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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17-2.21

2 2.24-2.28

3 3.3-3.7

4 3.10-3.14

5 3.17-3.21

6 3.24-3.28

7 3.31-4.4

8 4.7-4.11

9 4.14-4.18

10 4.21-4.25

11 4.28-5.2

12 5.5-5.9

13 5.12-5.16

14 5.19-5.23

15 5.26-5.30

16 6.2-6.6

17 6.9-6.13

18 6.16-6.20

19 6.23-6.27

20 6.30-7.4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表（连云港校区）
2013年级临床医学专业1-3班   人数：102人

化学 英语 解剖 细胞 英语 VB 细胞 化学 解剖 体育

化学 英语 解剖 细胞 细胞△ 英语 VB 细胞 化学 解剖 体育

化学 英语 解剖 细胞 细胞△ 英语 VB 细胞 化学 解剖 体育

化学 英语 化学△ 解剖 细胞 细胞△ 英语 VB 细胞 化学 解剖 体育

化学 英语 化学△ 解剖 细胞 细胞△ 英语 VB 细胞 化学 解剖 体育

化学 英语 化学△ 解剖 组胚 英语 VB 化学 解剖 体育

化学 英语 化学△ 解剖 组胚 物理 英语 VB 组胚△ 化学 解剖 物理 体育

清明节（4.5-4.7） 组胚 英语 VB 组胚△ 化学 解剖 物理 体育

化学 英语 化学△ 解剖 组胚 物理 英语 VB 组胚△ 化学 解剖 物理 物理△ 体育

化学 英语 化学△ 解剖 组胚 物理 英语 VB 组胚△ 化学 解剖 物理 物理△ 体育

化学 英语 化学△ 解剖 组胚 物理 英语 VB 劳动节（5.1-5.3）

5月4日（周日）的课程

体育

化学 英语 化学△ 解剖 组胚 物理 英语 VB 组胚△ 化学 解剖 物理 物理△ 体育

化学 英语 英语 VB 组胚△ 化学 解剖 物理

化学△

解剖 组胚 物理 物理△ 体育

英语 化学△ 解剖 组胚 物理 英语 VB 组胚△ 解剖 物理 物理△ 体育

英语 解剖 组胚 物理 英语 VB 体育

解剖端午节（5.31-6.2） 解剖 组胚 英语

组胚△

物理 英语 VB

VB 组胚△

物理△解剖 物理

英语 解剖 组胚 物理

物理 物理△ 体育

组胚△

组胚△ 解剖

物理△

物理△ 体育

英语 组胚 物理 英语 VB

2-107

物理

2-107 2-107 2-107 2-107

注：英语按自然班上课，临床1班：2-104、临床2班：2-106、临床3班：2-108。解剖课分2个班上课，1班+3班1-17号在J-202,2班+3班18-34号在J-208。

周
次

日  期

5月4日

体育

上课教室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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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17-2.21

2 2.24-2.28

3 3.3-3.7

4 3.10-3.14

5 3.17-3.21

6 3.24-3.28

7 3.31-4.4

8 4.7-4.11

9 4.14-4.18

10 4.21-4.25

11 4.28-5.2

12 5.5-5.9

13 5.12-5.16

14 5.19-5.23

15 5.26-5.30

16 6.2-6.6

17 6.9-6.13

18 6.16-6.20

19 6.23-6.27

20 6.30-7.4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表（连云港校区）
2013年级全科医学专业1-3班   人数：104人

英语 解剖 化学 体育 VB 解剖 细胞 英语 化学 细胞

英语 细胞△ 解剖 化学 体育 VB 解剖 细胞 英语 化学 细胞

英语 细胞△ 解剖 化学 体育 VB 解剖 细胞 英语 化学 细胞

英语 细胞△ 解剖 化学 体育 VB 解剖 细胞 英语 化学 细胞 化学△

英语 细胞△ 解剖 化学 体育 VB 解剖 细胞 英语 化学 细胞 化学△

英语 解剖 化学 体育 VB 解剖 组胚 英语 化学 化学△

英语 物理 解剖 化学 体育 VB 解剖 组胚 英语 物理 化学 组胚△1 化学△

清明节（4.5-4.7） 体育 VB 解剖 组胚 英语 物理 化学 组胚△1

英语 物理 解剖 化学 体育 VB 解剖 组胚 英语 物理 物理△ 化学 组胚△1 化学△

英语 物理 解剖 化学 体育 VB 解剖 组胚 英语 物理 物理△ 化学 组胚△1 化学△

英语 物理 解剖 化学 体育 VB 解剖 组胚 劳动节（5.1-5.3）

5月4日（周日）的课程

化学△

英语 物理 解剖 化学 体育 VB 解剖 组胚 英语 物理 物理△ 化学 组胚△1 化学△

英语 物理 解剖 化学 体育 VB 解剖 组胚 英语 物理 物理△ 化学 组胚△1

化学△

英语 物理 解剖 体育 VB 解剖 组胚 英语 物理 物理△ 组胚△1 化学△

英语 物理 解剖 体育 VB 解剖 组胚 英语 物理 物理△ 组胚△

端午节（5.31-6.2） 体育 VB 解剖 组胚 英语 物理 物理△ 组胚△

英语 物理 解剖 体育 VB 解剖 组胚 英语 物理 物理△ 组胚△

英语 物理 体育 VB 组胚 英语 物理 物理△ 组胚△

2-207 2-207 2-207

注：英语分2个班上课，1班+3班1-17号：2-207、2班+3班18-36号：2-204;解剖课分2个班上课，1班+3班1-17号在J-202,2班+3班18-36号在J-208。组胚实验7-14周，分
两组，第2组周五晚上课。

上课教室 2-207 2-207 2-207 2-207

周
次

日  期

5月4日

组胚△2

组胚△2

组胚△2

组胚△2

组胚△2

组胚△2

组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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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17-2.21

2 2.24-2.28

3 3.3-3.7

4 3.10-3.14

5 3.17-3.21

6 3.24-3.28

7 3.31-4.4

8 4.7-4.11

9 4.14-4.18

10 4.21-4.25

11 4.28-5.2

12 5.5-5.9

13 5.12-5.16

14 5.19-5.23

15 5.26-5.30

16 6.2-6.6

17 6.9-6.13

18 6.16-6.20

19 6.23-6.27

20 6.30-7.4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表（连云港校区）

2013年级全科医学专业4-5班、预防医学专业1-2班    人数：113人

解剖 细胞 英语 化学 体育 解剖 细胞 英语 化学 VB

解剖 细胞△ 细胞 英语 化学 体育 解剖 细胞 英语 化学 VB

解剖 细胞△ 细胞 英语 化学 体育 解剖 细胞 英语 化学 VB

解剖 细胞△ 细胞 英语 化学 体育 解剖 化学△ 细胞 英语 化学 VB

解剖 细胞△ 细胞 英语 化学 体育 解剖 化学△ 细胞 英语 化学 VB

解剖 组胚 英语 化学 体育 解剖 化学△ 英语 化学 VB

解剖 物理 组胚 英语 化学 体育 解剖 物理 化学△ 组胚△全 英语 化学 VB

清明节（4.5-4.7） 组胚 英语 体育 解剖 物理 化学△ 组胚△全 英语 化学 VB

解剖 物理 组胚 英语 物理△全预1 化学 体育 解剖 物理 化学△ 组胚△全 物△预2 英语 化学 VB

解剖 物理 组胚 英语 物理△全预1 化学 体育 解剖 物理 化学△ 组胚△全 物△预2 英语 化学 VB

解剖 物理 组胚 英语 物理△全预1 化学 体育 解剖 劳动节（5.1-5.3）

5月4日（周日）的课程

英语 VB

解剖 物理 组胚 英语 物理△全预1 化学 体育 解剖 物理 化学△ 组胚△全 物△预2 英语 化学 VB

解剖 物理 组胚 英语 物理△全预1 化学 体育 解剖 物理

化学△

组胚△全

化学△ 组胚△全

物理 组胚△全

物△预2 英语 化学 VB

解剖 物理 组胚 英语 物理△全预1 体育 解剖 物理 物△预2 英语 VB

解剖 物理 组胚 英语 物理△全预1 体育 解剖 物△预2 英语 VB

端午节（5.31-6.2） 组胚 英语 体育 解剖 物理 组胚△全 物△预2 英语 VB

物理△全预1 体育

解剖 物理 组胚 英语 英语

2-205

物理物理 组胚 英语

物理△全预1 体育 解剖

注：英语按自然班上课，全4：2-104、全5：2-106、预1：2-108、预2：2-204;解剖课分2个班上课，全科4-5班：J-202,预防1-2班：J-208。预防2班物理实验周四晚6：30
开始。预防组胚实验周五晚上课

物△预2 英语 VB

上课教室 2-205 2-205 2-205

周
次

日  期

5月4日

组胚△预

组胚△预

组胚△预

组胚△预

2-205

组胚△预

组胚△预

组胚△预

组胚△预

2-205

组胚△预

组胚△预

组胚△预

2-205

VB

组胚△全

物理 组胚△全 物△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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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17-2.21

2 2.24-2.28

3 3.3-3.7

4 3.10-3.14

5 3.17-3.21

6 3.24-3.28

7 3.31-4.4

8 4.7-4.11

9 4.14-4.18

10 4.21-4.25

11 4.28-5.2

12 5.5-5.9

13 5.12-5.16

14 5.19-5.23

15 5.26-5.30

16 6.2-6.6

17 6.9-6.13

18 6.16-6.20

19 6.23-6.27

20 6.30-7.4

毛论

毛论

毛论

毛论

毛论

毛论

毛论

体育 英语 毛论

毛论

物理△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表（连云港校区）

2013年级医学影像技术专业1-2班   人数：55人

VB 概率与数理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毛论 机能

VB 概率与数理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毛论 机能

VB 概率与数理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毛论 机能

VB 概率与数理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毛论 机能

VB 概率与数理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毛论 机能

VB 概率与数理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毛论 机能

VB 概率与数理 英语 毛论 机能 物理 机能 物理

清明节（4.5-4.7） 英语 机能 体育 英语 机能 物理

VB 概率与数理 英语 机能 物理 体育 英语 毛论 机能 物理

VB 概率与数理 英语 机能 物理 体育 物理△ 英语 毛论 机能 物理

VB 概率与数理 英语 机能 物理 体育 劳动节（5.1-5.3）

5月4日（周日）的课程

物理

VB 概率与数理 英语 机能 物理 体育毛论 物理△ 英语 毛论 机能机能△ 物理

VB 概率与数理 英语 机能 物理 体育 物理△ 英语 毛论 机能机能△ 物理

VB 概率与数理 英语 机能 物理 体育 物理△ 英语 毛论 机能机能△ 物理

VB 概率与数理 英语 机能 物理 体育 物理△ 英语 毛论 机能机能△ 物理

端午节（5.31-6.2） 英语 机能 体育 物理△ 英语 毛论 机能 物理

VB 概率与数理 英语 物理 体育 物理△ 英语 物理

VB 概率与数理 英语 物理 体育

2-201 2-301

物理△ 英语

2-201 2-301 2-2032-201

注：VB、毛论与管理5、6班并班上课。第9-16周毛论周二晚6：30上课，教室2-201。英语按自然班上课，影像1班：2-104，影像2班：2-106。人体机能学与影像、管理5、6班并
班上课。机能实验周四晚6：30上课。

周
次

日  期

5月4日

物理

上课教室 2-205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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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17-2.21

2 2.24-2.28

3 3.3-3.7

4 3.10-3.14

5 3.17-3.21

6 3.24-3.28

7 3.31-4.4

8 4.7-4.11

9 4.14-4.18

10 4.21-4.25

11 4.28-5.2

12 5.5-5.9

13 5.12-5.16

14 5.19-5.23

15 5.26-5.30

16 6.2-6.6

17 6.9-6.13

18 6.16-6.20

19 6.23-6.27

20 6.30-7.4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表（连云港校区）

2013年级药学专业1-4班    人数：114人

英语1 药学导论 化学 解剖 英语 VB 体育 化学 解剖 纲要 英语23

英语1 药学导论 化学 解剖 英语 VB 体育 化学 解剖 纲要 英语23

英语1 药学导论 化学 解剖 英语 VB 体育 化学 解剖 纲要 英语23

英语1 药学导论 化学 解剖 英语 VB 体育 化学 解剖 化学△ 纲要 英语23

英语1 药学导论 化学 解剖 英语 VB 体育 化学 解剖 化学△ 纲要 英语23

英语1 药学导论 化学 解剖 英语 VB 体育 化学 解剖 化学△ 纲要 英语23

英语1 物理 化学 解剖 英语 VB 体育 化学 解剖 物理 纲要 英语23

清明节（4.5-4.7） 化学 解剖 英语 VB 体育 化学 解剖 物理 纲要 英语23

英语1 物理 物理△123 化学 解剖 物△4 英语 VB 体育 化学 解剖 物理 纲要 英语23

英语1 物理 物理△123 化学 物△4 英语 VB 体育 化学 物理 纲要 英语23

英语1 物理 物理△123 化学 物△4 英语 VB 体育 劳动节（5.1-5.3）

5月4日（周日）的课程

物理 纲要 英语23

英语1 物理 物理△123 化学 物△4 英语 VB 体育 化学 化学△ 物理 纲要 英语23

英语1 物理 物理△123 化学 物△4 英语 VB 体育 化学 化学△ 物理 英语23

英语1 物理 物理△123 物△4 英语 英语23

英语1 物理 物理△123 物△4 英语 VB 体育

VB

VB 体育 物理

物理体育 化学△

端午节（5.31-6.2） 英语

物理

化学△ 物理 英语23

物理

英语23

英语1 物理 物理△123 物△4 英语 VB 体育

2-203

英语23

英语1 物理 物理△123 物△4 英语 VB 体育

2-203 2-203 2-203

注：英语分3个班上课，1班+4班1-7号：2-104、2班+4班9-18号：2-106、3班+4班19-34号：2-108;解剖课分2个班上课，1班+2班：J-202,3班+4班：J-208。药学4班物理实
验课在周二晚6：30开始。

周
次

日  期

5月4日

英语23

上课教室 2-203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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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17-2.21

2 2.24-2.28

3 3.3-3.7

4 3.10-3.14

5 3.17-3.21

6 3.24-3.28

7 3.31-4.4

8 4.7-4.11

9 4.14-4.18

10 4.21-4.25

11 4.28-5.2

12 5.5-5.9

13 5.12-5.16

14 5.19-5.23

15 5.26-5.30

16 6.2-6.6

17 6.9-6.13

18 6.16-6.20

19 6.23-6.27

20 6.30-7.4

毛论

2-101

毛论

毛论

毛论

毛论

劳动节（5.1-5.3）

5月4日（周日）的课程

VB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表（连云港校区）

2013年级护理学专业1-4班  人数：159人

英语 细胞 毛论 细胞 英语 毛论 VB 体育

英语 细胞 毛论 细胞12△ 细胞 英语 毛论 VB 体育 细胞34△

英语 细胞 毛论 细胞12△ 细胞 英语 毛论 VB 体育 细胞34△

英语 细胞 毛论 细胞12△ 细胞 英语 毛论 VB 体育 细胞34△

英语 细胞 生理 毛论 细胞12△ 细胞 英语 生理 毛论 VB 体育 细胞34△

英语 生化 组织 生理 毛论 英语 生理 生化 毛论 VB 体育

英语 生化 组织 生理 毛论 生理 英语 生理 生化 毛论 VB 体育 护导

清明节（4.5-4.7） 生理 生理 英语 生理 生化 VB 体育 护导

英语 生化 组织 生理 毛论 生理 英语 生理 生化 VB 体育 护导

英语 生化 组织 生理 毛论 生理 英语 生理 生化 VB 体育 护导

英语 生化 组织 生理 毛论 生理 英语

体育 护导

英语 生化 组织 生理 毛论 生理34△ 生理12△ 英语 生理 生化 VB 体育 护导

英语 生化 组织 生理 毛论 生理34生化12△ 生理12生化34△ 英语 生理 生化 VB毛论 体育 护导

英语 生化 组织 生理 毛论 生理34△ 生理12△ 英语 生理 生化 VB毛论 体育 护导

英语 生化 组织 生理 毛论 生理34生化12△ 生理12生化34△ 英语 生理 生化 VB毛论 体育 护导

端午节（5.31-6.2） 毛论 英语 生理 生化 VB 体育 护导

英语 生化 组织 生化12△ 生化34△ 英语 生化 VB 体育 护导△

英语 生化 组织34△ 组织12△ 英语 生化 VB

2-101 2-101上课教室 2-101 2-101 2-101 2-101 2-101

注：英语按自然班上课，护理1班：2-106、护理2班：2-108、护理3班：2-301、护理4班：2-208。第8-16周毛论周四晚6：30上课，教室2-101。

周
次

日  期

5月4日

体育 护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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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17-2.21

2 2.24-2.28

3 3.3-3.7

4 3.10-3.14

5 3.17-3.21

6 3.24-3.28

7 3.31-4.4

8 4.7-4.11

9 4.14-4.18

10 4.21-4.25

11 4.28-5.2

12 5.5-5.9

13 5.12-5.16

14 5.19-5.23

15 5.26-5.30

16 6.2-6.6

17 6.9-6.13

18 6.16-6.20

19 6.23-6.27

20 6.30-7.4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表（连云港校区）

2013年级护理学专业5-8班  人数：163人

细胞 毛论 英语56 体育 英语78 细胞 毛论 VB 英语

细胞 毛论 细胞56△ 英语56 体育 英语78 细胞 毛论 VB 细胞78△ 英语

细胞 毛论 细胞56△ 英语56 体育 英语78 细胞 毛论 VB 细胞78△ 英语

细胞 毛论 细胞56△ 英语56 体育 英语78 细胞 毛论 VB 细胞78△ 英语

细胞 生理 毛论 细胞56△ 英语56 体育 生理 英语78 细胞 毛论 VB 细胞78△ 英语

组织学 生理 毛论 生化 英语56 体育 生理 英语78 毛论 生化 VB 英语

组织学 生理 毛论 生化 英语56 体育 生理 英语78 毛论 生化 VB 生理 护导 英语

清明节（4.5-4.7） 英语56 体育 生理 英语78 生化 VB 生理 护导 英语

组织学 生理 毛论 生化 英语56 体育 生理 英语78 毛论 生化 VB 生理 护导 英语

组织学 生理 毛论 生化 英语56 体育 生理 英语78 毛论 生化 VB 生理 护导 英语

组织学 生理 毛论 生化 英语56 体育 生理 英语78 毛论 劳动节（5.1-5.3）

5月4日（周日）的课程

护导 英语 毛论

组织学 生理 生理78△ 生化 英语56 体育 生理 英语78 毛论 生化 VB 生理56△ 护导 英语

组织学 生理 生理78生化56△ 生化 英语56 体育 生理 英语78 毛论 生化 VB 生理56生化78△ 护导 英语

组织学 生理 生理78△ 生化 英语56 体育 生理 英语78 毛论 生化 VB 生理56△ 护导 英语

组织学 生理 生理78生化56△ 生化 英语56 体育 生理 英语78 毛论 生化 VB 生理56生化78△ 护导 英语

端午节（5.31-6.2） 英语56 体育 英语78 毛论 生化 VB 护导 英语

组织学 生化56△ 生化 英语56 体育 英语78 生化 VB 生化78△ 护导△ 英语

组织学56△ 组织学78△ 生化 VB英语56 体育 英语78

上课教室 2-103 2-103 2-103 2-103 2-103 2-103

生化

2-103 2-103

注：英语按自然班上课，护理5班：2-206、护理6班：2-208、护理7班：2-303、护理8班：2-304。毛论1-5周周三晚上上课，12-15周周一晚上课，教室2-103。

周
次

日  期

5月4日

护导△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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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17-2.21

2 2.24-2.28

3 3.3-3.7

4 3.10-3.14

5 3.17-3.21

6 3.24-3.28

7 3.31-4.4

8 4.7-4.11

9 4.14-4.18

10 4.21-4.25

11 4.28-5.2

12 5.5-5.9

13 5.12-5.16

14 5.19-5.23

15 5.26-5.30

16 6.2-6.6

17 6.9-6.13

18 6.16-6.20

19 6.23-6.27

20 6.30-7.4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表（连云港校区）

2013年级护理学专业9-10班   人数：78人

毛论 细胞 英语 毛论 细胞 体育 VB 英语

毛论 细胞 英语 毛论 细胞△ 细胞 体育 VB 英语

毛论 细胞 英语 毛论 细胞△ 细胞 体育 VB 英语

毛论 细胞 英语 毛论 细胞△ 细胞 体育 VB 英语

毛论 细胞 生理 英语 毛论 细胞△ 细胞 体育 VB 英语 生理

毛论 生化 2-203 生理 英语 组织学 生化 毛论 体育 VB 英语 生理

毛论 生化 护导 生理 英语 组织学 生化 生理 毛论 体育 VB 英语 生理

清明节（4.5-4.7） 护导 英语 生化 生理 毛论 体育 VB 英语 生理

毛论 生化 护导 生理 英语 组织学 生化 生理 毛论 体育 VB 英语 生理

毛论 生化 护导 生理 英语 组织学 生化 生理 毛论 体育 VB 英语 生理

毛论 生化 护导 生理 英语 组织学 生理 劳动节（5.1-5.3）

5月4日（周日）的课程

英语 生理

毛论 生化 护导 生理 英语 组织学 生化 生理△ 毛论 体育 VB 英语 生理

毛论 生化 护导 生理 英语 生化△ 组织学 生化 生理△ 毛论 体育 VB 英语 生理

毛论 生化 护导 生理 英语 组织学 生化 生理△ 毛论 体育 VB 英语 生理

毛论 生化 护导 生理 英语 生化△ 组织学 生化 生理△ 毛论 体育 VB 英语 生理

端午节（5.31-6.2） 护导 英语 生化 毛论 体育 VB 英语

VB 英语体育英语 生化△ 组织学 生化生化 护导△

生理

生化 护导△ 英语 生化 组织学△

2-307 2-307

体育 VB 英语

2-307 2-307 2-307 2-201

注：毛论与康复并班上课，毛论1-5周周二晚上6：30上课，教室2-201。生化实验周二晚上6：30上课。英语按自然班上课，护理9班：2-206，护理10班：2-208。细胞与康
复并班上课，教室周二2-203，周四2-201。

周
次

日  期

5月4日

2-307上课教室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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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17-2.21

2 2.24-2.28

3 3.3-3.7

4 3.10-3.14

5 3.17-3.21

6 3.24-3.28

7 3.31-4.4

8 4.7-4.11

9 4.14-4.18

10 4.21-4.25

11 4.28-5.2

12 5.5-5.9

13 5.12-5.16

14 5.19-5.23

15 5.26-5.30

16 6.2-6.6

17 6.9-6.13

18 6.16-6.20

19 6.23-6.27

20 6.30-7.4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表（连云港校区）

2013年级康复治疗学专业1-2班    人数：47人

毛论 英语 VB 细胞 机能 毛论 英语 细胞 体育 机能

毛论 英语 VB 细胞 机能 毛论 英语 康复导论 细胞 体育 机能 细胞△

毛论 英语 VB 细胞 机能 毛论 英语 康复导论 细胞 体育 机能 细胞△

毛论 英语 VB 细胞 机能 毛论 英语 康复导论 细胞 体育 机能 细胞△

毛论 英语 VB 细胞 机能 毛论 英语 康复导论 细胞 体育 机能 细胞△

毛论 英语 VB 2-203 机能 英语 康复导论 毛论 体育 机能

毛论 英语 VB 物理 机能 英语 人体发育学 康复导论 毛论 物理 体育 机能

清明节（4.5-4.7） 物理 机能 英语 人体发育学 康复导论 毛论 物理 体育 机能

毛论 英语 VB 物理 机能 英语 人体发育学 物理△ 毛论 物理 体育 机能

毛论 英语 VB 物理 机能 英语 人体发育学 物理△ 毛论 物理 体育 机能

毛论 英语 VB 物理 机能 英语 人体发育学 物理△ 劳动节（5.1-5.3）

5月4日（周日）的课程

毛论 英语 VB 物理 机能 英语 人体发育学 物理△ 毛论 物理 体育 机能 机能△

毛论 英语 VB 物理 机能 英语 人体发育学 物理△ 毛论 物理 体育 机能 机能△

毛论 英语 VB 物理 机能 英语 人体发育学 物理△ 毛论 物理 体育 机能 机能△

毛论 英语 VB 物理 机能 英语 人体发育学 物理△ 毛论 物理 体育 机能 机能△

端午节（5.31-6.2） 机能 英语 人体发育学 毛论 物理 体育 机能

毛论 英语 VB 物理 英语 人体发育学 物理△ 毛论 物理 体育

英语 VB 物理 英语 人体发育学 物理△ 物理 体育

2-206 2-206 2-201 2-2062-201 2-201 2-206 2-201 2-201 2-201

注：毛论与护理9、10班并班上课，毛论1-5周周二晚上6：30上课，教室2-201。英语按自然班上课，康复1班：2-204，康复2班：2-206。人体机能学与影像、管理5、6班并班
上课。细胞与护理9、10班并班上课，教室周二2-203，周四2-201。

周
次

日  期

5月4日

上课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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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17-2.21

2 2.24-2.28

3 3.3-3.7

4 3.10-3.14

5 3.17-3.21

6 3.24-3.28

7 3.31-4.4

8 4.7-4.11

9 4.14-4.18

10 4.21-4.25

11 4.28-5.2

12 5.5-5.9

13 5.12-5.16

14 5.19-5.23

15 5.26-5.30

16 6.2-6.6

17 6.9-6.13

18 6.16-6.20

19 6.23-6.27

20 6.30-7.4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表（连云港校区）

2013年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1-4班    人数：111人

机能 体育 英语 VB 毛论 机能 应用文写作 生物导论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VB 毛论 机能 应用文写作 生物导论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VB 毛论 机能 应用文写作 生物导论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VB 毛论 机能 应用文写作 生物导论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VB 毛论 机能 应用文写作 生物导论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VB 毛论 机能 应用文写作 生物导论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VB 毛论 机能 应用文写作 英语 毛论 生物导论

清明节（4.5-4.7） VB 机能 应用文写作 英语 毛论 生物导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VB 毛论 机能 应用文写作 英语 毛论 生物导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VB 毛论 机能 英语 毛论 生物导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VB 毛论 机能 劳动节（5.1-5.3）

5月4日（周日）的课程

生物导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VB 毛论 机能 机能34△ 机能12△ 英语 毛论 生物导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VB 毛论 机能 机能34△ 机能12△ 英语 毛论 生物导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VB 毛论 机能 机能34△ 机能12△ 英语 毛论 生物导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VB 毛论 机能 机能34△ 机能12△ 英语 毛论 生物导论△

端午节（5.31-6.2） VB 毛论 机能 英语 毛论 生物导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VB 英语

体育 英语 VB

上课教室 2-105 2-105 2-105 2-105

注：英语按自然班上课，医保：2-104、健教：2-106、卫信：2-108、卫法：2-204。
       卫信、卫法机能学实验在周三晚上6:30上课。

周
次

日  期

5月4日

机能

机能

英语

2-105 2-105 2-105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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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17-2.21

2 2.24-2.28

3 3.3-3.7

4 3.10-3.14

5 3.17-3.21

6 3.24-3.28

7 3.31-4.4

8 4.7-4.11

9 4.14-4.18

10 4.21-4.25

11 4.28-5.2

12 5.5-5.9

13 5.12-5.16

14 5.19-5.23

15 5.26-5.30

16 6.2-6.6

17 6.9-6.13

18 6.16-6.20

19 6.23-6.27

20 6.30-7.4

毛论

2-201

毛论

毛论

毛论

毛论

机能

毛论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表（连云港校区）

2013年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5-6班    人数：61人

VB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生物导论

VB 英语 毛论 机能

英语

应用文写作 毛论 机能

机能应用文写作 毛论

体育 生物导论

VB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VB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英语应用文写作

应用文写作 毛论 机能

生物导论毛论 机能

VB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英语

毛论 机能 生物导论

生物导论

VB 英语 毛论 机能 体育 英语

应用文写作

应用文写作 毛论 机能 生物导论

VB 英语 毛论 机能 毛论 机能 生物导论

英语

应用文写作

应用文写作 体育 英语

机能 生物导论

VB 英语

毛论清明节（4.5-4.7） 英语 机能 体育

应用文写作

毛论 机能机能 体育毛论

毛论 英语

生物导论

VB 英语 机能 体育

英语

毛论 机能 生物导论

VB 英语 机能 体育 劳动节（5.1-5.3）

5月4日（周日）的课程

生物导论

VB 机能△ 英语 机能 体育 英语 毛论 机能 生物导论

VB 机能△ 英语 体育 英语 毛论 机能 生物导论

VB 机能△ 英语 机能 体育 英语 毛论 机能 生物导论

VB 机能△ 英语 机能 体育 生物导论△ 英语 毛论 机能

端午节（5.31-6.2） 英语 机能 体育 生物导论△ 英语 毛论 机能

VB 英语 体育 英语

VB 英语 体育

2-205 2-201

注：VB、毛论与影像并班上课。第9-16周毛论周二晚6：30上课，教室2-201。英语按自然班上课，卫管：2-108，药贸：2-208。人体机能学与影像、康复并班上课。机能实验在周
一晚6：30上课。

英语

周
次

日  期

5月4日

2-107 2-203 2-201上课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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