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晚我们一起吃饭吧！

Let’s have dinner together tonight!



Instructions

• Warm-up

• Words & Sentences

• Text 

• Practice



Warm-up

你 晚上有什么安排呢？

你想 吃 点 什么？

Q1:

Q2:



Warm-up

餐厅 restaurant

我们晚上去餐厅吃饭。

中餐 zhong1can1  Chinese food
西餐 xi1can1   western food 
中国菜 zhong1guo2cai4 



猫

生词 Words

菜 单

n.menu

名单
歌单
货单 huo4
买单
购物单 gou4wu4



猫

生词 Words

服务员

n.waiter；waitress

小妹/美女
帅哥 老师
大哥

老师 工人 销售员 xiao1shou4



猫

生词 Words

筷子

n.chopsticks

勺子 shao2zi
汤勺 tang1



猫

生词 Words

刀 叉

n.knives and forks

Pan2 zi



猫

生词 Words

n.bowl



猫

生词 Words

n.plate

A plate of vegetables

青菜 青草 cao3   grass 
绿叶 lǜ ye4   leaf     绿水青山

白菜



猫

生词 Words

刷卡

v. swiping  card

现金 xian4jin1      付现金

扫码 sao3 ma3      扫码支付
大多数 da4duo1shu4

在澳大利亚大多数人用刷卡和现金支付zhi1fu4。
扫码很新。所以很少人用。



猫

旅游

Words

1.中餐 Chinese food

2.西餐 Western food

3.套餐 set meal

4.点菜/餐 order dishes

5.买单/付钱 pay the bill



Sentences 1

今晚打算吃什么？

What are you going to eat tonight？

Q1：

今晚我们吃汉堡。 han4bao3



Sentences 1

中餐或者西餐都可以。

Chinese food or Western food is ok.

A1：

你吃中餐还是西餐？



Sentences 2

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Excuse me,what do you need?

Q2：

我需要鸡肉面。



Sentences 2

先给我两杯果汁吧！

Please give me two cups of juice firstly.

A2：



Dialogue 1

A：晚上你有什么打算？

B：还没，你呢？

A：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知道有一家新开的

餐厅， 听说 不错！

B：看来 你早 就想好了。

A： 是的！

It seems
It looks like



Dialogue 2

服务员：先生，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呢？

顾 客：先给我两杯果汁， 再加一份双人套餐，

然后 还要一盘水果。

服务员：好的，请问您是用现金还是刷卡呢？

顾 客：刷卡。

服务员：好的。请稍等 qing3 shao1 deng3  请等等

add



Grammar

The structure“先……，（再/又，）然后……”

1.  回家以后，我先做作业，然后吃饭。
2.  我先看完电视，再给她打电话。
3. 你可以先拿碗筷，再拿刀叉。
4.  他先给了我两杯果汁，又给了我两个面包。



Exercises

1. 我___坐了一个小时公交车，___坐了一会儿
地铁才到小刚家。
A、再 B、又 C、先

2. 别急，慢慢来，___把衣服洗好来，___去买
菜，然后去上班。
A、又 B、再 C、先

Fill in the blanks .



Exercises

You are at a restaurant with your friend, you are ordering 

the food:

1）You are waiting for a friend, ask to serve some drink first. 

2）3 main courses，some drink, some fruit

4）pay by card

Key word:    等 点菜/餐 份 套餐 刷卡

我先看看菜单。

我们要两份牛肉面和一盘青菜。

你还需要饮料吗？
再给我点水。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