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立优培锐托福讲座 



丁炜，三立优培锐校长，主教雅思听力口语，托福听力阅
读，元老级讲师，06年教授雅思新托福至今，已面授学生
超过5万人，其中雅思听力8+口语7+数千人。优秀学生遍
布多所世界名校。独创SMART听写法和SMART精读法，
帮助无数学生快速提高听力和口语实力。
秘制听力和口语高分技巧，被誉为“提分法宝”。擅长准
确找出学员弱点，突破瓶颈。
前新东方集团优秀教师，上海新东方优秀教师，上海新东
方听力项目负责人。曾任教上海新东方，多伦多新东方，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美国学校等多家知名学校。

三立优培锐部分名师介绍



一. 出国标化考试时间表 



申请本科标化考试分数要求：

美国前20：托福110，SAT1500

美国前21-30：托福105，SAT1480

美国前31-50：托福100，SAT1400

申请美国排名前30的硕士

GRE分数要求320，托福105



申请本科的时间安排：

高三上半学期（12年级）

以美国为例：

10月份完成ED

12月份完成RD

完成全部的申请资料准备，包括文书，活动，竞赛，推荐信
等（高二升高三的暑假）



2020年特殊时期：高二升高三（11年级升12年级）
6月，7月份中旬考托福

8月底考SAT

9月份考托福

10月份考SAT,完成ED

11月份考托福

12月份考SAT，完成RD

完成全部的申请资料准备，包括文书，活动，竞赛，推荐信
等（高二升高三的暑假）



高二（11年级）

申请资料准备中：

1 强化平时成绩-GPA

2 SAT/ACT/雅思 冲刺年（高一升高二的暑假开始）以及夏
校的安排，争取在11年级6月之前取得SAT1500/ACT34/雅
思7.5以上

3 参加组织各种兴趣特长活动及比赛



高一（10年级）

1 确定申请方向：

已和负责留学申请的老师沟通清晰，已选定国家及学校方向

                            

2强化平时成绩-GPA

3 托福/雅思冲刺年（建议10年级以上取得达标成绩托福
105+，雅思6.5+）

4尝试参加组织各种兴趣特长活动及比赛，夏校的安排



申请硕士的标化考试时间安排：

以美国为例：

大四上半学期做申请的各项工作

大三准备并参加GRE考试，GRE至少320分

大一和大二准备并参加托福考试，托福至少105分



二. 托福的词汇学习



词汇量的几个层次

A.认知词汇量

B.阅读词汇量

C.听力词汇量

D.口语词汇量

E.写作词汇量



三. 托福学习的三个维度 



1. 听说读写实力的提高方法

2. 解题技巧的学习和巩固

3. 大量的练习达到质变



托福听力达到满分的方法：

1. 文章听懂95%

2. 预判考点在什么位置

3. 记笔记和使用笔记

4.解题技巧



解题技巧1：纠结的时候要选范围比较大的选项

What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lecture?

A.  To explain the biological advantages of a physical change that 
occurs in North American wood frogs

B.  To explain why the North American wood frog's habitat range has 
expanded

C.  To describe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irculatory system of the North 
American wood frog

D.  To introduce students to an unusual phenomenon affecting North 
American wood frogs



解题技巧2：含有kind/type的选项错误率很高

What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lecture?

  A) To illustrate the types of evidence primary sources can provide

  B) To give an example of a fake document that was mistaken for a 
primary source

  C) To illustrate the challenges of interpreting primary sources

  D) To describe a type of primary source commonly studied by 
historians



托福听力文章结构和考点：

艺术及文学

　　结构一：介绍某一艺术家+艺术家的生平+代表著作+风格特征+
和别的艺术家的对比+生平值得共享的阅历+评论家对于艺术家的态
度

　　结构二：介绍某一艺术方法+发展过程及特征+代表人物及著作

　　结构三：易混淆的两种艺术及文学方法的引进+差异及特征论述
（配对性表格）+举例



丁炜老师听力SMART听写法：

1.听文章和做题，对答案。

2.听一句（一般10个词左右。如果一个句子太长，可以分段听，一段10个词左右），
写一句，一般一句话要听3遍才能写下来。听第一遍的时候是先听后写，后面几遍边听
边写把句子补充完整。

听完1句，对照文本，将写错的，听错的或者听漏的单词用红笔改出来。把里面的生词
查出来写在听写内容的左边并背出来（专有名词除外）。

阅读努力理解这句话。并且对照翻译看看自己理解的对不对。如果不对，可以把这句
话记下来问老师。

然后再把这句话听两遍，尽量听懂，不要看听写的文本。

3.休息5分钟，把文章从头至尾连续听1遍，把考点词写下来。

4.第二天把文章再听1遍，从头至尾连续听，如果听到某一句话听不懂，倒回去再听两
遍。如果还是听不懂，就看文本，然后再听2遍。



托福阅读达到满分的方法：

1. 文章看懂95%

2. 注意句子之间以及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

3. 解题技巧



托福听力文章结构和考点：

艺术及文学

　　结构一：介绍某一艺术家+艺术家的生平+代表著作+风格特征+
和别的艺术家的对比+生平值得共享的阅历+评论家对于艺术家的态
度

　　结构二：介绍某一艺术方法+发展过程及特征+代表人物及著作

　　结构三：易混淆的两种艺术及文学方法的引进+差异及特征论述
（配对性表格）+举例



丁炜老师阅读SMART精读法：

1. 看文章和做题，对答案并找出每道错误题目错的原因。

2. 一句一句的看，将不认识的词查出来（专有名词除外），
写在原文的左侧，彻底理解每一句话，并且对照翻译看看
自己理解的对不对。如果不对，可以把这句话记下来问老
师。

3.当天，第二天把文章再通读1遍，如果看到某一句话看
不懂，就再看两遍，直到看懂为止。把里面的生词复习背
出来。



托福听力阅读学习计划：

第1，2周听写对话阅读生物学文章，
3，4周阅读听写生物学讲座
5，6周阅读听写艺术历史讲座，
7-8周阅读听写天文讲座
9-10周阅读听写地质讲座
11周阅读听写环境讲座



托福听力讲座学科分类：

1. BIOLOGY生物学
106，203，402，603，703，802，1002，1102，1202，1403，1506，1605，1706，1806，
1905，2006，2105，2205，2305，2402，2502，2506，2702，2705，2803，2805，2902，
3003，3105，3203，3305，3405，4003，4102

2. ART艺术
102，303，305，406，702，803，902，1103，1505，1603，1606，1702，1803，1906，
2106，2206，2306，2403，2503，2606，2703，2706，2903，3006，3102，3206，3306，
3402，4002，4105，4202，4403

3. ASTRONOMY天文学
206，306，503，1306，1405，1802，1903，2102，2203，2406，3005，4106，4203

4. ENVIRONMENT环境
302，606，903，1105，1703，2003，2303，3303，4005，4205，4406

5. GEOLOGY地理、地质学
103，405，706，905，1503，1602，3103



托福阅读文章学科分类：

1. BIOLOGY生物学
103，303，401，501，503，802，903，1102，1103，1302，1501，1502，
1702，1703，1902，2201，2402，2503，2602，2703，2803

2. ART艺术
102，301，402，1101，1202，2202，2303，2701

3. GEOLOGY地理、地质学
101，302，403，602，701，1203，1402，1503，1903，2003，2101，2401，
2801

4. HISTORY历史
502，601，702，703，801，901，1001，1201，1901，2001，2102，2302，
2403，2502，2601，2603，2702，2802

5. ASTRONOMY天文学
803，1603，2203，2501



四. 我 们 能 够 做 什 么 



三立教育，是一家大规模的教学研究培训机构,在上海、南京、
深圳、杭州、宁波、苏州、合肥，香港，美国纽约等地都有
分校，在职教师员工有1000人以上。其中三立新SAT培训占
全上海 的市场份额，还包括雅思、托福、GRE、
GMAT课程以及留学申请全方位的服务。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9年10月, 三立参加新SAT考试的学员，
超过2457名1500+的学员， 超过567名1550+的学员,7位
1600分满分学员。
2013年到2019年，培养了以及400多个110分以上的托福学
员以及

1600



强大的出分率
非常完善的出分体系

能帮助学生快速出分

理念



1. 全托管模式名师教学（早上9：00-晚上
9：00)

2. 8对1极致服务（校长，课程咨询老师，
班主任，教辅课老师，4位任课老师）

3. 高效快速出分



服务-托福SAT周末全托管班课表



服务-托福雅思全托管班课表









预备 基础

强化 冲刺
强化班要求：

雅 思 5 - 5 . 5

托 福 7 0 - 8 9

S AT 1 3 0 0 - 1 4 0 0 分

 

预备班要求：

雅 思 4 以 下

托 福 5 0 分 以 下

S AT 1 0 0 0 分 以 下

 

冲刺班要求：

雅思6+ 

托福90分以上

SAT1400分以上

基础班要求：

雅思4-4.5

托福50-69

SAT1300分以下

 

课程体系



托福学员案例1

学生姓名：李同学
服务结果：入学101分，总分111分
培训时间：3周



托福学员案例2

学生姓名：邵同学
年级：高一
学校：平和加拿大班

服务结果：
入读时间：2018.8(基础班+一对一+冲刺班）
入学情况：模考总分57分(13/11/16/17)
毕业成绩：总分106分（29/30/22/25)



托福学员案例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