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午别 内容 时间 备注

起床 6:20

早锻炼 6:40—7:10

早读 8:00—8:20

第一节课 8:20—9:05

第二节课 9:15—10:00

第三节课 10:30—11:15

第四节课 11:25—12:10

预备 1:50

第五节课 2:00—2:45

第六节课 2:55—3:40

第七节课 3:50—4:35

活动课 4:35—5:35

6:20—7:05

7:15—8:00

宿舍熄灯 10:30

江苏省扬州技师学院新校区分批次作息时间表

（第一批次:现代制造学院 交通工程学院 基础部）

上

午

下

午

晚自习

1.周一上午早读课改为升旗仪式、
周二上午早读课内容为学校晨会
（早读课不上）

2.行政人员上下班时间：
上午8∶00～11∶30
下午2∶00～ 5∶00



午别 内容 时间 备注

起床 6:20

早锻炼 6:40—7:10

早读 8:10—8:30

第一节课 8:30—9:15

第二节课 9:25—10:10

第三节课 10:40—11:25

第四节课 11:35—12:20

预备 1:50

第五节课 2:10—2:55

第六节课 3:05—3:50

第七节课 4:00—4:45

活动课 4:45—5:45

6:30—7:15

7:25—8:10

宿舍熄灯 10:30

江苏省扬州技师学院新校区分批次作息时间表

（第二批次:管理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

上

午

下

午

晚自习

 

1.周一上午早读课改为升旗仪式、
周二上午早读课内容为学校晨会
（早读课不上）

2.行政人员上下班时间：
  上午8∶00～11∶30
  下午2∶00～ 5∶00



午别 内容 时间 备注

起床 6:20

早锻炼 6:40—7:10

早读 8:20—8:40

第一节课 8:40—9:25

第二节课 9:35—10:20

第三节课 10:50—11:35

第四节课 11:45—12:30

预备 1:50

第五节课 2:20—3:05

第六节课 3:15—4:00

第七节课 4:10—4:55

活动课 4:55—5:55

6:40—7:25

7:35—8:20

宿舍熄灯 10:30

江苏省扬州技师学院新校区分批次作息时间表

（第三批次:智能控制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

上

午

下

午

晚自习

1.周一上午早读课改为升旗仪式、
周二上午早读课内容为学校晨会
（早读课不上）

2.行政人员上下班时间：
  上午8∶00～11∶30
  下午2∶00～ 5∶00



 

江苏省扬州技师学院老校区作息时间表 

(5 月～9月) 

起  身…………………………………………………6∶00 

早 锻 炼…………………… 6∶10……………………6∶30 

早  餐…………………… 6∶30……………………7∶15 

早  读…………………… 7∶30……………………7∶45 

预  备…………………………………………………7∶47 

第一节课…………………… 7∶50……………………8∶35 

预  备…………………………………………………8∶42 

第二节课…………………… 8∶45……………………9∶30 

跑操活动…………………… 9∶30……………………9∶50 

预  备…………………………………………………9∶52 

第三节课…………………… 9∶55………………… 10∶40 

预  备……………………………………………… 10∶47 

第四节课……………………10∶50………………… 11∶35 

午餐午休……………………11∶35……………………2∶20 

预  备…………………………………………………2∶25 

第五节课…………………… 2∶30……………………3∶15 

预  备…………………………………………………3∶27 

眼保健操…………………………………………………3∶30 

第六节课…………………… 3∶30……………………4∶15 

预  备…………………………………………………4∶22 

第七节课…………………… 4∶25……………………5∶10 

活  动…………………… 5∶20……………………6∶00 

晚  餐…………………… 6∶00……………………6∶30 

预  备…………………………………………………6∶37 

晚 自 习…………………… 6∶40……………………7∶30 

        …………………… 7∶40……………………8∶25 

熄  灯…………………………………………………9∶30 

注：1.周一上午 7∶30 升旗仪式、周三上午 7：30学院晨会（早读课不上） 

2.晚 7：00～7：30收看新闻联播 

3.西院机房第 4节下课时间为 11：25（第 3、4 节课之间不下课休息） 

4.教职工上下班时间：上午 8∶00～11∶20  下午 2∶30～ 5∶30 

 
江苏省扬州技师学院 
2022年 9月 1日 

 
 
 
 



 

江苏省扬州技师学院老校区作息时间表 

(元月～4月 10月～12月) 

起  身…………………………………………………6∶00 

早 锻 炼…………………… 6∶10……………………6∶30 

早  餐…………………… 6∶30……………………7∶15 

早  读…………………… 7∶30……………………7∶45 

预  备…………………………………………………7∶47 

第一节课…………………… 7∶50……………………8∶35 

预  备…………………………………………………8∶42 

第二节课…………………… 8∶45……………………9∶30 

跑操活动…………………… 9∶30……………………9∶50 

预  备…………………………………………………9∶52 

第三节课…………………… 9∶55………………… 10∶40 

预  备……………………………………………… 10∶47 

第四节课……………………10∶50………………… 11∶35 

午餐午休……………………11∶35……………………1∶50 

预  备…………………………………………………1∶57 

第五节课…………………… 2∶00……………………2∶45 

预  备…………………………………………………2∶52 

眼保健操…………………… 2∶55……………………3∶00 

第六节课…………………… 3∶00……………………3∶45 

预  备…………………………………………………3∶52 

第七节课…………………… 3∶55……………………4∶40 

活  动…………………… 4∶45……………………5∶30 

晚  餐…………………… 5∶30……………………6∶00 

预  备…………………………………………………6∶02 

晚 自 习…………………… 6∶05……………………6∶50 

        …………………… 7∶00……………………8∶15 

熄  灯…………………………………………………9∶15 

注：1.周一上午 7∶30 升旗仪式、周二上午 7：30学院晨会（早读课不上） 

2.晚 7：00～7：30收看新闻联播 

3.西院机房第 4节下课时间为 11：25（第 3、4 节课之间不下课休息） 

4.教职工上下班时间：上午 8∶00～11∶20    下午 2∶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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