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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8 二 10:30-11:30 刑事技术科学 期中 笔试 36 2017 法医班 29 博学A405 基础 江宁

2019/10/17 四 09:00-11:00 临床药学英语01 期末 笔试 30 2017 临药1-2班 63 明达207 药学 江宁

2019/10/17 四 09:00-11:00 临床药学英语01 期末 笔试 30 2017 临药3-4班+重修 60+1 明达311 药学 江宁

2019/10/17 四 16:40-17:40 药理学（B） 期中 机考 81 2017

5+3儿科1-2班、5+3临床1-6班
、基础1-2班、基础国重、精神
班、五年制儿科1-2班、五年制
临床1-14班、眼医班、影像1-2
班、预防1-3班、预防国重班

1057 以预约系统为准 基础 江宁 10月12日12:00预约

2019/10/18 五 14:00-15:00 病原免疫学 期中 笔试 85 2018 基础1-2班、基础国重班 65 明达213 基础 江宁

2019/10/18 五 18:30-20:30 卫生管理研究方法 期中 笔试 36 2016 卫管1-3班 89 明达120 医政 江宁

2019/10/19 六 09:00-11:00 影像技术专业英语 期末 笔试 30 2017 影像技术班 28 博学A405 影像 江宁

2019/10/20 日 09:00-11:00 头颈部解剖学 期末 笔试 36 2018   眼视光班 24 博学A208 基础 江宁

2019/10/20 日 09:00-11:00 局部解剖学 期末 笔试 36
2017
2018

17级五年制儿科1-2班、18级法
医班

98 明达224 基础 江宁

2019/10/20 日 09:00-11:00 局部解剖学 期末 笔试 36 2017 五年制临床1-3班 101 博学阶3 基础 江宁

2019/10/20 日 09:00-11:00 局部解剖学 期末 笔试 36 2017 五年制临床4-6班 110 逸夫阶7 基础 江宁

2019/10/20 日 09:00-11:00 局部解剖学 期末 笔试 36 2017 五年制临床7-9班 108 逸夫阶5 基础 江宁

2019/10/20 日 09:00-11:00 局部解剖学 期末 笔试 36 2017 五年制临床10-12班 102 逸夫阶6 基础 江宁

2019/10/20 日 09:00-11:00 局部解剖学 期末 笔试 36 2017 五年制临床13-14班+重修 69+25 逸夫阶8 基础 江宁

2019/10/20 日 09:00-11:00 局部解剖学 期末 笔试 36 2017 精神班、眼医班 63 明达215 基础 江宁

2019/10/20 日 09:00-11:00 头颈部解剖学 期末 笔试 36 2017 5+3口腔班、口腔1-2班 101 博学阶2 基础 江宁

2019/10/22 二 18:30-20:30 儿科学（C） 期末 笔试 33 2016 临药1-2班 58 明达117 二临 江宁

2019/10/22 二 18:30-20:30 儿科学（C） 期末 笔试 33 2016 临药3-4班 48 明达307 二临 江宁

2019/10/25 五 18:30-20:30 儿童少年卫生学 期末 笔试 36 2015 预防1-3班 95 博学阶2 公卫 江宁

2019/10/28 一 18:30-20:30 口腔科学 期末 笔试 24 2016 法医班 29 明达401 一临 江宁

2019/10/29 二 09:00-10:30 护理研究 期中 机考 36 2019 护理学（3+2） 60 博学B308 护理 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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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31 四
08:00-09:30
10:30-12:00
14:00-15:30

英语03 期中 机考 68 2018

儿科1-2班、法医班、公管1-4
班、护理1-9班、基础1-2班、
基础国重班、精神班、康复1-4
班、口腔1-2班、临药1-4班、
临床1-14班、生信班、生工班
、卫检班、眼视光班、眼医班
、药学1-2班、医检班、信工班
、影技班、影像1-2班、生统班
、预防1-3班、预防国重班+重

修

2026+19 以预约系统为准 外国语 江宁

(5+3)临床、(5+3)儿科
、(5+3)口腔专业不组织

期中考试
10月21日12:00预约

2019/10/31 四 14:00-16:00 文献检索 期末 笔试 18 2016 药贸班 30 博学A508 图书馆 江宁

2019/11/1 五 18:30-20:30 健康教育学 期末 笔试 18 2017 卫管1-3班 85 博学阶2 公卫 江宁

生理学 91 43 基础 江宁

生理学（A） 80 3 基础 江宁

生理学（A） 101 642

阶4（100）

阶6（100）

阶8（100）

明达217（100）

明达224（100）

明达226（100）

明达115（42）

基础 江宁

2019/11/2 六 09:00-11:00 医学统计学（C） 期末 笔试 24 2017 眼医班+重修 33+1 博学A105 公卫 江宁

2019/11/2 六 09:00-11:00 护理管理学 期末 笔试 30 2017 护理3、5、6班 89 博学阶1 护理 江宁

2019/11/2 六 09:00-11:00 护理管理学 期末 笔试 30 2017 护理8、9班 64 博学阶2 护理 江宁

2019/11/2 六 14:00-16:00 医学伦理学 期末 笔试 18 2017 五年制临床1-3班 109 博学阶1 马院 江宁

2019/11/2 六 14:00-16:00 医学伦理学 期末 笔试 18 2017 五年制临床4、5、9班 117 博学阶3 马院 江宁

2019/11/2 六 14:00-16:00 医学伦理学 期末 笔试 18 2017 五年制临床6-8班 101 博学阶2 马院 江宁

2019/11/2 六 14:00-16:00 医学伦理学 期末 笔试 18 2017 五年制临床10-12班 100 博学阶4 马院 江宁

2019/11/2 六 14:00-16:00 医学伦理学 期末 笔试 18 2017 五年制临床13-14班、精神班 97 逸夫阶6 马院 江宁

2019/11/2 六 14:00-16:00 医学伦理学 期末 笔试 18 2017 5+3儿科1-2班、五年制儿科2班 92 逸夫阶8 马院 江宁

2019/11/2 六 14:00-16:00 医学伦理学 期末 笔试 18 2017 五年制儿科1班 34 博学A108 马院 江宁

2019/11/2 六 14:00-16:00 医学伦理学 期末 笔试 18 2017 5+3临床1-3班 91 明达224 马院 江宁

2019/11/2 六 14:00-16:00 医学伦理学 期末 笔试 18 2017 5+3临床4-6班 93 明达226 马院 江宁

2019/11/4 一 14:00-16:00 儿科学(C) 期末 笔试 33 2016 基础1-2班 51 博学A407 儿科 江宁

重修班

明达115

2019/11/1 五 18:30-20:30 期末 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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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4 一 16:30-17:30 儿科护理学 期中 机考 63 2017 护理3、5、6、8、9班 148 机房 护理 江宁
机房：博学B404、B406

、B408
2019/11/6 三 14:00-16:00 眼科学（C) 期末 笔试 33 2016 法医班 29 博学A105 一临 江宁

2019/11/7 四 14:00-16:00 口腔医学PBL01 期末 笔试 9 2016   5+3口腔医学 30 3-204 口腔 五台

2019/11/7 四 14:00-16:00 口腔医学PBL01 期末 笔试 9 2016 口腔医学 72 3-206 口腔 五台

2019/11/7 四 18:30-20:30 妇幼保健学 期末 笔试 24 2015 预防1-3班 95 阶2 公卫 江宁

2019/11/8 五 13:00-13:30 生物化学（B） 期中 机考 92 2018 预防1-3班、预防国重+重修 125 博学B406、B410 基础 江宁

2019/11/8 五 13:00-13:30 生物化学 期中 机考 70 2018  基础1-2班、基础国重+重修 65 博学B408 基础 江宁

2019/11/8 五
17:00-17:30
17:40-18:10
18:20-18:50

生物化学（A） 期中 机考 104 2018

儿科1-2班、法医班、精神班、
口腔1-2班、5+3口腔班、临床
1-14班、5+3儿科1-2班、5+3临
床1-5班、生信班、眼医班、影

像1-2班+重修

1163 以预约系统为准 基础 江宁
以预约为准，分3轮，临

床1-4班参加第三轮
11月3日12:00预约

2019/11/8 五 18:30-20:30 核医学 期末 笔试 18 2017 精神班、影像技术班 58 博学阶2 影像 江宁

人体寄生虫学
（A+）

36 重修 2 基础 江宁

病原生物学 48 35 基础 江宁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
学

72 2 基础 江宁

2019/11/9 六 09:00-11:00 基因组信息学 期末 笔试 60 2017 生信班+重修 24+1 博学A105 工信 江宁

医学免疫学(A) 48 19 基础 江宁

医学免疫学(B) 24 37 基础 江宁

基础免疫学 50 10 基础 江宁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104 16 基础 江宁

生物化学（A） 120 17 基础 江宁

生物化学（A） 80 4 基础 江宁

生物化学（B） 92 18 基础 江宁

生物化学（A） 104 196
阶1（100）

阶3（96）
基础 江宁

2019/11/11 一 09:00-11:00 临床药学导论 期末 笔试 18 2018   临药1-2班 64 明达222 药学 江宁

2019/11/11 一 09:00-11:00 临床药学导论 期末 笔试 18 2018   临药3-4班 56 明达418 药学 江宁

2019/11/11 一 14:00-16:00 传染病学（C） 期末 笔试 28 2016 基础1-2班 51 博学A408 一临 江宁

2019/11/11 一 14:00-16:00 药物化学（B） 期末 笔试 54 2017 药贸班+重修 21+1 明达222 药学 江宁

2019/11/11 一 17:00-17:40 护理学基础01 期中 机考 78 2018 护理1-9班 271 机房 护理 江宁
机房：博学B308、B306

、B304、A300

重修班 明达115

2019/11/10 日 14:00-16:00 期末 笔试 重修班
博学阶2

2019/11/9 六 14:00-16:00 期末 笔试

2019/11/8 五 18:30-20:30 期末 笔试 博学A105
重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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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2 二 14:00-16:00 人际与医患沟通 期末 笔试 27 2016 卫管1-3班 89 阶2 马院 江宁

2019/11/12 二 14:00-16:00 大型仪器使用与方
法

期末 笔试 27 2017 基础1-2班、基础国重+重修 64+1 明达222 基础 江宁

2019/11/14 四 09:00-9:40 细胞生物学（B） 期中 机考 42 2018   生信班 29 博学B404 基础 江宁

2019/11/14 四 14:00-16:00 分析化学（B） 期中 机考+笔试 90 2018   医检班+重修 33+3 博学B412+博学B208 药学 江宁
14:00-15:00 机考
15:00-16:00 笔试

2019/11/15 五 09:00-11:00  口腔科学 期末 笔试 24 2016 临床医学（5+3儿科医学） 56 2-124 二临 五台

2019/11/15 五 09:00-11:00 药学英语01 期末 笔试 30 2017 药学1-2班 66 明达120 药学 江宁

2019/11/15 五 14:00-16:00 断层解剖学 期末 笔试 66 2017 影像1-2班+重修 73+7 博学阶3 基础 江宁

2019/11/15 五 18:30-20:30 有机化学（A）02 期中 笔试 92 2018 临药1-3班 87 博学阶2 基础 江宁

2019/11/15 五 18:30-20:30 有机化学（A）02 期中 笔试 92 2018 临药4班 28 博学阶4 基础 江宁

2019/11/15 五 18:30-20:30 有机化学（A）02 期中 笔试 92 2018 药学1-2班 63 博学阶4 基础 江宁

组织胚胎学（A+) 54 重修 7 明达118 基础 江宁

高等数学（A+）01 81 50 明达118 工信院 江宁

高等数学（A）01 42 75 明达120 工信院 江宁

高等数学(B) 60 109
明达115（90）

明达117（19）
工信院 江宁

高等数学（C） 42 54 明达117 工信院 江宁

2019/11/16 六 09:00-11:00 无机化学 期中 笔试 102 2019 卫检、药学 95 博学阶1 药学院 江宁

2019/11/17 日 09:00-11:00 细胞生物学（B） 期中 机考 42 2019
儿科、法医、临床、眼医、精

神、影像、预防
938 以预约系统为准 基础 江宁

重修不参加
11月12日12:00预约

细胞生物学（A） 72 26 博学阶2 基础 江宁

细胞生物学（B） 42 224
阶1（90）

阶3（90）

阶2（46）
基础 江宁

计算机基础01 36 2 工信院 江宁

现代信息技术01 30 95 工信院 江宁

2019/11/18 一 09:00-11:00 医学统计学 期末 笔试 24 2017 眼视光学 25 3-201 公卫 五台

2019/11/18 一 14:00-16:00
口腔颌面影像诊断

学01
期末 笔试 12 2016  5+3口腔医学 30 3-204 口腔 五台

2019/11/18 一 14:00-16:00
口腔颌面影像诊断

学01
期末 笔试 12 2016 口腔医学 72 3-206 口腔 五台

2019/11/19 二 14:00-16:00 空气理化检验 期末 笔试 72 2016 卫检班 34 博学A108 公卫 江宁

2019/11/19 二 14:00-16:00 法医学概论 期末 笔试 36 2017 法医班 30 明达222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11月12日12:00预约

机考教室以预约系统为
准

2019/11/17 日 14:00-15:10 期末 机考 重修班 博学A300

重修班

2019/11/17 日 09:00-11:00 期末笔试+机考 重修班

2019/11/15 五 18:30-20:30 期末 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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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0 三 08:00-17:10 英语01 期中 机考 54 2019
19级所有专业（除5+3、天元

班）+重修
以预约系统为准 外国语 江宁

重修需要参加
11月15日12:00预约

2019/11/20 三 09:00-11:00 生物药剂学与药动
学

期末 笔试 81 2016 药学1-2班 67 明达116 药学院 江宁

2019/11/20 三 09:00-11:00 医学影像学（C） 期末 笔试 24 2017 预防1-3班 87 博学阶1 三临 江宁

2019/11/20 三 14:00-16:00 社会医学（A） 期末 笔试 27 2017 卫管1-3班 83 逸夫阶6 公卫 江宁

2019/11/21 四 09:00-11:00 工程技术专业英语 期末 笔试 30 2016 生工1-2班 62 明达307 工信 江宁

2019/11/21 二 09:00-11:00 SAS高级编程 期末 笔试 72 2017 生物统计班 42 明达313 公卫 江宁

2019/11/21 四 18:30-20:30 卫生微生物学(B) 期末 笔试 42 2015 预防1-3班 95 阶2 公卫 江宁

2019/11/22 五 09:00-11:00 临床技能训练 期末 笔试 42 2016 临床医学（5+3儿科医学） 56 2-124 二临 五台

2019/11/22 五 13:00-13:30 生理学（B） 期中 机考 91 2018
临药1-4班、药学1-2班、医检

班
214 机房 基础 江宁

博学B310、B308、B306
、B304

2019/11/22 五 13:00-13:30 生理学（C） 期中 机考 64 2018  基础1-2班、基础国重 65 博学B312 基础 江宁

2019/11/22 五 14:00-16:00 医学检验导论 期末 笔试 18 2019 医检 35 博学B210 一临 江宁

2019/11/22 五 14:00-16:00 文献检索 期末 笔试 18 2018   公管1-2班 61 明达209 图书馆 江宁

2019/11/22 五 14:00-16:00 文献检索 期末 笔试 18 2018   公管3-4班 58 明达213 图书馆 江宁

2019/11/22 五 14:00-16:00 人体寄生虫学
（B）

期末 笔试 30 2017 影像1-2班+重修 72+2 明达118 基础 江宁

2019/11/22 五
17:00-17:30
17:40-18:10
18:20-18:50

生理学（A） 期中 机考 101 2018

儿科1-2班、法医班、精神班、
口腔1-2班、5+3口腔班、临床
1-14班、5+3儿科1-2班、5+3临
床1-5班、眼医班、影像1-2班
、预防1-3班、预防国重班

1251 以预约系统为准 基础 江宁
以预约为准，分3轮，临

床1-4班参加第三轮
11月17日12:00预约

2019/11/22 五 18:30-20:30 药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重修班 42 明达117 药学院 江宁

医用化学 72 38 药学院 江宁

医用化学（B） 72 4 药学院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1:00 医用化学 期中 笔试 72 2019 5+3口腔、口腔1-2班 104 博学阶1 药学院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1:00 医用化学 期中 笔试 72 2019 护理1-3班 102 逸夫阶7 药学院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1:00 医用化学 期中 笔试 72 2019 护理4-6班 100 博学阶3 药学院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1:00 医用化学 期中 笔试 72 2019 护理7-9班 99 逸夫阶8 药学院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1:00 医用化学 期中 笔试 72 2019 康复1-3班 101 逸夫阶6 药学院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1:00 医用化学 期中 笔试 72 2019 生信、生工、眼视光 90 明达115 药学院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1:00 医用化学 期中 笔试 72 2019 影像 65 明达117 药学院 江宁

重修班 明达1152019/11/22 五 18:30-20:30 期末 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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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3 六 09:00-11:00 基础化学(A)01 期中 笔试 72 2019 临药1-2班 62 明达118 药学院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1:00 基础化学(A)01 期中 笔试 72 2019 临药3-4班 61 明达120 药学院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1:00 急救护理学 期末 笔试 36 2017 护理3、5、6班 87 博学阶2 一临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1:00 急救护理学 期末 笔试 36 2017 护理8、9班+重修 61+3 博学阶4 一临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2:00
双向整合案例
(PBL)04

期末 笔试 27 2017 5+3儿科1-2班 61 PBL教室 PBL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2:00
双向整合案例
(PBL)04

期末 笔试 27 2017 5+3口腔班 28 PBL教室 PBL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2:00
双向整合案例
(PBL)04

期末 笔试 27 2017 5+3临床1-6班 178 PBL教室 PBL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2:00
双向整合案例
(PBL)04

期末 笔试 27 2017 精神班 30 PBL教室 PBL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2:00
双向整合案例
(PBL)04

期末 笔试 27 2017 口腔1-2班 70 PBL教室 PBL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2:00
双向整合案例
(PBL)04

期末 笔试 27 2017 五年制儿科1-2班 62 PBL教室 PBL 江宁

2019/11/23 六 09:00-12:00
双向整合案例
(PBL)04

期末 笔试 27 2017 五年制临床1-14班 468 PBL教室 PBL 江宁

药理学（A） 63 17 明达117 基础 江宁

药理学（B） 81 142
明达115（80）

明达117（62）
基础 江宁

药理学（C） 51 68 明达118 基础 江宁

2019/11/24 日 09:00-11:00 眼科学 期末 笔试 33 2016 5+3临床医学1班、2班、4班 91 2-228 一临 五台

2019/11/24 日 09:00-11:00 眼科学 期末 笔试 33 2016 临床医学（五年制儿科医学） 67 3-101 一临 五台

2019/11/24 日 09:00-11:00 眼科学 期末 笔试 33 2016 五年制临床1班、13班、14班 91 2-168 一临 五台

医学遗传学(B) 36 重修 2 基础 江宁

生物医学导论 50 重修班 50 基础 江宁

物理学 51 6 工信院 江宁

医用物理学 72 87 工信院 江宁

物理学（B） 81 4 工信院 江宁

2019/11/25 一 09:00-11:00 低视力 期末 笔试 30 2017 眼视光学 25 3-201 四临 五台

2019/11/25 一 09:00-11:00 药事管理与法规 期末 笔试 54 2017 药贸班 21 明达401 药学 江宁

2019/11/26 二 09:00-11:00 分析化学（C） 期末 笔试 72 2018   卫检班+重修 35+2 明达209 公卫 江宁

2019/11/27 三 14:00-16:00 抽样调查 期末 笔试 48 2016 生统班 33 博学A306 公卫 江宁

2019/11/27 三 14:00-16:00 医患沟通 期末 笔试 27 2017 眼视光学 25 3-104 马院 五台

2019/11/27 三 14:00-16:00 民事诉讼法学 期末 笔试 32 2017 法医班+重修 30+1 明达401 马院 江宁

重修班 博学阶12019/11/24 日 14:00-16:00 期末 笔试

2019/11/24 日 09:00-11:00 期末 笔试 明达115

2019/11/23 六 14:00-16:00 期末 笔试 重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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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8 四 09:00-11:00 统计设计 期末 笔试 48 2017 生物统计班 42 博学A106 公卫 江宁

2019/11/28 四 14:00-16:00 临床药学导论 期末 笔试 18 2019 临药1-2班 62 博学阶2 药学院 江宁

2019/11/28 四 14:00-16:00 临床药学导论 期末 笔试 18 2019 临药3-4班 61 博学阶4 药学院 江宁

2019/11/29 五 09:00-11:00 眼科学 期末 笔试 27 2016 临床医学（5+3儿科医学） 56 2-124 二临 五台

2019/11/29 五 18:30-20:30 医学信息检索
（B）

期末 笔试 18 2019 5+3临床1-2班 60 明达120 图书馆 江宁

2019/11/29 五 18:30-20:30 医学信息检索
（B）

期末 笔试 18 2019 5+3临床3-4班、5+3儿科 90 明达117 图书馆 江宁

2019/11/29 五 18:30-20:30 医学信息检索
（B）

期末 笔试 18 2019 儿科1-3班 88 明达115 图书馆 江宁

2019/11/29 五 18:30-20:30 医学信息检索
（B）

期末 笔试 18 2019 五年制临床10-12班 102 明达226 图书馆 江宁

2019/11/29 五 18:30-20:30 医学信息检索
（B）

期末 笔试 18 2019 五年制临床13-15班 99 明达224 图书馆 江宁

2019/11/29 五 18:30-20:30 医学信息检索
（B）

期末 笔试 18 2019 五年制临床1-3班 99 博学阶2 图书馆 江宁

2019/11/29 五 18:30-20:30 医学信息检索
（B）

期末 笔试 18 2019 五年制临床16-17班、精神 104 博学阶4 图书馆 江宁

2019/11/29 五 18:30-20:30 医学信息检索
（B）

期末 笔试 18 2019 五年制临床4-6班 99 逸夫阶6 图书馆 江宁

2019/11/29 五 18:30-20:30 医学信息检索
（B）

期末 笔试 18 2019 五年制临床7-9班 101 逸夫阶8 图书馆 江宁

基础化学(B) 78 115
明达217（90）

明达118（25）
药学院 江宁

基础化学（A） 90 5 药学院 江宁

基础化学（A）01 72 14 药学院 江宁

无机化学 102 16 药学院 江宁

2019/11/30 六 09:00-11:00 基础化学(B) 期中 机考 78 2019
5+3临床、五年制临床、5+3儿
科、儿科、基医、法医、医检
、眼医、精神、预防、天元班

1089 以预约系统为准 药学院 江宁
每场40min

11月25日12:00预约

2019/11/30 六 09:00-11:00 营养学 期末 笔试 36 2017 护理3、5、6班 87 博学阶2 一临 江宁

2019/11/30 六 09:00-11:00 营养学 期末 笔试 36 2017 护理8、9班+重修 61+1 博学阶4 一临 江宁

2019/11/30 六 09:00-12:00 医学微生物学 期末 机考+笔试 53 2018   精神班、卫检班+重修 72+25
博学B306、B301+

逸夫阶6
基础 江宁

9:00-9:40 机考
10:00-12:00 笔试

2019/11/30 六 09:00-12:00 医学微生物学 期末 机考+笔试 53 2017 临药1-3班 92
博学B308、B304+

博学阶1
基础 江宁

9：00-9:40 机考
10:00-12:00 笔试

2019/11/30 六 09:00-12:00 医学微生物学 期末 机考+笔试 53 2017 临药4班、药学1-2班 97 博学A300+博学阶3 基础 江宁
9：00-9:40 机考
10:00-12:00 笔试

2019/11/30 六 14:00-16:00 医学免疫学(B) 期末 笔试 24 2018   护理1-3班 100 博学阶1 基础 江宁

2019/11/30 六 14:00-16:00 医学免疫学(B) 期末 笔试 24 2018   护理4-6班 84 博学阶2 基础 江宁

2019/11/30 六 14:00-16:00 医学免疫学(B) 期末 笔试 24 2018   护理7-9班 87 博学阶4 基础 江宁

2019/11/29 五 18:30-20:30 期末 笔试 重修班
明达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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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30 六 14:00-16:00 有机化学（A）02 期末 笔试 92 重修班 47 明达118 药学院 江宁

2019/12/1 日 09:00-11:00
卫生法律制度与监

督学
期末 笔试 36 2015 预防1-3班 95 阶2 公卫 江宁

2019/12/1 日 09:00-11:00  口腔科学 期末 笔试 24 2016 5+3临床医学1班、2班、4班 91 2-124 一临 五台

2019/12/1 日 09:00-11:00  口腔科学 期末 笔试 24 2016 临床医学（五年制儿科医学） 67 2-228 一临 五台

2019/12/1 日 09:00-11:00  口腔科学 期末 笔试 24 2016 五年制临床1班、13班、14班 91 2-168 一临 五台

2019/12/1 日 14:00-16:00 医院药事管理 期末 笔试 42 2016 临药1-4班+重修 106+3 阶3 药学院 江宁

2019/12/2 一 09:00-11:00 流行病学统计方法 期末 笔试 54 2016 生统班 33 博学A308 公卫 江宁

2019/12/2 一 09:00-11:00 卫生监督学 期末 笔试 36 2016 卫管1-3班 89 明达217 医政 江宁

2019/12/2 一 09:00-11:00 屈光学手术 期末 笔试 30 2017 眼视光学 25 3-201 四临 五台

2019/12/2 一 09:00-11:00 医患沟通学 期末 笔试 27 2019 护理学（3+2） 60 明达222 马院 江宁

2019/12/2 一 14:00-16:00 医学仪器 期末 笔试 66 2016 生工1-2班 62 明达211 一临 江宁

2019/12/3 二 14:00-16:00 民法学 期末 笔试 48 2017 法医班+重修 30+1 博学A106 马院 江宁

2019/12/4 三 09:00-11:00 眼镜学 期末 笔试 51 2017 眼视光学 25 3-101 四临 五台

2019/12/4 三 14:00-16:00 临床药理学（B） 期末 笔试 36 2016 药学1-2班 67 明达116 药学院 江宁

2019/12/4 三 14:00-16:00 神经病学（C） 期末 笔试 36 2016 法医班 29 博学A106 四临 江宁

2019/12/5 四 09:00-11:00 妇产科学(B) 期末 笔试 42 2016 临药1-2班 58 明达211 二临 江宁

2019/12/5 四 09:00-11:00 妇产科学(B) 期末 笔试 42 2016 临药3-4班 48 明达307 二临 江宁

2019/12/6 五 09:00-11:00 流行病学（C） 期末 笔试 36 2016 基础1-2班 50 明达307 公卫 江宁

2019/12/6 五 09:00-11:00 卫生服务营销 期末 笔试 36 2016 卫管1-3班 89 阶3 医政 江宁

2019/12/6 五 09:00-11:00 言语治疗学 期末 笔试 30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OT） 29 3-104 康复 五台

2019/12/6 五 09:00-11:00 言语治疗学 期末 笔试 30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PT） 101 2-168 康复 五台

2019/12/6 五 09:00-11:00 非参数统计 期末 笔试 48 2017 生物统计班+重修 42+1 明达311 公卫 江宁

2019/12/6 五 09:00-11:00 流行病学（C） 期末 笔试 36 2017 卫检班、药贸班+重修 52+2 明达118 公卫 江宁

2019/12/6 五 14:00-16:00 医药营销学 期末 笔试 36 2016 临药1-2班 58 明达209 药学院 江宁

2019/12/6 五 14:00-16:00 医药营销学 期末 笔试 36 2016 临药3-4班 48 明达307 药学院 江宁

2019/12/6 五 14:00-16:00 医药营销学 期末 笔试 36 2016 药学1-2班 67 明达213 药学院 江宁

2019/12/6 五 14:00-16:00 行政管理学基础 期末 笔试 36 2017 卫管1-3班+重修 83+1 逸夫阶6 医政 江宁

2019/12/6 五 18:30-19:3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期末 机考 54 2018

法医班、公管1-4班、基础1-2
班、基础国重班、康复1-4班、
临药1-4班、生信班、生工班、
卫检班、医检班、信工班、生

统班+重修

659+1 以预约系统为准 马院 江宁 12月1日12:00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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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6 五 18:30-19:3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期末 机考 54 2017 影像1-2班 71 以预约系统为准 马院 江宁 12月1日12:00预约

2019/12/6 五 18:30-19:3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期末 机考 54 2017 影像技术班 28 以预约系统为准 马院 江宁 12月1日12:00预约

2019/12/6 五 18:30-20:30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A）
期末 笔试 72 2015 预防1-3班+重修 95+1 阶2 公卫 江宁

2019/12/6 五 18:30-20:30 社会医学与健康教
育

期末 笔试 36 2017 5+3儿科1-2班 61 明达115 公卫 江宁

2019/12/6 五 18:30-20:30 社会医学与健康教
育

期末 笔试 36 2017 5+3临床1-3班 88 明达224 公卫 江宁

2019/12/6 五 18:30-20:30 社会医学与健康教
育

期末 笔试 36 2017 5+3临床4-6班 91 明达226 公卫 江宁

2019/12/6 五 18:30-20:30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
学

期末 笔试 54 2017 药学1-2班 66 明达117 药学 江宁

2019/12/7 六 09:00-11:00 口腔颌面外科学01 期末 笔试 82 2016 口腔医学(5+3一体化) 30 3-104 口腔 五台

2019/12/7 六 09:00-11:00 口腔颌面外科学01 期末 笔试 82 2016 口腔医学 72 3-306 口腔 五台

2019/12/7 六 09:00-11:00 传染病护理学 期末 笔试 33 2017 护理3、5、6班 87 明达115 一临 江宁

2019/12/7 六 09:00-11:00 传染病护理学 期末 笔试 33 2017 护理8、9班+重修 61+2 明达117 一临 江宁

2019/12/7 六 09:00-11:00 外科学基础（C） 期末 笔试 39 2017 临药1-3班 92 明达224 一临 江宁

2019/12/7 六 09:00-11:00 外科学基础（C） 期末 笔试 39 2017 临药4班、预防1班 66 明达118 一临 江宁

2019/12/7 六 09:00-11:00 外科学基础（C） 期末 笔试 39 2017 预防2-3班、预防国重班 70 明达120 一临 江宁

2019/12/7 六 09:00-11:00 卫生法学（B） 期末 笔试 18 2017 五年制临床1-3班 99 博学阶2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09:00-11:00 卫生法学（B） 期末 笔试 18 2017 五年制临床4-6班 103 博学阶3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09:00-11:00 卫生法学（B） 期末 笔试 18 2017 五年制临床7-9班 100 博学阶4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09:00-11:00 卫生法学（B） 期末 笔试 18 2017 五年制临床10-12班 100 逸夫阶6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09:00-11:00 卫生法学（B） 期末 笔试 18 2017 五年制临床13-14、精神班 97 逸夫阶8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09:00-11:00 卫生法学（B） 期末 笔试 18 2017
五年制儿科1-2班、眼医班+重

修
97+2 逸夫阶7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09:00-11:00 医学影像学（C） 期末 笔试 24 2017 5+3口腔班、口腔1-2班 101 博学阶1 二临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儿科1-2班 65 明达209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护理1-3班 98 明达217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护理4-6班 82 明达211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护理7-9班 87 明达118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精神班、眼医班 73 明达413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5+3口腔班、口腔1-2班 107 博学阶1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五年制临床1、2班 89 明达115 马院 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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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五年制临床3、4班 73 明达116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五年制临床5、6班 84 明达117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五年制临床7、9、11班 106 逸夫阶6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五年制临床8、10班 75 逸夫阶8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五年制临床12-14班 105 博学阶4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5+3儿科1-2班 62 明达222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5+3临床1-3班 112 博学阶3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5+3临床4-5班 72 博学阶2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药学1-2班 63 明达309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影像1-2班 74 明达420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预防1-2班 71 明达213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8 预防3班、预防国重班、影技班 83 明达120 马院 江宁

2019/12/7 六 14:00-16: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期末 笔试 90 2017 英语1-2班 39 博学A105 马院 江宁

系统解剖学（B) 82 123
阶1（100）

阶3（23）
基础 江宁

系统解剖学（A） 120 17 基础 江宁

系统解剖学（C） 54 33 基础 江宁

人体结构学 99 11 基础 江宁

2019/12/8 日 14:00-16:00 医学心理学 期末 笔试 27 2016 临床医学（五年制儿科医学） 67 2-228 一临 五台

2019/12/8 日 14:00-16:00 医学心理学 期末 笔试 27 2016 五年制临床1班、13班、14班 91 2-268 一临 五台

2019/12/9 一 09:00-11:00 R与Matlab 期末 笔试 54 2016 生统班 33 博学A308 公卫 江宁

2019/12/9 一 09:00-11:00 市场调查与预测 期末 笔试 33 2016 药贸班 30 博学A307 医政 江宁

2019/12/9 一 09:00-11:00 医疗物联网技术 期末 笔试 36 2016 生工1-2班 62 明达115 工信 江宁

2019/12/9 一 09:00-11:00 验光学 期末 笔试 54 2017 眼视光学 25 3-104 四临 五台

2019/12/9 一 09:00-11:00 医学统计与流行病
学

期末 笔试 54 2019 护理学（3+2） 60 明达222 公卫 江宁

2019/12/9 一 14:00-16:00 耳鼻咽喉科学
（B）

期末 笔试 30 2016 法医班 29 博学A108 一临 江宁

2019/12/10 二 09:00-11:00 病理生理学（B） 期末 笔试 36 2017 临药1-3班 92 明达224 基础 江宁

重修班
博学阶3

2019/12/8 日 09:00-11:00 期末 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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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0 二 09:00-11:00 病理生理学（B） 期末 笔试 36 2017 临药4班 31 明达201 基础 江宁

2019/12/10 二 09:00-11:00 法医法学 期末 笔试 36 2017 法医班+重修 30+1 明达222 基础 江宁

2019/12/10 二 09:00-11:00 高级生理学实验方
法

期末 笔试 36 2017 生工班1-2班 65 明达117 工信 江宁

2019/12/10 二 14:00-16:00 妇产科学（B） 期末 笔试 42 2016 基础1-2班+重修 51+1 明达307 四临 江宁

2019/12/10 二 14:00-16:00 卫生人力资源管理 期末 笔试 36 2016 卫管1-3班 90 阶2 医政 江宁

2019/12/10 二 14:00-16:00 职业康复与职业教
育

期末 笔试 30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OT） 29 3-301 康复 五台

2019/12/11 三 09:00-11:00 斜视弱视学 期末 笔试 54 2017 眼视光学 25 3-104 四临 五台

2019/12/11 三 09:00-11:00 病理生理学（B） 期末 笔试 36 2017 预防2-3班、预防国重班 70 明达209 基础 江宁

2019/12/11 三 09:00-11:00 病理生理学（B） 期末 笔试 36 2017 预防1班 40 明达311 基础 江宁

2019/12/11 三 14:00-15:0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期末 机考 54 2017 精神班 30 博学B412 马院 江宁

2019/12/12 四 09:00-11:00
生物芯片技术及数

据分析
期末 笔试 96 2017 生信班 24 博学A105 工信 江宁

2019/12/12 四 14:00-16:00
医学文献检索与导

读（RBL01）
期末 笔试 24 2019 天元班 30 博学B206 图书馆 江宁

2019/12/12 四 14:00-16:00 耳鼻咽喉科学
（A）

期末 笔试 55 2017 5+3口腔班、口腔1-2班+重修 101+2 博学阶1 二临 江宁

2019/12/13 五 09:00-11:00 物理治疗学-理疗I 期末 笔试 30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OT） 29 3-104 康复 五台

2019/12/13 五 09:00-11:00 物理治疗学-理疗I 期末 笔试 30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PT） 101 2-168 康复 五台

2019/12/13 五 09:00-11:00 财务管理 期末 笔试 34 2017 药贸班 21 博学A106 医政 江宁

2019/12/13 五 09:00-11:00 卫生法学（A） 期末 笔试 36 2017 卫管1-3班+重修 83+2 博学阶3 马院 江宁

2019/12/13 五 14:00-16:00 牙体牙髓病学 期末 笔试 115 2016 5+3口腔医学 30 3-204 口腔 五台

2019/12/13 五 14:00-16:00 牙体牙髓病学 期末 笔试 115 2016 口腔医学 72 3-306 口腔 五台

2019/12/13 五 14:00-16:00 药学导论 期末 笔试 18 2019 药学 60 明达118 药学院 江宁

2019/12/13 五 14:00-16:00 实验动物学 期末 笔试 30 2018
  基础1-2班、基础国重班+重

修
63+11 博学阶3 医动物 江宁

2019/12/13 五 14:00-16:00 细菌学与病毒学检
验

期末 笔试 135 2017 卫检班 30 博学A107 公卫 江宁

2019/12/15 日 09:00-11:00 卫生管理研究方法 期末 笔试 36 2016 卫管1-3班+重修 89+1 明达217 医政 江宁

2019/12/15 日 09:00-11:00 全科医学概论 期末 笔试 36 2016 5+3临床医学1班、2班、4班 91 2-124 一临 五台

2019/12/15 日 09:00-11:00 全科医学概论 期末 笔试 36 2016 五年制临床1班、13班、14班 91 2-168 一临 五台

2019/12/15 日 09:00-11:0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期末 笔试 36 2017 五年制临床1-3班 102 博学阶2 马院 江宁

2019/12/15 日 09:00-11:0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期末 笔试 36 2017 五年制临床4-6班 114 博学阶3 马院 江宁

2019/12/15 日 09:00-11:0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期末 笔试 36 2017 五年制临床7-9班 102 博学阶4 马院 江宁

2019/12/15 日 09:00-11:0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期末 笔试 36 2017 五年制临床10-12班 98 逸夫阶6 马院 江宁

2019/12/15 日 09:00-11:0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期末 笔试 36 2017 五年制临床13-14班、法医班 95 逸夫阶8 马院 江宁

2019/12/15 日 09:00-11:0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期末 笔试 36 2017 5+3儿科1-2班 61 明达115 马院 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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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5 日 09:00-11:0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期末 笔试 36 2017 5+3临床1-3班 88 明达224 马院 江宁

2019/12/15 日 09:00-11:0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期末 笔试 36 2017 5+3临床4-6班 91 明达226 马院 江宁

2019/12/15 日 09:00-11:0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期末 笔试 36 2017 预防1-3班、预防国重班 106 博学阶1 马院 江宁

2019/12/15 日 09:00-11:0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期末 笔试 36 2017 五年制儿科1-2班+重修 65+1 明达117 马院 江宁

2019/12/15 日 14:00-16:00 生命伦理学（B) 期末 笔试 20 2017 5+3口腔班、口腔1-2班 101 博学阶1 马院 江宁

2019/12/15 日 14:00-16:00 生命伦理学（B) 期末 笔试 20 2017 临药1-3班 92 博学阶2 马院 江宁

2019/12/15 日 14:00-16:00 生命伦理学（B) 期末 笔试 20
2017
2018

17级临药4班、17级眼医班、18
医检班

96 博学阶3 马院 江宁

2019/12/15 日 14:00-16:00 生命伦理学（B) 期末 笔试 20 2017 影像1-2班 77 博学阶4 马院 江宁

2019/12/16 一 09:00-11:00 卫生学（B） 期末 笔试 30 2019 护理学（3+2） 60 明达222 公卫 江宁

2019/12/16 一 09:00-11:00 眼科学基础 期末 笔试 36 2018   眼视光班+重修 24+5 明达213 四临 江宁

2019/12/16 一 09:00-11:00 医院管理学(B) 期末 笔试 36 2017 药贸班 21 明达201 医政 江宁

2019/12/16 一 14:00-16:00 公共卫生PBL 期末 笔试 21 2016 预防1-3班 95
学海D104、105、
201、202、203

公卫 江宁

2019/12/16 五 14:00-16:00 神经病学 期末 笔试 36 2016 临床医学（5+3儿科医学） 56 2-124 二临 五台

2019/12/16 一 18:30-20:30 传染病学（B） 期末 笔试 36 2016 临药1-2班 58 明达115 一临 江宁

2019/12/16 一 18:30-20:30 传染病学（B） 期末 笔试 36 2016 临药3-4班 48 明达307 一临 江宁

2019/12/17 二 09:00-11:00 临床微生物检验 期末 笔试 108 2017 医学检验技术 36 3-301 一临 五台

2019/12/17 二 09:00-11:00 核医学(A) 期末 笔试 48 2017 影像1-2班 72 明达117 影像 江宁

2019/12/17 二 14:00-16:00 成人神经疾病及损
伤

期末 笔试 60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OT） 29 3-301 康复 五台

2019/12/17 二 14:00-16:00 传染病学（C） 期末 笔试 28 2017 5+3口腔班、口腔1-2班 101 博学阶4 一临 江宁

2019/12/17 二 14:00-16:00 环境卫生学 期末 笔试 36 2017 卫检班 30 博学A106 公卫 江宁

2019/12/17 二 14:00-16:00 线性统计模型 期末 笔试 48 2017 生物统计班+重修 42+2 博学A108 公卫 江宁

2019/12/18 三 09:00-11:00 课程设计 期末 笔试 48 2016 生工1-2班 62 明达120 工信 江宁

2019/12/18 三 14:00-16:00 C语言及程序设计
(B)

期末 笔试 72 2019 生信、信工 60 明达118 工信院 江宁

2019/12/18 三 14:00-16:00 刑事技术科学 期末 笔试 36 2017 法医班 30 博学A105 基础 江宁

2019/12/19 四 14:00-16:00 生物信息学(B) 期末 笔试 72 2016 生统班 33 博学A106 工信 江宁

2019/12/19 四 14:00-16:00 康复护理学 期末 笔试 27 2019 护理学（3+2） 60 逸夫阶6 康复 江宁

2019/12/20 五 09:00-11:00 新药研发与职业技
能

期末 笔试 100 2016 药学1-2班 67 明达115 药学院 江宁

2019/12/20 五 09:00-11:00 儿童康复 期末 笔试 45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OT） 29 3-104 康复 五台

2019/12/20 五 09:00-11:00 儿童康复 期末 笔试 45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PT） 101 2-168 康复 五台

2019/12/20 五 09:00-11:00 管理学原理 期末 笔试 54 2019 管理1-2班 62 明达118 医政 江宁

2019/12/20 五 09:00-11:00 管理学原理 期末 笔试 54 2019 管理3-4班+重修 60+7 明达120 医政 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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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0 五 09:00-11:00 机械制图 期末 笔试 36 2018   生工班 38 明达209 工信 江宁

2019/12/20 五 14:00-16:00 口腔组织病理学02 期末 笔试 24 2016 5+3口腔医学 30 3-204 口腔 五台

2019/12/20 五 14:00-16:00 口腔组织病理学02 期末 笔试 24 2016 口腔医学 72 3-206 口腔 五台

2019/12/20 五 14:00-16:00 生物统计 期末 笔试 63 2018   生信班+重修 29+3 明达213 工信 江宁

2019/12/20 五 14:00-16:00 国际商法 期末 笔试 34 2017 药贸班 21 明达201 马院 江宁

2019/12/20 五 14:00-16:00 医学心理学（C） 期末 笔试 27 2017 5+3口腔班、口腔1-2班 101 明达224 马院 江宁

2019/12/20 五 18:30-20:30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
学

期末 笔试 90 2015 预防1-3班 95 阶2 公卫 江宁

2019/12/20 五 18:30-20:30 护理学导论 期末 笔试 33 2019 护理1-3班 102 明达224 护理 江宁

2019/12/20 五 18:30-20:30 护理学导论 期末 笔试 33 2019 护理4-5班 67 明达115 护理 江宁

2019/12/20 五 18:30-20:30 护理学导论 期末 笔试 33 2019 护理6-7班 66 明达117 护理 江宁

2019/12/20 五 18:30-20:30 护理学导论 期末 笔试 33 2019 护理8-9班+重修 66+8 明达118 护理 江宁

2019/12/21 六 09:00-11:00 细胞生物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42 2019 儿科1-3班 88 明达117+预约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12月15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09:00-11:00 细胞生物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42 2019 法医、眼医 63 明达118+预约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12月15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09:00-11:00 细胞生物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42 2019 五年制临床10-12班 102 明达224+预约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12月15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09:00-11:00 细胞生物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42 2019 五年制临床13-15班 99 明达226+预约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12月15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09:00-11:00 细胞生物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42 2019 五年制临床1-3班 99 明达217+预约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12月15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09:00-11:00 细胞生物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42 2019 五年制临床16-17班 66 明达111+预约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12月15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09:00-11:00 细胞生物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42 2019 五年制临床4-5班 66 明达113+预约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12月15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09:00-11:00 细胞生物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42 2019 五年制临床6-7班 66 明达116+预约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12月15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09:00-11:00 细胞生物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42 2019 五年制临床8-9班 75 明达115+预约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12月15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09:00-11:00 细胞生物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42 2019 影像 65 明达120+预约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12月15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09:00-11:00 细胞生物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42 2019 预防1-2班 74 明达213+预约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12月15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09:00-11:00 细胞生物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42 2019 预防3班、精神 75 明达209+预约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12月15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14:00-16:00 病原生物学 期末 笔试 48 2018   护理1、2、6班 92 明达117 基础 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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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1 六 14:00-16:00 病原生物学 期末 笔试 48 2018   护理5、7、9班 89 明达118 基础 江宁

2019/12/21 六 14:00-16:00 病原生物学 期末 笔试 48 2018   护理3、4、8班 90 明达120 基础 江宁

2019/12/21 六 14:00-16:00 药理学（B） 期末 机考+笔试 81 2017 5+3临床1-3班 88 预约+明达224 基础 江宁
机考1.5小时,笔试1小时
12月16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14:00-16:00 药理学（B） 期末 机考+笔试 81 2017 5+3临床4-6班 91 预约+明达226 基础 江宁
机考1.5小时,笔试1小时
12月16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14:00-16:00 药理学（B） 期末 机考+笔试 81 2017 基础1-2班、基础国重 64 预约+明达115 基础 江宁
机考1.5小时,笔试1小时
12月16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14:00-16:00 药理学（B） 期末 机考+笔试 81 2017 五年制临床1-3班 108 预约+博学阶1 基础 江宁
机考1.5小时,笔试1小时
12月16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14:00-16:00 药理学（B） 期末 机考+笔试 81 2017 五年制临床4-6班 112 预约+博学阶3 基础 江宁
机考1.5小时,笔试1小时
12月16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14:00-16:00 药理学（B） 期末 机考+笔试 81 2017 五年制临床7-9班 105 预约+逸夫阶5 基础 江宁
机考1.5小时,笔试1小时
12月16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14:00-16:00 药理学（B） 期末 机考+笔试 81 2017 五年制临床10-12班 100 预约+博学阶2 基础 江宁
机考1.5小时,笔试1小时
12月16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14:00-16:00 药理学（B） 期末 机考+笔试 81 2017 五年制临床13-14班、精神班 97 预约+博学阶4 基础 江宁
机考1.5小时,笔试1小时
12月16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14:00-16:00 药理学（B） 期末 机考+笔试 81 2017 眼医班、影像1-2班 105 预约+逸夫阶7 基础 江宁
机考1.5小时,笔试1小时
12月16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14:00-16:00 药理学（B） 期末 机考+笔试 81 2017 预防1-3班 87 预约+明达215 基础 江宁
机考1.5小时,笔试1小时
12月16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14:00-16:00 药理学（B） 期末 机考+笔试 81 2017 五年制儿科1-2班、预防国重班 83 预约+明达217 基础 江宁
机考1.5小时,笔试1小时
12月16日12:00预约

2019/12/21 六 14:00-16:00 药理学（B） 期末 机考+笔试 81 2017 5+3儿科1-2班 61 预约+明达209 基础 江宁
机考1.5小时,笔试1小时
12月16日12:00预约

2019/12/23 一 09:00-11:00
实验动物与疾病模

型
期末 笔试 30 2017 医学检验技术 36 3-301

动物
中心

五台

2019/12/23 一 09:00-11:00 小儿内科学 期末 笔试 69 2016 临床医学（5+3儿科医学） 56 2-228 儿科 五台

2019/12/23 一 09:00-11:00 小儿内科学 期末 笔试 69 2016 临床医学（五年制儿科医学） 67 2-124 儿科 五台

2019/12/23 一 09:00-11:00 医学影像诊断学 期末 笔试 80 2016 医学影像学 67 3-206 一临 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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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3 一 09:00-11:00 诊断学(C) 期末 机考 62 2017
5+3口腔班、口腔1-2班、临药

1-4班+重修
224+27 机房 一临 江宁

博学B312、B310、B308
、B306

2019/12/23 一 14:00-16:00 卫生检验检疫学 期末 笔试 48 2016 卫检班 34 博学A105 公卫 江宁

2019/12/23 一 14:00-16:00 护理研究 期末 笔试 36 2019 护理学（3+2） 60 明达222 护理 江宁

2019/12/24 二 09:00-11:00 内科学（C） 期末 笔试 90 2016 基础1-2班、法医班+重修 51+29+1 明达217 一临 江宁

2019/12/24 二 09:00-11:00 社会医学（A） 期末 笔试 27 2016 预防1-3班 101 阶3 公卫 江宁

2019/12/24 二 09:00-11:00
医学影像诊断学

（B）01
期末 笔试 72 2017 影像技术班 28 博学A406 影像 江宁

2019/12/24 二 14:00-16:00 环境与辅助技术 期末 笔试 60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OT） 29 3-104 康复 五台

2019/12/24 二 14:00-16:00 物理治疗学-理疗
II

期末 笔试 42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PT） 101 2-168 康复 五台

2019/12/24 二 14:00-16:00 药剂学（B） 期末 笔试 60 2017 药贸班 21 博学A106 药学 江宁

2019/12/25 三 09:00-11:00 放射防护 期末 笔试 40 2018   影技班 29 明达213 一临 江宁

2019/12/25 三 09:00-11:00 卫生统计学 期末 笔试 72 2018   公管1-2班 60 明达115 公卫 江宁

2019/12/25 三 09:00-11:00 卫生统计学 期末 笔试 72 2018   公管3-4班 58 明达117 公卫 江宁

2019/12/25 三 09:00-11:00 免疫学检验 期末 笔试 36 2017 卫检班 30 明达207 公卫 江宁

2019/12/25 三 14:00-16:00
高级生理与病理生

理学
期末 笔试 60 2017 基础1-2班+重修 54+1 明达118 基础 江宁

2019/12/26 四 14:00-16:00 儿童保健学 期末 笔试 36 2016 临床医学（5+3儿科医学） 56 2-228 儿科 五台

2019/12/26 四 14:00-16:00 儿童保健学 期末 笔试 36 2016 临床医学（五年制儿科医学） 67 2-124 儿科 五台

2019/12/26 四 14:00-16:00 病理生理学 期末 笔试 36 2019 护理学（3+2） 60 明达222 基础 江宁

2019/12/26 四 14:00-16:00
视光学应用光学基

础02
期末 笔试 36 2018   眼医班、眼视光班+重修 58+3 明达213 工信 江宁

2019/12/26 四 14:00-16:00 数据结构 期末 笔试 54 2018   生工班+重修 38+3 明达209 工信 江宁

2019/12/27 五 09:00-11:00 临床药理学（A） 期末 笔试 69 2016 临药1-4班 106+5 阶3 药学院 江宁

2019/12/27 五 09:00-11:00 支具、矫形器 期末 笔试 45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OT） 29 3-104 康复 五台

2019/12/27 五 09:00-11:00 支具、矫形器 期末 笔试 45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PT） 101 2-168 康复 五台

2019/12/27 五 09:00-11:00 医学统计与流行病
学

期末 笔试 54 2017 5+3口腔班、口腔1-2班+重修 101+4 博学阶1 公卫 江宁

2019/12/27 五 09:00-11:00 数字信号处理 期末 笔试 78 2017 生工班1-2班+重修 65+7 明达226 工信 江宁

2019/12/27 五 14:00-16:00 口腔修复学01 期末 笔试 107 2016 5+3口腔医学 30 3-204 口腔 五台

2019/12/27 五 14:00-16:00 口腔修复学01 期末 笔试 107 2016 口腔医学 72 3-306 口腔 五台

2019/12/27 五 14:00-16:00 病原免疫学 期末 笔试 85 2018   基础1-2班、基础国重班 65 明达211 基础 江宁

2019/12/27 五 14:00-16:00 生命伦理学（A） 期末 笔试 36 2017 卫管1-3班 85 明达224 马院 江宁

2019/12/27 五 14:00-16:00 网络生物医学资源 期末 笔试 80 2017 生信班 24 博学A105 工信 江宁

2019/12/27 五 14:00-16:00 眼科学(A)01 期末 笔试 66 2017 眼医班 33 博学A106 四临 江宁

2019/12/27 五 14:00-16:00 药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7 临药1-3班 92 博学阶3 药学 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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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7 五 14:00-16:00 药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7 临药4班、药学1-2班 97 逸夫阶8 药学 江宁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
学

62 45 基础 江宁

病理生理学(B) 36 24 基础 江宁

2019/12/27 五 18:30-20:30 人体寄生虫学
（A）

期末 笔试 50 2017 五年制临床2-4班 97 博学阶2 基础 江宁

2019/12/27 五 18:30-20:30 人体寄生虫学
（A）

期末 笔试 50 2017 五年制临床6-8班 99 博学阶4 基础 江宁

2019/12/27 五 18:30-20:30 人体寄生虫学
（A）

期末 笔试 50 2017 五年制临床10-12班 98 逸夫阶6 基础 江宁

2019/12/27 五 18:30-20:30 人体寄生虫学
（A）

期末 笔试 50 2017 五年制临床13-14班、精神班 95 逸夫阶8 基础 江宁

2019/12/27 五 18:30-20:30 人体寄生虫学
（A）

期末 笔试 50 2017 五年制临床1、5班 89 明达117 基础 江宁

2019/12/27 五 18:30-20:30 人体寄生虫学
（A）

期末 笔试 50 2017 5+3临床1-3班 92 明达224 基础 江宁

2019/12/27 五 18:30-20:30 人体寄生虫学
（A）

期末 笔试 50 2017 5+3临床4-6班 97 明达226 基础 江宁

2019/12/27 五 18:30-20:30 人体寄生虫学
（A）

期末 笔试 50 2017 5+3儿科1-2班、五年制儿科1班 95 明达217 基础 江宁

2019/12/27 五 18:30-20:30
人体寄生虫学

（A）
期末 笔试 50 2017

五年制临床9班、五年制儿科2
班+重修

67+7 明达115 基础 江宁

2019/12/27 五 18:30-20:30 医学影像学（A） 期末 笔试 54 2017 法医班+重修 30+1 明达201 二临 江宁

2019/12/28 六 08:00-18:00
大学生计算机应用

技术01
期末 笔试 30 2019 护理、英语+重修 355+2 机房 工信院 江宁

2019/12/28 六 08:00-18:00 计算机基础 期末 笔试 36 2019 生统 35 机房 工信院 江宁

2019/12/28 六 08:00-18:00 现代信息技术01 期末 笔试 30 2019 2019级各相关专业 1732 机房 工信院 江宁

2019/12/28 六 09:00-11:00 传染病学（B） 统考 笔试 36 2016 临床等相关专业 五台 另行通知

2019/12/28 六 09:00-11:00 传染病学（B） 统考 笔试 36 2015 重修 2 2-168 五台

2019/12/28 六 14:00-16:00 妇产科学（A） 统考 笔试 90 2016 临床等相关专业 五台 另行通知

2019/12/28 六 14:00-16:00 妇产科学（A） 统考 笔试 90 2015 重修 40 2-140 五台

2019/12/29 日 09:00-11:00 儿科学（A） 统考 笔试 60 2016 临床等相关专业 五台 另行通知

2019/12/29 日 09:00-11:00 儿科学（A） 统考 笔试 60 2015 重修 26 2-140 五台

2019/12/29 日 09:00-11:00 护理教育学 期末 笔试 27 2018   护理1、2、6班 92 明达115 护理 江宁

2019/12/29 日 09:00-11:00 护理教育学 期末 笔试 27 2018   护理5、7、9班 89 明达117 护理 江宁

2019/12/29 日 09:00-11:00 护理教育学 期末 笔试 27 2018   护理3、4、8班 90 明达120 护理 江宁

2019/12/29 日 14:00-16:00
数据结构与数据库

管理
期末 笔试 72 2018  生统班+重修 38+3 明达117 工信 江宁

2019/12/29 日 14:00-16:00 系统解剖学（C） 期末 笔试 54 2018   药学1-2班 61 明达115 基础 江宁

2019/12/30 一 09:00-11:00 外科学（B） 期末 笔试 84 2016 基础1-2班、法医班+重修 51+29+6 阶3 一临 江宁

2019/12/30 一 09:00-11:00 超声诊断学 期末 笔试 90 2016 医学影像学 67 3-201 一临 五台

2019/12/30 一 09:00-11:00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期末 笔试 117 2017 医学检验技术 36 3-206 一临 五台

2019/12/30 一 09:00-11:00 内科学 期末 笔试 72 2016 临床医学（5+3儿科医学） 56 3-101 二临 五台

2019/10/27 日 14:00-16:00 期末 笔试 重修班 明达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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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30 一 09:00-11:00 运动学 期末 笔试 120 2018   康复1-3班 89 明达113 康复 江宁

2019/12/30 一 09:00-11:00 运动学 期末 笔试 120 2018   康复4班+重修 30+35 明达111 康复 江宁

2019/12/30 一 09:00-11:00 数字电子技术 期末 笔试 99 2017
生工班1-2班、影像技术班+重

修
93+3 明达226 工信 江宁

2019/12/30 一 09:00-11:00 外科学基础（B） 期末 笔试 66 2017 5+3口腔班、口腔1-2班 101 博学阶1 一临 江宁

2019/12/30 一 09:00-11:00 仪器分析 期末 笔试 123 2017 卫检班+重修 30+1 博学A108 公卫 江宁

2019/12/30 一 14:00-16:00 化妆品理化检验 期末 笔试 36 2016 卫检班 34 明达311 公卫 江宁

2019/12/30 一 14:00-16:00 内科学（A）01 期末 笔试 72 2016 临药1-4班+重修 106+2 阶3 二临 江宁

2019/12/30 一 14:00-16:00 口腔黏膜病学 期末 笔试 22 2016 5+3口腔医学 30 3-204 口腔 五台

2019/12/30 一 14:00-16:00 口腔黏膜病学 期末 笔试 22 2016 口腔医学 72 3-206 口腔 五台

2019/12/30 一 14:00-16:00 离散数学 期末 笔试 42 重修 1 博学A106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0 一 14:00-16:00 中医学（含针灸） 期末 笔试 36 2019 护理学（3+2） 60 明达222 一临 江宁

2019/12/30 一 14:00-16:00 电工与电路分析 期末 笔试 78 2018   生工班、影技班+重修 58+11 逸夫阶8 工信 江宁

2019/12/30 一 14:00-16:00 高级英语写作01 期末 笔试 36 2017 英语1-2班 39 博学A105 外语 江宁

2019/12/30 一 14:00-16:00 脚本程序设计 期末 笔试 60 2017 生信班 24 博学A106 工信 江宁

2019/12/30 一 14:00-16:00 验光学(B)02 期末 笔试 57 2017 眼医班+重修 33+1 博学A107 四临 江宁

2019/12/30 一 14:00-16:00 药物化学（A） 期末 笔试 90 2017 药学1-2班+重修 68+10 明达115 药学 江宁

2019/12/30 一 14:00-16:00 医学心理学（C） 期末 笔试 27 2017 5+3儿科1-2班 61 明达211 四临 江宁

2019/12/30 一 14:00-16:00 医学心理学（C） 期末 笔试 27 2017 5+3临床1-3班 98 博学阶2 四临 江宁

2019/12/30 一 14:00-16:00 医学心理学（C） 期末 笔试 27 2017 5+3临床4-6班 93 博学阶4 四临 江宁

2019/12/30 一 14:00-16:00 组织行为学 期末 笔试 54 2017 卫管1-3班+重修 84+1 明达217 马院 江宁

2019/12/31 二 09:00-11:00 健康教育学 期末 笔试 18 2016 预防1-2班 67 明达213 公卫 江宁

2019/12/31 二 09:00-11:00 健康教育学 期末 笔试 18 2016 预防3班 34 明达311 公卫 江宁

2019/12/31 二 09:00-11:00 系统解剖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82 2019 护理1-2班 68 明达111+博学B310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2019/12/31 二 09:00-11:00 系统解剖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82 2019 护理3-4班 67 明达113+博学B308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2019/12/31 二 09:00-11:00 系统解剖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82 2019 护理5-6班 67 明达116+博学B306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2019/12/31 二 09:00-11:00 系统解剖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82 2019 护理7-9班 99 明达224+博学A300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2019/12/31 二 09:00-11:00 病理生理学（A） 期末 笔试 52 2017 法医班+重修 30+1 明达201 基础 江宁

2019/12/31 二 09:00-11:00 中医学（A) 期末 笔试 48 2017 五年制儿科1-2班 65 明达209 一临 江宁

2019/12/31 二 09:00-11:00 中医学（A) 期末 笔试 48 2017 五年制临床1、9班 83 明达118 一临 江宁

2019/12/31 二 09:00-11:00 中医学（A) 期末 笔试 48 2017 五年制临床2-4班 100 博学阶2 一临 江宁

2019/12/31 二 09:00-11:00 中医学（A) 期末 笔试 48 2017 五年制临床6-8班 101 博学阶4 一临 江宁

2019/12/31 二 09:00-11:00 中医学（A) 期末 笔试 48 2017 五年制临床10-12班 100 博学阶1 一临 江宁

2019/12/31 二 09:00-11:00 中医学（A) 期末 笔试 48 2017 五年制临床5班+重修 43+3 博学A105 一临 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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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31 二 09:00-11:00 中医学（A) 期末 笔试 48 2017 五年制临床13-14班、精神班 97 博学阶3 一临 江宁

2019/12/31 二 10:00-12:00
数据库原理与程序

设计
期末 笔试 72 重修 1 博学A408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0:00-12:00 数据库原理 期末 笔试 84 2018   生信班、信工班 56 博学A408 工信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物理治疗学-运动
II

期末 笔试 90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PT） 101 2-168 康复 五台

2019/12/31 二 14:00-16:00 linux基础 期末 笔试 36 2019 生信、信工 60 明达313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Linux基础与C语言

程序设计
期末 笔试 100 2017 重修 2 明达313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物理学（A）01 期末 笔试 60 2019 生工、影技+重修 70+1 明达213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医用物理学（B） 期末 笔试 72 2019 法医、基医 70 明达211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医用物理学（B） 期末 笔试 72 2019 康复1-3班 101 博学阶4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医用物理学（B） 期末 笔试 72 2019 五年制临床10-12班 102 逸夫阶8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医用物理学（B） 期末 笔试 72 2019 五年制临床13-15班 99 明达224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医用物理学（B） 期末 笔试 72 2019 五年制临床1-3班 99 明达226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医用物理学（B） 期末 笔试 72 2019 五年制临床16-17班、医检 101 逸夫阶6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医用物理学（B） 期末 笔试 72 2019 五年制临床4-6班 99 明达217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医用物理学（B） 期末 笔试 72 2019 五年制临床7-8班 66 明达209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医用物理学（B） 期末 笔试 72 2019 五年制临床9班、卫检 70 明达222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医用物理学（B） 期末 笔试 72 2019 眼医、眼视光 62 明达111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医用物理学（B） 期末 笔试 72 2019 影像、精神 103 博学阶1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医用物理学（C） 期末 笔试 51 2019 5+3口腔、口腔1-2班 104 博学阶2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医用物理学（C） 期末 笔试 51 2019 儿科1-3班 88 明达120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医用物理学（C） 期末 笔试 51 2019 预防1-3班 111 博学阶3 工信院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人体解剖学01 期末 笔试+机考 90 2019 5+3临床1-2班 60 明达116+博学B310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2019/12/31 二 14:00-16:00 人体解剖学01 期末 笔试+机考 90 2019 5+3临床3-4班、5+3儿科 90 明达113+B306、B304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2019/12/31 二 14:00-16:00 人体解剖学01 期末 笔试+机考 90 2019 天元班 30 明达201+博学B301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2019/12/31 二 14:00-16:00 人体解剖学01 期末 笔试+机考 90 2019 重修 94 明达115+博学A300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2019/12/31 二 14:00-16:00 儿科护理学 期末
机考+笔

试
63 2017 护理3、5、6班 89 机房+明达117 护理 江宁

2019/12/31 二 14:00-16:00 儿科护理学 期末
机考+笔

试
63 2017 护理8、9班+重修 64+10 机房+明达413 护理 江宁

2020/1/2 四 09:00-11:00 专业英语 期末 笔试 36 重修 1 明达209 公卫 江宁

2020/1/2 四 09:00-11:00 卫生毒理学 期末 笔试 54 2017 预防2-3班、预防国重班 70 明达118 公卫 江宁

2020/1/2 四 09:00-11:00 卫生毒理学 期末 笔试 54 2017 预防1班 35 明达209 公卫 江宁

2020/1/2 四 09:00-11:00 卫生学（A） 期末 笔试 45 2017 5+3儿科1-2班 61 明达213 公卫 江宁

机房：博学B404、B406
、B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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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 四 09:00-11:00 卫生学（A） 期末 笔试 45 2017 口腔1-2班、5+3口腔班 102 博学阶1 公卫 江宁

2020/1/2 四 09:00-11:00 卫生学（A） 期末 笔试 45 2017 5+3临床1-3班 89 博学阶2 公卫 江宁

2020/1/2 四 09:00-11:00 卫生学（A） 期末 笔试 45 2017 5+3临床4-6班 91 博学阶4 公卫 江宁

2020/1/2 四 09:00-11:00 卫生学（A） 期末 笔试 45 2017 基础1-2班+重修 54+2 明达222 公卫 江宁

2020/1/2 四 09:00-11:00 卫生学（A） 期末 笔试 45 2017 卫管1-3班 85 明达217 公卫 江宁

2020/1/2 四 14:00-16:00 系统解剖学(A) 期末 笔试+机考 90 2019 康复1-2班 67 逸夫阶6 基础 江宁

2020/1/2 四 14:00-16:00 系统解剖学(A) 期末 笔试+机考 90 2019 康复3班、影技 74 博学阶4 基础 江宁

2020/1/2 四 14:00-16:00 系统解剖学（C） 期末 笔试 54 2019 生工 30 博学B212 基础 江宁

2020/1/2 四 14:00-16:00 妇产科护理学 期末
机考+笔

试
63 2017 护理3、5、6班 87 博学A300+明达217 护理 江宁

2020/1/2 四 14:00-16:00 妇产科护理学 期末
机考+笔

试
63 2017 护理8、9班+重修 61+6 博学B306+明达209 护理 江宁

2020/1/2 四 14:00-16:00 英语语言学概论 期末 笔试 36 2017 英语1-2班 39 博学A105 外语 江宁

2020/1/2 四 18:30-20:30 医学英语写作与编
辑

期末 笔试 36 2016 英语1-2班 34 博学A105 外国语 江宁

2020/1/3 五 09:00-11:00 物理治疗学-运动I 期末 笔试 90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OT） 29 3-104 康复 五台

2020/1/3 五 09:00-11:00 物理治疗学-运动I 期末 笔试 90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PT） 101 2-168 康复 五台

2020/1/3 一 09:00-11:00 细胞生物学（B） 期末 笔试+机考 42 2018   生信班 29 博学A108+博学B314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2020/1/3 五 09:00-11:00 国际贸易 期末 笔试 51 2017 药贸班 21 博学A106 医政 江宁

2020/1/3 五 09:00-12:00 医学免疫学(A) 期末 机考+笔试 48 2018   精神班、卫检班 66 机房+博学阶4 基础 江宁

2020/1/3 五 09:00-12:00 医学免疫学(A) 期末
机考+笔

试
48 2017 临药1-3班 92 机房+博学阶2 基础 江宁

2020/1/3 五 09:00-12:00 医学免疫学(A) 期末
机考+笔

试
48 2017 药学1-2班、临药4班 97 机房+博学阶1 基础 江宁

2020/1/3 五 14:00-15:30 药理学（C） 期末 机考+笔试 51 2018   护理1-3班 100 博学A300+博学阶3 基础 江宁 先机考后笔试

2020/1/3 五 14:00-15:30 药理学（C） 期末 机考+笔试 51 2018   护理4-6班 84 机房+博学阶2 基础 江宁

2020/1/3 五 14:00-15:30 药理学（C） 期末 机考+笔试 51 2018   护理7-9班 87 机房+博学阶4 基础 江宁

2020/1/3 五 14:00-15:30 药理学（C） 期末 机考+笔试 51 2018  生统班 39 博学B301+博学A206 基础 江宁 先机考后笔试

2020/1/3 五 14:00-16:00 牙周病学 期末 笔试 55 2016 5+3口腔医学 30 3-204 口腔 五台

2020/1/3 五 14:00-16:00 牙周病学 期末 笔试 55 2016 口腔医学 72 3-306 口腔 五台

2020/1/3 五 14:00-16:00 计算机导论 期末 笔试 72
2019
2018

19级信工、18级信工、18级生
工

95 博学阶1 工信院 江宁

2020/1/3 五 14:00-16:00 社区护理学 期末 笔试 33 2019 护理学（3+2） 60 明达222 护理 江宁

2020/1/3 五 14:00-16:00 系统解剖学(A+) 期末 笔试+机考 120 2019 基医 40 博学B212+博学B310 基础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2020/1/3 五 14:00-16:00 基础英语01 期末 笔试 84 2019 英语+重修 56+2 博学B210 外国语 江宁

先机考后笔试
机房：B304、B306、

B308

9:00-9:40 机考
10:00-12:00 笔试
机房：B404、B406、
B408、B410、B412

先笔试，后机考
机房：B310、B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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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3 五 14:00-16:00 康复机能评定01 期末 笔试 75 2018   康复1-3班 90 明达224 康复 江宁

2020/1/3 五 14:00-16:00 康复机能评定01 期末 笔试 75 2018   康复4班+重修 59 明达226 康复 江宁

2020/1/3 五 14:00-16:00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

技术
期末 笔试 90 2017 影像技术班+重修 28+5 博学A107 工信 江宁

2020/1/3 五 14:00-16:00 计算机导论 期末 笔试 72 2017 生工班1-2班 54 明达117 工信 江宁

2020/1/3 五 14:00-16:00 药理学（C） 期末 笔试 51 2017 生信班 24 博学A106 基础 江宁

2020/1/3 五 18:30-20:30 英美文化 期末 笔试 36 2016 英语1-2班 34 博学A105 外国语 江宁

2020/1/4 六 09:00-11:0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期末 笔试 54 2019 管理1-3班 92 明达115 马院 江宁

2020/1/4 六 09:00-11:0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期末 笔试 54
2019
2018

19管理4班、19生统、18眼视光 89 明达117 马院 江宁

2020/1/4 六 09:00-11:00 会计学 期末 笔试 54 2017 卫管1-3班+重修 83+1 明达217 医政 江宁

2020/1/4 六 09:00-11:00 康复医学 期末 笔试 24 2017 五年制儿科1-2班 65 博学阶4 康复 江宁

2020/1/4 六 09:00-11:00 康复医学 期末 笔试 24 2017 五年制临床1-3班 108 博学阶1 康复 江宁

2020/1/4 六 09:00-11:00 康复医学 期末 笔试 24 2017 五年制临床4-6班 112 博学阶3 康复 江宁

2020/1/4 六 09:00-11:00 康复医学 期末 笔试 24 2017 五年制临床7-9班 105 逸夫阶7 康复 江宁

2020/1/4 六 09:00-11:00 康复医学 期末 笔试 24 2017 五年制临床10-12班 100 逸夫阶5 康复 江宁

2020/1/4 六 09:00-11:00 康复医学 期末 笔试 24 2017 五年制临床13-14班+重修 67+4 博学阶2 康复 江宁

2020/1/4 六 14:00-16: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期末 笔试 54 2019 5+3口腔、5+3临床1-2班 100 博学阶1 马院 江宁

2020/1/4 六 14:00-16: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期末 笔试 54

2019
2018

19级口腔1-2班、18级眼医 100 逸夫阶5 马院 江宁

2020/1/4 六 14:00-16: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期末 笔试 54 2019 5+3临床3-4班、5+3儿科 90 明达217 马院 江宁

2020/1/4 六 14:00-16: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期末 笔试 54 2019 护理1-3班 102 逸夫阶6 马院 江宁

2020/1/4 六 14:00-16: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期末 笔试 54 2019 护理4-6班 100 博学阶2 马院 江宁

2020/1/4 六 14:00-16: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期末 笔试 54 2019 护理7-9班 99 博学阶4 马院 江宁

2020/1/4 六 14:00-16: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期末 笔试 54 2019 康复1-3班 101 博学阶3 马院 江宁

2020/1/4 六 14:00-16: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期末 笔试 54 2019 临药1-3班 92 明达115 马院 江宁

2020/1/4 六 14:00-16: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期末 笔试 54 2019 临药4班、药学 91 明达117 马院 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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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4 六 14:00-16: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期末 笔试 54 2019 生信、生工、医检 95 逸夫阶8 马院 江宁

2020/1/4 六 14:00-16: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期末 笔试 54 2019 天元班 30 博学B212 马院 江宁

2020/1/4 六 14:00-16: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期末 笔试 54 2019 眼医、眼视光、卫检 97 明达224 马院 江宁

2020/1/4 六 14:00-16: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期末 笔试 54 2019 影技、英语 96 明达226 马院 江宁

2020/1/4 六 14:00-16: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期末 笔试 54 2017 生物统计班、眼医班 75 明达209 马院 江宁

2020/1/4 六 14:00-16:00 英国文学 期末 笔试 36 2017 英语1-2班 39 博学A105 外语 江宁

2020/1/5 日
09:00-10:00
14:00-15:00

生物化学 期末 机考+笔试 70 2018   基础1-2班、基础国重班 65 预约+明达222 基础 江宁
9:00-10:00 机考
14:00-15:00 笔试
12月31日12:00预约

2020/1/5 日
09:00-10:00
14:00-15:00

生物化学（A） 期末 机考+笔试 104 2018   精神班、眼医班 76 预约+明达211 基础 江宁
9:00-10:00 机考
14:00-15:00 笔试
12月31日12:00预约

2020/1/5 日
09:00-10:00
14:00-15:00

生物化学（A） 期末 机考+笔试 104 2018   五年制临床1、3、4班 114 预约+博学阶3 基础 江宁
9:00-10:00 机考
14:00-15:00 笔试
12月31日12:00预约

2020/1/5 日
09:00-10:00
14:00-15:00

生物化学（A） 期末 机考+笔试 104 2018  五年制 临床2、6、7班 114 预约+逸夫阶7 基础 江宁
9:00-10:00 机考
14:00-15:00 笔试
12月31日12:00预约

2020/1/5 日
09:00-10:00
14:00-15:00

生物化学（A） 期末 机考+笔试 104 2018   五年制临床5、12、14班 113 预约+博学阶1 基础 江宁
9:00-10:00 机考
14:00-15:00 笔试
12月31日12:00预约

2020/1/5 日
09:00-10:00
14:00-15:00

生物化学（A） 期末 机考+笔试 104 2018   五年制临床10、11、13班 110 预约+逸夫阶5 基础 江宁
9:00-10:00 机考
14:00-15:00 笔试
12月31日12:00预约

2020/1/5 日
09:00-10:00
14:00-15:00

生物化学（A） 期末 机考+笔试 104 2018   五年制临床8班、儿科1-2班 103 预约+博学阶4 基础 江宁
9:00-10:00 机考
14:00-15:00 笔试
12月31日12:00预约

2020/1/5 日
09:00-10:00
14:00-15:00

生物化学（A） 期末 机考+笔试 104 2018   五年制临床9班、法医班 78 预约+博学阶2 基础 江宁
9:00-10:00 机考
14:00-15:00 笔试
12月31日12:00预约

2020/1/5 日
09:00-10:00
14:00-15:00

生物化学（A） 期末 机考+笔试 104 2018   5+3儿科1-2班 62 预约+明达209 基础 江宁
9:00-10:00 机考
14:00-15:00 笔试
12月31日12:00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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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5 日
09:00-10:00
14:00-15:00

生物化学（A） 期末 机考+笔试 104 2018   5+3临床1、2班 74 预约+明达111 基础 江宁
9:00-10:00 机考
14:00-15:00 笔试
12月31日12:00预约

2020/1/5 日
09:00-10:00
14:00-15:00

生物化学（A） 期末 机考+笔试 104 2018   5+3临床3、4班 74 预约+明达116 基础 江宁
9:00-10:00 机考
14:00-15:00 笔试
12月31日12:00预约

2020/1/5 日
09:00-10:00
14:00-15:00

生物化学（A） 期末 机考+笔试 104 2018   5+3临床5班、  5+3口腔班 67 预约+明达213 基础 江宁
9:00-10:00 机考
14:00-15:00 笔试
12月31日12:00预约

2020/1/5 日
09:00-10:00
14:00-15:00

生物化学（A） 期末 机考+笔试 104 2018   口腔1-2班 76 预约+明达113 基础 江宁
9:00-10:00 机考
14:00-15:00 笔试
12月31日12:00预约

2020/1/5 日
09:00-10:00
14:00-15:00

生物化学（A） 期末 机考+笔试 104 2018  影像1-2班、生信班 102 预约+逸夫阶6 基础 江宁
9:00-10:00 机考
14:00-15:00 笔试
12月31日12:00预约

2020/1/5 日
09:00-10:00
14:00-15:00

生物化学（B） 期末 机考+笔试 92 2018   预防2、3班 70 预约+明达418 基础 江宁
9:00-10:00 机考
14:00-15:00 笔试
12月31日12:00预约

2020/1/5 日
09:00-10:00
14:00-15:00

生物化学（B） 期末 机考+笔试 92 2018   预防1班、预防国重班 55 预约+明达420 基础 江宁
9:00-10:00 机考
14:00-15:00 笔试
12月31日12:00预约

2020/1/5 日 09:00-11:00 生物材料检验 期末 笔试 48 2016 卫检班 35 博学A105 公卫 江宁

2020/1/5 日 09:00-11:00 医学统计与流行病
学

期末 笔试 54 2018   护理1-3班 100 博学阶1 公卫 江宁

2020/1/5 日 09:00-11:00 医学统计与流行病
学

期末 笔试 54 2018   护理4-6班 84 博学阶2 公卫 江宁

2020/1/5 日 09:00-11:00 医学统计与流行病
学

期末 笔试 54 2018   护理7-9班+重修 87+11 博学阶3 公卫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英语测试02 期末 笔试 36 2016 英语1-2班 34 博学A205 外国语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临床检验基础 期末 笔试 84 2017 医学检验技术 36 3-303 一临 五台

2020/1/6 一 09:00-11:00 内科学 期末 笔试 72 2016 5=3临床医学1班、2班、4班 91 2-268 一临 五台

2020/1/6 一 09:00-11:00 内科学 期末 笔试 72 2016 临床医学（五年制儿科医学） 67 3-101 一临 五台

2020/1/6 一 09:00-11:00 内科学 期末 笔试 72 2016 五年制临床1班、13班、14班 91 2-168 一临 五台

2020/1/6 一 09:00-11:00 内科学 期末 笔试 72 2016 医学影像学 67 3-206 一临 五台

2020/1/6 一 09:00-11:00 外科学 期末 笔试 72 2016 临床医学（5+3儿科医学） 56 3-306 二临 五台

2020/1/6 一 09:00-11:00 基础医学概论 期末 笔试 72
2019
2018

19级信工、18级信工 57 明达111 基础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基础化学(B) 期末 笔试 78 2019 5+3临床1-2班 60 明达222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基础化学(B) 期末 笔试 78 2019 5+3临床3-4班、5+3儿科 90 明达120 药学院 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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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6 一 09:00-11:00 基础化学(B) 期末 笔试 78 2019 儿科1-3班 88 明达226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基础化学(B) 期末 笔试 78 2019 基医、法医 70 明达209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基础化学(B) 期末 笔试 78 2019 五年制临床10-12班 102 明达224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基础化学(B) 期末 笔试 78 2019 五年制临床13-15班 99 逸夫阶8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基础化学(B) 期末 笔试 78 2019 五年制临床1-3班 99 逸夫阶6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基础化学(B) 期末 笔试 78 2019 五年制临床16-17班、医检 101 博学阶3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基础化学(B) 期末 笔试 78 2019 五年制临床4-6班 99 博学阶2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基础化学(B) 期末 笔试 78 2019 五年制临床7-9班 101 博学阶4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基础化学(B) 期末 笔试 72 2019 天元班 30 博学A108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基础化学(B) 期末 笔试 78 2019 眼医、精神 71 明达118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基础化学(B) 期末 笔试 78 2019 预防1-3班 111 博学阶1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基础英语写作01 期末 笔试 36 2018   英语1-2班+重修 49+1 博学A105 外国语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人类疾病的病原病

理学基础
期末 笔试 123 2018   康复1-2班 64 明达211 基础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人类疾病的病原病

理学基础
期末 笔试 123 2018   康复3-4班 58 明达213 基础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人类疾病的病原病

理学基础
期末 笔试 123 2018   眼视光班+重修 24+21 明达201 基础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生物统计学与
Stata统计软件

期末 笔试 90 2018  生统班+重修 36+6 博学A107 公卫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物理化学（B） 期末 笔试 68 2018   卫检班 35 博学A204 公卫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有机化学（A）02 期末 笔试 92 2018   临药1-2班 59 明达420 药学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有机化学（A）02 期末 笔试 92 2018   临药3-4班 56 明达418 药学 江宁

2020/1/6 一 09:00-11:00 有机化学（A）02 期末 笔试 92 2018   药学1-2班 63 明达413 药学 江宁

2020/1/6 一 14:00-16:00 人体结构学 期末 笔试+机考 99 2019 管理1-3班 92 明达115+机房 基础 江宁

2020/1/6 一 14:00-16:00 人体结构学 期末 笔试+机考 99 2019 管理4班、生统 65 明达117+机房 基础 江宁

2020/1/6 一 14:00-16:00 英语泛读01 期末 笔试 28 2019 英语 56 明达111 外国语 江宁

2020/1/6 一 14:00-16:00 基础化学(A)01 期末 笔试 72 2019 临药1-2班 62 明达113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14:00-16:00 基础化学(A)01 期末 笔试 72 2019 临药3-4班 61 明达116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14:00-16:00 无机化学 期末 笔试 102 2019 卫检、药学 95 明达226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14:00-16:00 医用化学 期末 笔试 72 2019 5+3口腔、口腔1-2班 104 博学阶1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14:00-16:00 医用化学 期末 笔试 72 2019 护理1-3班 102 博学阶2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14:00-16:00 医用化学 期末 笔试 72 2019 护理4-6班 100 博学阶3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14:00-16:00 医用化学 期末 笔试 72 2019 护理7-9班 99 博学阶4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14:00-16:00 医用化学 期末 笔试 72 2019 康复1-3班 101 逸夫阶6 药学院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机房：B306、A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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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6 一 14:00-16:00 医用化学 期末 笔试 72 2019 生信、生工、眼视光 90 逸夫阶8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14:00-16:00 医用化学 期末 笔试 72 2019 影像 65 明达118 药学院 江宁

2020/1/6 一 14:00-16:00 病理学（B） 期末 笔试 48 2018   影技班 30 博学A108 基础 江宁

2020/1/6 一 14:00-16:00 分析化学（B） 期末 机考+笔试 90 2018   医检班+重修 33+3 预约+博学A107 药学 江宁
14:00-15:00 机考
15:00-16:00 笔试
1月2日12:00预约

2020/1/7 一 09:00-11:00 临床药物代谢动力
学

期末 笔试 81 2016 临药1-2班 58 明达111 药学院 江宁

2020/1/7 一 09:00-11:00 临床药物代谢动力
学

期末 笔试 81 2016 临药3-4班 48 明达307 药学院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医学统计与流行病 期末 笔试 54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OT） 29 3-104 公卫 五台

2020/1/7 二 09:00-11:00 医学统计与流行病 期末 笔试 54 2017 康复治疗学专业（PT） 101 2-168 公卫 五台

2020/1/7 二 09:00-11:00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
学

期末 笔试 62 2018   护理1、2、6班 92 明达117 基础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
学

期末 笔试 62 2018   护理5、7、9班 89 明达118 基础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
学

期末 笔试 62 2018   护理3、4、8班 90 明达120 基础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翻译理论与实践01 期末 笔试 36 2017 英语1-2班 39 博学A105 外语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医学英语01 期末 笔试 34 2017 口腔1-2班、5+3口腔班 101 逸夫阶8 外语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医学英语01 期末 笔试 34 2017 五年制临床1、3、5班 111 博学阶1 外语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医学英语01 期末 笔试 34 2017 五年制临床6、7、9班 113 博学阶3 外语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医学英语01 期末 笔试 34 2017 五年制临床2、4、8班 100 博学阶2 外语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医学英语01 期末 笔试 34 2017 五年制临床10-12班 103 博学阶4 外语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医学英语01 期末 笔试 34 2017 五年制临床13-14班、精神班 97 逸夫阶6 外语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医学英语01 期末 笔试 34 2017 5+3临床1-3班 88 明达115 外语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医学英语01 期末 笔试 34 2017 5+3临床4-6班 91 明达226 外语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医学英语01 期末 笔试 34 2017 5+3儿科1-2班、五年制儿科2班 92 明达217 外语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医学英语01 期末 笔试 34 2017 基础1-2班、法医班 83 明达209 外语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医学英语01 期末 笔试 34 2017 生物统计班 42 博学A106 外语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医学英语01 期末 笔试 34 2017 五年制儿科1班、眼医班 67 明达211 外语 江宁

2020/1/7 二 09:00-11:00 医学英语01 期末 笔试 34 2017 影像1-2班+重修 72+27 明达224 外语 江宁

2020/1/7 二 14:00-16:00 儿科学(A) 期末 笔试 60 2016 法医班 29 博学A106 一临 江宁

2020/1/7 二 14:00-16:00 医学统计学（A） 期末 笔试 72 2016 预防1-3班 101 阶4 公卫 江宁

2020/1/7 二 14:00-16:00 急诊内科 期末 笔试 63 2019 护理学（3+2） 60 明达111 一临 江宁

2020/1/7 二 14:00-16:00 英语泛读03 期末 笔试 36 2018   英语1-2班 49 博学A108 外国语 江宁

2020/1/7 二 14:00-16:00
发育生物学与分子

进化分析
期末 笔试 54 2017 生信班 24 博学A105 工信 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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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7 二 14:00-16:00
内科护理学（含神

经）01
期末 机考+笔试 117 2017 护理3、5、6班 87 机房+明达217 护理 江宁

2020/1/7 二 14:00-16:00
内科护理学（含神

经）01
期末 机考+笔试 117 2017 护理8、9班+重修 61+12 机房+明达211 护理 江宁

2020/1/7 二 14:00-16:00 药学分子生物学 期末 笔试 54 2017 临药1-3班 92 逸夫阶8 药学 江宁

2020/1/7 二 14:00-16:00 药学分子生物学 期末 笔试 54 2017 药学1-2班、临药4班+重修 100+1 博学阶3 药学 江宁

2020/1/7 二 14:00-16:00 医学统计学（A） 期末 笔试 72 2017 卫管1-3班 83 明达224 公卫 江宁

2020/1/7 二 14:00-16:00 医学统计学（A） 期末 笔试 72 2017 卫检班、预防国重班+重修 48+12 逸夫阶6 公卫 江宁

2020/1/7 二 14:00-16:00 医学统计学（A） 期末 笔试 72 2017 预防1-3班 97 博学阶1 公卫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美报刊阅读 期末 笔试 36 2016 英语1-2班 34 博学A105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人类疾病学概论 期末 笔试 144 2017 医学检验技术 36 3-301 二临 五台

2020/1/8 三 09:00-11:00 外科学 期末 笔试 72 2016 5+3临床医学1班、2班、4班 91 2-268 一临 五台

2020/1/8 三 09:00-11:00 外科学 期末 笔试 72 2016 临床医学（五年制儿科医学） 67 3-206 一临 五台

2020/1/8 三 09:00-11:00 外科学 期末 笔试 72 2016 五年制临床1班、13班、14班 91 2-168 一临 五台

2020/1/8 三 09:00-11:00 外科学 期末 笔试 72 2016 医学影像学 67 3-201 一临 五台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儿科1-3班 88 明达213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管理1-3班 92 明达118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管理4班、影技 70 明达116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护理1-2班 68 明达111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护理3-4班 67 明达413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护理5-6班 67 明达418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护理7-8班 66 明达313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护理9班+重修 33+54 明达211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护理学（3+2） 60 明达309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基医、医检 75 明达207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康复1-3班 101 明达217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口腔1-2班 64 明达311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五年制临床10-12班 102 博学阶4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五年制临床13-15班 99 逸夫阶6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五年制临床1-3班 99 明达224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五年制临床16-17班、精神 104 博学阶3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五年制临床4-6班 99 明达226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五年制临床7-9班 101 博学阶2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临药1-3班 92 明达120 外国语 江宁

先机考，后笔试
机房：B404、B406、

B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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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临药4班、药学 91 明达113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生统、卫检 70 明达222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信工、生信、生工 90 明达209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眼医、眼视光、法医 92 逸夫阶8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影像 65 明达420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预防1-3班 111 博学阶1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临床医学概论 期末 机考 54 2018   英语1-2班+重修 49+1 博学B412 二临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公管1-3班 89 明达120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康复1-3班 86 明达116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公管4班、康复4班 58 明达222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护理1-3班 99 明达217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护理4-6班 79 明达213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护理7-9班 83 明达209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基础1-2班、基础国重班、法

医班
100 明达226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临药1-3班 91 明达115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临药4班、药学1-2班 91 明达117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五年制临床1、2班 82 博学阶2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五年制临床3、4班 73 博学阶4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五年制临床5、6班 79 逸夫阶6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五年制临床7、8班 72 明达413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五年制临床9、10班 77 明达118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五年制临床11、14班 70 明达207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口腔1-2班、临床12班 109 博学阶1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儿科1-2班、临床13班 110 博学阶3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生工班、生信班、信工班 93 逸夫阶8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眼医班、眼视光班 63 明达418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精神班、医检班 69 明达420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影像1-2班+重修 73+19 明达224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生统班、影技班 71 明达211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预防1、2班、预防国重班 86 明达113 外国语 江宁

2020/1/8 三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预防3班、卫检班 69 明达111 外国语 江宁

2020/1/9 四 09:00-11:00 妇产科学（A） 期末 笔试 90 2016 法医班 29 博学A106 四临 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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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9 四 09:00-11:00 公共卫生实践技能 期末 笔试 36 2015 预防1-3班 95 阶2 公卫 江宁

2020/1/9 四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5+3临床1-2班、5+3口腔 100 明达224 外国语 江宁

2020/1/9 四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54 2019 5+3临床3-4班、5+3儿科 90 明达226 外国语 江宁

2020/1/9 四 09:00-11:00 英语01 期末 笔试 48 2019 天元班 30 明达201 外国语 江宁

2020/1/9 四 09:00-11:00 高级英语01 期末 笔试 72 2017 英语1-2班 39 博学A105 外语 江宁

2020/1/9 四 09:00-11:00 诊断学（B）01 期末 机考 51 2017

5+3儿科1-2班、5+3临床1-6班
、精神班、五年制儿科1-2班、
五年制临床1-14班、眼医班、

影像1-2班+重修

932+75 以预约系统为准 一临 江宁 1月4日12:00预约

2020/1/9 四 14:00-16:00 英语听力01 期末 笔试 56 2019 英语 56 明达222 外国语 江宁

2020/1/9 四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5+3口腔班、 5+3儿科1-2班 93 博学阶1 外国语 江宁

2020/1/9 四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5+3临床2、3班 76 博学阶2 外国语 江宁

2020/1/9 四 14:00-16:00 英语03 期末 笔试 68 2018   5+3临床1、4、5班 108 博学阶3 外国语 江宁

2020/1/9 四 14:00-16:00 英语语法01 期末 笔试 36 2018   英语1-2班 49 博学A108 外国语 江宁

2020/1/9 四 14:00-16:00
高级生化与分子生

物学
期末 笔试 120 2017 基础1-2班、基础国重+重修 64+2 明达120 基础 江宁

2020/1/9 四 14:00-16:00 模式识别与数据挖
掘

期末 笔试 96 2017 生信班 24 博学A107 工信 江宁

2020/1/9 四 14:00-16:00 人类疾病学概论 期末 笔试 144 2017 生物统计班+重修 42+2 博学A106 江宁 江宁

2020/1/9 四 14:00-16:00
外科护理学（含外

总）01
期末 笔试+机考 108 2017 护理3、5、6班 87 明达224+机房 护理 江宁

2020/1/9 四 14:00-16:00
外科护理学（含外

总）01
期末 笔试+机考 108 2017 护理8、9班+重修 61+6 明达118+机房 护理 江宁

2020/1/9 四 14:00-16:00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

学01
期末 笔试 69 2017 影像技术班 28 博学A105 影像 江宁

2020/1/9 四 14:00-16:00 诊断学(A) 期末 机考 79 2017
法医班、预防1-3班、预防国重

班+重修
135+27 机房 一临 江宁

机房：博学B308、B306
、B304

2020/1/10 五 09:00-11:00 高等数学(B) 期末 笔试 60 2019 5+3口腔、口腔1-2班 104 博学阶2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高等数学(B) 期末 笔试 60 2019 5+3临床1-2班 60 明达111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高等数学(B) 期末 笔试 60 2019 5+3临床3-4班、5+3儿科 90 明达115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高等数学(B) 期末 笔试 60 2019 儿科1-3班 88 明达117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高等数学(B) 期末 笔试 60 2019 临床10-12班 102 明达224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高等数学(B) 期末 笔试 60 2019 临床13-15班 99 明达226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高等数学(B) 期末 笔试 60 2019 临床1-3班 99 博学阶4 工信院 江宁

先笔试，后机考
机房：B404，B406，

B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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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 五 09:00-11:00 高等数学(B) 期末 笔试 60 2019 临床16-17班、精神 104 博学阶1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高等数学(B) 期末 笔试 60 2019 临床4-6班 99 逸夫阶6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高等数学(B) 期末 笔试 60 2019 临床7-9班 101 逸夫阶8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高等数学(B) 期末 笔试 60 2019 临药1-3班 92 明达118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高等数学(B) 期末 笔试 60 2019 眼医、眼视光、法医 92 明达120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高等数学(B) 期末 笔试 60 2019 影像、临药4班 96 明达217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高等数学(B) 期末 笔试 60 2019 预防1-3班 111 博学阶3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数学与智能计算01 期末 笔试 60 2019 天元班 30 明达201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分子生物学及实验

技术
期末 笔试 80 2018   卫检班+重修 35+1 博学A108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临床医学基础 期末 机考 72 2018
  公管1-4班、康复1-4班、眼

视光班+重修
260+12 机房 二临 江宁

机房：博学B312、B310
、B308、B306、B304

2020/1/10 五 09:00-11:00 生理学（B） 期末 笔试 91 2018   临药2-4班 86 明达113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生理学（B） 期末 笔试 91 2018   临药1班、医检班 67 明达116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生理学（B） 期末 笔试 91 2018   药学1-2班 61 明达211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09:00-11:00 生理学（C） 期末 笔试 64 2018   基础1-2班、基础国重班 65 明达213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第二外语（法语）
04

期末 笔试 36 2016 英语1-2班 外国语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第二外语（日语）
04

期末 笔试 36 2016 英语1-2班 外国语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高等数学(A)01 期末 笔试 42 2019 管理1-2班 62 明达113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高等数学(A)01 期末 笔试 42 2019 管理3-4班 60 明达116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高等数学(A+)01 期末 笔试 81 2019 生统、影技 75 明达111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高等数学(A+)01 期末 笔试 81 2019 生信、信工、生工 90 明达115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高等数学(C) 期末 笔试 42 2019 卫检、医检 70 明达117 工信院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生物医学导论 期末 笔试 50 2019 康复1-3班 101 明达217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期末 笔试 90 2018  生统班+重修 36+7 博学A308 公卫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期末 笔试 54 2018  信工班+重修 27+1 博学A307 工信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护理学基础01 期末 机考+笔试 78 2018   护理1班+重修 36+13 机房+明达311 护理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护理学基础01 期末 机考+笔试 78 2018   护理2、3班 64 机房+明达309 护理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护理学基础01 期末 机考+笔试 78 2018   护理4、5班 60 机房+明达313 护理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护理学基础01 期末 机考+笔试 78 2018   护理6、7班 56 机房+明达418 护理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护理学基础01 期末 机考+笔试 78 2018   护理8、9班 55 机房+明达420 护理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基础英语03 期末 笔试 108 2018   英语1-2班 49 博学A205 外国语 江宁

先机考后笔试
机房：博学B308、B306

、B304、A300

34 博学A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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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 五 14:00-16:00 人体机能学 期末 笔试 98 2018   生工班 39 博学A105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人体机能学 期末 笔试 98 2018   影技班+重修 33+13 博学A106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生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8   儿科1-2班、临床14班 99 逸夫阶6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生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8   法医班、精神班、眼医班 102 博学阶2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生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8   5+3口腔班、口腔1-2班 107 博学阶1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生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8   五年制临床3、12班 69 明达120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生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8  五年制临床7、9班 70 明达207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生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8   五年制临床4、6班 77 明达224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生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8   五年制临床5、8班 83 明达226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生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8   五年制临床10、11班 73 明达413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生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8   5+3儿科1-2班、临床13班 99 逸夫阶8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生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8   5+3临床1、2班 74 明达211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生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8   5+3临床3-4班 82 明达213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生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8   5+3临床5班 36 明达209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生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8  影像1-2班 73 明达118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生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8   预防1-3班 107 博学阶3 基础 江宁

2020/1/10 五 14:00-16:00 生理学（A） 期末 笔试 101 2018   临床1、2班、预防国重班 100 博学阶4 基础 江宁

2020/1/11 六 09:00-11:00 环境卫生学 期末 笔试 72 2015 预防1-3班 95 阶2 公卫 江宁

2020/1/11 六 09:00-11:00 第二外语（法语）
02

期末 笔试 72 2017 英语1-2班 19 博学A105 外语 江宁

2020/1/11 六 09:00-11:00 第二外语（日语）
02

期末 笔试 72 2017 英语1-2班 20 博学A105 外语 江宁

2020/1/11 六 09:00-11:00 环境卫生学 期末 笔试 72 2017 预防1-3班、预防国重班 105 博学阶1 公卫 江宁

随堂考 科研论文写作 期末 笔试 48 2016 生信班 28 工信 江宁

随堂考 电子商务 期末 随堂考 36 2016 药贸班 30 医政 江宁

随堂考 卫生服务营销 期中 随堂考 36 2016 卫管1-3班 89 医政 江宁 重修需要参加

随堂考
卫生管理数据分析

与软件应用
期末 随堂考 54 2016 药贸班 30 医政 江宁

随堂考 卫生管理研究进展 期末 随堂考 36 2016 卫管1-3班 90 医政 江宁

随堂考 学术论文写作 期末 随堂考 36 2016 英语1-2班 34 外国语 江宁

随堂考 医药销售学 期末 随堂考 36 2016 药贸班 30 医政 江宁

随堂考 英语高级口译02 期末 随堂考 36 2016 英语1-2班 34 外国语 江宁

随堂考 儿科医学导论 期末 随堂考 18 2019 儿科1-3班、5+3儿科 120 儿科 江宁

随堂考 物理学实验01 期末 随堂考 21 2019 生工、影技 70 工信院 江宁

随堂考 医学信息学概论 期末 随堂考 18 2019 信工 30 工信院 江宁

随堂考 预防医学导论 期末 随堂考 30 2019 预防1-3班 111 公卫 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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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考 护理教育学 期末 随堂考 9 2019 护理学（3+2） 60 护理 江宁

随堂考 口腔医学导论 期末 随堂考 24 2019 5+3口腔、口腔1-2班 104 口腔 江宁

随堂考
医学导论(新生研

讨课)
期末 随堂考 18 2019 5+3临床、五年制临床 696 马院 江宁

随堂考
医学与临床实践导

引01
期末 随堂考 18 2019 天元班 30 马院 江宁

随堂考 军事理论 期末 随堂考 36 2019 2019级各相关专业 1356 人武部 江宁

随堂考
精神医学导论(新

生研讨课)
期末 随堂考 18 2019 精神 40 四临 江宁

随堂考 眼视光学导论 期末 随堂考 18 2019 眼视光 30 四临 江宁

随堂考 眼视光医学导论 期末 随堂考 21 2019 眼医 30 四临 江宁

随堂考 体育01 期末 随堂考 28 2019 2019级各相关专业 体育部 江宁

随堂考 形势与政策 期末 随堂考 9 2019 2020级各相关专业 马院 江宁

随堂考 英语口语01 期末 随堂考 28 2019 英语 56 外国语 江宁

随堂考 医学影像导论 期末 随堂考 21 2019 影像 65 影像 江宁

随堂考 医学影像技术导论 期末 随堂考 21 2019 影技 40 影像 江宁

随堂考 初级临床药学实训 期末 随堂考 18 2019 临药1-4班 120 药学院 江宁

随堂考 初级药学实训 期末 随堂考 18 2019 药学 60 药学院 江宁

随堂考 护理伦理与法律01 期末 随堂考 15 2019 护理学（3+2） 64 马院 江宁

随堂考 管理创新实践 期末 随堂考 18 2018   公管1-4班 116 医政 江宁

随堂考 基础医学PBL01 期末 随堂考 18 2018   基础1-2班 58 基础 江宁

随堂考 科研实践01 期末 随堂考 80 2018 基础国重班、预防国重班 30 国重 江宁

随堂考
口腔医学临床前技

能训练02
期末 随堂考 18 2018   口腔1-2班 76 口腔 江宁

随堂考
口腔医学临床前技

能训练02
期末 随堂考 18 2018   5+3口腔班 31 口腔 江宁

随堂考
双向整合案例
(PBL)02

期末 随堂考 18 2018
  5+3临床、5+3口腔班、5+3儿
科1-2班、临床1-14班、口腔1-

2班、儿科1-2班、精神班
986 PBL中心 江宁

随堂考 体育03 期末 随堂考 34 2018 2018级所有相关专业 2319 体育部 江宁

随堂考
网络技术及医院网

络管理架构
期末 随堂考 60 2018  信工班 27 工信 江宁

随堂考 形势与政策03 期末 随堂考 9 2018 2018级所有相关专业 2319 马院 江宁

随堂考 英语口语03 期末 随堂考 72 2018   英语1-2班 49 外国语 江宁

随堂考 英语听力03 期末 随堂考 36 2018   英语1-2班 49 外国语 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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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考 综合实验01 期末 随堂考 80 2018   基础1-2班、基础国重班 65 基础 江宁

随堂考
法医学案例学习

（PBL）第一阶段
期末 随堂考 18 2017 法医班 29 基础 江宁

随堂考 高级科研实践01 期末 随堂考 90 2017 基础国重 30 国重 江宁

随堂考 高级科研实践01 期末 随堂考 90 2017 预防国重班 18 国重 江宁

随堂考 高级英语听力01 期末 随堂考 36 2017 英语1-2班 39 外语 江宁

随堂考 国重前沿论坛 期末 随堂考 42 2017 基础国重 30 国重 江宁

随堂考 国重前沿论坛 期末 随堂考 42 2017 预防国重班 18 国重 江宁

随堂考 临床技能训练01 期末 随堂考 44 2017 5+3儿科1-2班 61 一临 江宁

随堂考 临床技能训练01 期末 随堂考 44 2017 5+3临床1-6班 178 一临 江宁

随堂考 临床技能训练01 期末 随堂考 44 2017 精神班 30 一临 江宁

随堂考 临床技能训练01 期末 随堂考 44 2017 五年制儿科1-2班 62 一临 江宁

随堂考 临床技能训练01 期末 随堂考 44 2017 五年制临床1-14班 468 一临 江宁

随堂考 临床技能训练01 期末 随堂考 44 2017 眼医班 33 一临 江宁

随堂考 临床技能训练01 期末 随堂考 44 2017 影像1-2班 71 一临 江宁

随堂考
数据库与管理信息

系统02
期末 随堂考 36 2017 卫管1-3班 83 医政 江宁

随堂考
网络技术及医院网络

管理架构
期末 随堂考 60 2017 生工班1-2班 62 工信 江宁

随堂考
网络技术及医院网络

管理架构
期末 随堂考 60 2017 影像技术班 28 工信 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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