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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那致力于打造最适合中国人学习的葡萄牙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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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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欧那葡萄牙语简介 

欧那葡萄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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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个级别 12 个等级，契合欧标 A1~C2，共 1000 余课时，面向留学、

移民、考试、商务、外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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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那葡语课时按照 1+1（1 节正式发言课时+1 节免费旁听复习课时）设置，使您在

高效学习的过程中有充分的时间享受我们提供的优质服务，每一步都脚踏实地，在完

成既定课时后，能够达到对应级别的语言水平。 

1.1 葡萄牙语课程入学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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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葡语教师测评葡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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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117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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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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葡萄牙语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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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设置，1 节正式课程搭配 1 节免费旁听复习课+1 节专业教师辅导课，学

习、复习轻松搞定 

- 5 级 12 阶段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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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语课程级别图和级别介绍 

 

咨询热线： 

400-808-1648 

咨询 QQ： 

297117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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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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课程针对性 

我们的课程允许不同需求的学员开放性选修，以求达到专业、高效、精准。其

中 A1~A2 级别为基础级别，除兴趣类学生具有相对较大的自主性外，教研组

认为其属于以可用为目的的必修等级。 

我们提供的选修建议如下： 

方

案 
适用对象 描述 

标准课

程 
个性化课程 

1 巴西商务 
适用于普通贸

易业务员 
0~N3 

巴西商

务商贸

口语 

应用葡萄

牙语 
    

2 
葡萄牙黄

金移民 

适用于一般移

民 
0~N2 

文化葡

语牙 

移民生活

口语 
    

3 

葡萄牙留

学移民高

级 

适用于硕士留

学或常住移民 
0~N5 

文化葡

语牙 

移民生活

口语 

应用葡

萄牙语 

CAPLE

考试辅

导 

4 高级商务 

适用于希望将

葡语作为专业

工作语言人群 

0~N4 
巴西商

务口语 

应用葡萄

牙语 

CELPE-

BRAS

考试辅

导 

  

5 
安哥拉外

派 

适用于公司长

期驻留，接触

实务操作外派

人员 

0~N3 

安哥拉

应急口

语 

安哥拉外

派实务 
    

  

  

咨询热线： 

400-808-1648 

咨询 QQ 

2971176392 



第 04 页  葡萄牙语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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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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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 

入门葡语：简单交流 

能够用最基本的日常用语与他人打招

呼、问候、攀谈，描述与自己和熟悉的

人有关的信息。 

 

《Aprender Português》 

《葡萄牙语语法》 

《实用葡萄牙语教程》 

《Gramática Aplicada》 

《Dialogar em Portuguê

s》 

N2 

日常葡语：常规表达 

能够用基本的句型在较慢的速度下与他

人进行关于时间天气、业余爱好、做事

频率、接打电话等的会话，能够简单描

述过去和将来的事。 

《Gramática de Portuguê

s》 

《Gramática Aplicada》 

《Gramática Ativa 1》 

《葡萄牙语语法》 

《葡萄牙语语法一点通》 

N3 

交际葡语：清晰叙述 

能够用常规的句型，在用词、语法正确

的情况下以一般语速与他人进行日常生

活情景的交流，能应对国外生活的一般

情况。 
 

《葡萄牙语语法》 

《大学葡萄牙语》 

《Aprender Português》 

《Português em Direto》 

《Dialogar em Portuguê

s》 

N4 应用葡语：熟练运用 
《葡萄牙语语法大全》 

《大学葡萄牙语》 

咨询热线： 

400-808-1648 

咨询 QQ：

297117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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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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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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用词和语法正确的情况下以正常

语速与他人谈论不涉及专业知识的大部

分问题，可以将法语运用于生活、工作

的常见场合中。 

《Gramática de 

Português》 

《Gramática Ativa 2》 

《Gramática Aplicada 2》 

N5 

高阶葡语：地道表达 

能够在语法正确的情况下与他人在大多

数生活、工作场合中无障碍交流，能够

流利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涉及专

业知识的领域中能够起到明确的指示作

用，表达准确、丰富。 

《葡萄牙语语法大全》 

《葡萄牙语应用文》 

《Gramática de 

Português》 

《Gramática Ativa 2》 

《Gramática Aplicada 2》 

外部资料 

 

咨询热线： 

400-808-1648 

咨询 QQ：

297117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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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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欧那葡萄牙语优势特点 

 

3.1 教研力量 

欧那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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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从事葡语教研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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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117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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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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语、法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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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iomática 

Ideolo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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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ativa）+目录学习法（Índice）+本能进阶模

式（Insti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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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724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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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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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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学生预习和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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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学员在平行班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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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热线： 

400-808-1648 

咨询 QQ： 

266724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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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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独有的辅导课体系 

在欧那学习，除了老师授课外，我们特别安排助教讲授辅导课。在 A1 阶

段，跟班课情况下辅导课安排在每两节课后，循环课情况下辅导课每单元 1

次，一次 1 小时，每班 8~10 名学员，由学生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内容包

括： 

- 总结课程内容、带领复习 

- 总结学员在上交的作业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训练修正 

- 拓展词汇量、纠正发音和表达方式 

针对 A2 阶段开始非跟班课的情况，我们的辅导课每天开放，由学生自由预

约，一次 1 小时，每班 8 人左右，内容包括： 

- 课堂内容的拓展延伸训练 

- 葡语听读课，随机播放葡语广播、精选听力内容等，由助教进行讲解 

- 总结阶段学习的易错点，解答学员提问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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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1176392 



第 10 页  服务系统 
   

  

欧那教育 

上海云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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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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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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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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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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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欧那小语种培训学校-葡萄牙语教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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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7246279 

http://pt.olac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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