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负责内容 姓名 联系电话 邮箱 办公室地点
学院分管领导 李晓红 18959288766 lixiaohong666666@163.com 南光一313a

工作人员 杭垚 15060730335 rwhy@xmu.edu.cn 南光一313b
学院分管领导 卓越 2182719 zhuoyue4906@163.com 成智楼323
学院分管领导 赵晓慧 2182591 zxh@xmu.edu.com 成智楼204

工作人员 李艳霞 2181948 liyanxia7611@xmu.edu.cn 成智楼319
工作人员 漆亮亮 2183791 7bobo@sina.com 成智楼318
工作人员 戴小力 2183769 xldf919@sina.com 成智楼320
工作人员 林如琦 2181729 ggswbk@xmu.edu.cn 成智楼212
工作人员 蒋慧琼 2189695 jianghuiqiong@xmu.edu.cn 成智楼212

学院分管领导 徐琪 2183320 13859904098 囊萤楼304
工作人员 徐登攀 2182476 dengpanxu@xmu.edu.cn 囊萤楼307

学院分管领导 李兰英 2188156 lanLy009@xmu.edu.cn 法学院C503
工作人员 周蕾 2187415 zhlei@xmu.edu.cn 法学院C207
工作人员 高斌 2182401 lawtw@xmu.edu.cn 法学院C319
工作人员 林旭荣 2183238 lxr@xmu.edu.cn 法学院C319
工作人员 陈丽清 2183020 chenliqing@xmu.edu.cn 法学院C320

学院分管领导 陈建宝 13063092351 jbjy2006@126.com 经济楼A410
工作人员 徐雪源 18959287483 icesnow_xu@163.com 经济楼N座209

学院分管领导 徐迪 2180369 dxu@xmu.edu.cn 嘉庚一307
学院分管领导 洪秋霞 2187131 hqx@xmu.edu.cn 嘉二313

工作人员 林爱珍 2186009 linaz@xmu.edu.cn 嘉庚二312
工作人员 蒋超杰 2185775 jchaojie@xmu.edu.cn 嘉庚二317
工作人员 揭上锋 2186513 772582551@qq.com 嘉庚二317

学院分管领导 阎立峰 2185056 flying@xmu.edu.cn 新闻楼401
工作人员  戴蓥 2187571 dayling@xmu.edu.cn 新闻楼412室

工作人员 吴懋雯 2183534 triplewu@xmu.edu.cn
新闻传播实验
中心办公室

工作人员 李鑫 2185952 xwxjxms@xmu.edu.cn 新闻楼404室
学院分管领导 李一平 0592-2184563 ypli@xmu.edu.cn 嘉三1022

工作人员 曾祥轩 0592-2188207 zxx@xmu.edu.cn 嘉三1026

学院分管领导 杜魁 2580672 kuidu@xmu.edu.cn 海韵园B406

工作人员 黄晨龙 2580612 clhuang@xmu.edu.cn 海韵园B205
学院分管领导 孙道恒 18959285900 dhsun@xmu.edu.cn 物理馆220

工作人员 刘俊希
2184026、

13606931589
jxliu@xmu.edu.cn 物理馆217

学院分管领导 朱亚先 2183279 yaxian@xmu.edu.cn 同安二204室
学院分管领导 刘俊杰 2181646 jiesong@xmu.edu.cn 同安二101室

化学系分管领导 黎朝 2182438 lizhao@xmu.edu.cn 同安二103室
化学工程与生物
工程系分管领导

吐松 2183751 tusong@xmu.edu.cn 同安二102室

化学生物学系分
管领导

杨朝勇 2182803 cyyang@xmu.edu.cn 同安二103室

工作人员 洪炜 2183371 hybk@xmu.edu.cn 同安二204室
学院分管领导 周大旺 2185350 dwzhou@xmu.edu.cn 黄朝阳楼A404

工作人员 李勤喜 2187986 liqinxi@xmu.edu.cn 黄朝阳楼D422
工作人员 陈灿和 2182609 chench@xmu.edu.cn 黄朝阳楼E302
工作人员 郑毅芳 2185620 smbk@xmu.edu.cn 黄朝阳楼B305

学院分管领导 张宇 15160098758 yuzhang@xmu.edu.cn 希平楼C3-209

工作人员 商少凌 13616041602 slshang@xmu.edu.cn 希平楼C3-421

工作人员 陈国强 13030888958 chengq@xmu.edu.cn 希平楼C2-303

工作人员 黄德强 13774661930 dadop@xmu.edu.cn 希平楼C2-206

工作人员 任西西 13616027717 sissiren@xmu.edu.cn 希平楼C2-205

工作人员 林培玲 18250808910 peilinglin@xmu.edu.cn 希平楼C2-206

学院分管领导 董俊 0592-2580004 jdong@xmu.edu.cn
海韵园行政楼

C514

工作人员 翁维诚 0592-2580163 wengweicheng@xmu.edu.cn
海韵园实验楼

306

新闻传播学院

国际关系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各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联系方式

海洋与地球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

公共事务学院

外文学院

法学院

经济学院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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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 陈华宾 0592-2580153 chb@xmu.edu.cn
海韵园教学楼

501

学院分管领导 史亮 13696928736 sliang@xmu.edu.cn
厦门大学海韵
校区行政楼A座

209
工作人员 刘锦锗 2580555 ljz16@xmu.edu.cn

厦门大学海韵
园行政楼A103

学院分管领导 张业 2188670 zhangye@xmu.edu.cn 成义楼507
学院分管领导 薛茂强 2880516 Xmq8887@xmu.edu.cn 成义楼513
系部分管领导 高丰光 2188680 gfengguang@xmu.edu.cn 成伟楼401
系部分管领导 金鑫 2188680 xinjin@xmu.edu.cn 成伟楼401
系部分管领导 金光辉 2188680 gfjin@xmu.edu.cn 成伟楼401
系部分管领导 钱林超 2185961 lcqian@xmu.edu.cn 成智楼401
系部分管领导 叶本兰 2189625 benlanye@xmu.edu.cn 爱礼楼209
部门分管领导 胡咏晖 2880531 huyonghui@xmu.edu.cn 成义楼531
部门分管领导 刘莉颖 2880566 Liuliying1981@xmu.edu.cn 成义楼530

工作人员 李丹 2186225 yxylidan@xmu.edu.cn 成义楼531
工作人员 范荣 2186902 986776684@qq.com 成义楼528

学院分管领导 吴  振 13779969766 wuzhen@xmu.edu.cn 庄瑾楼539
工作人员 洪  昀 13599509415 yunhong@xmu.edu.cn 庄瑾楼530

学院分管领导 林忠宁 2880615 linzhn@xmu.edu.cn 曾宪梓楼315
工作人员 许荣均 2188683 gwjx@xmu.edu.cn 曾宪梓楼323

学院分管领导 雷鹰 15306927168 ylei@xmu.edu.cn 曾呈奎楼A506

工作人员 程瑶 13616060181 xdcy888@sina.com
凌云后山西山

实验室
工作人员 林跃华 13606084449 yuehuaxm@xmu.edu.cn 曾呈奎楼A221

学院分管领导 任磊 13375924569 renlei@xmu.edu.cn 凌峰楼4楼
学院分管领导 杜海林 2186531 dhl@xmu.edu.cn 国光三1~4号
学院分管领导 熊晓鹏 13395020728 xpxiong@xmu.edu.cn 凌峰楼2楼

工作人员 沈晓红 2189019 shenxh@xmu.edu.cn
国光三1~4号

103室
工作人员 刘新瑜 2185170 lxy212@xmu.edu.cn 科学楼405

学院分管领导 林鹿 13338458661 lulin@xmu.edu.cn
翔安校区能源

学院B309

工作人员 龚树丰 18959201272 gsf@xmu.edu.cn
翔安校区能源

学院A215
学院分管领导 石红梅 15960355248 hmshistone@126.com 成智二104

工作人员 熊欢 15960266827 myjx@xmu.edu.cn 成智二111

分管领导 孙佳 5922182667 50920806@qq.com
自钦楼学生活
动  中心三楼

工作人员 张晴 5922185575 814272616@qq.com
自钦楼学生活
动  中心三楼

药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学院

医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

能源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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