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学年第1学期 17法语-1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法语口语(1)◆
4-13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616/外教6/必修/18/未安排

基础法语(1)◆
4-15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213/孔晓理/必修/35/未安排

农林概论◆
4-16周(1-2节)/东校区 勤学

楼202/朱宗河/必修/105/未

安排

基础法语(1)◆
4-15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213/孔晓理/必修/35/未安排

第二外语（英语Ⅰ）◆
4-16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207/金君卫/必修/35/未安排2

3 基础法语(1)◆
4-15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13/孔晓理/必修/35/未安排

第二外语（英语Ⅰ）◆
4-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07/金君卫/必修/35/未安排

基础法语(1)◆
4-15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13/孔晓理/必修/35/未安排

法语口语(1)◆
4-12周(双)(3-4节)/东校区

外语614/外教6/必修/18/未

安排

法语听力(1)◆
14-15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307/夏梦/必修/35/未安排

基础法语(1)◆
4-15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5/孔晓理/必修/35/未安排

4

下午

5 农林概论◆
14-16周(5-6节)/东校区 勤学

楼302/朱宗河/必修/105/未

安排

信息技术基础◆
4-15周(5-6节)/东校区 未排

地点/刘连忠,金秀/必修

/105/未安排

大学体育（1）(板块)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16周(5-6节)/东校区 图书

馆一楼多媒体/王清平/必修

/35/未安排

6

7 大学语文◆
5-16周(7-8节)/东校区 勤学

楼311/王国年/必修/105/未

安排

法语听力(1)◆
4-16周(7-8节)/东校区 外语

307/夏梦/必修/35/未安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6周(7-8节)/东校区 图书馆

一楼多媒体/王清平/必修

/35/未安排

信息技术基础◆
4-15周(7-8节)/东校区 未排

地点/刘连忠,金秀/必修

/105/未安排8

晚上

9

10

11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 实践



2017-2018学年第1学期 17法语-1课表2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基础法语(1)◆
4-15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213/孔晓理/必修/35/未安排

农林概论◆
4-16周(1-2节)/东校区 勤学

楼202/朱宗河/必修/105/未

安排

基础法语(1)◆
4-15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213/孔晓理/必修/35/未安排

第二外语（英语Ⅰ）◆
4-16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207/金君卫/必修/35/未安排2

3 基础法语(1)◆
4-15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13/孔晓理/必修/35/未安排

第二外语（英语Ⅰ）◆
4-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07/金君卫/必修/35/未安排

基础法语(1)◆
4-15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13/孔晓理/必修/35/未安排

法语口语(1)◆
5-13周(单)(3-4节)/东校区

外语614/外教6/必修/17/未

安排

法语听力(1)◆
14-15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307/夏梦/必修/35/未安排

基础法语(1)◆
4-15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5/孔晓理/必修/35/未安排

4

下午

5 法语口语(1)◆
4-13周(5-6节)/东校区 外语

614/外教6/必修/17/未安排

农林概论◆
14-16周(5-6节)/东校区 勤学

楼302/朱宗河/必修/105/未

安排

信息技术基础◆
4-15周(5-6节)/东校区 未排

地点/金秀,刘连忠/必修

/105/未安排

大学体育（1）(板块)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16周(5-6节)/东校区 图书

馆一楼多媒体/王清平/必修

/35/未安排6

7 大学语文◆
5-16周(7-8节)/东校区 勤学

楼311/王国年/必修/105/未

安排

法语听力(1)◆
4-16周(7-8节)/东校区 外语

307/夏梦/必修/35/未安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6周(7-8节)/东校区 图书馆

一楼多媒体/王清平/必修

/35/未安排

信息技术基础◆
4-15周(7-8节)/东校区 未排

地点/金秀,刘连忠/必修

/105/未安排8

晚上

9

10

11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 实践



2017-2018学年第1学期 17日语-1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日语听力I◆
9-16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214/张剑韵/必修/35/未安排

第二外语（英语Ⅰ）◆
4-16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117/张晟/必修/35/未安排

农林概论◆
4-16周(1-2节)/东校区 勤学

楼202/朱宗河/必修/105/未

安排

日语听力I◆
9-16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214/张剑韵/必修/35/未安排

第二外语（英语Ⅰ）◆
4-16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117/张晟/必修/35/未安排2

3 日语语音◆
4-7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基础日语Ⅰ◆
8-11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基础日语Ⅱ◆
12-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日语语音◆
4-7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基础日语Ⅰ◆
8-11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基础日语Ⅱ◆
12-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日语语音◆
4-7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基础日语Ⅰ◆
8-11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基础日语Ⅱ◆
12-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日语语音◆
4-7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基础日语Ⅰ◆
8-11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基础日语Ⅱ◆
12-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基础日语Ⅰ◆
7-11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基础日语Ⅱ◆
12-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日语语音◆
4-6周(3-6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基础日语Ⅰ◆
7-13周(5-6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基础日语Ⅱ◆
14-16周(5-6节)/东校区 外语

106/周霞/必修/35/未安排

4

下午

5 农林概论◆
14-16周(5-6节)/东校区 勤学

楼302/朱宗河/必修/105/未

安排

信息技术基础◆
4-15周(5-6节)/东校区 未排

地点/刘连忠,金秀/必修

/105/未安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6周(5-6节)/东校区 勤学楼

203/孙蕾/必修/175/未安排

大学体育（1）(板块)

6

7 大学语文◆
5-16周(7-8节)/东校区 勤学

楼311/王国年/必修/105/未

安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16周(7-8节)/东校区 勤学

楼229/孙蕾/必修/175/未安

排

信息技术基础◆
4-15周(7-8节)/东校区 未排

地点/刘连忠,金秀/必修

/105/未安排8

晚上

9

10

11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 实践



2017-2018学年第1学期 17商务英语-1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综合商务英语1◆
4-16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215/张巧英/必修/35/未安排

商务英语听力1◆
4-15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212/龚世莲/必修/35/未安排

农林概论◆
4-16周(1-2节)/东校区 勤学

楼202/朱宗河/必修/105/未

安排

商务英语口语1◆
4-16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607/外教4/必修/35/未安排

综合商务英语1◆
4-16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215/张巧英/必修/35/未安排2

3 商务英语阅读1◆
4-11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15/杨卉/必修/35/未安排

中国文化概要◆
4-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15/罗玲/任选/35/未安排

综合商务英语1◆
7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15/张巧英/必修/35/未安排

综合商务英语1◆
4-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15/张巧英/必修/35/未安排

大学体育（1）(板块) 中国文化概要◆
4-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15/罗玲/任选/35/未安排

4

下午

5 农林概论◆
14-16周(5-6节)/东校区 勤学

楼302/朱宗河/必修/105/未

安排

信息技术基础◆
4-15周(5-6节)/东校区 未排

地点/刘连忠,金秀/必修

/105/未安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16周(5-6节)/东校区 勤学

楼229/李华华/必修/155/未

安排

英语语法◆
4-15周(5-6节)/东校区 外语

215/尹广琴/必修/35/未安排

商务英语听力1◆
4-14周(5-6节)/东校区 外语

212/龚世莲/必修/35/未安排

商务英语口语1◆
15-16周(5-6节)/东校区 外语

607/外教4/必修/35/未安排

6

7 大学语文◆
5-16周(7-8节)/东校区 勤学

楼311/王国年/必修/105/未

安排

英语语法◆
4-15周(7-8节)/东校区 外语

115/尹广琴/必修/35/未安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6周(7-8节)/东校区 勤学楼

527/李华华/必修/155/未安

排

信息技术基础◆
4-15周(7-8节)/东校区 未排

地点/刘连忠,金秀/必修

/105/未安排8

晚上

9

10

11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 实践



2017-2018学年第1学期 17英语-1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基础英语（1）◆
4-16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217/徐婧/必修/30/未安排

农林概论◆
4-16周(1-2节)/东校区 勤学

楼402/何海兵/必修/120/未

安排

英语初级写作◆
4-12周(双)(1-2节)/东校区

外语607/外教4/必修/30/未

安排
2

3 英语初级写作◆
4-14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607/外教4/必修/30/未安排

基础英语（1）◆
4-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17/徐婧/必修/30/未安排

基础英语（1）◆
4-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17/徐婧/必修/30/未安排

英语初级听力（1）◆
4-14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311/龚世莲/必修/30/未安排

英语口语（1）◆
4-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607/外教6/必修/30/未安排4

下午

5 英语初级听力（1）◆
4-15周(5-6节)/东校区 外语

311/龚世莲/必修/30/未安排

大学语文◆
5-16周(5-6节)/东校区 勤学

楼311/王国年/必修/120/未

安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16周(5-6节)/东校区 勤学

楼229/李华华/必修/155/未

安排

大学体育（1）(板块) 信息技术基础◆
4-15周(5-6节)/东校区 未排

地点/刘连忠,金秀/必修

/120/未安排6

7 信息技术基础◆
4-15周(7-8节)/东校区 未排

地点/刘连忠,金秀/必修

/120/未安排

农林概论◆
4-6周(7-8节)/东校区 勤学楼

511/何海兵/必修/120/未安

排

英语口语（1）◆
7-8周(7-8节)/东校区 外语

611/外教6/必修/30/未安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6周(7-8节)/东校区 勤学楼

527/李华华/必修/155/未安

排8

晚上

9

10

11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 实践



2017-2018学年第1学期 17英语-2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基础英语（1）◆
4-16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217/徐婧/必修/30/未安排

农林概论◆
4-16周(1-2节)/东校区 勤学

楼402/何海兵/必修/120/未

安排

英语初级听力（1）◆
4-14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307/龚世莲/必修/30/未安排2

3 基础英语（1）◆
4-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17/徐婧/必修/30/未安排

英语初级听力（1）◆
4-15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307/龚世莲/必修/30/未安排

英语口语（1）◆
4-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607/外教6/必修/30/未安排

英语初级写作◆
4-14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607/外教4/必修/30/未安排

基础英语（1）◆
4-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17/徐婧/必修/30/未安排4

下午

5 大学语文◆
5-16周(5-6节)/东校区 勤学

楼311/王国年/必修/120/未

安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16周(5-6节)/东校区 勤学

楼229/李华华/必修/155/未

安排

大学体育（1）(板块) 信息技术基础◆
4-15周(5-6节)/东校区 未排

地点/金秀,刘连忠/必修

/120/未安排6

7 信息技术基础◆
4-15周(7-8节)/东校区 未排

地点/刘连忠,金秀/必修

/120/未安排

农林概论◆
4-6周(7-8节)/东校区 勤学楼

511/何海兵/必修/120/未安

排

英语口语（1）◆
9-10周(7-8节)/东校区 外语

607/外教6/必修/30/未安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6周(7-8节)/东校区 勤学楼

527/李华华/必修/155/未安

排

英语初级写作◆
4-12周(双)(7-8节)/东校区

外语607/外教4/必修/30/未

安排

8

晚上

9

10

11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 实践



2017-2018学年第1学期 17英语-3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基础英语（1）◆
4-16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213/张小丽/必修/30/未安排

英语初级写作◆
4-14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611/外教4/必修/30/未安排

农林概论◆
4-16周(1-2节)/东校区 勤学

楼402/何海兵/必修/120/未

安排

英语口语（1）◆
4-16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611/外教7/必修/30/未安排

英语初级写作◆
5-13周(单)(1-2节)/东校区

外语611/外教4/必修/30/未

安排
2

3 基础英语（1）◆
4-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13/张小丽/必修/30/未安排

基础英语（1）◆
4-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13/张小丽/必修/30/未安排

英语初级听力（1）◆
4-14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212/罗玉枝/必修/30/未安排4

下午

5 英语初级听力（1）◆
4-15周(5-6节)/东校区 外语

212/罗玉枝/必修/30/未安排

大学语文◆
5-16周(5-6节)/东校区 勤学

楼311/王国年/必修/120/未

安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16周(5-6节)/东校区 勤学

楼229/李华华/必修/155/未

安排

大学体育（1）(板块) 信息技术基础◆
4-15周(5-6节)/东校区 未排

地点/刘连忠,金秀/必修

/120/未安排6

7 信息技术基础◆
4-15周(7-8节)/东校区 未排

地点/刘连忠,金秀/必修

/120/未安排

农林概论◆
4-6周(7-8节)/东校区 勤学楼

511/何海兵/必修/120/未安

排

英语口语（1）◆
7-8周(7-8节)/东校区 外语

607/外教7/必修/30/未安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6周(7-8节)/东校区 勤学楼

527/李华华/必修/155/未安

排8

晚上

9

10

11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 实践



2017-2018学年第1学期 17英语-4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英语口语（1）◆
4-16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607/外教7/必修/30/未安排

英语初级写作◆
4-14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609/外教6/必修/30/未安排

农林概论◆
4-16周(1-2节)/东校区 勤学

楼402/何海兵/必修/120/未

安排

英语初级听力（1）◆
4-14周(1-2节)/东校区 外语

309/罗玉枝/必修/30/未安排2

3 基础英语（1）◆
4-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2/张小丽/必修/30/未安排

英语初级听力（1）◆
4-15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309/罗玉枝/必修/30/未安排

基础英语（1）◆
4-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2/张小丽/必修/30/未安排

基础英语（1）◆
4-16周(3-4节)/东校区 外语

102/张小丽/必修/30/未安排4

下午

5 大学语文◆
5-16周(5-6节)/东校区 勤学

楼311/王国年/必修/120/未

安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16周(5-6节)/东校区 勤学

楼229/李华华/必修/155/未

安排

大学体育（1）(板块) 信息技术基础◆
4-15周(5-6节)/东校区 未排

地点/金秀,刘连忠/必修

/120/未安排6

7 信息技术基础◆
4-15周(7-8节)/东校区 未排

地点/刘连忠,金秀/必修

/120/未安排

农林概论◆
4-6周(7-8节)/东校区 勤学楼

511/何海兵/必修/120/未安

排

英语口语（1）◆
9-10周(7-8节)/东校区 外语

611/外教7/必修/30/未安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6周(7-8节)/东校区 勤学楼

527/李华华/必修/155/未安

排

英语初级写作◆
5-13周(单)(7-8节)/东校区

外语609/外教6/必修/30/未

安排

8

晚上

9

10

11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 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