGIC Spell⼯作
室

  ·  快速原型制作的创客空
间

  ·  Venture Creations孵
化器及桑德斯商学院特⾊活

动

  ·  RIT所有学⽣和社区成员
均可获得全国顶级商业思维

  ·  在全球各国进⾏海外学
习的机会

设施

这⾥设施先进，为学⽣

提供积极的学习环境，

通过技术培养学⽣进⼊

相关⾏业，使⽤顶级软

件 ， 如 VBA 、  R 、
Python 、 Tableau,
MATLAB、 SAS、 SQ以
及彭博终端。

  ·  专业技术⽀持团队
  ·  ⼯业厨房和⻝品实验
室

  ·  Lobozzo⾼管教育中
⼼

  ·  Phil Tyler主动学习
课堂

  ·  REDCOM合作研究室
  ·  为聋⼈和听障学⽣提
供的⽆缝接⼊服务

  ·  配置⾏业最新软件的
计算机实验室若⼲

  ·  Sklarsky商业分析中
⼼

的需要。委员会提供⾏业⼊

⻔、经验、指导和交流的机

会，还有顶点项⽬、带薪实

习和职位资讯等。

Linden数字营销公司
Lindsay Connelly 创始⼈  （本科/MBA）

Lindsay与好朋友Brennah Rosenthal（2013级RIT校友）共同建⽴了RIT攀岩
队，Lindsay在领导和创建⼈们喜欢参与的组织中发现了乐趣。4+1的⼯商管理
快速课程提供了结构和技能，让她可以享受这种快乐，并创⽴公司作为⾃⼰的理

想职业。RIT的桑德斯商学院校友⽹络持续为Linden数字营销公司提供⼈才和机
会。Connelly分享说： “RIT能够为学⽣提供在现实世界中应⽤她们在课堂所学知
识的机会，这些机会是⽆与伦⽐的。随着我的团队⽇益壮⼤，我始终相信RIT的
校友  -  我知道他们对进⼊任何领域即将⾯临的困难做好了准备。”

RIT中国校区 RIT克罗地亚校区

RIT迪拜校区 RIT科索沃校区



太极茶  
Zining Chen 2017级⼴告和公共关系专业，2019级TIME硕⼠在桑德斯商
学院读了⼏⻔市场营销课程，他在2015年创⽴太极茶的时候就⽴刻申请了
这些课程。通过他的创业硕⼠课程，以及优化商业实践，他把太极茶发展

到全美各地14家店的规模。他和2017级⾦融专业Owen Yi j ia Li同学，还
有Tian Tian（与他⼀同是2017级⼴告和公共关系专业和2019级TIME硕
⼠的同学）⼀起创⽴了太极茶。他说 “我们的⽬标是让⼈们有⼀个可以和家
⼈和朋友在⼀起享受最好的珍珠奶茶、健康的波奇饭和美味的拉⾯。”

合作教育
和实习

合作教育（即带薪实习

co-op）和实习的传统为
课堂内外的体验式学习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 95%的
就业率，雇主认可度极

⾼。

现实世界的体验

学⽣通过带薪实习获得课

外经验。4,500名学⽣通
过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

模最⼤的带薪实习项⽬完

成 了 6,200 多 次 带 薪 实
习。

学⽣们可以参加每年两次

的招聘会，并且有专业的

职业顾问提供求职指导。

带薪实习致⼒于让学⽣应

⽤课堂知识和进⾏体验式

学习，通过顶点项⽬、研

究研讨会、研究中⼼、海

外留学、国际交流项⽬、

学⽣竞赛、⾏业指导和指

导委员会、200多个学⽣
俱乐部，以及4个全球校
区等⼀系列选择作为补

充。

近期合作企业
R I T招聘会



RIT下设9所学院的100多
个辅修课程及沉浸式学

习，包括很多国家认可的

项⽬：

 · ⼴告及公共关系
 ·  计算安全
 · 创意写作
 ·  ⽹络安全⻛险管理
 ·  环境研究
 ·  伦理学
 ·  游戏设计
 ·  酒店管理
 ·  媒体艺术与技术
 ·  移动应⽤开发
 ·  ⾳乐与技术
 ·  包装科学
 ·  摄影
 ·  公共政策
 ·  可持续产品开发
 ·  剧院艺术
 ·  ⽹⻚开发
 ·  9⻔外语（包括美国⼿
语）

桑德斯商学院正在扩⼤超过35,000
平⽅英尺的版图，是⼤楼当前占地⾯

积的两倍。RIT桑德斯商学院主楼的
扩建投资⾼达2,000万美⾦，包括对
现有空间的翻新。

本科项⽬

⼤学本科理学学⼠

 ·  4+1 BS/MBA快速课程
 ·  会计
 ·  商业探索
 · ⾦融
 ·  全球商业管理
 · 酒店及度假管理
 · 管理信息系统
 · 市场营销
 ·  供应链管理

商科辅修课程

⾯向所有RIT学⽣开放

 ·  会计
 ·  商业管理
 ·  商业分析
 · 数字业务
 ·  创业
 · ⾦融
 · 全球餐饮管理
 · 酒店管理
 ·  ⼈⼒资源管理
 ·  国际商务
 ·  管理学
 · 管理信息系统
 · 市场营销
 · 体育与娱乐管理
 · 供应链管理

RIT辅修课程
及⽅向

硕⼠研究⽣项⽬

⼯商管理硕⼠（MBA）*

⾼ 级 ⼯ 商 管 理 硕 ⼠

（EMBA）
 · ⾯授&⽹课
 ·  定制⾼管项⽬

理学硕⼠

 ·  会计及分析*
 ·  商业分析*
 · ⾦融*
 ·  全球供应链管理*
 ·  酒店商业管理
 ·  组织领导⼒和创新*
 ·  技术创新管理和创业*

⾼级证书课程

 ·  会计和⾦融分析
 ·  技术创业

带*的为STEM学科
关注RIT公众号了解更多

罗切斯特理⼯⼤学

第3名
拥有STEM学科的私⽴⼤学排名

136,000
RIT全球校友

19,718
2021年秋季，学⽣团体数量

4,594
2020-21年授予学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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