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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9.02-09.06

2 09.09-09.13

3 09.16-09.20

4 09.23-09.27

5 09.30-10.04

6 10.07-10.11

7 10.14-10.18

8 10.21-10.25

9 10.28-11.01

10 11.04-11.08

11 11.11-11.15

12 11.18-11.22

13 11.25-11.29

14 12.02-12.06

15 12.09-12.13

16 12.16-12.20

17 12.23-12.27                                                               

18 12.30-01.03

19 01.06-01.10

南京医科大学2019-2020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五台校区)

2016级临床医学（5+3一体化）1班、2班、4班 9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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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 眼科 儿科 妇产 内科 内科 妇产 妇产 外科                                           全科 传染

口腔 眼科 儿科 妇产 内科 妇产

口腔 眼科 儿科 △眼1口2全3 内科 △全1眼2口3

内科 妇产 △口1全2眼3 外科

妇产 外科 中秋节（9.13-9.15）

妇产

全科

△口1全2眼3 外科 全科

传染

传染

9.29（周日）的课程安排

全科 传染

口腔 眼科 儿科 国庆节（10.01-10.07）

△全1眼2口3

国庆节（10.01-10.07） △眼1妇2儿3 内科 △儿1眼2妇3 妇产

口腔 眼科 儿科 △眼1口2全3

校庆85周年（10.10） 全科 传染

10.12（周六）的课程安排

△妇1儿2眼3 外科

口腔 眼科 儿科 △传1妇2儿3 内科 △儿1传2妇3 妇产 △妇1儿2传3 外科 全科 传染

口腔 眼科 儿科 △传1妇2儿3 内科 △儿1传2妇3 妇产 △妇1儿2传3 外科 全科 传染

口腔 眼科 儿科 △传1妇2儿3 内科 △儿1传2妇3 妇产 △妇1儿2传3 外科 全科 传染

口腔 临床技能 儿科 △内1外2CBL3 内科 △CBL1内2外3 妇产 △外1CBL2内3 外科 全科 传染

临床技能 儿科 △内1外2CBL3 内科 △CBL1内2外3 妇产 △外1CBL2内3 外科 全科 临床技能

临床技能 儿科 △内1外2CBL3 内科 △CBL1内2外3 妇产 △外1CBL2内3 外科 妇产 临床技能

临床技能 儿科 △内1外2CBL3 内科 △CBL1内2外3 妇产 △外1CBL2内3 外科 妇产 临床技能

临床技能 儿科 △妇1CBL2内3 内科 △内1妇2CBL3 妇产 △CBL1内2妇3 外科 临床技能

临床技能 儿科 △妇1CBL2外3 内科 △外1妇2CBL3 妇产 △CBL1外2妇3 外科 临床技能

临床技能 儿科 △妇1CBL2内3 内科 △内1妇2CBL3 妇产 △CBL1内2妇3 外科 临床技能

儿科 △妇1CBL2外3 内科 △外1妇2CBL3 妇产 △CBL1外2妇3 外科

外科 △CBL1 内科 元旦(01.01) △CBL2 外科 △CBL3

上课教室

周
次

日  期

备注：上课教室3-101；实验课分三组：（5+3）临床1班一组，（5+3）临床2班一组，（5+3）临床4班一组。

09.29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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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09.06

2 09.09-09.13

3 09.16-09.20

4 09.23-09.27

5 09.30-10.04

6 10.07-10.11

7 10.14-10.18

8 10.21-10.25

9 10.28-11.01

10 11.04-11.08

11 11.11-11.15

12 11.18-11.22

13 11.25-11.29

14 12.02-12.06

15 12.09-12.13

16 12.16-12.20

17 12.23-12.27

18 12.30-01.03

19 01.06-01.10

南京医科大学2019-2020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五台校区)

2016级五年制临床1班、13班、14班 92人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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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科 眼科 口腔 内科 妇产 医心 妇产 内科 外科 传染 全科

儿科 眼科 口腔 内科 妇产 医心 妇产 外科 中秋节（9.13-9.15）

儿科 眼科 口腔 内科 △眼1口2全3 医心 妇产 △全1眼2口3 外科 △口1全2眼3 传染 全科

儿科 眼科 口腔 内科 △眼1口2全3 医心 妇产 △全1眼2口3 外科 △口1全2眼3 传染 全科

9.29（周日）的课程安排

传染 全科

儿科 眼科 国庆节（10.01-10.07）

国庆节（10.01-10.07） 口腔 内科 △眼1妇2儿3 医心 妇产 △儿1眼2妇3 校庆85周年（10.10） 传染 全科

10.12（周六）的课程安排

外科 △妇1儿2眼3

儿科 眼科 口腔 内科 △传1妇2儿3 医心 妇产 △儿1传2妇3 外科 △妇1儿2传3 传染 全科

儿科 眼科 口腔 内科 △传1妇2儿3 医心 妇产 △儿1传2妇3 外科 △妇1儿2传3 传染 全科

儿科 眼科 口腔 内科 △传1妇2儿3 医心 妇产 △儿1传2妇3 外科 △妇1儿2传3 传染 全科

儿科 临床技能 口腔 内科 △内1外2CBL3 医心 妇产 △CBL1内2外3 外科 △外1CBL2内3 传染 全科

儿科 临床技能 内科 △内1外2CBL3 医心 妇产 △CBL1内2外3 外科 △外1CBL2内3 全科

儿科 临床技能 内科 △内1外2CBL3 医心 妇产 △CBL1内2外3 外科 △外1CBL2内3 妇产 临床技能

儿科 临床技能 内科 △内1外2CBL3 医心 妇产 △CBL1内2外3 外科 △外1CBL2内3 妇产 临床技能

儿科 临床技能 内科 △妇1CBL2内3 医心 △内1妇2CBL3 外科 △CBL1内2妇3 妇产 临床技能

儿科 临床技能 内科 △妇1CBL2外3 妇产 △外1妇2CBL3 外科 △CBL1外2妇3 妇产 临床技能

儿科 临床技能 内科 △妇1CBL2内3 妇产 △内1妇2CBL3 外科 △CBL1内2妇3 妇产 临床技能

儿科 临床技能 内科 △妇1CBL2外3 妇产 △外1妇2CBL3 △CBL1外2妇3 临床技能

外科 内科 △CBL1 元旦(01.01) 外科 △CBL2 △CBL3

上课教室

周
次

日  期

备注：上课教室：2-268；实验分三组：临床1班一组，临床13班2组，临床14班3组。

09.29

10.12

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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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09.06

2 09.09-09.13

3 09.16-09.20

4 09.23-09.27

5 09.30-10.04

6 10.07-10.11

7 10.14-10.18

8 10.21-10.25

9 10.28-11.01

10 11.04-11.08

11 11.11-11.15

12 11.18-11.22

13 11.25-11.29

14 12.02-12.06

15 12.09-12.13

16 12.16-12.20

17 12.23-12.27

18 12.30-01.03

19 01.06-01.10

下午

南京医科大学2019-2020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五台校区)

2016级八年制口腔医学 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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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外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修复 牙体 病理 口外 病理 △病理 牙体 △修复1 △修复2

修复 △修复1口外2 △修复2口外1 中秋节（9.13-9.15）

△牙体1口外2 △牙体2口外1

修复 牙体 牙体 PBL 修复 牙体 口外 △牙体1口外2 △牙体2口外1

修复 口外 修复 修复 △牙体1口外2 修复

修复 牙体 牙体 PBL 修复 △牙体1 △牙体2 口外

口外

△牙体2 牙体 病理

△口外1△牙体2口外1 △牙体1 △牙体2

△病理 △口外1

△牙体1

△口外2

9.29（周日）的课程安排

修复 △牙体1 △牙体2

△口外2 △牙体2

牙体 △修复1 △修复2 国庆节（10.01-10.07）

△牙体1

国庆节（10.01-10.07） 牙体 △牙体1 △牙体2 口外 △牙体1 △牙体2 校庆85周年（10.10） 牙体 △口外1 △口外2

10.12（周六）的课程安排

修复 △修复1 △修复2

修复 牙体 口外 PBL 修复 △牙体1 △牙体2 修复 △牙体1 △牙体2 口外 △修复1 △修复2 牙体 △口外1 △口外2

修复 牙体 口外 放射 △牙体1修复2 △牙体2修复1 修复 △牙体1口外2 △牙体2口外1 口外 △修复1口外2 △修复2口外1 牙体 口外 牙体

修复 △牙体1口外2 △牙体2口外1 放射 △修复1放射2 △修复2放射1 修复 △牙体1 △牙体2 口外 △修复1口外2 △修复2口外1 牙体 口外

修复 △牙体1口外2 △牙体2口外1 病理 △修复1 △修复2 修复 △牙体1口外2 △牙体2口外1 口外 PBL考 放射 △放射1修复2 △放射2修复1

修复 △牙体1 △牙体2 黏膜 △修复1 △修复2 牙周 △牙体1口外2 △牙体2口外1 口外 △口外1 △口外2 黏膜 △牙体1 △牙体2

修复 放射考 黏膜 △牙体1 △牙体2 牙周2 △牙体1 △牙体2 牙周 △修复1 △修复2 病理 △牙体1 △牙体2

修复 △牙体1 △牙体2 黏膜 △修复1 △修复2 修复 △牙体1 △牙体2 病理 △修复1 △修复2 黏膜 △牙体1 △牙体2

修复 △病理 △修复1 △修复2 △病理 黏膜 △修复1 △修复2 牙周 △修复1牙周2 △修复2牙周1 黏膜 牙周 口外考

△牙周1 △牙周2 黏膜 牙周 △牙周1黏膜2 △黏膜1牙周2 牙周 △牙周1 △牙周2 牙周 牙体考

△牙周1 △牙周2 牙周 △牙周1黏膜2 △黏膜1牙周2 牙周

△牙周1 △牙周2 △牙周1 △牙周2 △牙周1 △牙周2 修复考

粘膜考 元旦(01.01) 牙周考

△牙周1 △牙周2 牙周 病理考

备注：上课教室3-204 。实验分组：五年制口腔1班+部分八年制为实验1组；五年制口腔2班+部分八年制为实验2组。放射、组病五年制口腔八年制口腔并班上课。

上课教室

周
次

日  期

09.29

10.12

△牙周1 △牙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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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09.06

2 09.09-09.13

3 09.16-09.20

4 09.23-09.27

5 09.30-10.04

6 10.07-10.11

7 10.14-10.18

8 10.21-10.25

9 10.28-11.01

10 11.04-11.08

11 11.11-11.15

12 11.18-11.22

13 11.25-11.29

14 12.02-12.06

15 12.09-12.13

16 12.16-12.20

17 12.23-12.27

18 12.30-01.03

19 01.06-01.10

南京医科大学2019-2020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五台校区)

2016级五年制口腔医学 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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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 牙体 病理 口外 病理 口外 △病理1 △病理2 牙体 △修复1 △修复2 △牙体1口外2 △牙体2口外1

修复 牙体 牙体 口外 PBL1 牙体 PBL2 口外 △牙体1口外2 △牙体2口外1 修复 △修复1口外2 △修复2口外1 中秋节（9.13-9.15）

修复 口外 修复 修复 △牙体1口外2 △牙体2口外1 口外 △牙体1 △牙体2 修复 △口外1 △口外2 △牙体1 △牙体2

修复 牙体 牙体 修复 △牙体1 △牙体2 口外 △牙体1PBL2 △牙体2PBL1 牙体 病理 △病理1口外2 △病理2口外1

9.29（周日）的课程安排

修复 △牙体1 △牙体2

牙体 △修复1 △修复2 国庆节（10.01-10.07）

国庆节（10.01-10.07） 牙体 △牙体1 △牙体2 口外 △牙体1 △牙体2 校庆85周年（10.10） 牙体 △口外1 △口外2

10.12（周六）的课程安排

修复 △修复1 △修复2

修复 牙体 口外 修复 △牙体1 △牙体2 修复 △牙体1PBL2 △牙体2PBL1 口外 △修复1 △修复2 牙体 △口外1 △口外2

修复 牙体 口外 放射 △牙体1修复2 △牙体2修复1 修复 △牙体1口外2 △牙体2口外1 口外 △修复1口外2 △修复2口外1 牙体 口外 牙体

修复 △牙体1口外2 △牙体2口外1 放射 △修复1放射2 △修复2放射1 修复 △牙体1 △牙体2 口外 △修复1口外2 △修复2口外1 牙体 口外

修复 △牙体1口外2 △牙体2口外1 病理 △修复1 △修复2 修复 △牙体1口外2 △牙体2口外1 口外 PBL考 放射 △放射1修复2 △放射2修复1

修复 △牙体1 △牙体2 黏膜 △修复1 △修复2 牙周 △牙体1口外2 △牙体2口外1 口外 △口外1 △口外2 黏膜 △牙体1 △牙体2

修复 放射考 黏膜 △牙体1 △牙体2 牙周2 △牙体1 △牙体2 牙周 △修复1 △修复2 病理 △牙体1 △牙体2

修复 △牙体1 △牙体2 黏膜 △修复1 △修复2 修复 △牙体1 △牙体2 病理 △修复1

口外考

△修复2 黏膜 △牙体1 △牙体2

牙周 △修复1牙周2修复 △修复1病理2 △修复2病理1 黏膜 △修复1病理2

△黏膜1牙周2

△修复2牙周1 黏膜 牙周△修复2病理1

△牙周1 △牙周2 牙周 牙体考

△牙周1 △牙周2 牙周 △牙周1黏膜2 △黏膜1牙周2

△牙周1

△牙周1 △牙周2 △牙周1 △牙周2 △牙周1

牙周△牙周2 黏膜 牙周 △牙周1黏膜2

△牙周2 修复考

粘膜考 元旦(01.01) 牙周考

牙周 △牙周1 △牙周2 牙周 病理考

备注：上课教室3-206 。实验分组：五年制口腔1班+部分八年制为实验1组；五年制口腔2班+部分八年制为实验2组。放射、组病五年制口腔八年制口腔并班上课。

上课教室

周
次

日  期

09.29

10.12

△牙周2 △牙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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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09.06

2 09.09-09.13

3 09.16-09.20

4 09.23-09.27

5 09.30-10.04

6 10.07-10.11

7 10.14-10.18

8 10.21-10.25

9 10.28-11.01

10 11.04-11.08

11 11.11-11.15

12 11.18-11.22

13 11.25-11.29

14 12.02-12.06

15 12.09-12.13

16 12.16-12.20

17 12.23-12.27

18 12.30-01.03

19 01.06-01.10

南京医科大学2019-2020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五台校区)

2016级临床医学（5+3儿科医学） 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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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 口腔 神经 内科学 外科学 妇产 眼科 外科学 △技能 儿保 妇产 内科学

CBL1 口腔 神经 内科学 △口2 妇产 △口1 眼科 外科学 △技能 中秋节（9.13-9.15）

儿内 CBL1 口腔 神经 内科学 △眼1 妇产 儿内 △眼2 眼科 外科学 △技能 儿保 妇产 CBL2

儿内 CBL1 口腔 神经 内科学 △儿保1口2 妇产 儿内 △口1儿保2 眼科 外科学 △技能 儿保 妇产 CBL2

9.29（周日）的课程安排

儿保 妇产 CBL2

儿内 CBL1 口腔 国庆节（10.01-10.07）

国庆节（10.01-10.07） 神经 内科学 △眼1神2 妇产 儿内 △神1眼2 校庆85周年（10.10） 儿保 妇产 CBL2

10.12（周六）的课程安排

眼科 外科学 △技能

儿内 CBL1 口腔 神经 内科学 △儿保1妇2 妇产 儿内 △妇1儿保2 眼科 外科学 △技能 儿保 妇产 CBL2

儿内 CBL1 △技能 神经 内科学 △眼1神2 妇产 儿内 △神1眼2 眼科 外科学 △技能 儿保 妇产 CBL2

儿内 CBL1 △技能 神经 内科学 △儿内1妇2 妇产 儿内 △妇1儿内2 眼科 外科学 △技能 儿保 妇产 CBL2

儿内 CBL1 △技能 神经 内科学 △儿内1妇2 妇产 儿内 △妇1儿内2 眼科 外科学 △技能 儿保 妇产 CBL2

儿内 CBL1 △技能 神经 内科学 △儿内1妇2 妇产 儿内 △妇1儿内2 眼科 外科学 △技能 CBL2

儿内 外科学 △内1外2 神经 内科学 △儿内1妇2 妇产 儿内 △妇1儿内2 眼科 外科学 △儿保1神2 △外1内2

儿内 内科学 △内1外2 神经 内科学 △儿内1妇2 妇产 儿内 △妇1儿内2 眼科 外科学 △儿保2神1 △外1内2

儿内 △内1外2 内科学 △儿内1妇2 妇产 儿内 △妇1儿内2 外科学 △外1内2

儿内 △妇1 内科学 △内1外2 妇产 儿内 外科学 △妇2

儿内 内科学 △内1外2 妇产 △外1内2 外科学

内科学 △内1外2 妇产 △外1内2 外科学

△外1内2

备注：上课教室3-103。实验分组：（5+3儿科医学）1班1组，（5+3儿科医学）2班一组。

元旦(01.01)

上课教室

周
次

日  期

09.29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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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09.06

2 09.09-09.13

3 09.16-09.20

4 09.23-09.27

5 09.30-10.04

6 10.07-10.11

7 10.14-10.18

8 10.21-10.25

9 10.28-11.01

10 11.04-11.08

11 11.11-11.15

12 11.18-11.22

13 11.25-11.29

14 12.02-12.06

15 12.09-12.13

16 12.16-12.20

17 12.23-12.27

18 12.30-01.03

19 01.06-01.10

南京医科大学2019-2020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五台校区)

2016级临床医学（五年制儿科医学） 6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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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产 儿保 医心 外科 内科 眼科 临床技能 口腔

妇产 CBL1 儿保 医心 外科 内科 眼科 临床技能 口腔 中秋节（9.13-9.15）

妇产 儿内 CBL2 儿保 医心 外科 儿内 内科 眼科 临床技能 口腔 △眼2 △眼1

妇产 儿内 CBL1 儿保 医心 外科 儿内 内科 眼科 临床技能 口腔 △儿保1眼2 △眼1儿保2

9.29（周日）的课程安排

△外1内2 △内1外2

妇产 儿内 CBL2 国庆节（10.01-10.07）

国庆节（10.01-10.07） 儿保 医心 外科 儿内 内科 眼科 校庆85周年（10.10） △口1妇2 △妇1口2

10.12（周六）的课程安排

临床技能 口腔

妇产 儿内 CBL1 儿保 医心 外科 儿内 内科 眼科 临床技能 口腔 △儿保1眼2 △眼1儿保2

妇产 儿内 CBL2 儿保 医心 外科 儿内 内科 眼科 临床技能 内科 △口1妇2 △妇1口2

妇产 儿内 CBL1 儿保 医心 外科 儿内 内科 眼科 临床技能 内科 △妇1儿内2 △儿内1妇2

妇产 儿内 CBL2 儿保 医心 外科 儿内 内科 妇产 临床技能 内科 △妇1儿内2 △儿内1妇2

妇产 儿内 CBL1 CBL2 医心 外科 儿内 内科 妇产 临床技能 △妇1儿内2 △儿内1妇2

妇产 儿内 CBL1 CBL2 医心 外科 儿内 内科 妇产 临床技能

△儿保1

△妇1儿内2 △儿内1妇2

妇产 儿内 CBL1 CBL2 医心 外科 儿内 内科 妇产 临床技能

△儿保2

△妇1儿内2 △儿内1妇2

妇产 儿内 CBL2 医心 外科 儿内 妇产 临床技能 △妇1儿内2 △儿内1妇2

妇产 儿内 CBL1 外科 儿内 内科 妇产 临床技能 △外1内2 △内1外2

妇产 CBL2 外科 儿内 内科 妇产 外科 △外1内2 △内1外2

CBL1 外科 内科 外科 △外1内2 △内1外2

△外1内2 △内1外2 元旦(01.01) △外1内2 △内1外2

上课教室

周
次

日  期

备注：上课教室3-124。实验分组：五年制儿科1班1组；五年制儿科2班1组。

09.29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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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09.06

2 09.09-09.13

3 09.16-09.20

4 09.23-09.27

5 09.30-10.04

6 10.07-10.11

7 10.14-10.18

8 10.21-10.25

9 10.28-11.01

10 11.04-11.08

11 11.11-11.15

12 11.18-11.22

13 11.25-11.29

14 12.02-12.06

15 12.09-12.13

16 12.16-12.20

17 12.23-12.27

18 12.30-01.03

19 01.06-01.10

南京医科大学2019-2020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五台校区)

2016级医学影像学 6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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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产 外科学 影像诊断 内科学 妇产 儿科 外科学 超声诊断 影像诊断

妇产 △内科 影像诊断 内科学 妇产 儿科 外科学 中秋节（9.13-9.15）

妇产 △外科 影像诊断 内科学 妇产 儿科 外科学 超声诊断 影像诊断

妇产 △内科 影像诊断 内科学 妇产 △超声诊断 儿科 外科学 超声诊断 影像诊断

9.29（周日）的课程安排

超声诊断 影像诊断

妇产 △外科 国庆节（10.01-10.07）

国庆节（10.01-10.07） 影像诊断 内科学 妇产 △超声诊断 校庆85周年（10.10） 超声诊断 影像诊断

10.12（周六）的课程安排

儿科 外科学

妇产 △内科 影像诊断 内科学 妇产 △超声诊断 儿科 外科学 超声诊断 影像诊断

△妇产 △外科 影像诊断 内科学 妇产 △超声诊断 儿科 外科学 超声诊断 影像诊断

△儿科 △内科 影像诊断 内科学 妇产 △超声诊断 儿科 外科学 超声诊断 影像诊断

△妇产 △外科 影像诊断 内科学 妇产 △超声诊断 儿科 外科学 超声诊断 影像诊断

△儿科 △内科 影像诊断 内科学 妇产 △超声诊断 儿科 外科学 超声诊断 影像诊断

△妇产 影像诊断 内科学 妇产 △超声诊断 儿科 外科学 超声诊断 影像诊断

△儿科 △内科 影像诊断 内科学 妇产 △超声诊断 儿科 外科学 超声诊断 影像诊断

△妇产 △外科 影像诊断 内科学 妇产 △超声诊断 儿科 外科学 超声诊断 影像诊断

△儿科 △妇产 影像诊断 内科学 妇产 △妇产 儿科 外科学 超声诊断 影像诊断

△妇产 影像诊断 内科学 妇产 △妇产 儿科 外科学 影像诊断

内科学 妇产 儿科 外科学 △超声诊断

元旦(01.01) 内科学 外科学 △外科

△超声诊断

上课教室

周
次

日  期

备注：上课教室3-201

09.29

10.12

内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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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09.06

2 09.09-09.13

3 09.16-09.20

4 09.23-09.27

5 09.30-10.04

6 10.07-10.11

7 10.14-10.18

8 10.21-10.25

9 10.28-11.01

10 11.04-11.08

11 11.11-11.15

12 11.18-11.22

13 11.25-11.29

14 12.02-12.06

15 12.09-12.13

16 12.16-12.20

17 12.23-12.27

18 12.30-01.03

19 01.06-01.10

南京医科大学2019-2020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五台校区)

2017级医学检验技术 36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周
次

日  期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动物 临检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临检 生化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动物 △人类疾病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微检 中秋节（9.13-9.15）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动物 △临检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微检 临检 △生化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动物 △临检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微检 临检 △生化

9.29（周日）的课程安排

临检 △生化

人类疾病 生化 国庆节（10.01-10.07）

国庆节（10.01-10.07） 微检 动物 △临检 人类疾病 生化 校庆85周年（10.10） 临检 △生化

10.12（周六）的课程安排

微检 △微检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动物 △人类疾病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微检 临检 △生化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动物 △人类疾病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微检 临检 △生化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动物 △人类疾病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微检 临检 △生化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动物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微检 临检 △生化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动物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微检 临检 △生化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动物 △临检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微检 临检 △生化

人类疾病 生化 微检 动物 △临检 人类疾病 微检 △微检 临检 △生化

人类疾病 临检 动物 △临检 人类疾病 △人类疾病 △微检 临检 △生化

人类疾病 临检 动物 人类疾病 △人类疾病 临检 △生化

人类疾病 临检 微检考 动物 人类疾病 △人类疾病

人类疾病考

上课教室

临检 △生化

动物考 △临检 人类疾病 △人类疾病 临检 △生化

备注：上课教室3-203

10.12

09.29

生化考 △临检 元旦(01.01)

临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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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09.06

2 09.09-09.13

3 09.16-09.20

4 09.23-09.27

5 09.30-10.04

6 10.07-10.11

7 10.14-10.18

8 10.21-10.25

9 10.28-11.01

10 11.04-11.08

11 11.11-11.15

12 11.18-11.22

13 11.25-11.29

14 12.02-12.06

15 12.09-12.13

16 12.16-12.20

17 12.23-12.27

18 12.30-01.03

19 01.06-01.10

南京医科大学2019-2020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五台校区)

2017级眼视光学 25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周
次

日  期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屈光 验光学 医统 低视力 斜弱视 沟通 眼镜学

屈光 △验光学 验光学 医统 低视力 斜弱视 沟通 中秋节（9.13-9.15）

屈光 △验光学 验光学 医统 低视力 斜弱视 沟通 眼镜学

屈光 △验光学 验光学 医统 低视力 △眼镜学 斜弱视 沟通 眼镜学

9.29（周日）的课程安排

眼镜学

屈光 △验光学 国庆节（10.01-10.07）

国庆节（10.01-10.07） 验光学 医统 低视力 △眼镜学 校庆85周年（10.10） 眼镜学

10.12（周六）的课程安排

斜弱视 沟通

屈光 △验光学 验光学 医统 低视力 △眼镜学 斜弱视 沟通 眼镜学

屈光 △验光学 验光学 医统 低视力 △眼镜学 斜弱视 沟通 眼镜学 △斜弱视

△屈光 △验光学 医统 △眼镜学 △低视力 斜弱视 沟通 眼镜学 △斜弱视

△屈光 △验光学 △眼镜学 △低视力 斜弱视 沟通 眼镜学 △斜弱视

△斜弱视

△屈光 △验光学 △眼镜学 △低视力 斜弱视 眼镜学

元旦(01.01)

上课教室

△斜弱视

医统考 △验光学 斜弱视 △斜弱视

低视力考 △验光学 斜弱视

09.29

10.12

备注：上课教室3-104

屈光考 眼镜学考

验光学考 斜弱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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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09.06

2 09.09-09.13

3 09.16-09.20

4 09.23-09.27

5 09.30-10.04

6 10.07-10.11

7 10.14-10.18

8 10.21-10.25

9 10.28-11.01

10 11.04-11.08

11 11.11-11.15

12 11.18-11.22

13 11.25-11.29

14 12.02-12.06

15 12.09-12.13

16 12.16-12.20

17 12.23-12.27

18 12.30-01.03

19 01.06-01.10

南京医科大学2019-2020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五台校区)

2017级康复治疗学专业（PT） 10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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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运动II 理疗I 运动I 矫形器 运动II 言语治疗 理疗II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运动II 理疗I 运动I 矫形器 △理疗II 运动II 中秋节（9.13-9.15）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运动II 理疗I 运动I 矫形器 △理疗II 运动II 言语治疗 理疗II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运动II 理疗I △运动I 矫形器 △理疗II 运动II 言语治疗

9.29（周日）的课程安排

言语治疗 △矫形器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国庆节（10.01-10.07）

国庆节（10.01-10.07） 流统 运动II △运动I 矫形器 校庆85周年（10.10） 言语治疗 △矫形器

10.12（周六）的课程安排

△理疗II 运动II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运动II △运动I 矫形器 △理疗II 运动II 言语治疗 △矫形器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运动II △运动I 矫形器 △理疗II 运动II 言语治疗 △矫形器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运动II △运动I 矫形器 △理疗II 运动II 言语治疗 △矫形器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运动II △运动I △理疗II 运动II △言语治疗 △矫形器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运动II △运动I △理疗II 运动II △言语治疗 △矫形器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运动II △运动I 流统

运动I 儿童康复 流统 运动II △运动I △理疗II 运动II

运动II △运动I △理疗II

△理疗II 运动II

运动II 言语治疗考

运动I 儿童康复 流统 运动II 运动II 理疗I考

运动I 儿童康复 流统

运动I 儿童康复 流统 运动II 运动II 儿童康复考

运动I 流统 理疗II考 运动II 矫形器考

运动I 流统 运动II考 元旦(01.01) 运动I考

流统考

上课教室

周
次

日  期

备注：上课教室2-168。除《物理治疗学-理疗II》、《物理治疗学-运动II》，其他课程与17级康复专业（OT方向）并班。

09.29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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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09.06

2 09.09-09.13

3 09.16-09.20

4 09.23-09.27

5 09.30-10.04

6 10.07-10.11

7 10.14-10.18

8 10.21-10.25

9 10.28-11.01

10 11.04-11.08

11 11.11-11.15

12 11.18-11.22

13 11.25-11.29

14 12.02-12.06

15 12.09-12.13

16 12.16-12.20

17 12.23-12.27

18 12.30-01.03

19 01.06-01.10

南京医科大学2019-2020学年第1学期课程表(五台校区)

2017级康复治疗学专业（OT） 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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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理疗I 运动I 矫形器 环辅技术 言语治疗 职康 理疗II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理疗I 运动I 矫形器 环辅技术 △神损 中秋节（9.13-9.15）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环辅技术 理疗I 运动I 矫形器 环辅技术 △神损 言语治疗 职康 理疗II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环辅技术 理疗I △运动I 矫形器 环辅技术 △神损 言语治疗 职康 神损

9.29（周日）的课程安排

言语治疗 职康 神损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国庆节（10.01-10.07）

国庆节（10.01-10.07） 流统 △环辅技术 △运动I 矫形器 校庆85周年（10.10） 言语治疗 职康 神损

10.12（周六）的课程安排

环辅技术 △神损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环辅技术 △运动I 矫形器 环辅技术 △神损 言语治疗 职康 神损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环辅技术 △运动I 矫形器 环辅技术 △神损 言语治疗 职康 神损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环辅技术 △运动I 矫形器 环辅技术 △神损 言语治疗 职康 神损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环辅技术 △运动I △矫形器 环辅技术 △神损 △言语治疗 职康 神损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环辅技术 △运动I △矫形器 环辅技术 △神损 △言语治疗 职康 神损

运动I 理疗I 儿童康复 流统 △环辅技术 △运动I △矫形器 △职康 △神损 职康 流统

运动I 儿童康复 流统 △环辅技术 △运动I △矫形器 △职康 职康 神损

运动I 儿童康复 流统 △运动I △矫形器 言语治疗考 神损

运动I 儿童康复 流统 职康考 △矫形器 理疗I考

运动I 儿童康复 流统 神损考 △矫形器 儿童康复考

运动I 流统 环辅技术考 矫形器考

运动I 流统 元旦(01.01) 运动I考

流统考

上课教室

周
次

日  期

备注：上课教室2-168。除《成人神经疾病及损伤OT》《职业康复与职业教育》《环境与辅助技术》课程，其他课程与17级康复专业（PT方向）并班。

10.12

0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