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语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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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上午

3

商务日语函电与写作

4

(3-4节)1-16周/五山校区 博
学301/康乐/16日语/15/32

5

形势与政策

古典语法入门

6

(5-6节)13周/五山校区 博学
108/杨怡斐/16日语;16商务
英语1班;16商务英语2班
;16商务英语3班/87/16

(5-6节)1-16周/五山校区 博
学301/李晶/16日语/15/32

下午
7

学术论文写作

8

(7-8节)1-16周/五山校区 博
学301/李晶/16日语/15/32

9
晚上

10
11
12

教学环节：形势与政策 杨怡斐(1周)/13周; 古典语法入门 李晶(16周)/1-16周; 学术论文写作 李晶(16周)/1-16周; 商务日语函电与写作 康乐(16周)/1-16周;
: 其他 : 实践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9-02

16商务英语1班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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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上午

下午

3

商务英语笔译

4

(3-4节)1-16周/五山校区 博
学210/陈一楠/16商务英语
1班;16商务英语2班;16商务
英语3班/72/32

5

国际商法

形势与政策

6

(5-6节)1-16周/五山校区 博
学214/外教13/16商务英语
1班;16商务英语2班;16商务
英语3班/72/32

(5-6节)13周/五山校区 博学
108/杨怡斐/16日语;16商务
英语1班;16商务英语2班
;16商务英语3班/87/16

7
8
9
晚上

10
11
12

教学环节：国际商法 外教13(16周)/1-16周; 形势与政策 杨怡斐(1周)/13周; 商务英语笔译 陈一楠(16周)/1-16周;
: 其他 : 实践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9-02

16商务英语2班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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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上午

下午

3

商务英语笔译

4

(3-4节)1-16周/五山校区 博
学210/陈一楠/16商务英语
1班;16商务英语2班;16商务
英语3班/72/32

5

国际商法

形势与政策

6

(5-6节)1-16周/五山校区 博
学214/外教13/16商务英语
1班;16商务英语2班;16商务
英语3班/72/32

(5-6节)13周/五山校区 博学
108/杨怡斐/16日语;16商务
英语1班;16商务英语2班
;16商务英语3班/87/16

7
8
9
晚上

10
11
12

教学环节：国际商法 外教13(16周)/1-16周; 形势与政策 杨怡斐(1周)/13周; 商务英语笔译 陈一楠(16周)/1-16周;
: 其他 : 实践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9-02

16商务英语3班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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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上午

下午

3

商务英语笔译

4

(3-4节)1-16周/五山校区 博
学210/陈一楠/16商务英语
1班;16商务英语2班;16商务
英语3班/72/32

5

国际商法

形势与政策

6

(5-6节)1-16周/五山校区 博
学214/外教13/16商务英语
1班;16商务英语2班;16商务
英语3班/72/32

(5-6节)13周/五山校区 博学
108/杨怡斐/16日语;16商务
英语1班;16商务英语2班
;16商务英语3班/87/16

7
8
9
晚上

10
11
12

教学环节：国际商法 外教13(16周)/1-16周; 形势与政策 杨怡斐(1周)/13周; 商务英语笔译 陈一楠(16周)/1-16周;
: 其他 : 实践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9-02

17日语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1

高级日语写作

2

(1-2节)1-6周,11-20周/五山
校区 博学508/日语外教
/17日语/15/32

3
上午
4

下午

星期一

星期五

日汉翻译(一)

高级日语(一)

日语阅读(四)

高级日语(一)

高级日语(一)

(3-4节)1-4周/五山校区 博
学211/贾琦/17日语/15/32

(3-4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508/日语外教
/17日语/15/96

(3-4节)1-4周/五山校区 博
学203/贾琦/17日语/15/32

(3-4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508/日语外教
/17日语/15/96

(3-4节)1-6周,11-20周/五山
校区 博学508/日语外教
/17日语/15/96

日汉翻译(一)

日语阅读(四)

(3-4节)5-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320304/贾琦/17日语
/15/32

(3-4节)5-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320304/贾琦/17日语
/15/32

5

日语口译(一)

日语视听说(一)

日语报刊选读

6

(5-6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203/张黎黎/17日
语/15/32

(5-6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1303/贾琦/17日语
/15/32

(5-6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201/康乐/17日语
/15/32

7

翻译理论与实践(一)

形势与政策

8

(7-8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203/张黎黎/17日
语/15/32

(7-8节)13周/五山校区 博学
108/杨怡斐/17日语;17商务
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90/16

星期六

星期日

9
晚上

10
11
12

教学环节：形势与政策 杨怡斐(1周)/13周; 高级日语(一) 日语外教(16周)/1-6周,11-20周; 高级日语写作 日语外教(16周)/1-6周,11-20周; 日汉翻译(一) 贾琦(16周)/1-6周,11-20周; 日语报刊选
读 康乐(16周)/1-6周,11-20周; 日语口译(一) 张黎黎(16周)/1-6周,11-20周; 日语阅读(四) 贾琦(16周)/1-6周,11-20周; 日语视听说(一) 贾琦(16周)/1-6周,11-20周; 翻译理论与实践(一) 张黎黎
(16周)/1-6周,11-20周;
: 其他 : 实践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9-02

17商务英语1班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商务英语笔译

英美文学导论(一)

高级英语(一)

商务英语口译

英美散文选读

(1-2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308/陈一楠/17商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76/32

(1-2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330204/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7商务英语1班
;17商务英语2班;17商务英语
3班/38/32

(1-2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302/李静滢/17商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1-2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1413/李静滢/17商务英
语1班/25/32

(1-2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203/刘洊波/17商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国际营销
中国文化

2

(1-2节)1-6周,11-18周/五山
(1-2节)1-4周/五山校区
校区 博学207/外教11/17商
1311/李昀/17商务英语1班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2班;17商务英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3班/38/32

中国文化

上午

(1-2节)5-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330302/李昀/17商务英
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17商
务英语3班/38/32

3

英美文学导论(一)

高级英语(一)

英美散文选读

(3-4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330204/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7商务英语1班
;17商务英语2班;17商务英语
3班/38/32

(3-4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211/李静滢/17商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3-4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203/刘洊波/17商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国际营销
中国文化

4

(3-4节)1-6周,11-18周/五山
(3-4节)1-4周/五山校区
校区 博学207/外教11/17商
1311/李昀/17商务英语1班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2班;17商务英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3班/38/32

中国文化
(3-4节)5-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330302/李昀/17商务英
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17商
务英语3班/38/32

下午

5

商务英语写作

语言学导论

星期六

星期日

6

(5-6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401/雷霄/17商务
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5-6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401/杨梅/17商务
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76/32

7

商务英语写作

形势与政策

8

(7-8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401/雷霄/17商务
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7-8节)13周/五山校区 博学
108/杨怡斐/17日语;17商务
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90/16

9
晚上

10
11
12

教学环节：国际营销 外教11(16周)/1-6周,11-20周; 国际营销 外教11(16周)/1-6周,11-20周; 中国文化 李昀(16周)/1-6周,11-20周; 中国文化 李昀(16周)/1-6周,11-20周; 形势与政策 杨怡斐(1周
)/13周; 语言学导论 杨梅(16周)/1-6周,11-20周; 高级英语(一) 李静滢(16周)/1-6周,11-20周; 高级英语(一) 李静滢(16周)/1-6周,11-20周; 商务英语笔译 陈一楠(16周)/1-6周,11-20周; 商务英语
口译 李静滢(16周)/1-6周,11-20周; 商务英语写作 雷霄(16周)/1-6周,11-20周; 商务英语写作 雷霄(16周)/1-6周,11-20周; 英美散文选读 刘洊波(16周)/1-6周,11-20周; 英美散文选读 刘洊波
(16周)/1-6周,11-20周; 英美文学导论(一) 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6周)/1-6周,11-20周; 英美文学导论(一) 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6周)/1-6周,11-20周;
: 其他 : 实践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9-02

17商务英语2班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商务英语笔译

英美文学导论(一)

高级英语(一)

英美散文选读

(1-2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308/陈一楠/17商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76/32

(1-2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330204/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7商务英语1班
;17商务英语2班;17商务英语
3班/38/32

(1-2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302/李静滢/17商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1-2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203/刘洊波/17商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国际营销
中国文化

2

(1-2节)1-6周,11-18周/五山
(1-2节)1-4周/五山校区
校区 博学207/外教11/17商
1311/李昀/17商务英语1班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2班;17商务英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3班/38/32

中国文化

上午

(1-2节)5-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330302/李昀/17商务英
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17商
务英语3班/38/32

3

英美文学导论(一)

高级英语(一)

商务英语口译

英美散文选读

(3-4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330204/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7商务英语1班
;17商务英语2班;17商务英语
3班/38/32

(3-4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211/李静滢/17商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3-4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1413/李静滢/17商务英
语2班/26/32

(3-4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203/刘洊波/17商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国际营销
中国文化

4

(3-4节)1-6周,11-18周/五山
(3-4节)1-4周/五山校区
校区 博学207/外教11/17商
1311/李昀/17商务英语1班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2班;17商务英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3班/38/32

中国文化
(3-4节)5-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330302/李昀/17商务英
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17商
务英语3班/38/32

下午

5

商务英语写作

语言学导论

星期六

星期日

6

(5-6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401/雷霄/17商务
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5-6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401/杨梅/17商务
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76/32

7

商务英语写作

形势与政策

8

(7-8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401/雷霄/17商务
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7-8节)13周/五山校区 博学
108/杨怡斐/17日语;17商务
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90/16

9
晚上

10
11
12

教学环节：国际营销 外教11(16周)/1-6周,11-20周; 国际营销 外教11(16周)/1-6周,11-20周; 中国文化 李昀(16周)/1-6周,11-20周; 中国文化 李昀(16周)/1-6周,11-20周; 形势与政策 杨怡斐(1周
)/13周; 语言学导论 杨梅(16周)/1-6周,11-20周; 高级英语(一) 李静滢(16周)/1-6周,11-20周; 高级英语(一) 李静滢(16周)/1-6周,11-20周; 商务英语笔译 陈一楠(16周)/1-6周,11-20周; 商务英语
口译 李静滢(16周)/1-6周,11-20周; 商务英语写作 雷霄(16周)/1-6周,11-20周; 商务英语写作 雷霄(16周)/1-6周,11-20周; 英美散文选读 刘洊波(16周)/1-6周,11-20周; 英美散文选读 刘洊波
(16周)/1-6周,11-20周; 英美文学导论(一) 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6周)/1-6周,11-20周; 英美文学导论(一) 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6周)/1-6周,11-20周;
: 其他 : 实践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9-02

17商务英语3班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商务英语笔译

中国文化

高级英语(一)

英美散文选读

(1-2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308/陈一楠/17商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76/32

(1-2节)1-4周/五山校区
1311/李昀/17商务英语1班
;17商务英语2班;17商务英语
3班/38/32

(1-2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302/李静滢/17商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1-2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203/刘洊波/17商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英美文学导论(一)

国际营销

(1-2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330204/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7商务英语1班
;17商务英语2班;17商务英语
3班/38/32

(1-2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207/外教11/17商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中国文化

上午

(1-2节)5-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330302/李昀/17商务英
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17商
务英语3班/38/32

3

英美文学导论(一)

国际营销

英美散文选读

(3-4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330204/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7商务英语1班
;17商务英语2班;17商务英语
3班/38/32

(3-4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207/外教11/17商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3-4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203/刘洊波/17商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高级英语(一)
中国文化

4

(3-4节)1-6周,11-18周/五山
(3-4节)1-4周/五山校区
校区 博学211/李静滢/17商
1311/李昀/17商务英语1班
务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2班;17商务英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3班/38/32

中国文化
(3-4节)5-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330302/李昀/17商务英
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17商
务英语3班/38/32

下午

5

商务英语写作

语言学导论

星期六

星期日

(5-6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401/雷霄/17商务
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6

(5-6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401/杨梅/17商务
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76/32

7

商务英语口译

商务英语写作

形势与政策

8

(7-8节)1-6周,11-20周/五山
校区 1413/杜可君/17商务英
语3班/25/32

(7-8节)1-6周,11-18周/五山
校区 博学401/雷霄/17商务
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38/32

(7-8节)13周/五山校区 博学
108/杨怡斐/17日语;17商务
英语1班;17商务英语2班
;17商务英语3班/90/16

9
晚上

10
11
12

教学环节：国际营销 外教11(16周)/1-6周,11-20周; 国际营销 外教11(16周)/1-6周,11-20周; 中国文化 李昀(16周)/1-6周,11-20周; 中国文化 李昀(16周)/1-6周,11-20周; 形势与政策 杨怡斐(1周
)/13周; 语言学导论 杨梅(16周)/1-6周,11-20周; 高级英语(一) 李静滢(16周)/1-6周,11-20周; 高级英语(一) 李静滢(16周)/1-6周,11-20周; 商务英语笔译 陈一楠(16周)/1-6周,11-20周; 商务英语
口译 杜可君(16周)/1-6周,11-20周; 商务英语写作 雷霄(16周)/1-6周,11-20周; 商务英语写作 雷霄(16周)/1-6周,11-20周; 英美散文选读 刘洊波(16周)/1-6周,11-20周; 英美散文选读 刘洊波
(16周)/1-6周,11-20周; 英美文学导论(一) 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6周)/1-6周,11-20周; 英美文学导论(一) 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6周)/1-6周,11-20周;
: 其他 : 实践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9-02

18日语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1
2
上午
3

星期三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基础日语(三)
(1-2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103/陆艺娜/18日语
/17/128

基础日语(三)
(2-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503/陆艺娜/18日语
/17/128

日语口语(三)

基础日语(三)
(2-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503/陆艺娜/18日语
/17/128

体育(三)(板块)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405/康乐/18日语/17/32

4
5

日语听力(三)

日语写作(一)

日本概况

形势与政策

6

(5-6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4609/彭庆霞/18日
语/17/32

(5-6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405/康乐/18日语/17/32

(5-6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4605/日语外教
/18日语/17/32

(5-6节)12周/大学城校区
A3101/杨怡斐/18日语;18商
务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96/16

7

现代日语语法

日语阅读(二)

跨文化交际(二)

8

(7-8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4503/李晶/18日语
/17/32

(7-8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405/康乐/18日语/17/32

(7-8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4605/日语外教
/18日语/17/32

下午

9
10
晚上

星期四

1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9-11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1102/尹建华/18日语;18商
务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95/48

12
教学环节：日本概况 日语外教(16周)/1-7周,10-18周; 形势与政策 杨怡斐(1周)/12周; 基础日语(三) 陆艺娜(16周)/1-16周; 日语口语(三) 康乐(16周)/1-16周; 日语听力(三) 彭庆霞(16周)/17周,10-18周; 日语写作(一) 康乐(16周)/1-16周; 日语阅读(二) 康乐(16周)/1-16周; 现代日语语法 李晶(16周)/1-7周,10-18周; 跨文化交际(二) 日语外教(16周)/1-7周,10-18周;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尹建华(16周)/1-16周;
: 其他 : 实践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9-02

18商务英语1班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上午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综合英语(三)

商务英语阅读

法语(一)

综合英语(三)

(1-2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605/谢洪/18商务英语1班
;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英语
3班/39/64

(1-2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202/陈一楠/18商务英语
1班;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
英语3班/39/32

(1-2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3104/周皓/18商务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1/64

(1-2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1-2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605/谢洪/18商务英语1班 A3403/巫喜丽/18商务英语
;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英语 1班/26/32
3班/39/64

英汉翻译

商务英语视听说(一)

商务英语阅读

体育(三)(板块)

英语写作(一)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405/杜可君/18商务英语
1班;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
英语3班/39/32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202/陈一楠/18商务英语
1班;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
英语3班/39/32

商务英语视听说(一)
(1-2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405/杜可君/18商务英语
1班;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
英语3班/39/32

3

4

5

6

综合英语(三)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605/谢洪/18商务英语1班
;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英语
3班/39/64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605/谢洪/18商务英语1班
;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英语
3班/39/64

法语(一)

西班牙语(一)

形势与政策

(5-6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3204/周皓/18商务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1/64

(5-6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5604/陈曦/18商务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5/64

(5-6节)12周/大学城校区
A3101/杨怡斐/18日语;18商
务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96/16

(5-6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5606/金华/18商务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4/64

西班牙语(一)
(5-6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5604/陈曦/18商务

英语演讲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503/杨梅/18商务英语1班 A3402/荣榕/18商务英语1班
;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英语 /26/32
3班/39/32

综合英语(三)

日语(一)

下午

星期二

星期六

星期日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5/64

7

英语写作(一)

日语(一)

8

(7-8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304/武建国/18商务英语
1班;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
英语3班/39/32

(7-8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5606/金华/18商务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4/64

9
10
晚上

1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9-11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1102/尹建华/18日语;18商
务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95/48

12
实践课程：工程训练Ⅰ 鲁忠臣(2周)/8-9周;
教学环节：法语(一) 周皓(16周)/1-7周,10-18周; 日语(一) 金华(16周)/1-7周,10-18周; 英汉翻译 巫喜丽(16周)/1-16周; 英语演讲 荣榕(16周)/1-16周; 形势与政策 杨怡斐(1周)/12周; 商务英语
阅读 陈一楠(16周)/1-16周; 商务英语阅读 陈一楠(16周)/1-16周; 西班牙语(一) 陈曦(16周)/1-7周,10-18周; 英语写作(一) 武建国(16周)/1-16周; 英语写作(一) 杨梅(16周)/1-16周; 综合英语
(三) 谢洪(16周)/1-16周; 综合英语(三) 谢洪(16周)/1-16周; 商务英语视听说(一) 杜可君(16周)/1-16周; 商务英语视听说(一) 杜可君(16周)/1-16周;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尹建华(16周)/1-16周;
: 其他 : 实践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9-02

18商务英语2班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上午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综合英语(三)

商务英语阅读

法语(一)

综合英语(三)

(1-2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605/谢洪/18商务英语1班
;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英语
3班/39/64

(1-2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202/陈一楠/18商务英语
1班;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
英语3班/39/32

(1-2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3104/周皓/18商务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1/64

(1-2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605/谢洪/18商务英语1班
;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英语
3班/39/64

商务英语视听说(一)

商务英语阅读

体育(三)(板块)

英语写作(一)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405/杜可君/18商务英语
1班;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
英语3班/39/32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202/陈一楠/18商务英语
1班;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
英语3班/39/32

星期五

商务英语视听说(一)
(1-2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405/杜可君/18商务英语
1班;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
英语3班/39/32

3

4

5

6

英汉翻译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503/杨梅/18商务英语1班 A3403/巫喜丽/18商务英语
;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英语 2班/26/32
3班/39/32

综合英语(三)

综合英语(三)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605/谢洪/18商务英语1班
;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英语
3班/39/64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605/谢洪/18商务英语1班
;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英语
3班/39/64

法语(一)

西班牙语(一)

形势与政策

英语演讲

(5-6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3204/周皓/18商务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1/64

(5-6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5604/陈曦/18商务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5/64

(5-6节)12周/大学城校区
A3101/杨怡斐/18日语;18商
务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96/16

(5-6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3402/荣榕/18商务英语2班
/26/32

西班牙语(一)

下午

星期二

(5-6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5604/陈曦/18商务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5/64

日语(一)
(5-6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5606/金华/18商务

星期六

星期日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4/64

7

英语写作(一)

日语(一)

8

(7-8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304/武建国/18商务英语
1班;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
英语3班/39/32

(7-8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5606/金华/18商务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4/64

9
10
晚上

1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9-11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1102/尹建华/18日语;18商
务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95/48

12
实践课程：工程训练Ⅰ 鲁忠臣(2周)/8-9周;
教学环节：法语(一) 周皓(16周)/1-7周,10-18周; 日语(一) 金华(16周)/1-7周,10-18周; 英汉翻译 巫喜丽(16周)/1-16周; 英语演讲 荣榕(16周)/1-16周; 形势与政策 杨怡斐(1周)/12周; 商务英语
阅读 陈一楠(16周)/1-16周; 商务英语阅读 陈一楠(16周)/1-16周; 西班牙语(一) 陈曦(16周)/1-7周,10-18周; 英语写作(一) 武建国(16周)/1-16周; 英语写作(一) 杨梅(16周)/1-16周; 综合英语
(三) 谢洪(16周)/1-16周; 综合英语(三) 谢洪(16周)/1-16周; 商务英语视听说(一) 杜可君(16周)/1-16周; 商务英语视听说(一) 杜可君(16周)/1-16周;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尹建华(16周)/1-16周;
: 其他 : 实践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9-02

18商务英语3班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2

上午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商务英语视听说(一)

商务英语阅读

法语(一)

综合英语(三)

(1-2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405/杜可君/18商务英语
1班;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
英语3班/39/32

(1-2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202/陈一楠/18商务英语
1班;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
英语3班/39/32

(1-2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3104/周皓/18商务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1/64

(1-2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605/谢洪/18商务英语1班
;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英语
3班/39/64

商务英语视听说(一)

商务英语阅读

体育(三)(板块)

英语写作(一)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405/杜可君/18商务英语
1班;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
英语3班/39/32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202/陈一楠/18商务英语
1班;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
英语3班/39/32

星期五

综合英语(三)
(1-2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605/谢洪/18商务英语1班
;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英语
3班/39/64

3

4

5

6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503/杨梅/18商务英语1班
;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英语
3班/39/32

综合英语(三)

综合英语(三)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605/谢洪/18商务英语1班
;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英语
3班/39/64

(3-4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605/谢洪/18商务英语1班
;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英语
3班/39/64

法语(一)

西班牙语(一)

形势与政策

英汉翻译

(5-6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3204/周皓/18商务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1/64

(5-6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5604/陈曦/18商务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5/64

(5-6节)12周/大学城校区
A3101/杨怡斐/18日语;18商
务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96/16

(5-6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3403/巫喜丽/18商务英语
3班/26/32

日语(一)

下午

星期二

(5-6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5606/金华/18商务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4/64

西班牙语(一)
(5-6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5604/陈曦/18商务

星期六

星期日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5/64

7

英语演讲

英语写作(一)

日语(一)

8

(7-8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605/外教11/18商务英语
3班/26/32

(7-8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4304/武建国/18商务英语
1班;18商务英语2班;18商务
英语3班/39/32

(7-8节)1-7周,10-18周/大学
城校区 A5606/金华/18商务
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24/64

9
10
晚上

1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9-11节)1-16周/大学城校区
A1102/尹建华/18日语;18商
务英语1班;18商务英语2班
;18商务英语3班/95/48

12
实践课程：工程训练Ⅰ 鲁忠臣(2周)/8-9周;
教学环节：法语(一) 周皓(16周)/1-7周,10-18周; 日语(一) 金华(16周)/1-7周,10-18周; 英汉翻译 巫喜丽(16周)/1-16周; 英语演讲 外教11(16周)/1-16周; 形势与政策 杨怡斐(1周)/12周; 商务英
语阅读 陈一楠(16周)/1-16周; 商务英语阅读 陈一楠(16周)/1-16周; 西班牙语(一) 陈曦(16周)/1-7周,10-18周; 英语写作(一) 武建国(16周)/1-16周; 英语写作(一) 杨梅(16周)/1-16周; 综合英语
(三) 谢洪(16周)/1-16周; 综合英语(三) 谢洪(16周)/1-16周; 商务英语视听说(一) 杜可君(16周)/1-16周; 商务英语视听说(一) 杜可君(16周)/1-16周;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尹建华(16周)/1-16周;
: 其他 : 实践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9-02

19日语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上午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1

基础日语(一)

日本概况

2

(1-2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3/彭庆霞/19日语/25/48

(1-2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5403/李博/19日语/25/24

3

基础日语实训(一)

日语听力(一)

4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3/彭庆霞/19日语/25/48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5403/李博/19日语/25/24

5

星期三

星期四
体育(一)(板块)

大学英语(一)(板块)

8

基础日语(一)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3/彭庆霞/19日语/25/48

语言艺术与跨文化交际

大学英语(一)上机(板块)

星期日

基础日语实训(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5-6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1408/王贤钏/19日语;19商
务英语1班;19商务英语2班
;19商务英语3班/100/24

6
7

星期六

(1-2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3/彭庆霞/19日语/25/48

(5-6节)9-16周/大学城校区
A4205/金华/19日语/25/16

下午

星期五

形势与政策
(7-8节)12周/大学城校区
A2408/杨怡斐/19日语;19商
务英语1班;19商务英语2班
;19商务英语3班;19数学类创
新班/125/16

9
晚上

10
11
12

其它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 林育蓓(8周)/7-14周;
教学环节：日本概况 李博(12周)/7-18周; 形势与政策 杨怡斐(1周)/12周; 基础日语(一) 彭庆霞(12周)/7-18周; 日语听力(一) 李博(12周)/7-18周; 基础日语实训(一) 彭庆霞(12周)/7-18周; 语
言艺术与跨文化交际 金华(8周)/9-16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王贤钏(12周)/7-18周;
: 其他 : 实践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9-02

19商务英语1班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上午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商务英语阅读(一)

综合英语(一)

(1-2节)7-20周/大学城校区
A4403/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28

(1-2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3404/刘喜琴/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24

(1-2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5/肖锦银/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48

(1-2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5/肖锦银/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48

2

英美文学导论(一)

管理学导论

(1-2节)7-19周/大学城校区
A4404/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9商务英语1班;19商
务英语2班;19商务英语3班
/37/26

(1-2节)7-20周/大学城校区
A3108/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32

3

英美文学导论(一)

跨文化商务交际导论

综合英语(一)

综合英语(一)

(3-4节)7-19周/大学城校区
A4404/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9商务英语1班;19商
务英语2班;19商务英语3班
/38/26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3108/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24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5/肖锦银/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48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5/肖锦银/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4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

综合英语(一)

商务英语阅读(一)
国际营销概论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403/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24

5

体育(一)(板块)

星期五

管理学导论

4

下午

星期二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3404/刘喜琴/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24

国际营销概论

跨文化商务交际导论

会计学基础

(5-6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403/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24

(5-6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3404/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24

(5-6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2/外教12/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75/24

(5-6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1408/王贤钏/19日语;19商
务英语1班;19商务英语2班
;19商务英语3班/100/24

7

形势与政策

8

(7-8节)12周/大学城校区
A2408/杨怡斐/19日语;19商
务英语1班;19商务英语2班
;19商务英语3班;19数学类创
新班/125/16

星期六

星期日

9
晚上

10
11
12

其它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 林育蓓(8周)/7-14周;
教学环节：管理学导论 外教11(14周)/7-20周; 管理学导论 外教11(14周)/7-20周; 会计学基础 外教12(12周)/7-18周; 形势与政策 杨怡斐(1周)/12周; 国际营销概论 外教11(12周)/7-18周; 国际
营销概论 外教11(12周)/7-18周; 综合英语(一) 肖锦银(12周)/7-18周; 综合英语(一) 肖锦银(12周)/7-18周; 商务英语阅读(一) 刘喜琴(12周)/7-18周; 商务英语阅读(一) 刘喜琴(12周)/7-18周;
英美文学导论(一) 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3周)/7-19周; 英美文学导论(一) 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3周)/7-19周; 跨文化商务交际导论 外教11(12周)/7-18周; 跨文化商务交际导论 外教
11(12周)/7-18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王贤钏(12周)/7-18周;
: 其他 : 实践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9-02

19商务英语2班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上午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商务英语阅读(一)

综合英语(一)

(1-2节)7-20周/大学城校区
A4403/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28

(1-2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3404/刘喜琴/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24

(1-2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5/肖锦银/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48

(1-2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5/肖锦银/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48

2

英美文学导论(一)

管理学导论

(1-2节)7-19周/大学城校区
A4404/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9商务英语1班;19商
务英语2班;19商务英语3班
/37/26

(1-2节)7-20周/大学城校区
A3108/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32

3

英美文学导论(一)

跨文化商务交际导论

综合英语(一)

综合英语(一)

(3-4节)7-19周/大学城校区
A4404/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9商务英语1班;19商
务英语2班;19商务英语3班
/38/26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3108/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24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5/肖锦银/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48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5/肖锦银/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4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

综合英语(一)

商务英语阅读(一)
国际营销概论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403/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24

5

体育(一)(板块)

星期五

管理学导论

4

下午

星期二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3404/刘喜琴/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24

国际营销概论

跨文化商务交际导论

会计学基础

(5-6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403/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24

(5-6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3404/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24

(5-6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2/外教12/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75/24

(5-6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1408/王贤钏/19日语;19商
务英语1班;19商务英语2班
;19商务英语3班/100/24

7

形势与政策

8

(7-8节)12周/大学城校区
A2408/杨怡斐/19日语;19商
务英语1班;19商务英语2班
;19商务英语3班;19数学类创
新班/125/16

星期六

星期日

9
晚上

10
11
12

其它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 林育蓓(8周)/7-14周;
教学环节：管理学导论 外教11(14周)/7-20周; 管理学导论 外教11(14周)/7-20周; 会计学基础 外教12(12周)/7-18周; 形势与政策 杨怡斐(1周)/12周; 国际营销概论 外教11(12周)/7-18周; 国际
营销概论 外教11(12周)/7-18周; 综合英语(一) 肖锦银(12周)/7-18周; 综合英语(一) 肖锦银(12周)/7-18周; 商务英语阅读(一) 刘喜琴(12周)/7-18周; 商务英语阅读(一) 刘喜琴(12周)/7-18周;
英美文学导论(一) 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3周)/7-19周; 英美文学导论(一) 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3周)/7-19周; 跨文化商务交际导论 外教11(12周)/7-18周; 跨文化商务交际导论 外教
11(12周)/7-18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王贤钏(12周)/7-18周;
: 其他 : 实践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9-02

19商务英语3班课表

2019-2020学年第1学期

时间段

节次
1

上午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商务英语阅读(一)

综合英语(一)

(1-2节)7-20周/大学城校区
A4403/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28

(1-2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3404/刘喜琴/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24

(1-2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5/肖锦银/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48

(1-2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5/肖锦银/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48

2

英美文学导论(一)

管理学导论

(1-2节)7-19周/大学城校区
A4404/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9商务英语1班;19商
务英语2班;19商务英语3班
/37/26

(1-2节)7-20周/大学城校区
A3108/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32

3

英美文学导论(一)

跨文化商务交际导论

综合英语(一)

综合英语(一)

(3-4节)7-19周/大学城校区
A4404/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9商务英语1班;19商
务英语2班;19商务英语3班
/38/26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3108/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24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5/肖锦银/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48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5/肖锦银/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4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

综合英语(一)

商务英语阅读(一)
国际营销概论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403/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24

5

体育(一)(板块)

星期五

管理学导论

4

下午

星期二

(3-4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3404/刘喜琴/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24

国际营销概论

跨文化商务交际导论

会计学基础

(5-6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403/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7/24

(5-6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3404/外教11/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38/24

(5-6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4202/外教12/19商务英语
1班;19商务英语2班;19商务
英语3班/75/24

(5-6节)7-18周/大学城校区
A1408/王贤钏/19日语;19商
务英语1班;19商务英语2班
;19商务英语3班/100/24

7

形势与政策

8

(7-8节)12周/大学城校区
A2408/杨怡斐/19日语;19商
务英语1班;19商务英语2班
;19商务英语3班;19数学类创
新班/125/16

星期六

星期日

9
晚上

10
11
12

其它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 林育蓓(8周)/7-14周;
教学环节：管理学导论 外教11(14周)/7-20周; 管理学导论 外教11(14周)/7-20周; 会计学基础 外教12(12周)/7-18周; 形势与政策 杨怡斐(1周)/12周; 国际营销概论 外教11(12周)/7-18周; 国际
营销概论 外教11(12周)/7-18周; 综合英语(一) 肖锦银(12周)/7-18周; 综合英语(一) 肖锦银(12周)/7-18周; 商务英语阅读(一) 刘喜琴(12周)/7-18周; 商务英语阅读(一) 刘喜琴(12周)/7-18周;
英美文学导论(一) 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3周)/7-19周; 英美文学导论(一) Christopher Scott Lestlie(13周)/7-19周; 跨文化商务交际导论 外教11(12周)/7-18周; 跨文化商务交际导论 外教
11(12周)/7-18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王贤钏(12周)/7-18周;
: 其他 : 实践 : 理论 : 实验 : 实习

打印时间:2019-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