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南京农业大学体育课表

周 次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1
|
2
节

8:00
|

9:30

生命基地 161：王 帅 (体育场)
生命基地 162：耿文光 (体育场)
生物基地 161：段海庆 (体育场)
生物技术 161：洪幼平 (体育场)
生物技术 162：陆春红 (体育场)
生物科学 161：卢茂春 (体育场)
生物科学 162：杨春莉 (体育场)
植物实验 161：傅光磊 (体育场)
农学 161：宋崇丽 (体育场)
农学 162：李艳杰 (体育场)
农学 163：韩李美萱(体育场)
农学 164：吕后刚 (体育场)
种子 161：姜 迪 (体育场)
种子 162：陈 欣 (体育场)
动药 161：张东宇 (体育场)

农经 161：周全富 (体育场)
农经 162：孙福成 (体育场)
国贸 161：孙 建 (体育场)
国贸 162：宋崇丽 (体育场)
电子商务 161：徐 野 (体育场)
工商管理 161：杨宪民 (体育场)
市场营销 161：孙雅薇 (体育场)
经管实验 161：赵 朦 (体育场)
日语 161：冯军政 (体育场)
日语 162：雷 瑛 (体育场)
日语 163：于阳露 (体育场)
动科 161：白茂强 (体育场)
动科 162：韩李美萱 (体育场)
动科 163：管月泉 (体育场)
动科 164：赵元祥 (体育场)

信科 161：王 帅 (体育场)
信科 162：杨春莉 (体育场)
行政管理 161：洪幼平 (体育场)
土管 161：管月泉 (体育场)
土管 162：陆春红 (体育场)
土管 163：傅光磊 (体育场)
城规 161：吕后刚 (体育场)
保障 161：段海庆 (体育场)
旅游 161：于阳露 (体育场)
法学 161：耿文光 (体育场)
法学 162：雷 瑛 (体育场)
社会 161：姜 迪 (体育场)
统计 161：赵 朦 (体育场)

网球：杨宪民 (网球馆)
篮球：段海庆 (体育中心辅馆)
足球：洪幼平 (足球场)
武术：张东宇 (武林)
拳击：林 军 (体育中心二楼平台)
瑜伽：李艳杰 (体育中心形体馆一)
羽毛球：陈 欣 (体育中心羽毛球馆)
乒乓球：宋崇丽 (体育中心乒乓球馆)
健美操：韩李美萱 (体育中心形体馆二)
跆拳道：吕后刚 (体育中心二楼平台)
定向越野：耿文光 (户外)
定向越野：孙雅薇 (户外)
体育舞蹈：姜 迪 (体育中心形体馆三)

网球：周全富 (网球馆)
篮球：孙福成 (体育中心辅馆)
足球：陆东东 (足球场)
足球：卢茂春 (足球场)
排球：徐 野 (体育中心辅馆)
舞龙：孙 建 (田径场东南角)
瑜伽：雷 瑛 (体育中心形体馆一)
乒乓球：冯军政 (体育中心乒乓球馆)
羽毛球：赵 朦 (体育中心羽毛球馆)
健美操：于阳露 (体育中心形体馆二)
跆拳道：白茂强 (体育中心二楼平台)
户外拓展：管月泉 (户外)
定向越野：孙雅薇 (户外)
体育舞蹈：赵元祥 (体育中心形体馆三)

3
|
4
节

9:50
|

11:20

风景园林 161：王 帅 (体育场)
风景园林 162：耿文光 (体育场)
会计 161：段海庆 (体育场)
会计 162：洪幼平 (体育场)
会计 163：陆东东 (体育场)
投资学 161：陆春红(体育场)
金融 161：卢茂春 (体育场)
金融 162：傅光磊 (体育场)
金融 163：杨春莉 (体育场)
金融 164：宋崇丽 (体育场)
公管 161：韩李美萱 (体育场)
区域 161：姜 迪 (体育场)
表演 161：陈 欣 (体育场)
园林 161：张东宇 (体育场)
园林 162：吕后刚 (体育场)
草业 161：李艳杰 (体育场)
草业国际 161：李艳杰 (体育场)

植保 161：周全富 (体育场)
植保 162：孙福成 (体育场)
植保 163：孙 建 (体育场)
植保 164：徐 野 (体育场)
茶学 161：杨宪民 (体育场)
园艺 161：孙雅薇 (体育场)
园艺 162：赵 朦 (体育场)
园艺 163：冯军政 (体育场)
园艺 164：雷 瑛 (体育场)
中药 161：李艳杰 (体育场)
中药 162：于阳露 (体育场)
动医 161：白茂强 (体育场)
动医 162：韩李美萱 (体育场)
动医 163：管月泉 (体育场)
动医 164：赵元祥 (体育场)

网球：王 帅 (网球馆)
篮球：段海庆 (单周-体育中心辅馆)
篮球：杨春莉 (双周-体育中心辅馆)
篮球：孙福成 (北苑篮球场)
足球：洪幼平 (足球场)
排球：陆春红 (体育中心辅馆)
瑜伽：雷 瑛 (体育中心形体馆一)
羽毛球：赵 朦 (体育中心羽毛球馆)
羽毛球：傅光磊 (体育中心羽毛球馆)
健美操：于阳露 (体育中心形体馆二)
跆拳道：吕后刚 (体育中心二楼平台)
户外拓展：管月泉 (户外)
定向越野：耿文光 (户外)
体育舞蹈：姜 迪 (体育中心形体馆三)

网球：杨宪民 (网球馆)
篮球：段海庆 (单周-体育中心辅馆)
篮球：杨春莉 (双周-体育中心辅馆)
排球：陆春红(体育中心辅馆)
足球：洪幼平 (足球场)
武术：张东宇 (武林)
拳击：林 军 (体育中心二楼平台)
瑜伽：李艳杰 (体育中心形体馆一)
羽毛球：陈 欣 (体育中心羽毛球馆)
乒乓球：宋崇丽 (体育中心乒乓球馆)
健美操：韩李美萱 (体育中心形体馆二)
跆拳道：吕后刚 (体育中心二楼平台)
定向越野：耿文光 (户外)
定向越野：孙雅薇 (户外)
体育舞蹈：姜 迪 (体育中心形体馆三)

网球：周全富 (网球馆)
篮球：孙福成 (体育中心辅馆)
足球：陆东东 (足球场)
足球：卢茂春 (足球场)
排球：徐 野 (双周-体育中心辅馆)
排球：张 禾 (单周-体育中心辅馆)
舞龙：孙 建 (田径场东南角)
瑜伽：雷 瑛 (体育中心形体馆一)
乒乓球：冯军政 (体育中心乒乓球馆)
羽毛球：赵 朦 (体育中心羽毛球馆)
健美操：于阳露 (体育中心形体馆二)
跆拳道：白茂强 (体育中心二楼平台)
户外拓展：管月泉 (户外)
定向越野：孙雅薇 (户外)
体育舞蹈：赵元祥 (体育中心形体馆三)

6
|
7
节

14:00
|

15:30

生态 161：王 帅 (体育场)
环工 161：耿文光 (体育场)
设施农业 161：段海庆 (体育场)
生物工程 161：洪幼平 (体育场)
生物工程 162：陆春红 (体育场)
食工 161：卢茂春 (体育场)
食工 162：傅光磊 (体育场)
食品安全 161：杨春莉 (体育场)
食品安全 162：宋崇丽 (体育场)
英语 161：李艳杰 (体育场)
英语 162：韩李美萱 (体育场)
英语 163：吕后刚 (体育场)
人力 161：姜 迪 (体育场)
人力 162：陈 欣 (体育场)
动物实验 161：张东宇 (体育场)

信息 161：周全富 (体育场)
信息 162：孙福成 (体育场)
计科 161：孙 建 (体育场)
计科 162：徐 野 (体育场)
网络工程 161：杨宪民 (体育场)
网络工程 162：赵 朦 (体育场)
应用化学 161：冯军政 (体育场)
应用化学 162：雷 瑛 (体育场)
水产 161：李艳杰 (体育场)
水产 162：于阳露 (体育场)
环科 161：白茂强 (体育场)
环科 162：韩李美萱 (体育场)
资环 161：管月泉 (体育场)
资环 162：赵元祥 (体育场)

保健班：孙建 (体育中心形体馆三)
运动减脂：周全富 (体育场)

网球：杨宪民 (网球馆)
网球：王 帅 (南网球场)
篮球：段海庆 (单周-体育中心辅馆)
篮球：杨春莉 (双周-体育中心辅馆)
排球：陆春红 (体育中心辅馆)
足球：洪幼平 (足球场)
武术：张东宇 (武林)
拳击：林 军 (体育中心二楼平台)
瑜伽：李艳杰 (体育中心形体馆一)
羽毛球：陈 欣 (体育中心羽毛球馆)
乒乓球：宋崇丽 (体育中心乒乓球馆)
定向越野：孙雅薇 (户外)
体育舞蹈：赵元祥 (体育中心形体馆三)

网球：周全富 (网球馆)
篮球：孙福成 (体育中心辅馆)
足球：卢茂春 (足球场)
排球：徐 野 (体育中心辅馆)
舞龙：孙 建 (田径场东南角)
乒乓球：冯军政 (体育中心乒乓球馆)
羽毛球：赵 朦 (体育中心羽毛球馆)
健美操：于阳露 (体育中心形体馆二)
跆拳道：白茂强 (体育中心二楼平台)
户外拓展：管月泉 (户外)
定向越野：孙雅薇 (户外)
体育舞蹈：赵元祥 (体育中心形体馆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