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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下册 Module 6 达标测试卷

听力部分

一、听录音，选出你听到的单词。

1.（ ）A. goes B. class C. has

2.（ ）A. Maths B. Chinese C. Science

3.（ ）A. Monday B. Sunday C. Saturday

4.（ ）A. eat B. sleep C. meat

5.（ ）A. what B. watch C. work

二、听录音，标序号。

（ ） （ ） （ ） （ ） （ ）

三、听录音，将人物与相关图片匹配。

A. B. C. D. E.

（1）Sam ________

（2）Chen Jie ________

（3）Daming ________

（4）Tom ________

（5）Miss White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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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听录音填表，把方框中李华周末活动的序号填入表中。

A. goes swimming B. watches TV C. plays football

D. rides a bike E. has Music

Li Hua's Weekend(周末)

Morning Afternoon

Saturday 1. ________ 2. ________

Sunday 3. ________ 4. ________

笔试部分

五、将下列短语的序号填在相应图片的横线上。

A. go swimming B. play football C. have Maths

D. play basketball E. watch TV

（1） ________ （2） ________

（3） ________ （4） ________

（5） ________

六、单项选择。

1.（ ）What does Tom have ________ Sundays?

A. in B. on C. at

2.（ ）Do you go ________ on Mondays?

A. swim B. swimming C. swims

3.（ ）Daming ________ football on Saturdays.

A. play B. playing C. plays

4.（ ）What do you have ________ the after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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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n B. on C. at

5.（ ）—What do you ________ on Monday mornings?—I have Chinese and Maths.

A. having B. have C. has

七、读句子，选出正确的单词。

1.I have PE________(on，in) Mondays.

2.What ________ (do，does) Tom do in the morning?

3.She ________ (has，have) Art and Music in the afternoon.

4.What do you have ________ (for，at) school today?

5.I ________ (ride，riding) my bike on Saturdays.

八、根据图片从方框中选择适当的学科名称补全句子。

（1）I have ________ in the afternoon.

（2）I have ________ in the morning.

（3）I have ________ on Tuesdays.

（4）I have ________ on Saturdays.

（5）Lily has ________ in the morning.

A. Maths B. Music C. PE D. Science 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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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看图选择正确的对话。

1. （ ）

A. —What do you do on Sundays？—I ride a bike.

B. —What do you have on Sundays？—I have Music.

2. （ ）

A. —Do you play football on Monday？—No, I don't .I go shopping.

B. —Do you play football on Monday？—No, I don't .I go swimming.

十、森林学校的动物班新排了课程表，根据动物的描述将课程名称填在表格中。

小老虎：We have Chinese in the morning and Music in the afternoon.

小猴：We have English in the morning and PE in the afternoon.

大熊猫：We have Maths in the morning and Art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十一、将下列句子重新排序，组成完整的对话。

________I play football in the morning.

________No, I don't.

________Do you watch TV on Sundays ?

________And I ride my bike in the afternoon.

________What do you do on Sunday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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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阅读短文，把李明和汤姆的周末活动的图片序号填在相应的横线上。

Li Ming and Tom are good friends. On Saturdays, Li Ming plays football in the morning. He goes

swimming in the afternoon. He watches TV on Sundays. Tom plays basketball on Saturdays. He

rides a bike on Sundays.

A. B. C. D. E.

（1） Li Ming ________ （2） Tom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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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下册 Module 6 达标测试卷参考答案

听力部分

一、1.【答案】B

【听力原文】class

【分析】听力原文词意：班。选项 A去；选项 B班；选项 C有，故选 B。

2.【答案】A

【听力原文】Maths

【分析】听力原文词意：数学。选项 A数学；选项 B语文；选项 C科学，故选 A。

3.【答案】B

【听力原文】Sunday

【分析】听力原文词意：周日。选项 A周一；选项 B周日；选项 C周六，故选 B。

4.【答案】A

【听力原文】eat

【分析】听力原文词意：吃。选项 A吃；选项 B睡觉；选项 C肉，故选 A。

5.【答案】B

【听力原文】watch

【分析】听力原文词意：观看。选项 A什么；选项 B观看；选项 C工作，故选 B。

二、5；4；2；3；1

【听力原文】1.watch TV 2.ride a bike 3.go swimming 4.go to the zoo 5.go shopping

【分析】（1）听力原文句意：看电视，与图 5相符，故图 5排序为 1.

（2）听力原文句意：骑自行车，与图 3相符，故图 3排序为 2.

（3）听力原文句意：去游泳，与图 4相符，故图 4排序为 3.

（4）听力原文句意：去动物园，与图 2相符，故图 2排序为 4。

（5）听力原文句意：去购物，与图 1相符，故图 1排序为 5。

【点评】做好本题的关键是听好句子中的名词，听得过程中记好顺序。

三、（1）E （2）C （3）D （4）B （5）A

【听力原文】1. M：I'm Sam. I sleep in the afternoon.

2. Chen Jie has Chinese today.

3. Daming rides a bike in the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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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om plays football on Sundays.

5. M：What does Miss White do on Sundays?

W：She goes shopping.

【分析】（1）句意：我是 Sam。我下午睡觉。与 E匹配，故选 E。

（2）句意：陈洁今天有语文课。与 C匹配，故选 C。

（3）大明早上起自行车。与 D匹配，故选 D。

（4）汤姆周日踢足球。与 B匹配，故选 B。

（5）句意：—Miss White周日干什么？—她去购物。与 A匹配，故选 A。

四、1. E；2. AD；3. C；4. B

【听力原文】 On Saturday, Li Hua has Music in the morning. He rides a bike and goes

swimming in the afternoon. On Sunday, he plays football in the morning. And in the afternoon,

he watches TV at home.

【分析】A. goes swimming去游泳 B. watches TV看电视 C. plays football踢足球

D. rides a bike骑自行车 E. has Music上音乐课

（1）细节听力，根据听到的句子 On Saturday, Li Hua has Music in the morning. 得知李华周

六上午听音乐，故选 E。

（2）细节听力，根据听到的句子 He rides a bike and goes swimming in the afternoon. 得知周

六下午骑自行车和游泳。故选 AD。

（3）细节听力，根据听到的句子 On Sunday, he plays football in the morning. 得知周日上

午踢足球，故选 C。

（4）细节听力，根据听到的句子 And in the afternoon, he watches TV at home.得知周日下午

看电视，故选 B。

笔试部分

五、（1）E （2）A （3）B （4）C （5）D

【分析】A. go swimming去游泳 B. play football踢足球

C. have Maths上数学 D. play basketball打篮球 E. watch TV看电视

（1）图意：看电视，与 E匹配，故选 E。



8 / 10

（2）图意：游泳，与 A匹配，故选 A。

（3）图意：踢足球，与 B匹配，故选 B。

（4）图意：上数学课，与 C匹配，故选 C。

（5）图意：打篮球，与 D匹配，故选 D。

六、1.【答案】B

【分析】句意：周日汤姆干什么？在年代/月份/季节的名词前常用介词 in，on用在具体的

某一天，at用在钟点前面；Sundays 周日，因此用介词 on，故选 B。

2.【答案】B

【分析】句意：周一你去游泳吗？go swimming去游泳，是固定短语，故 B。

3.【答案】C

【分析】句意：大明周六踢足球。根据时间词“on Saturdays”判断该句子是一般现在时，主

语 Daming 是第三人称单数，因此谓语动词也要用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故选 C。

4.【答案】A

【分析】句意：下午你们有什么？in the afternoon固定短语“在下午”，on用在具体的某一

天，at用在钟点前面；故选 A。

5.【答案】B

【分析】句意：—周一上午你们有什么？—我们有语文和数学。这是一般现在时的特殊疑

问句，助动词后接动词原形，故选 B。

七、1.【答案】on

【分析】句意：周一我们有体育课。在具体的某一天用介词 on，故答案为 on。

2.【答案】does

【分析】句意：汤姆早上干什么？主语 Tom 是第三人称单数，因此需要助动词 does构成

疑问句，故选 does。

3.【答案】has

【分析】句意：下午她上音乐和美术。主语 She是第三人称单数，因此动词也用第三人称

单数形式，故选 has。

4.【答案】at

【分析】句意：今天你在学校上什么？for为，at school在学校，固定短语，故答案为 at。

19.【答案】ride

【分析】句意:周六我骑自行车。根据时间词判断句子是一般现在时，故答案为 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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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C （2）A （3）E （4）B （5）D

【分析】A. Maths数学 B. Music音乐 C. PE体育 D. Science科学 E. Art美术

（1）句意：下午我有体育课。图片是运动，故答案为 C。

（2）句意：上午我有数学课。图片是数学，故答案为 A。

（3）句意：周二我有美术课。图片是画画，故答案为 E。

（4）句意：周四我有音乐课。图片是拉小提琴，故答案为 B。

（5）句意：莉莉上午有课学科。图片是科学，故答案为 D。

九、1.【答案】A

【分析】图片：骑自行车；A.—星期天你干什么？—我骑自行车。B.——星期天你上什么？

—我上音乐。A符合图片，故选 A。

2.【答案】B

【分析】图片：游泳；A.—周一你踢足球吗？—不，我不踢。我去购物。B.—周一你踢足

球吗？—不，我不踢。我去游泳。B符合图片，故选 B。

十、Chinese, English, Maths；Music, PE, Art

【分析】句意：小老虎：我们上午上语文课并且下午上音乐课。

小猴：我们上午上英语课并且下午上体育课。

大熊猫：我们上午上数学课并且下午上美术课。

故答案为 1.上午：Chinese, English, Maths。2.下午：Music, PE, Art

十一、4；2；1；5；3

【分析】（1）句意：上午我踢足球。

（2）句意：不，我不看。

（3）句意：星期天你看电视吗？

（4）句意：并且下午我骑自行车。

（5）句意：周日你干什么?

组成的顺序是：

—（3）句意：星期天你看电视吗？

—（2）句意：不，我不看。

—（5）句意：周日你干什么?

—（1）句意：上午我踢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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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句意：并且下午我骑自行车。

故答案分别为 4：2；1；5；3

十二、（1）ADE

（2）BC

【分析】该短文主要介绍周末李明和汤姆干的事情。

（1）细节阅读，根据 On Saturdays, Li Ming plays football in the morning. He goes swimming in

the afternoon. He watches TV on Sundays. 得知李明踢足球，游泳，看电视，故选 ADE。

（2）细节阅读，根据 Tom plays basketball on Saturdays. He rides a bike on Sundays.得知汤姆

打篮球，骑自行车。故选 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