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喜墨尔本文波 PTE 白班学员 MC同学在 2月 4日的考试中取得了听力 81，阅

读 85，口语 79，写作 81，总分 81分的好成绩，通过 PTE四个八，获得了移民

分 20分！下面是她给大家分享的经验： 

小小经验 by MC 

 

就这么考过 8炸，虽然离刻苦努力的满分大神们有很大的距离，但还是想给大

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从两个阶段分开说吧，话比较多，按你们的需要选看，

一个是从雅思转战 PTE7 炸的阶段，一个是从 7炸到 8炸的阶段。（炸 refers 

to 掼蛋里的 4张一样的牌，用作炸弹，跑题了😅。。回来） 

  

1.  从雅思到 PTE7 炸 

  

我的情况： 

之前考了三四次雅思，听力阅读基本就是 8.5/9，口语 7/7.5/8，但是每次写作

都是 6.5，简直崩溃，相信大家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 

  

15年 9 月，我决定试试 PTE，自己先是上的 PTE官网，把所有题型怎么考，打

分的规则都看了一遍。（当然你们觉得自己看一遍太累，可以去墨尔本文波

PTE听个 PTE试听课，文波的老师直接给你口述会快一些。） 

接着我就把官网上有的 free sample questions 做了，再付费做了那个 Online 

Scored Test A，结果听力阅读写作项过了 65，口语竟然只有 55，于是决定先

on hold。（现在想来网上那两套题是偏难的，毕竟模拟真实考试，备考的同学

们还是要做的） 

  

过了一个月，就是 10 月 23号，我好朋友去考了 PTE，4个 7到手，就鼓动我赶

紧去考，还给我讲了口语里面 describe images 不同类型的图大致的描述思路

（感谢小伙伴），于是我就报了几天后的考试，这期间用 official guide 教材

里的自带软件练了 speaking 和 listening，都是计时练的。 

  



 

 

考试第一次 10月 28 号，L73，R78，S64，W79，口语差一分，不甘心，立马接

着报了一周后 11月 5号的一场，这期间着重练了 speaking的每一项，第二次

L75，R78，S73，W81，7炸完成。具体小技巧后面说。 

  

这些是我觉得从雅思转到 PTE需要做到的： 

●       了解所有题型和其打分点，如果你雅思跟我情况很相似，我

觉得可以一试 

●       调整心态，要抱着既然雅思不行，那 PTE必过的心，但是这

不代表 PTE难度比雅思降好几级，难度是在的，讲究的细节技巧反而多一些，

雅思阅读听力是做完就觉得基本全对，但 PTE 就有些把不准，它的记分方式是

渗透进每项的 

●       让自己处在一个思维活跃的状态，PTE fluency 挺重要的，

如果你整天在家懒洋洋的，一会看一点，一会看一点，那个劲提不起来，考的

时候，反应也不会快。所以多做运动，多喝咖啡，多说话，亢奋一点٩( ᐛ )و 

●       练的时候一定要计时，还要把自己说的话用手机录下来，然

后听自己哪里卡了，哪里发音不对，哪里口齿不清，毕竟 PTE是对机器，你得

首先让它听懂你。考试的时候 3s不说话麦克风就自动关，而且很影响分数。练

的时候，经常就是你一直在自言自语。 

比如 read aloud 我会打开 iPhone里面的 notes，练的时候打开那个键盘上空

格键左边的小麦克风进行语音识别，手机会跟着出单词，有识别不出来的那

些，就可能发音不太标准或者不够清晰。Describe images我就直接看题计

时，说的时候录音。 

  

7 炸的一些 tips： 

  

首先，一定要声！音！大！这件事上我明白了绝对要厚脸皮自私一点，作为女

生，我第一次考的时候一看大家都很乖，声音不大，就不好意思放出声音了，

这绝对不行，因为很可能录进去的声音是飘的。一定要声音大！说话带劲！ 

  

Speaking 



 

 

●       Read Aloud 读题时间我是先 2s扫一眼，看这段话几个句

子，有没有从句，然后读出声的很快读一遍，这时候能感觉出哪些地方该停

顿，哪些词是一个 chunk 该连起来加点速度读，完全不会的词按音节读，一遍

读完，还剩几秒的话，把生词前后几个词顺起来读一遍防止卡。开始之后，一

定要读的抑扬顿挫，很活泼的读，嘴巴一定要舍得张大，别高冷的念经，句末

要降调。正常长度的 25秒内读完 

●       Repeat sentences 我没有用 He Jiang大神记首字母那个方

法，大家可以去看文波推送文章里他写的经验，我觉得批量练了的话肯定很有

效。我基本是一句话不长的话只记重点词首字母，长的话前半段靠脑记，后半

段记首字母和重点词前两三个字母，学过口译的同学们这方面应该都练过。这

部分是词和顺序全对 3分，50%以上词和顺序对 2分，我会尽量模仿说话的人的

语调，口音就不用模仿了 

●       Describe Images 7炸我觉得细节不用 care，数字我撑死提

了 2个，这样 fluency 无比赞，每个我说到 30s左右，就立马按 next 了 

描述顺序基本首先都是一句话改述，把标题、横轴信息、单位什么的揉一起

（the 什么图 shows/illustrates/demonstrates....) 

然后 

Line：说几条线，是啥，哪条升，哪条降，哪条 remained stable，哪条有

fluctuations，overall 这是个关于什么的图。 

Table：在什么时间有什么，接着在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有什么，罗列着说，句

式可以微变 

Pie：第一大是谁，接着谁谁 has second highest proportion，而最小的是

谁，重复题目 

Map：图例讲了啥，图中间是什么，图左/右/上/下/东/南/西/北有什么，随机

说，最后这是个什么图 that tells a lot of information 

Flow Chart：一共有几步，第一步是啥，接着第二步干了什么，在第三步，we 

can see什么什么，最后 this is where the whole process starts again. 

  

其实就是用最简单的表述结构，可以不加数字，因为你每看一次数字都要

extra的反应时间，不纠结，fluency保证赞，练顺了之后，可以无脑用这种结

构，考试的时候某些瞬间随口就能加一两个数字，当然前提是顺。 

●       Retell Lecture 这部分我练了两三个题，7炸我的结构是这

么说的: 



 

 

This lecture talked about 什么什么。首先，the lecturer介绍了 a，这个 a

是干嘛的/a是谁，然后 Accordingto what he said, a 怎么了/有什么作用/影

响。顺着这个再根据听到的信息扯一句，最后，所以这是个关于什么的很有意

义的 lecture。 

●       Answer Short Question 

常识题，把 free sample/official guide/testplus/testbuilder 的都练了

吧，我是自己把录音放进 iPad里，去 gym骑单车的时候就顺着放。后来去听文

波的体验课，才知道文波把所有这部分的题做成了问题和答案的对应版，有需

要的可以去文波问问。 

  

Writing:说实话写作我基本没单独练，所以我觉得 PTE写作没有雅思那么难上

7 

●       Summarize Written Text 一句话总结文章 75字以内，我不

知道老师会怎么教，但我个人的写法是（仅供参考，不对别怪我😂），先看第

一段找主题，然后用主题作主语，把第一段它要说的，先写一句，尽量用原文

的词，可以变换某些词形。然后读后面的段，看是补了主题的作用/影响/发

展，还是转折，开始修改前面那句话，加从句，有的内容可以总结成修饰词，

插到名词前。我感觉尽量用原文的词组机器好识别。文章里如果有举例子，我

不会提细节，直接加和主题相关的结果 and add by research/report。 

●       Short Essay 200-300字 20分钟，我就是开头结尾各一句，

中间三段，每段第一句主句第二句过渡第三句例子，为了扣题让它识别，我会

反复把题目的关键词变个方式写 

比如 8炸我考的 Whether you believe the law can affect human behavior? 

随意变：legislation, people's behavior, affects how people behave, 

influences people, human can be changed by the laws etc. 

  

Reading: 我没有好好练题，可能翻着扫过几题，但我熟记所有的题型，多选题

选错一个倒扣一分，reorder找连接词时间词因果关系看逻辑，选词题我是看

感觉。。。。。不好意思这部分我好像说不出啥。。。大家可以去找老师指

导。。official guide的题可以做 

  



 

 

Listening：要注意每题的时间，因为它的录音一定要放完才能 next, 所以你

听完录音纠结答案太久会影响后面，而后面 writefrom dictation算

listening和 writing 两部分的分，所以一定要做完。 

●       多选题依然选错倒扣， 

●       Summarize spoken Text 我是用口译的习惯记 notes 然后尽

量用原文或者原文变换过的词写，一般写三句。 

●       Highlight correct summary 我都是读了问题就仔细听录

音，听懂了再找正确的选项，这样很容易因为有的选项一看就内容不对，不然

一边听录音一边忙着看选项反而没弄明白。 

●       填词题可以用 tab键调到下一个空，我是省时间边听边打

的，有的人是先笔记再填，注意有的时候他会故意前面说的慢的不行，后面呼

噜呼噜就没了，一定要集中，别漏了 

●       Write from dictation: 句子相对前面口语的 repeat 

sentences 短一丢丢，也有长的，别掉以轻心，笔记的时候可以注意时态和复

述，打出来的时候很可能突然就忘了 

2. 从 7炸到 8 炸： 

我的情况： 

7炸完我出去玩了一趟结果心散了。。。再接着我 12月去装了牙套整个人连说

中文有时候都会漏气，就导致非常不敢去考试，怕根本 speaking会很低。。。

这这么晃到了 1月。。。期间并没有练教材上的题目，不过，我看美剧的时候

还是会有习惯性跟着 subtitle读，练习在牙齿漏风的情况下，尽量发音完全。 

  

直到 16 年 1月 29号，我去听了墨尔本文波 PTE的试听课，就觉得不过 8炸不

行，一定要报个课，把自己的劲提起来，所以就报了白天的课，Shawn 老师教

的。这个广告肯定要打在这里了哈哈😂报班对于我来说，是个督促自己的东

西，老师领进门，修行还是靠个人的，不能指望说哦我去上了课，课上完了，

就一定能过，所以别急躁，自己也要练。2月 3号，8炸成绩为 L81，R85，

S79，W81 

  

7 炸到 8炸做的改进的 tips： 

• 声音真的一定要大，豁出去懂吗，这次 8炸我的心态就是这样，我就豁

出去试一次声音大，真心声音特别大，监考的人来给我示意了两次，我



 

 

就默默的点了点头作为回应，重要的事说多几遍，声音一定要大！（对

不起我旁边的人😳） 

• 在某种程度上，我个人觉得一开始的 self intro，机器会智能识别你说

话速度，语言能力继而以此为基础给你分配题的，所以这次我 self 

intro 试着比上次考少用复杂的词，速度也适中，题目做下来感觉变态

的地方没有上次考用复杂词的 self intro 多 

• Read aloud这次基本每个 20s左右读完，都有做到很自然的快，某些地

方还会有点做作的来点美式音，所谓模仿 native speaker 的 feel，做

作的值得。平常有的时候我会看美剧或者 TED talks挑美语口音的演讲

然后跟着他们的速度读 subtitle，毕竟 PTE是美国人出的，虽然机器说

它几大口音都能识别，但我猜美国口音还是它最爱。对于具体发音问

题，大家可以考虑去上课，让老师听你说，给你纠正。陆老师就试听课

的时候提到我 sz发的不清楚 

• Repeat sentence 我感觉这次相比以前，做的特别好，几乎应该没有

错，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很重要，特别拉 speaking的分，好好练。 

• Describe images 我感觉做的并不很好，因为好像有的地方有呃呃啊

啊，整体每个图 8炸比 7炸说的时间长了，都有说到 40s（有一个图最

后一个词没说完可能没录进去，但看分数似乎没什么大影响，可能高度

集中了，对呃呃啊啊花的时间长度感知有偏差） 

8炸 describe image 对信息点的要求是比 7 炸高的，上面提到的那个超简单结

构需要丰满一点，数字也要加进不少，有时还需要最后 add conclusion or 

prediction,所以具体怎么改进我觉得大家去找老师问问吧，因为我的回答方式

一般是按照我的思路走的，我怕误导大家 

 考到的图我记得的，有一个下载音乐的流程图，无比简单，无脑； 

有一个世界地图给你两组不同颜色的 dots，地图上各地都布满了这些 dots，一

组 dots 代表 precipitation increase 了，一组 dots代表 precipitation 

decrease 了，这个图我看懂花了很久，所以说的时候小卡，信息描述部分我就

按不同 continent分类说的； 

还有一个 bar chart，是横向 bar排一列的那种，第一第二并列大的是

Australia和 Austria 都在 6.2%，具体讲什么忘了，后面还有 Germany 什么的

一列国家 

  

剩下的部分好像没有什么我印象太深的，所以能帮到大家的可能很少。 

  



 

 

怎么说呢，每个人缺的都不一样，自己找不出改进的方法，去墨尔本文波 PTE

找老师练未尝不是好选择。对于要移民的孩子们，时间就是一切，谁不想跑在

别人前面，所以抓紧去咨询，去练起来！最后，也谢谢文波的老师们，给了我

燃的动力。 

 

p.s. 看到这篇文章的我的小伙伴们，我很乐意免费友情陪你们练，么么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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