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喜欢看电影吗？

Do you like watching m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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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欢看电影吗？

Warm-up

Nǐ xǐ huān kàn diàn yǐng ma ？



Words

看书
reading



Words

看电影
watching a movie



Words

唱歌
singing



Words

游泳
swimming



生词 Words

滑冰
skating



Words

滑雪
skiing



Words

跳舞
dancing



Words

画画
drawing



Words

跑步
running



Words

踢足球
play football

打篮球
play basketball

打排球
play volleyball

打乒乓球
play ping-pong



hobby      

have a holiday/vacation放假

爱好

Words

喜欢 like

兴趣 interest

不见不散 not leave without seeing each other



放假

喜欢

不见不散

跳舞

唱歌

跑步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Exercise



Text 

A：明天要放假了。

B：是啊，放假你想做什么？

A：我想去看电影，我们一起去好吗？

B：好啊，我很喜欢看电影。

A：明晚七点，电影院门口见。

B：好啊，不见不散。

Míng tiān yào fàng jià le。

Shì ā ，fàng jiǎ nǐ xiǎng zuò shí me ？

Wǒ xiǎng qù kàn diàn yǐng ，wǒ men yī qǐ qù hǎo ma ？

Hǎo ā ，wǒ hěn xǐ huān kàn diàn yǐng 。

Míng wǎn qī diǎn ，diàn yǐng yuàn mén kǒu jiàn 。

Hǎo ā ，bú jiàn bú sàn 。



1. 你喜欢做什么？What do you like to do?

Subject+  喜欢 +          吗？

Subject+（不）喜欢 +            。

Sentences1

我（不）喜欢游泳。

你喜欢游泳吗 ？

Subject+  喜不喜欢 +          ？

你喜不喜欢游泳 ？



Use“喜欢”“不喜欢”“喜欢…吗?”“喜不喜欢…?”to make sentence.

Practice

Activities 喜欢 不喜欢 喜欢…..吗？ 喜不喜欢……?

唱歌
（chàng gē）

跑步
(pǎo bù)

踢足球
(tī zú qiú)

喝咖啡
(hē kā fēi)

游泳
(yóu yǒng)



2.你的爱好是什么? What's your hobby?

Subject +爱好 + V

Sentences2

Subject+的 +爱好 + 是...

我爱好唱歌。

我的爱好是唱歌。



3.对.....感兴趣 be interested in...

S + 对 + ... 感兴趣

S + 觉得 + ... 很有趣/有意思。

① 我对画画很感兴趣。

② 我觉得画画很有趣。

我觉得画画很有意思。

Sentences3



2.你的爱好是什么? What's your hobby?

Subject +爱好 + V

Sentences2

Subject+的 +爱好 + 是...

我爱好唱歌。

我的爱好是唱歌。



Use“爱好”“对…感兴趣” to make sentence.

Practice



Use“爱好”“对…感兴趣” to make sentence.

Practice



Use“爱好”“对…感兴趣” to make sentence.

Practice



1.放假的时候我喜欢_____或者_____,有时我会去

_______。你呢？你喜欢做什么？

2.周末我们一起去_______好吗？

......

Exercises

Just talk (use the sentences we learned):

1.Ask about others' hobbies.

2. Show your own interests.

3. Invite others to do something together.

Fàng jià de shí hòu wǒ xǐ huān huò zhě                     yǒu shí wǒ huì qù 

Nǐ ne ？ Nǐ xǐ huān zuò shén me ？

Zhōu mò wǒ men yī qǐ qù hǎo ma ？



Words

游泳 滑冰 滑雪 唱歌

跳舞 画画 看书 跑步

（踢）足球 （打）篮球

（打）排球 （打）乒乓球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