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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下册Module 3 达标检测卷

听力部分

一、听录音，选出你所听到的单词。

1.（ ）A. lion B. like C. bike

2.（ ）A. football B. tennis C. basketball

3.（ ）A. ride B. skip C. swim

4.（ ）A. they B. them C. this

5.（ ）A. elephant B. morning C. exercises

二、听录音，喜欢的画“ ”，不喜欢的画“ ”。

1. 2. 3. 4. 5.

（ ） （ ） （ ） （ ） （ ）

三、听录音，选出你听到的句子。

1.（ ）A. I like swimming. B. I like skipping.

2.（ ）A. I like coffee. B. I like tea.

3.（ ）A. I like table tennis. B. I don't like table tennis.

4.（ ）A. I like riding my bike. B. I like morning exercises.

5.（ ）A. They like me. B. They don't like me.

四、听录音，将人物与对应的图片匹配。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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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Mike________ ⑵Amy________ ⑶Lili________ ⑷Tom________ ⑸Xiaoyong________

笔试部分

五、红花配绿叶。把下列大写字母与其对应的小写字母匹配。

⒈ ________⒉ ________⒊ ________

⒋ ________ ⒌ ________

六、根据图片提示补全单词并将所缺字母的大小写形式写在下面的四线三格里。

（1） basketb________ll

（2） el________phant

（3） ________ike

（4） ________ootball

（5） ________irl



3 / 11

七、我会连线。将下列英语单词或短语与相应的图片匹配。

A. B. C. D. E.

（1）table tennis ________ （2）football ________

（3）ride a bike ________ （4）swim ________

（5）morning exercises ________

八、选择合适的词填空。

（1）I ________ like table tennis.

（2）The elephants ________ big.

（3）They don't like ________.

（4）I like ________.

（5）I like riding my ________.

九、单项选择。

1.（ ）I ________ like football.

A. not B. am not C. don't

2.（ ）I like morning ________.

A. an exercise B. exercises C. a exercise

3.（ ）The teachers like me and I like________ too.

A. they B. them C. my

4.（ ）I like ________.

A. swim B. swiming C. swimming

5.（ ）I don't like riding________ bike.

A. he B. my C.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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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给下列图片选择合适的句子。

1.（ ） A. I like riding my bike. B. I don't like riding my bike.

2.（ ） A. I like skipping. B. I like playing table tennis.

3.（ ） A. This is my football. B. They are footballs.

4.（ ） A. I am a panda. I like playing basketball.

B. I am a monkey. I like swimming.

5.（ ） A. Pupils like morning exercises. B. Pupils like pandas.

十一、Peter对他的好朋友做了个兴趣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判断句子正（T）误（F）。

Basketball Football Skipping Table tennis

Lucy

Jack

Mary

John

（1）I'm Lucy. I don't like table tenni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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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m Jack. I like basketball. （ ）

（3）I'm Mary. I like skipping and football. （ ）

（4）I'm John. I don't like skipping. （ ）

（5）They all like table tennis. （ ）

十二、阅读理解。

Hi! I'm Nini. I'm a monkey. I like riding my bike. But I don't like skipping. Huanhuan is my brother.

He likes basketball. I have(有)a good friend(朋友). Her name is Qiqi. She is a panda. She is fat. She

likes table tennis.

（1）（ ）I'm Nini. I don't like ________.

A. B.

（2）（ ）Huanhuan is a ________.

A. B.

（3）（ ）Huanhuan likes ________.

A. B.

（4）（ ）Qiqi is a ________.

A. B.

（5）（ ）Qiqi likes ________.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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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下册Module 3 达标检测卷参考答案

听力部分

一、1.【答案】B

【听力原文】like

【分析】听力原文翻译为：like喜欢，选项 A狮子，选项 B喜欢，选项 C自行车，可知选

项 B符合题意，故选 B.

2.【答案】A

【听力原文】football

【分析】听力原文翻译为：football足球，选项 A足球，选项 B网球，选项 C篮球，可知

选项 A符合题意，故选 A.

3.【答案】C

【听力原文】swim

【分析】听力原文翻译为：swim游泳，选项 A骑，选项 B跳绳，选项 C游泳，可知选项

C符合题意，故选 C.

4.【答案】B

【听力原文】them

【分析】听力原文翻译为：them他们，人称代词宾格，选项 A他们，人称代词主格，选项

B他们，人称代词宾格，选项 C这个，可知选项 B符合题意，故选 B.

5.【答案】A

【听力原文】elephant

【分析】听力原文翻译为：大象，选项 A大象，选项 B早晨，选项 C练习，可知选项 A

符合题意，故选 A.

二、1.【答案】

【听力原文】I like football.

【分析】听力原文翻译为：我喜欢足球。图片是一个足球,可知图片与句意相符,故答案为 。

2.【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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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原文】I don't like basketball.

【分析】听力原文翻译为：我不喜欢篮球。图片是一个足球，可知图片与句意不相符，故答

案为 。

3.【答案】

【听力原文】M：I don't like skipping.

【分析】听力原文翻译为：M：我不喜欢跳绳。图片是一个男孩正在跳绳，可知图片与句

意不相符，故答案为 。

4.【答案】

【听力原文】M：I like morning exercises.

【分析】听力原文翻译为：M：我喜欢晨练。图片是一个男孩正在做早操，可知图片与句

意相符，故答案为 。

5.【答案】

【听力原文】M：I don't like riding bikes.

【分析】听力原文翻译为：M：我不喜欢骑自行车。图片是一个男孩正在骑自行车，可知

图片与句意不相符，故答案为 .

三、1.【答案】B

【听力原文】I like skipping.

【分析】听力原文翻译为：我喜欢跳绳。选项 A我喜欢游泳。选项 B我喜欢跳绳。可知选

项 B符合题意，故选 B.

2.【答案】A

【听力原文】I like coffee.

【分析】听力原文翻译为：我喜欢咖啡。选项 A我喜欢咖啡。选项 B我喜欢茶。可知选项

A符合题意，选项 A.

3.【答案】B

【听力原文】I don't like table tennis.

【分析】听力原文翻译为：我不喜欢乒乓球。选项 A我喜欢乒乓球。选项 B我不喜欢乒乓

球。可知选项 B符合题意，故选 B.

4.【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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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原文】I like riding my bike.

【分析】听力原文翻译为：我喜欢骑自行车。选项 A我喜欢骑自行车。选项 B我喜欢晨练。

故选 A.

5.【答案】B

【听力原文】They don't like me.

【分析】听力原文翻译为：他们不喜欢我。选项 A他们喜欢我。选项 B他们不喜欢我。可

知选项 B符合题意，故选 B.

四、C；A；E；B；D

【听力原文】1. M：Hello, I'm Mike. I like swimming.

2. W：My name is Amy. I like skipping.

3. W：I'm Lili. I like morning exercises.

4. M：Hi! My name's Tom. I like basketball.

5. M：I'm Xiaoyong. I like riding my bike.

【分析】（1）迈克，听力原文翻译为：M：你好，我是迈克。我喜欢游泳。图片 C一个男孩正在

游泳，故答案为 C.

（2）艾米 ，听力原文翻译为：W：我的名字是艾米。我喜欢跳绳。图片 A一个女孩正在跳绳，

故答案为 A.

（3）莉莉，听力原文翻译为：W：我是莉莉。我喜欢晨练。图片 E一个女孩正在做早操，故答案

为 E.

（4）汤姆，听力原文翻译为：M:嗨！我的名字叫汤姆。我喜欢篮球。图片 B一个男孩正在玩篮

球，故答案为 B.

（5）小勇，听力原文翻译为：M:我是小勇。我喜欢骑自行车。图片 D一个男孩正在骑自行车，

故答案为 D.

笔试部分

五、b；e；d；f；g

【分析】（1）根据所给的大写字母，B小写字母是 b，故答案为 b.

（2）根据所给的大写字母，E小写字母是 e，故答案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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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所给的大写字母，D小写字母是 d，故答案为 d.

（4）根据所给的大写字母，F小写字母是 f，故答案为 f.

（5）根据所给的大写字母，G小写字母是 g，故答案为 g.

六、（1）a； （2）e； （3）b； （4）f； （5）g；

【分析】（1）图片是一个篮球，basketball篮球，故答案为 a， .

（2）图片是一头大象，elephant大象，故答案为 e， .

（3）图片是一辆自行车，bike自行车，故答案为 b， .

（4）图片是一个足球，football足球，故答案为 f， .

（5）图片一个女孩，girl女孩，故答案为 g， .

七、（1）C （2）E （3）B （4）A （5）D

【分析】（1）根据所给的词组，乒乓球，图片 C两个孩子正在打乒乓球，可知图片 C与

词组相符，故答案为 C.

（2）根据所给的单词，足球，图片 E是一个足球，可知图片 E与词组相符，故答案为 E.

（3）根据所给的词组，骑自行车，图片 B一只小猫正在骑自行车，可知图片 B与词组相

符，故答案为 B.

（4）根据所给的单词，游泳，图片 A一些孩子正在游泳，可知图片 A与词组相符，故答

案为 A.

（5）根据所给的词组，早操，图片 D孩子们正在做早操，可知图片 D与词组相符，故答

案为 D.

八、（1）don't （2）are （3）me （4）swimming （5）bike

【分析】（1）句意：我.....喜欢乒乓球。本句是一般现在时，主语是第一人称，谓语是实

意动词，助动词的否定形式用 don't，故答案为 don't.

（2）句意：大象.....大的。本句主语是复数，be用 are，故答案为 are.

（3）句意：他们不喜欢.....本句缺少宾语，代词放在谓语动词后面用人称代词宾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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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我，人称代词宾格，故答案为 me.

（4）句意：我喜欢.....like doing sth喜欢做某事，游泳 swim-swimming，故答案为 swimming.

（5）句意：我喜欢骑我的......ride my bike骑我的自行车，固定词组，故答案为 bike.

九、1.【答案】C

【分析】句意：我.....喜欢足球。本句是一般现在时，主语是第一人称，谓语是实意动词，助

动词否定形式用 don't，故选 C.

2.【答案】B

【分析】句意：我喜欢.....morning exercises早操，固定词组，故选 B.

3.【答案】B

【分析】句意：老师喜欢我，我也喜欢.....选项 A他们，人称代词主格，选项 B他们，人

称代词宾格，选项 C我的，形容词性物主代词，代词放在谓语动词后面作宾语用宾格，可

知选项 B符合题意，故选 B.

4.【答案】C

【分析】句意：我喜欢.....like doing sth喜欢做某事，swim-swimming，故选 C.

5.【答案】B

【分析】句意：我不喜欢骑......自行车。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后面接名词，空后面是名词，选

项 A他，人称代词主格，选项 B我的，形容词性物主代词，选项 C我，人称代词宾格，可

知选项 B符合题意，故选 B.

十、1.【答案】A

【分析】图片一个男孩正在骑自行车，选项 A我喜欢骑自行车。选项 B我不喜欢骑自行车。

可知选项 A符合题意，故选 A.

2.【答案】B

【分析】图片是一个男孩正在打乒乓球，选项 A我喜欢跳绳。选项 B我喜欢打乒乓球。可

知选项 B符合题意，故选 B.

3.【答案】B

【分析】图片是三个足球，选项 A这是我的足球。选项 B它们是足球。可知选项 B符合题意，

故选 B.

4.【答案】A

【分析】图片一个熊猫正在打篮球，选项 A我是熊猫。我喜欢打篮球。选项 B我是猴子。

我喜欢游泳。可知选项 A符合题意，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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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答案】A

【分析】图片是一些孩子正在做早操，选项 A小学生喜欢晨练。选项 B小学生喜欢熊猫。

可知选项 A符合题意，故选 A.

十一、（1）F （2）T （3）F （4）T （5）F

【分析】短文描述了彼得对他的好朋友露西，杰克，玛丽，约翰做了个兴趣调查，根据调

查结果判断句子正误。

（1）根据所给的调查结果，可知露西喜欢篮球和乒乓球，不喜欢足球和跳绳，故答案为错误。

（2）根据所给的调查结果，可知杰克喜欢篮球，不喜欢足球，跳绳和乒乓球，故答案为正确。

（3）根据所给的调查结果，可知玛丽喜欢跳绳和乒乓球，不喜欢篮球和足球，故答案为错误。

（4）根据所给的调查结果，可知约翰喜欢篮球和足球，不喜欢跳绳和乒乓球，故答案为正确。

（5）根据所给的调查结果，可知露西和玛丽喜欢乒乓球，杰克和约翰不喜欢乒乓球，故答案

为错误。

十二、（1）B （2）A （3）B （4）B （5）A

【分析】短文描述了一只猴子妮妮，它喜欢骑自行车但不喜欢跳绳，欢欢是它的兄弟，它

喜欢篮球，妮妮有一个好朋友琪琪，它是一只很胖熊猫，它喜欢乒乓球。

（1）根据所给的短文，I'm Nini. I'm a monkey. I like riding my bike. But I don't like skipping.

我是妮妮。我是猴子。我喜欢骑自行车。但我不喜欢跳绳。可知妮妮不喜欢跳绳，故答案

为 B.

（2）根据所给的短文，I'm a monkey. Huanhuan is my brother.我是猴子。欢欢是我的兄弟。

可知欢欢是猴子，故答案为 A.

（3）根据所给的短文，Huanhuan is my brother. He likes basketball. 欢欢是我的兄弟。他喜

欢篮球。可知欢欢喜欢篮球，故答案为 B.

（4）根据所给的短文，Her name is Qiqi. She is a panda.她的名字是琪琪。她是一只熊猫。

可知琪琪是一只熊猫，故答案为 B.

（5）根据所给的短文，She likes table tennis.她喜欢乒乓球。可知琪琪喜欢乒乓球，故答案

为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