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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称 电子邮件

A
敖萌幪 助理教授 mengmengao@xmu.edu.cn

B
Bowers, Roslyn 英语教师 bowers.roslyn@yahoo.com

Brown, Katherine 英语教师 kbrownanne@yahoo.com

鲍小佳 助理教授 xiaojiabao@xmu.edu.cn

C
Chan, Stephanie 助理教授 stephanielchan@outlook.com

Chang, Seong Yeon 助理教授 sychang@xmu.edu.cn

蔡熙乾 助理教授 caixiqian@gmail.com

蔡宗武 教授 zongwucai@gmail.com

陈灯塔 副教授 maxchen@xmu.edu.cn

陈国进 教授 gjchenxmu@gmail.com

陈海强 教授 hqchen2009@gmail.com

陈力 助理教授 lichen812@xmu.edu.cn

程立新 教授 lxcheng@xmu.edu.cn

D
丁锦秀 助理教授 jinxiuding@xmu.edu.cn

董晓芳 助理教授 xfangdong@gmail.com

F
范青亮 助理教授 michaelqfan[at]gmail[dot]com

方颖 教授 yifst1@xmu.edu.cn

冯峥晖 副教授 zhfengwise@gmail.com

傅十和 教授 fushihe@xmu.edu.cn

G
耿森 助理教授 sen.geng@nyu.edu

龚天益 金融实务讲座教授 Louistkung@gmail.com

顾明 助理教授 guming[at]xmu.edu.cn

管中闵 教授 ckuan@ntu.edu.tw

郭晔 教授 eyguo@xmu.edu.cn

H
Han, Hyojin 助理教授 hyojin_han@alumni.brown.edu

韩乾 副教授 wise.hanqian@gmail.com

韩晓祎 助理教授 han.293@buckeyemail.osu.edu

何亚男 副教授 heyanan@amss.ac.cn

黄娟娟 副教授 hjj818@126.com

黄晓然 助理教授 Huan0236@e.ntu.edu.sg

J
Jang, Inkee 助理教授 inkeejang@wustl.edu

金昊 助理教授 haojin.econ@gmail.com

荆海伟 助理教授 harveyjing@icloud.com

K
Kim, Jaehong 副教授 kimjaehong@outlook.com

L
赖小琼 教授 xqlai@xmu.edu.cn

黎晖晖 助理教授 huihui.li@xmu.edu.cn

李丹 助理教授 11danli.linda@gmail.com

李嘉楠 助理教授 lilan666@hotmail.com

李锴 助理教授 likai501@xmu.edu.cn

李梦玲 助理教授 menglingli[at]xmu[dot]edu[dot]cn

李木易 副教授 limuyi1981@gmail.com

李培 副教授 bengcome@gmail.com

李迎星 副教授 amyli999@hotmail.com

李智 助理教授 geoleepku@gmail.com

梁雅雯 助理教授 neway.liang@gmail.com

廖谋华 助理教授 mouhualiao@gmail.com

林光平 教授 link@pdx.edu

林海 教授 hai.lin@otago.ac.nz

林娟 助理教授 ecsniffer@xmu.edu.cn

林明 教授 linming50@xmu.edu.cn

林淑恒 助理教授 shlin [at] xmu.edu.cn

刘鼎铭 助理教授 cxwmptq220@gmail.com

刘继春 教授 liujichun65@126.com

刘婧媛 副教授 jingyuan1230@gmail.com, jingyuan@xmu.edu.cn

刘拓 liu.2496@buckeyemail.osu.edu

刘禹伯 助理教授 lyb1231@gmail.com

柳冠男 助理教授 gliu@tamu.edu

龙小宁 教授 cxlong@xmu.edu.cn

M
马超 助理教授 ma.271(at)buckeyemail.osu.edu

马双鸽 教授 shuangge.ma@yale.edu

茅家铭 助理教授 jmao@xmu.edu.cn

梅小玲 助理教授 luciamay@xmu.edu.cn

蒙莉娜 助理教授 lnmeng(at)xmu.edu.cn

孟磊 助理教授 lmeng05@gmail.com

N
倪骁然 助理教授 nxr.08@sem.tsinghua.edu.cn

牛霖琳 副教授 llniu@xmu.edu.cn

P
Pua, Andrew Adrian 助理教授 andrewypua@gmail.com

潘越 教授 panyue@xmu.edu.cn

Q
邱越 助理教授 yueqiu3@hotmail.com

屈文洲 教授 wzqu@xmu.edu.cn

R
任宇 教授 reny@xmu.edu.cn

S
宋伟 助理教授 wsong@xmu.edu.cn

W
王淳林 助理教授 wangc [at] xmu.edu.cn

王璐航 助理教授 luhangwang@xmu.edu.cn

王学新 助理教授 xuexinwang@outlook.com

王艺明 教授 wym@xmu.edu.cn

王彧 助理教授 yuwang@xmu.edu.cn

王云 助理教授 yunwang@xmu.edu.cn

X
萧政 教授 chsiao@usc.edu

谢沛霖 助理教授 ph77@cornell.edu

谢天 助理教授 xietian@xmu.edu.cn

徐海峰 助理教授 xhf1984@gmail.com

徐扬 助理教授 xuya0005@e.ntu.edu.sg

许璟睿 助理教授 jingrui.xu@unsw.edu.au

许梦涵 助理教授 xumh [at] xmu.edu.cn

许文超 副教授 wenchaoxu[at]xmu.edu.cn

许杏柏 助理教授 xu.510 at buckeyemail.osu.edu

薛绍杰 助理教授 schsuechieh@msn.com

Y
杨亚星 助理教授 yyangaj@gmail.com

叶茂亮 助理教授 maoliang.ye@gmail.com

岳阳 助理教授 yueyang@xmu.edu.cn

Z
曾颖 助理教授 zengying17@gmail.com

张晶 副教授 jzhang1@xmu.edu.cn

张括 助理教授 kuozhang.wise@gmail.com

张庆昭 副教授 qzzhang@xmu.edu.cn

张烁珣 助理教授 hellenzsx@gmail.com

张希睿 助理教授 xzhang44@syr.edu

张宇 助理教授 yuzhang.wise@gmail.com

赵敏强 助理教授 kent_zhao@xmu.edu.cn

赵西亮 副教授 zhaoxiliang@gmail.com

赵燕菁 教授 zhaoyanjing999@sina.com

郑鸣 教授 zhengming@xmu.edu.cn

郑挺国 教授 zhengtg@gmail.com; zhengtg@xmu.edu.cn

钟威 副教授 wzhong.wise@gmail.com

衷楠 助理教授 nanzhong@xmu.edu.cn

周山 助理教授 shan.zhou@colorado.edu

周斯凡 助理教授 zhousifan@gmail.com

周晓露 助理教授 xzz109@psu.edu

周颖刚 教授 yinggang.zhou@gmail.com

朱浣君 助理教授 hzhu928@xmu.edu.cn

朱蔚萱 助理教授 zhuweixuan@gmail.com

祝嘉良 助理教授 machozhu@gwmail.gwu.edu

邹至庄 教授 gchow@princeto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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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姓名

按学科领域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金融学

统计学

应用微观

英语教学

按聘任类型

全职教师

客座教授

兼职教授

专任教师

全部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