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语课程体系 
欧那法语教研组 

欧那致力于打造最适合中国人学习的法语课程 

 

  

欧那小语种培训学校-法语教学组 

   
电话 400-808-1648 

QQ 1586732114 

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 1438 号 

,财富时代大厦,601 室 

http://fr.olacio.com 

services@olacio.com 

    



  目录 

    

 

目录 

1 欧那法语简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1.1 法语课程入学步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2 法语课程设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2.1 欧那课程特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2.2 法语课程级别图和级别介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2.3 课程级别描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3 欧那法语优势特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3.1 教研力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3.2 师资力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3.3 独创的 3I 简明语言思维模式（Inteligible Idiomatique Idéologique） ___ 6 

4 服务系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4.1 课件体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4.2 正式课程+录播（录音）+大班复习课三重保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4.3 作业批改系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4.4 课后答疑系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4.5 完课辅助：上课提醒、智能缺课补课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4.6 教学质量管理系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联系我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第 01 页  欧那法语简介 
   

  

欧那教育 

上海云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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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00-808-1648 

 

1 欧那法语简介 

欧那法语课程经过专业教师团队精心设计打造，参考《欧洲语言通用框架性标准》，

采用最科学、严谨的方式分级和编排，致力于使学员在最合理的时间内从 0 基础学

到精通。 

我们的课程分 4 个级别，契合欧标 A1~B2，共 480 课时，面向留学、商务工作等不 

同场景设计对应难度、内容的课程，全面满足您的需求。 

欧那法语教研团队拥有多年法语考试辅导经验，将 TEF/TCF 考试实战信息加入课程设

置中，训练学生灵活应变，并加入专业考试辅导课程帮助需要升学和工作的学员更好

地应试。 

 

1.1 法语课程入学步骤 

无论是您自行选择，或是由欧那资深顾问为您定制课程，都将遵照以下步骤操作： 

 

 

  

排班授课

根据课程需求和学习能力安排班级

水平测试

专业法语教师测评法语能力

需求设计

课程顾问根据学员情况提出课程方案

咨询热线： 

400-808-1648 

咨询 QQ： 

158673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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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语课程设置 

2.1 欧那课程特色 

- 专业测试确定学员级别，资深顾问定制课程 

- 1+1+1 课程设置，1 节正式课程搭配 1 节复习课+1 节专业教师辅导课，学习、

复习轻松搞定 

- 4 级 20 种不同课程，灵活的课程组织形式 

- 经过严格筛选的国内外精英教师授课、在线答疑，一流的课后服务 

2.2 法语课程级别图和级别介绍 

  

咨询热线： 

400-808-1648 

咨询 QQ： 

158673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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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课程级别描述 

我们的课程与欧标框架一一对应，每一级别包含欧标相应级别所有知识点。 

级别 级别描述 使用教材 

A1 

入门法语：基础交流 

能理解并使用日常用语和非常基本的句

子来满足具体需要。可以介绍自己以及

他人，可以提出并回答有关个人的详细

信息，例如住在什么地方、认识的人、

拥有的东西、日常生活习惯等。当他人

缓慢且清楚地谈话切损失准备提供帮助

时，可以用简单的方式进行交流。 

《你好！法语》A1 

《法语 1》 

《全新法语语法练习与指导初级》 

《法语交际口语渐进初级》 

A2 

日常法语：常规表达 

能理解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句子和常用语

句，例如有关家庭、朋友、工作、购物

和周围事物等。在简单而常见的情景中

通过直接交流表达自己对熟悉事物的意

见。根据需要用简单的词语描述背景、

教育情况、周围环境及其他话题。 

《你好！法语》A2 

《法语语法渐进初级》 

《法语交际口语渐进初级》 

《法国文化渐进初级》 

B1 

交际法语：清晰叙述 

能用清楚病标准的语言阐述有关工作、

学校或爱好等熟悉话题谈话的基本要

点。在国外旅行时能够自如地应对可能

发生的一般情况。在谈到感兴趣和熟悉

的话题时能够简明、连贯地表达自己的

意见。能讲述经历事件、描述梦想、希

望和目标，能够阐述和论证计划或意

见。 

《走遍法国 2》 

《法语交际口语渐进中级》 

《全新法语语法练习与指导中级》 

《法语习语》 

《TCF 法语知识测试 250 题》 

《TEF 法语水平测试》 

《商务法语教程》 

B2 应用法语：熟练运用 《法语阅读》 

咨询热线： 

400-808-1648 

咨询 QQ 

1586732114 



第 04 页  法语课程设置 
   

  

欧那教育 

上海云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 1438 号财富时代大厦 601 室 

电话:400-808-1648 

 

能理解比较复杂的书面语言中实际和抽

象题材的主要思想，并能够在自己专业

的范围内积极参加技术性讨论。可以在

对话中毫不费力地与以法语为母语的人

交流，能够流利、自然地表达自己的 意

见。对普通的题材能写得出清楚详尽的

文件，有能力讨论时事新闻并分析特定

情况的利弊。 

《全新法语语法练习与指导高级》 

《循序渐进法语听说· 中级》 

《法语商务词汇渐进》 

《20 世纪法国艺术》 

欧那自编教材 

 

咨询热线： 

400-808-1648 

咨询 QQ：

158673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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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欧那法语优势特点 

 

3.1 教研力量 

欧那法语汇聚国内外一流教师，打破地域限制，人尽其用，在教师团队外配备

10 人长期、专业从事法语教研工作，自主研发大纲、课件、授课方式和配套

服务，在关注教学的同时关注政策、经济环境变化，对课程进行实时调整，保

证学员能学习到最新、最符合需求的内容。 

3.2 师资力量 

欧那以接近 10 比 1 的比例严格筛选授课教师，并根据教师经验及面试情况进

行分级，保证为学员授课的每一位老师都是拥有多年教龄，经验丰富的学科精

英。我们用心，您能听到。 

中教 

判断标准 欧那小语种 传统学校 

完善的课程设置 符合欧标的 4 个级别，上千个主题课程 不确定 

个性化学习 

50%课程可以自由选课，根据自己时间

安排上课（基础课程除外） 固定时间上课 

小班学习课 4-8 人小班教学 通常大班授课 

大班复习课 有   

优秀师资 资深中教 不确定 

免费重修 无条件免费重修 不确定 

课后录音 提供上课录音永久复习 Χ 

学员评价 数百学员好评 Χ 

咨询热线： 

400-808-1648 

咨询 QQ 

1586732114 



第 06 页  欧那法语优势特点 
   

  

欧那教育 

上海云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 1438 号财富时代大厦 601 室 

电话:400-808-1648 

 

欧那教育所有中教均来自北上广一线城市外国语大学相应语言专业，并绝大部

分拥有留学或国外定居经历，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拥有相应语言 C 级或同

等其他证书，经过欧那教研组多轮面试和培训，确保教师质量和服务态度。 

外教 

我们的外教来源于相应母语国家。与传统机构不同的是，我们的外教选择更严

谨，必须具备教学经验或资历（即教育学或对外语言教学专业学历者），并通

过教研组面试。同时，针对有多种通用口音的小语种（法语、西语、葡语等）

定向招收特定国家的外教配合口语课与 1 对 1 教学，最大程度确保学生所学即

所用，在听力和口语方面降低困难和学习成本。 

3.3 独创的 3I 简明语言思维模式（Inteligible Idiomatique Id

éologique） 

由欧那 MIS(Mindset-Intelligence Studio)团队和欧那小语种教研组历时 2 年

反复试验和修正后针对语言学习进度慢、语法复杂多样的特殊情况而设计的最

符合中国人的学习和记忆方法。配合欧那课程设置，让您的学习效率增长

200%。 

3I 是指：想象力法则（Imagination）+目录学习法（Index）+本能进阶模式

（Instinct），欧那教研团队用此种模式来研发课程，尽可能减少学员的学习负  

担。 

 

 

 

 

 

 

  

咨询热线： 

400-808-1648 

咨询 QQ： 

158673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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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 1438 号财富时代大厦 601 室 

电话:400-808-1648 

 

4 服务系统 

4.1 课件体系 

每个级别上百个课件，全面覆盖知识点与词汇，方便预习和复习。 

欧那课件均为自主研发，版权自有。我们拒绝简单抄袭、搬运任何教材内容，

我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同时希望为学生提供最轻松高效的学习材料。

我们不是教材的搬运工，我们是知识的工匠。 

 

4.2 正式课程+录播（录音）+大班复习课三重保障 

每节课程我们均会要求老师录音，我们还将提供录播课供学生预习和复习。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在正式课时外免费赠送学员等量的课时供学员在平行班旁

听复习。这一切都是免费的服务，我们希望学生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更好的掌握

所学知识点。 

 

4.3 作业批改系统 

每节课后，老师都会上传作业，供学生在课下复习和巩固。完成的作业上传

后，教师将批改、打分、评论，并给出标准答案。作业和答案是教研组精心设

计的，以求与课件搭配使用能够达到最好的辅助效果。我们也要求学员尽可能

按时、保证质量地完成并上传作业。 

咨询热线： 

400-808-1648 

咨询 QQ： 

158673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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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课后答疑系统 

欧那为了方便学生与教师互动，并解答学员课下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我们提

供为每一位学员提供统一的答疑平台。在答疑平台上传的问题将在 24 小时内

得到老师的专业解答。无论是课程内问题、自学的困惑甚至是工作方面的专业

问题，都能够与老师实时互动。 

 

4.5 完课辅助：上课提醒、智能缺课补课服务 

欧那通过邮件、短信和站内信通知，提醒学员按时参加课程，按时完成作业等

等，方便同学们时间规划和管理。学习过程中但难免因为各种事情缺课，在缺

课的上课录音外，欧那还提供缺课补课服务，如果缺课可以跟后续班级补课，

保障学习没有遗漏。 

咨询热线： 

400-808-1648 

咨询 QQ 

158673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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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 1438 号财富时代大厦 601 室 

电话:400-808-1648 

 

4.6 教学质量管理系统 

我们会邀请学生在课下对于老师做出真实评价。学员可以在教师描述中看到历

届学员的真实打分，教学质量和态度一目了然，公开透明。 

 

  

咨询热线： 

400-808-1648 

咨询 QQ 

158673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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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欧那小语种培训学校-法语教学组 

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 1438 号 

,财富时代大厦,601 室 

电话 400-808-1648 

QQ 1586732114 

http://fr.olacio.com 

 

 

 

 

 

 

 

 

 

 

 

 

 

 

 

 

 

欧那法语微信-每日课表/学习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