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讲道－讲道实习一；教育－基督教教育概论；宣教－宣教学

月 时间（节课）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3 14 15 16 17

08:00-08:50 (一)

09:00-09:50 (二) 讲道(李)[1节] 讲道(李)[5节] 讲道(李)[9节] 讲道(李)[13节] 讲道(李)[17节]

10:00-10:50 (三) 讲道(李)[2节] 讲道(李)[6节] 讲道(李)[10节] 讲道(李)[14节] 讲道(李)[18节]

11:00-11:50 (四) 讲道(李)[3节] 讲道(李)[7节] 讲道(李)[11节] 讲道(李)[15节] 讲道(李)[19节]

12:00-12:50 (五) 讲道(李)[4节] 讲道(李)[8节] 讲道(李)[12节] 讲道(李)[16节] 讲道(李)[20节]

15:00-15:50 (六)

16:00-16:50 (七)

17:00-17:50 (八)

20 21 22 23 24
08:00-08:50 (一)

09:00-09:50 (二) 讲道(李)[21节] 讲道(李)[25节] 讲道(李)[29节] 讲道(李)[33节] 讲道(李)[37节]

三 10:00-10:50 (三) 讲道(李)[22节] 讲道(李)[26节] 讲道(李)[30节] 讲道(李)[34节] 讲道(李)[38节]

11:00-11:50 (四) 讲道(李)[23节] 讲道(李)[27节] 讲道(李)[31节] 讲道(李)[35节] 讲道(李)[39节]

12:00-12:50 (五) 讲道(李)[24节] 讲道(李)[28节] 讲道(李)[32节] 讲道(李)[36节] 讲道(李)[40节]

15:00-15:50 (六)

16:00-16:50 (七)

17:00-17:50 (八)

27 28 29 30 31
08:00-08:50 (一)

09:00-09:50 (二)

10:00-10:50 (三)

11:00-11:50 (四)

12:00-12:50 (五)

15:00-15:50 (六)

16:00-16:50 (七) 宣(王)[1节]（线上） 宣(王)[3节]（线上）

17:00-17:50 (八) 宣(王)[2节]（线上） 宣(王)[4节]（线上）

              10 11 12 13 14
08:00-08:50 (一)

09:00-09:50 (二)

10:00-10:50 (三)

四 11:00-11:50 (四)

14:00-14:50 (五)

15:00-15:50 (六)

16:00-16:50 (七) 宣(王)[5节]（线上） 宣(王)[7节]（线上）

17:00-17:50 (八) 宣(王)[6节]（线上） 宣(王)[8节]（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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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08:00-08:50 (一)

09:00-09:50 (二)

10:00-10:50 (三)

11:00-11:50 (四)

14:00-14:50 (五)

15:00-15:50 (六)

16:00-16:50 (七) 宣(王)[9节]（线上） 宣(王)[11节]（线上）

四 17:00-17:50 (八) 宣(王)[10节]（线上） 宣(王)[12节]（线上）

24 25 26 27 28
08:00-08:50 (一)

09:00-09:50 (二) 基(陈)[1节]（线上） 基(陈)[3节]（线上）

10:00-10:50 (三) 基(陈)[2节]（线上） 基(陈)[4节]（线上）

11:00-11:50 (四) 基(陈)[5节]（线上）

14:00-14:50 (五)

15:00-15:50 (六)

16:00-16:50 (七)

17:00-17:50 (八)

1 2 3 4 5
08:00-08:50 (一)

09:00-09:50 (二) 基(陈)[6节]（线上） 基(陈)[8节]（线上）

10:00-10:50 (三) 基(陈)[7节]（线上） 基(陈)[9节]（线上）

11:00-11:50 (四) 基(陈)[10节]（线上）

14:00-14:50 (五)

15:00-15:50 (六)

16:00-16:50 (七)

17:00-17:50 (八)

8 9 10 11 12
08:00-08:50 (一)

09:00-09:50 (二) 基(陈)[11节]（线上） 基(陈)[13节]（线上）

10:00-10:50 (三) 基(陈)[12节]（线上） 基(陈)[14节]（线上）

五 11:00-11:50 (四) 基(陈)[15节]（线上）

12:00-12:50 (五)

15:00-15:50 (六) 宣(王)[13节] 宣(王)[17节] 宣(王)[21节] 宣(王)[25节] 宣(王)[29节]

16:00-16:50 (七) 宣(王)[14节] 宣(王)[18节] 宣(王)[22节] 宣(王)[26节] 宣(王)[30节]

17:00-17:50 (八) 宣(王)[15节] 宣(王)[19节] 宣(王)[23节] 宣(王)[27节] 宣(王)[31节]

18:00-18:50 (九) 宣(王)[16节] 宣(王)[20节] 宣(王)[24节] 宣(王)[28节] 宣(王)[32节]

15 16 17 18 19
08:00-08:50 (一)

09:00-09:50 (二) 基(陈)[16节]（线上） 基(陈)[18节]（线上）

10:00-10:50 (三) 基(陈)[17节]（线上） 基(陈)[19节]（线上）

11:00-11:50 (四) 基(陈)[20节]（线上）

12:00-12:50 (五)

15:00-15:50 (六) 宣(王)[33节] 宣(王)[37节]

16:00-16:50 (七) 宣(王)[34节] 宣(王)[38节]

17:00-17:50 (八) 宣(王)[35节] 宣(王)[39节]

18:00-18:50 (九) 宣(王)[36节] 宣(王)[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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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08:00-08:50 (一)

09:00-09:50 (二) 基(陈)[21节] 基(陈)[25节] 基(陈)[29节]

10:00-10:50 (三) 基(陈)[22节] 基(陈)[26节] 基(陈)[30节]

11:00-11:50 (四) 基(陈)[23节] 基(陈)[27节] 基(陈)[31节]

12:00-12:50 (五) 基(陈)[24节] 基(陈)[28节] 基(陈)[32节]

15:00-15:50 (六)

16:00-16:50 (七)

17:00-17:50 (八)

五 29 30 31 1 2
08:00-08:50 (一)

09:00-09:50 (二) 基(陈)[33节] 基(陈)[37节]

10:00-10:50 (三) 基(陈)[34节] 基(陈)[38节]

11:00-11:50 (四) 基(陈)[35节] 基(陈)[39节]

12:00-12:50 (五) 基(陈)[36节] 基(陈)[40节]

15:00-15:50 (六)

16:00-16:50 (七)

17:00-17:50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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