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E 经验：雅思三个 6.0 一个 7.5 复习 8 周到 PTE 四个 7

恭喜墨尔本悉尼霍巴特文波 PTE 学员 Jason 获得听力 66，阅读 68，口语 70，
写作 74，总分 69 分的好成绩！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在 Shawn 老师的催促下，我给大家带来篇 pte 4 个
7 的攻略贴。分数呢，L：66、R：68、S：70、W：74，本身 毕竟不是 4 个 8，
不算太高，但我备考真正准备的时间加起来不足 2 个月，所以在时间较短的情
况下，怎么掌握一些起码的应试技巧，以及怎么在文波机构老师们的帮助下，
把学到的东西学以致用去拿到这一分数，希望本文能给你有所启迪。

首先选择 pte 弃雅思是因为听了某 Monash 学霸学长给我们的忠告。他早俺们一
年毕业，学校 GPA 稳在 3.0 以上，可是毕业后边工作边考雅思，考了快 10 次都
没有过，这让他备受打击。然而在若干学校成绩不如他的同学们纷纷拿到需要
的 pte 分数时，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转考，结果首次就通过了。而另一个故事
则更奇葩， 我有个 Monash 同学叫 Danny 是纽约的 ABC，他考雅思只拿了听说
读 3 个 9.0 和写作 7.5，天呐😲!!!他可是地道纽约人呐，考 1 个 8.5 都该算失

手，居然会有 7.5？身边这两案例让我隐约感觉雅思是个坑，坚决卡你 7 或 8，
而 pte 比较良心。于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考 pte。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我当年备考雅思来澳学习的经验，在准备一门新的
语言考试之前，报班是必须的。因为老师们毕竟吃这碗饭，他们的记忆里面像
大数据似的装着几千份同学成绩样本，对于任何人的情况可以像老中医一样对
症下药，所以我若虚心求教，便可迅速缩小自己当前水平与需要通过水准之间
的较大差距。于是，根据以往同学反馈和网上的口碑及评价，我选择了文波雅
思。

哦，开始前先说下我的英语功底，我雅思当年来时是这样的，L：6.0、S：
6.0、R：7.5、W：6.0, 3 个 6 一个 7.5。所以刚来文波，Shawn 老师给我的建
议就是底子还行，努力下过 pte 4 个 7 没问题，他这么一说我就没了那种对未
知事物的恐惧感而信心高涨了。就这样我报了 1 月 2 日晚班，分别是 Ben 老
师，Shawn 老师和 Austin 老师轮番教我们。其中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到此类题型
的原因，Ben 老师和 Shawn 老师讲的 RA 和 DI 对我启发很大，在两位老师的耐
心讲解下，我才第一次才知道原来过去很多发音都是中式英语。比如说，it
might be…. 其中 might 的 t 就满足略读条件可以略读；再比如说 water 和
Australia 的发音里面 t 近似可读成 d；而 experience 中的 per 不读成 pi，而
是 bi；以及我们中国人都不太注意的 thousand，this，method 里面的 th 必须
要咬舌头，像 thousand 可能一个 DI 里面要读七八次，若发音不准，DI 能得多
少分，真是难说了。此外我也得感谢 Austin 老师，他主要负责我们的 RL，RS
及读写听，Austin 老师的 RL 高大上版本咱就不想了，能力达不到，做不到。
但 RL 低保建议考试时可是帮了我大忙， 啥叫低保建议？那就是 lecture 完了
你肯定做了不少笔记，譬如《拿破仑三世和巴黎》那篇，若你支离破碎的记了
napoleon third, Hassmen, Paris, rebuild, avenue 等等，那就编故事想办
法把词串在一起在用模板说出来，或者更直接的方法就是 This lecture talks
about XXX,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XX and XX and XX and XX and ….
In conclusion, XXXX. 关键词全用 and 连搞定。这里我想说下，无论 DI 还是
RL，In conclusion 最好要加，因为老师说讲了总结可能机器会认为你 logic
很犀利，有利于加分，而我对于 In conclusion 最万能的套路便是 In
conclusion, this diagram/lecture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useful. 或者
In conclusion, this diagram is very beautiful. 看到这你可能要笑了，这
也行？但问题是实践出真知，我考了两次，两次口语都过了，都 70 左右，所以
你说行不行呢。此外，听了 Austin 老师的阅读，作文和听力课后，我最大收获
便是对主攻方向有了了解，阅读 FIB 和 RO，写作 SWT 要稍微看下机经，不过小
心场上题目有变，而 essay 我是练了快 20 篇，有一次一下发了 12 篇让 Austin
帮我改，他居然罢工了，哇哈哈。至于听力，SST 和 WFD，以及听力 FIB 都是听
力的关键节点。我 SST 第一次没看机经，结果考出来 L:56, R:69,S:68,W:64,
只过两门。而在我把 SST 机经里面的套路，关键词都记下来后，考场上便发挥
的很好了。从这次分数 L:66, R:68, S:70, W:74，可以看出，SST 不仅仅影响

了听力，还影响了作文，两项同时怒提 10 分，所以练习听力没理由不把 SST，
WFD 和 FIB 做好，此外 RL 和 RS 也很重要，而那搞笑的 ASQ，我貌似一题不对
啊！因为命不好的缘故都是生题，但这插曲对我过的大局毫无影响。

最后，从备考上讲，单词 4，6 级用百词斩斩掉过 4 个 7 足够了，而至于时间安
排。我第一次考因为 naati 的缘故，拖到 4 月 22 日才首次去 person，考前复
习 5 周左右，作文练笔了超过 15 篇，前面已经提过，阅读是吃老本的，没准
备，而口语听力我下了大工夫，用老托 93 做跟读，精听，自己读的建议是最好
用手机上的录音器录下来，录完再自己听听，也给老师同学们听听以便纠正。
而第二次考的时候因有其它事只准备三周， 由于我听力差 9 分，写作差 1 分的
缘故，Shawn 老师和 Austin 老师建议我把 SST，RL 和 RS 好好练，其它阅读和
口语不要丢。于是就像上文所提的那样，准备好了 SST，RL 也用了些技巧，当
6 月 28 日的考试成绩出来后，一切就是这样了。

结语：我想说 PTE 比起雅思，真算是个良心考试，也许它写作要求没那么高，
但在发音和听力阅读水平提升方面，远远超过雅思。在这我想谢谢文波的老师
们，Ben 老师，Shawn 老师，和 Austin 老师，感谢你们的悉心指点。另外恭祝
大家早日取得想拿的成绩，告别 pte，开启人生新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