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E 八炸经验：结果好，一切都好！
恭喜墨尔本悉尼霍巴特文波 PTE 雅思培训学校的 Jacky 同学考得 8 炸，也感谢
他带来的 8 炸经验分享：
前言
终于，终于八炸了，七上八下了 7 次，期间的各种-辛苦，苦闷，抑郁和绝望也
只有自己能体会，不过真的熬过了，一下就觉得一起都值得了。 我走了太多弯
路，希望不要嫌弃我啰嗦，也希望看完我的心得，能对你有哪怕一点点的帮
助。
首先，真的要感谢 Grace 的一针见血的帮我找到了问题，并在我在错误的大
道上狂奔的时候及时的拉住了我！总之，没有 Grace 的帮助，我觉得我根本不
知道还需要多久才能考到。考 PTE 就找 Grace，简直就是王道！
再来，感谢我的女朋友，一直用半糖主义的方式鼓励我，教育我，激励我，
让我在考得好有进步的时候不骄傲自满，在我考得差的时候，给我鼓励和安
慰。真的谢谢她对我的信任和支持，让我像一个男人一样去承担自己应该承担
的责任。
最后感谢父母对我无上限的考试支持以及鼓励，让我有坚强的后盾去拼去
闯。
背景介绍以及一些鸡汤
先交代一些我的背景吧，这样也能需要帮助的朋友得到更适合自己的信息。
我 11 年考的雅思 6.5，通过学校的交换项目去了美国把本科读完，当时成绩如
果我没记错是 L7 R6.5 W5.5 S6。因为我是交换生加上又提前了半年毕业，所
以在美国的学习其实只有两年 4 个 semesters，所以在申请研究生的时候很多
学校都要我再提供语言成绩。当时因为在考 GRE（318））和 GMAT（680），也
就去裸考了一次雅思，成绩应该是 L6 R6 W7.5 S6.5，当时脑残阅读做很慢，
三篇阅读就做了两篇，听力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有 6，但是我觉得我听力
肯定不是那个水平，作文很让我欣慰，因为在美国受过 assignment 的折磨，也
受过 GRE 那种 critical thinking 的磨砺，我觉得写作的水平肯定也提高了。
我一共考了 9 次 PTE（其中有一次纯裸考，虽然我很不想承认我考了那一
次），其中有 7 次都是 7 炸，然后就是最后的八炸。我知道考 9 次真的很尴
尬，也感觉自己很蠢，但是，只有真正敢面对最真实的自己的时候，才是能进
步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 PTE 是去年 10 月初，8 月份就报了名，但是当时着急
把我们学校的 accounting core 修完，也没有看过 PTE 一眼。第一次考试属于
纯裸考，我还记得和我女朋友从阿德玩了十天回墨尔本，星期六晚上到的，星
期天中午到了学校开始看 PTE 考题的类型，当时觉得考英语嘛，能差多大？结
果考了出了，我给我女朋友打电话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从来没觉得我英语这

么差过。反正没有一个部分的题做完了的，结果成绩出来也不意外，除了口语
67，其他都是 55 左右。虽然很失望，但是觉得口语过了 7，还是觉得自己应该
可以，因为当时很多朋友给我说 pte 最难的就是口语（现在想来真的是太
naïve 的想法了）。之后就开始准备学校的 final 了，pte 就彻底被遗弃了。
我属于比较有计划的人，也喜欢把事情做在前面，因为面临毕业，我就选择
了暑假早点回来上两门学校的课，并带着 PTE 走，所以报了一次今年 2 月 24 的
考试。这次我女朋友也和我一起考，加上知道了鸡精这个东西，就完全在自己
准备，而且动力也很足，当然结果也不错，口语 84，发音 87，听力，阅读，写
作也在 68 左右，成功 7 炸。但是当时考完有一些非常的愚蠢的想法，因为感觉
鸡精中很多，反倒口语第一是自己根本没有练过，第二觉得自己说很烂，觉得
自己应该除了口语都可以上 8。后来一次又一次的考试证明了我的无知，以及
无知就是要付出代价。考完拿到成绩觉得自己牛爆了，自学都可以考这个分，
自信简直膨胀到不行，根本听不进去好的建议，反倒听了一些歪门邪道，误以
为死磕鸡精就能八炸。就这样开始了在错误的大道上狂奔自学的模式。4 月初
考了第三次，考了出来感觉自己完了，阅读完全没中鸡精，作文还是以我写雅
思那种空洞的写法来写，并且完全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结果也可想而知，听
力涨了一点到了 70，阅读掉到 65，写作就在 69 徘徊，最关键的是口语跌到了
75 。那个时候觉得很崩溃，因为这次口语我还反倒用了一下所谓的模板开启了
疯狂读图上的字，横纵坐标的脑残模式。那次之后我知道了死磕鸡精真的是没
有一点用的，英语还是要靠真本事的。我知道单词是我最薄弱的环节，真的单
词量奇小，所以我就开始被单词了，不过好像又走偏了一点，我开始了疯狂背
GRE 单词的模式。必须要承认的是，背 GRE 单词确实有用，但是真的效果不算
明显，考试中确实会偶尔遇到 GRE 单词，但是绝大多说一定是四六级的单词。
之后考了我第四次考试，不过很不巧，是 5 月 8 号。那天考到了不少新题，包
括 WFD 一句幺蛾子（这句话我也是最近才看到比较完整的回忆，Behind the
garage is a flat cart drawn by mules），反正当时就听到了 flatten
drawn by 什么鬼，当时应该整句话全军覆没吧。第二天，我女朋友帮我查的的
成绩，直接吓傻了口语 35，听力 60，阅读 63，写作 69 。一度开始怀疑人生，
放弃考试，不过还好过了几天改了成绩，变成了口语 73，阅读 73，听力 65，
写作 69 。我当时就安慰自己至少背单词是有效的，阅读至少涨上了 70（非常
无力的自欺欺人）。当时就意识到，我应该不能再自学了，必须要找老师上课
了。我比较过很多机构，找过很多朋友咨询，最后还是很感激我老板给我推荐
了 Grace。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了我回归正途的上课之旅。在是上了两次
课的情况下（我一共也就五节课），我的作文一下找到了一点感觉，马上就飙
到了 77，这个分数对于我之前的进步来说已经是巨大的了。这都要归功 Grace
细心又耐心的帮我指正我大作文的 SWT 的问题。尤其是 SWT，虽然我不停的向
Grace 秀智商下限以及神逻辑的时候，她也没放弃我，选择耐心的给我指导和
鼓励，真的是每一篇但凡有鸡精的题都帮我过了一遍，把一切都梳理的很清
楚。之后又上了两节口语课，告诉了真正的模板到底是什么样的，RA 到底该怎
么读，这次是我真正爆发式的进步的一次，口语直接飙上了 90，相应阅读也飙
上了 81 ，但是写作和听力还是差 3 分和 4 分。然后又找 Grace 上完了最后一
节课，再去考了一次，到此我已经考了 7 次了，这一次，口语已经 90，阅读
88，写作 79，听力 76，我知道我已经不远了，再猛攻一下听力，我下次就一定

能过。可是这个时候老天就像和我开了一个玩笑一样，第八次，脑子和打了铁
一样，听力掉到了 70，最让我意外的是写作掉到了 65，口语 90，阅读 80 。我
真的彻底受不了了，作为一个爷们儿，我不很耻的伤心的大哭了一场，开始怀
疑自己，瞧不起自己，否定自己。这个时候还是谢谢我宝贝女朋友，告诉我，
没关系，要看到自己的问题，也当没考过这一次，就还是当你听力差 3 分，坚
持不要放弃.Grace 也鼓励我，告诉我考试有起伏是很正常的，但是还是要找到
问题，例如我的 spelling 和大作文的模板（这个后面具体来说）。现在想起
来，这一切也就是 10 天前的事，当时觉得天都塌了，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是那
么释然。其实，考 PTE 不就是在找到了方法之后不停坚持吗？我就让我自己难
过了一天，然后再次投入战斗。希望就在八炸边缘的朋友们，再坚持一下，不
行就两下三下，只要方法对了，最后你会觉得一切都值得！
自我心得
我考了 9 次，每次都要不一样的感悟，也希望我的感悟能帮到还在边缘死磕的
你们。首先，PTE 比想象中简单这是一定的，但是又没有那么简单，这是一个
运气与实力并存的考试，只要找到方法，一定会有所突破。然后下面的小分和
上面的大分其实没有绝对必然的联系。
1. 1. 口语
我口语除了中间三次，都是还不错的成绩，尤其最后四次都是 90，我觉得这个
部分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首先，口语就是 PTE 里的纸老虎，它绝对是最简
单，最容易在一瞬间攻破的一项。其次，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纠正一个误区，至
少是我这么认为的，流利度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在第八次流利度 66，发
音 79 的时候我口语 90，我第二次考试时，发音 87，流利度 74，口语却只有
83, 。我自己觉得口语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内容，我看过很多流利度满分的口
语也只有 80 出头。我反正不相信你在机器面前以欧阳靖的速度来说一段无关的
话，可以拿到满分。这里必须要说的是，大家对于口语模板有完全错误的认
识，其实口语模板不是保证你流利度的东西，而是保证你的思维，Grace 告诉
我，只有你固定了句式，才能固定你的思维。你以为模板那是保证了流利度，
其实是保证了你的内容，保证每一张 DI 都能说出它答案库里存有的答案，我觉
得这个才是重点。
RA，的重要性我就不赘述了，反正我口语 90 的时候，我阅读就没下过 80
RA 里的断句，什么词之间应该断，什么应该连读，什么时候失爆，就去找
Grace 请教吧，亲测有效。

。

RS，拿科学美国人精听来练，把 6s 的句子都拿来练，有一定基础的，练一两周
后一定做到 90%复述，反正我前几次都是只能说最后两三个次，但是练了之后
能说 80%-90%吧，短句子保证 100%。
RL，说来惭愧，我其实一直做得不好，可能也是导致我听力上不去的原因。我
属于手上开始记笔记，我耳多就开始屏蔽听到东西的人。这个时候大量练习的
效果就来了，我最猛的时候一天要听 20 篇科学 60s 精听，泛听无数遍。耳朵灌

多了这些你会慢慢发现，你能听出文章的结构，而你要记的东西其实就那么
多，就只有那个框架，和不太细的细节是你需要的。举个例子，很多人都考过
Galaxy 那个图片，很多鸡精都在说那个图是 copy right free，如果你要考
79，你自己想想这种简单的废话会是答案需要的东西？难道不是后面说的为什
么 the brightness exist it still remains mystery 吗？很多人也考过巴普
洛夫实验，都在强调实验内容，但是，如果你注意听，整篇文章在最开始就说
了他们想搞清楚 motivation 是怎么运作的，难道这不是整篇文章的 topic 吗？
巴普洛夫的实验只是证明的手段啊。所以要想考 79，真的要提高自己的能力，
鸡精也不是能全信的，还是要靠自己！
ASQ，我觉得这个题第一是靠运气，你遇到的问题你熟悉，你能听懂，你也知
道，肯定就简单，但是这个题占分到底如何我也不知道，我反正觉得我答得好
听力也是那个分，答不好也是那个分。对了，我觉得我 vocabulary 高的时候
都是我答得好的时候。此外，我反正不确定的时候我会以一个匀速说一堆我猜
测的词出来，据说系统是探测到你说了对的词就给分，所以就别加 or 进去了，
直接说吧，这个题就随缘吧。
1. 2. 写作
Essay 说来惭愧，我本以为我的英语写作是很不错的，毕竟我写过那么多英文
assignments，雅思也考过 7.5，我觉得我的语法还不错，行文逻辑也很好，但
是后来才发现，可能有一些人能读懂的比较空洞的东西，电脑是读不懂得。再
说一下，因为我第八次写作直接从 79 掉到了 65，这是除了我裸考以为最低的
成绩，让我潜心研究下了 PTE 写作打分，以及真正的模板。首先，大家一定要
知道，大作文其实占分比例很大，而且它也不是按照 test plus 上说的那样内
容只占 2 分，我去官网搜过打分，你的所有作文被机器扫过以后会给你一个系
数，这个系数会拿来给你整个文章做一个很复杂的算法，然后打分。所以，这
个时候作文的模板的重要性就出来了。按照模板把观点用不空洞的说法说出
来，然后用具体的例子来丰满词汇把词汇展开来说。最后记得句式多变一下，
简单的从句，插入语，倒装，伴随状语都来一点。我最后一次也就这样做了之
后作文就 84 了，而且是在我语法历史最低分 64 的时候考到了 84 。所以，内
容内容。最后我觉得写大作文还是把批判性思维给展现出来吧，第一是把逻辑
能力展现出来，二是这样每一个观点就用想一个点，其实还是减轻脑子的压
力，给自己多点时间检查拼写和语法。
SWT，第一就是找出文章的逻辑，反正逻辑就那么几种，第一时间梳理出来，然
后按照 Grace 给我的说的每一种逻辑类型的句式把关键词拼接起来，这个题就
算完了。很感谢 Grace 及时制止了我极简的风格，有一些很不负责的机构在哪
儿乱说非要同义词替换，这样那样，反正我觉得都是狗屁，因为你换多了，尤
其是关键信息点，机器很有可能识别不了内容。并且，官方从来没说过照抄原
句会扣分什么的，所以，我每次几乎都写差不多 70 字左右，然后除了极个别我
很确定的形容词我可能稍微换一下，其他词我基本大段大段超。这次我考了动
物不像人那样可以思考，可能考过的朋友都知道那篇文章很短很短，基本全文
照抄，删掉细节例子就搞定了。个人观点，SWT 最重要是读出文段逻辑来，剩
下就用模板拼接就好。对了，遇到了鸡精一定不要激动，认真再看一遍，因为

考试的文章都是改过的。我自己是把全部 SWT 鸡精都写过一遍的，基本属于信
息点滚瓜烂熟，但是我每次写的鸡精题都是有很多细节改动的，考试遇到了一
定要仔细再读一遍，就算逻辑一样，内容点还是有差别的。想考 79 的朋友，网
上那些 SWT 答案千万别背啊，你自己找到感觉后你就知道那些答案是什么水平
了。
Spelling 真的是我一生的痛啊！但是就我我的经验告诉我那些 20 几分 40 几分
的 spelling 一定不是英美式造成的，不信你开 notepad 限时写一篇文章，我想
这种分数的朋友一定会看到自己很多单词拼错了，根本不是英美造成的，其实
就是键盘打字不习惯，盲打不看键盘做得不好！推荐大家用金山打字通练个一
个月，这里又要感谢一下我女朋友，每天自己都没睡醒，闹钟一响不是去按闹
钟，第一时间摇醒我，叫我去打字，哈哈哈哈哈哈！我练得最好的时候
spelling 到过 90，脑残的时候 spelling 只有 22，哈哈哈，你说 spelling 重
不重要，我真不好说，有人可能写作 90，spelling 13，有人可能 78 分
spelling 13，你说对于 78 的人来说 spelling 重要不？多自己看看自己打的东
西肯定能发现一些不应该出现的拼写错误的！
1. 3. 阅读
单词，单词，单词，背单词！！！！！真的要强调下，单词的重要性，我自己
阅读以前是我最差的，一旦遇到什么人文社科类文章我就处于绝望崩溃边缘，
然后就开始机选。但是在背了单词之后，整个情况都不一样了，我有耐心去读
文章了，因为能读懂了，也愿意去思考每个空应该怎么填。Grace 说的很对，
其实 pte 四六级单词就够了，如果这个没掌握好，就倒回来背吧，反正我扇贝
坚持打卡了 96 天了，背了一本 gre 核心，和 90%的六级，然后神奇的事就出现
了，反正在 RA 和 SWT 的加持下我阅读没下过 80 。基本文章都能读懂。
FIB，鸡精，鸡精，鸡精，两种类型的鸡精填词鸡精疯狂的背吧！这个鸡精是我
觉得最靠谱，最好用的鸡精！不过最近几次考试我发现很多鸡精文章都是一样
的，但是填词位置换了，或者做了同义替换，大家背鸡精的时候一定要熟读全
文，保证整篇文章都读懂了，这样换了位置也不怕，也不会觉得遗憾，遇到了
鸡精没选对。
RO，指示代词，时间，时态，这些东西都是最明显的，好好弄清楚。然后就是
鸡精，给你背，你不背，那不是可惜了，这个鸡精也靠谱！
单选多选，真的要好好做，不要觉得时间不够，一定静下心来好好读，我反正
不建议多选选一个就跑，我自己感觉，这些多选题稍微读一下，真的能读出
来，千万别战略性放弃，有时候差的可能就是这一个选项啊！而且，我觉得，
FIB 遇到一道鸡精题秒选出来节约的时间不就是拿来给你好好读文章，把答案
选全的吗？我除非真的遇到了 6 个选项的，不然我一定会让我选出全部正确答
案再 next。当你背了单词和鸡精后，你会发现你阅读的时间多到爆炸，我最后
几次基本是剩 10min 来做最后两个单选。
1. 4. 听力

这一部分，我完全没有任何心得，对于我来说，过也运气，不过也运气。我的
练习方法就是之前 RL 里提过的，一篇 SSS 真是可以“一鸡多吃”啊！哈哈哈
哈！总有量变到质变的那一天的。
WFD 真是一个实力心态运气体力的挑战啊，我反正最怕的就是这个题，各种幺
蛾子句子各种奇怪口音，再加上脆弱的内心，我简直受不了。反正好好背鸡精
吧，不过鸡精和实际的区别还是有，好好听吧！一定要首字母啊，不然很容易
掉词，漏词，万一就差那一个词，真的会很遗憾啊！我很幸运，有个好女朋
友，在自己两门寒假课的同时，每天坚持换着各种口音，各种语速帮我报 WFD
鸡精，帮我总结错误，功劳簿上给你记一大笔！
结语
这个考试过程真的很痛苦，很折磨人，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一
定就是八炸的那一天！再次感谢 Grace，老婆，父母，以及没有放弃的自己！
最后我自己做了一个表，把我这 9 次的成绩给大家看看，像我这样的弱智，都
能做到，你们也一定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