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UST PhD Program in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21 Recruitment Summer Camp
Call for Applications
The PhD program in Operations Management (OM)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 Business School is hosting a summer camp at the end of August
2021 for students who plan to apply for Fall-2022 entry to the PhD Program. The objective is
to offer prospective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to get to know our PhD program in depth and
interact with our faculty and PhD students.
1. About HKUST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

6 departments, 7 research disciplines for PhD Program, 11 research centers
140+ faculty from over 25 nationalities
Kellogg-HKUST EMBA Program World’s No.1 (2009-13, 2016-2018, 2020) by the
Financial Times
Full-time MBA Program Asia’s No. 1 (2010-14, 2016) by the Financial Times

2. About HKUST ISOM Operations Management PhD Program
The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degree program in the HKUST Business School prepares
students for a research and teaching career in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world. Our PhD
students receive rigorous training and work closely with faculty in a vibrant and
intellectually stimulating academic environment.
 Faculty and Research Productivity

-

-

The Operations-Management group is housed in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Business Statistics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at HKUST Business School.
The department is ranked among the Top 20 ISOM departments in the world and 2nd
outside North America, based on publications in the most prestigious academic journals
(2014-2016).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revenue management,
behavioral operations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analytics
Eleven faculty members, all with PhD degrees from top universit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Six faculty members serve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op academic journals in operations
management, including Management Science, Operations Research,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and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Scholarships for Admitted PhD Students

The department offers scholarships to all admitted students through one of two scholarships:
Hong Kong PhD Fellowship Scheme (approximately HK$26,000/month), HKUST PhD
Admission (approximately HK$18,000/month). In addition, excellent students may receive
RedBird PhD Scholarship or SBM Dean’s Research Postgraduate Scholarship
(HK$40,000/year renewable).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https://pg.ust.hk/prospective-students/scholarship-fees/generous-scholarship.
3. Application Eligibility, Travel Allowance & Accommodation

-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who plan to apply to HKUST PhD Program
in Operations Management commencing Fall 2022
HKUST ISOM Department will offer a travel allowance (up to HK$1,400 per person)
and provide two-night free accommodation on HKUST campus

4. How to Apply
To apply to the summer camp, please follow the checklist below and send the whole
application package to pgom@ust.hk.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is June 30, 2021.

-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see enclosed)
A personal statement (max word limit 1000 words) explaining your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achievements, past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interest, and why you
would like to pursue a PhD degree in Operations Management
Latest CV
A copy of latest transcripts for all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Copies of standardized test scores (e.g., TOEFL/IELTS, GRE/GMAT, CET4/CET6)
One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Other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if any (e.g., publications or conference papers, abstract
or brief write-up for any ongoing research activities).

Selected applicants will be notified via email in mid to end of July 2021. The camp may be
changed to online mode if travelling to Hong Kong is disallowed by the pandemic situation at
the end of August.
Contacts and Inquiries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Business Statistics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http://www.bm.ust.hk/isom/
E-mail: pgom@ust.hk

HKUST ISOM (Operations Management)
PhD Program Recruitment Summer Camp Application Form
Personal Particulars：
Name

Gender

Mobile

Email
Address

Photo
(size: 1 inch)

Postal address
and Postal cod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ttended
Undergraduate
School

Major:

GPA /
Total

Attended
Postgraduate
School

Major:

GPA /
Total

Attained
scholarships
English grade

CET4

CET6

Other awards or
research
experience (such
as academic
conferences,
academic reports,
academic papers,
etc.)

Applicant Signature：
Date :

TOEFL（if any）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营运学博士2021年招生夏令营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营运学方向将于2021年8月底为有意于2022年秋季入读博士(PhD)
学位课程的申请者举办一个夏令营，希望给申请者提供一个深入了解本校博士课程
以及与教授及在读博士生互动的机会。
1.

关于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






2.

6 个学系，7 个提供博士课程的研究学科，11 所研究中心
来自超过 25 个国家的逾 140 位教授
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合办的《凯洛格–科大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
士课程（EMBA）》获《金融时报》连续五年（2009-2013）及 2016-2018 并
2020 年度评为世界第一
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课程（MBA）获《金融时报》连续四年（2010-2014）及
2016 年度评为亚洲第一

关于香港科技大学营运学博士课程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博士（PhD）学位课程致力于为世界各地大学培养输送研究和
教学人才。本校博士生接受严格的学术教育，并与教授们在充满活力及启发思维
的学术环境中进行研究合作。


营运学（Operations Management）师资与研究项目

-

营运学隶属于资讯、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于 2014-2016 年被评为同类院系
全世界前二十名（北美之外第二名）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供应链管理，收益管理，行为营运学，和商业数据分析等
11 位教授全部拥有北美和欧洲顶级大学的博士学位
6 位教授在顶级营运学学术刊物（Management Science, Operations Research,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中担任副主编和/或编委

-

入读博士生的奖学金
资讯丶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会为录取入读的博士生提供以下其中一项奖学
金：「香港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计划」（约每月港币二万六千元），「香港
科技大学研究生录取计划」（约每月港币一万八千元）。此外，优秀学员
更可获得「RedBird 博士生奖学金」或「商学院院长研究生奖学金」（每
年 港 币 四 万 元 / 按 年 调 整 ） 。 详 情 请 浏 览 https://pg.ust.hk/prospectivestudents/scholarship-fees/generous-scholarship。

3.

申请资格、交通津贴及住宿安排



4.

计划申请2022年秋季入读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营运学方向博士课程的本科生
和研究生均可申请参加夏令营
资讯丶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会给每位营员报销上限为港币 1,400 的交通费用
及在科大校园提供二晚免费住宿

申请程序
申请者须电邮下列文件到 pgom@ust.hk。申请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30日。
- 填妥之申请表（见附件）
- 一份个人陈述（字数上限 1000 字），阐述申请人的学术背景和成就、过去的
研究经验和研究兴趣，以及攻读资讯丶商业统计及营运学博士学位的原因
（英文）
- 个人履历表（英文）
- 所有学历的成绩单副本
- 标准考试成绩副本（如托福/雅思、GRE / GMAT、CET4 / CET6）
- 一封推荐信
- 其他补充数据（如出版物或学术会议论文、现正进行的研究的摘要或简介等）

获选之申请人将于2021年7月中至月底收到电子邮件通知。如新冠疫情导致八月底来
港困难，本夏令营可能会改为线上模式，届时将另行通知。

联络及查询
资讯、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 http://www.bm.ust.hk/isom/
电邮: pgom@ust.hk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资讯丶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
招募博士研究生夏令营申请表

个人基本资讯：
姓 名

性 別

手提电话

电 邮

照 片
（近期一吋免冠正面
照片）

通讯地址及邮递区号

教育情况：

本科就读学校

本科就读学科

GPA /
Total

研究生就读学校

研究生就读学科

GPA /
Total

曾获奖学金
英语成绩

CET4

分

CET6

分

TOEFL（如有）

其他获奖或科研
情况（如学术会
议，学术报告，
学术论文等等）

申请人签署：
年

月

日

分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營運學博士 2021 年招生夏令營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營運學方向將於 2021 年 8 月底為有意於 2022 年秋季入讀博士(PhD)
學位課程的申請者舉辦一個夏令營，希望給申請者提供一個深入了解本校博士課程以
及與教授及在讀博士生互動的機會。
1. 關於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
 6 個學系，7 個提供博士課程的研究學科，11 所研究中心
 來自超過 25 個國家的逾 140 位教授
 與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合辦的《凱洛格–科大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課程 （EMBA）》獲《金融時報》連續五年（2009-2013）及 2016-2018 并 2020
年度評為世界第一
 全日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MBA）獲《金融時報》連續四年（2010-2014）及
2016 年度評為亞洲第一
2. 關於香港科技大學營運學博士課程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博士（PhD）學位課程致力於為世界各地大學培養輸送研究和
教學人才。 本校博士生接受嚴格的學術教育，並與教授們在充滿活力及啟發思維
的學術環境中進行研究合作。
 營運學（Operations Management）師資與研究項目

-

營運學隸屬於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於 2014-2016 年被評為同類院系
全世界前二十名（北美之外第二名）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供應鏈管理，收益管理，行為營運學，和商業數據分析等
11 位教授全部擁有北美和歐洲頂級大學的博士學位
6 位教授在頂級營運學學術刊物（Management Science, Operations Research,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中擔任副主編和/或編委
入讀博士生的獎學金
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會為錄取入讀的博士生提供以下其中一項獎學
金：「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約每月港幣二萬六千元），「香港
科技大學研究生錄取計劃」（約每月港幣一萬八千元） 。此外，優秀學員
更可獲得「RedBird 博士生獎學金」或「商學院院長研究生獎學金」（每年
港 幣 四 萬 元 / 按 年 調 整 ） 。 詳 情 請 瀏 覽 https://pg.ust.hk/prospectivestudents/scholarship-fees/generous-scholarship 。

3. 申請資格、交通津貼及住宿安排
 計畫申請 2022 年秋季入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營運學方向博士課程的本科生

和研究生均可申請參加夏令營
 資訊丶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會給每位營員報銷上限為港幣 1,400 的交通費用及
在科大校園提供二晚免費住宿

4. 申請程序
申請者須電郵下列文件到 pgom@ust.hk 。申請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6 月 30 日。
-

填妥之申請表(見附件)
一份個人陳述(字數上限 1000 字)，闡述申請人的學術背景和成就、過去的
研究經驗和研究興趣，以及攻讀資訊丶商業統計及營運學博士學位的原因
(英文)
- 個人履歷表(英文)
- 所有學歷的成績單副本
- 標準考試成績副本（如托福/雅思、GRE / GMAT、 CET4 / CET6）
- 一封推薦信
- 其他補充數據（如出版物或學術會議論文、現正進行的研究的摘要或簡介等）
獲選之申請人將於 2021 年 7 月中至月底收到電子郵件通知。如新冠疫情導致八月底來
港困難，本夏令營可能會改為線上模式，屆時將另行通知。

聯絡及查詢
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 http://www.bm.ust.hk/isom/
電郵: pgom@ust.hk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
招募博士研究生夏令營申請表
個人基本資訊：
姓 名

性 別
照 片

手提電話

電 郵
（近期一吋免冠正面
照片）

通訊地址及郵遞區號

教育情況：

本科就讀學校

本科就讀學科

GPA /
Total

研究生就讀學校

研究生就讀學科

GPA /
Total

曾獲獎學金
英語成績

CET4

分

CET6

分

TOEFL（如有）

其他獲獎或科研
情況（如 學術會
議，學術報告，
學術論文等等）

申請人簽署：
年

月

日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