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意優才天地 Bravo Kids' Land
尖沙咀漆咸道南67-71號安年大廈３樓３０１室
電話： 2739 8778

網址：

www.bravokidsland.com.hk

***********一月份時間及價目表 ****************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二

星期五

星期四

星期六

星期日

0930-1230 (3小時)

3小時國際幼兒上午唱遊班 (精英班)
(2-3歲: $300 試堂)

$3,950 (每月16堂), $3,240 (每月12堂), $2,260 (每月8堂)
0930-1030 (1小時)

0930-1030 (1小時)

兒童繪畫創作班
(普通話/廣東話)

兒童繪畫創作班

(2歲 起: $140 試堂)

(2歲 起: $140 試堂)

($1,350 : 10堂)
1000-1100 (1小時)

1030-1130 (1小時)

1030-1130 (1小時)

($1,350 : 10堂)
1030-1130 (1小時)

早期潛能訓練班

幼兒音樂啟蒙班

Hooked on Phonics
英文拼音朗誦班

(4-6個月: $200試堂)

(8月-3歲: $140 試堂)

(2-3歲: $200 試堂)

$2,000/ 10堂
1110-1210 (1小時)

($1,350 : 10堂)

($800 : 4堂)

早期潛能訓練班
(7-9個月: $200試堂)

$2,000/ 10堂
1215-1315 (1小時)

Tue, Wed, Thu, Fri
Tue,

Thu, Fri
Wed

0930-1030 (1小時)

兒童繪畫創作班
(普通話/廣東話)

(普通話/廣東話)

(2歲 起: $140 試堂)

1030-1130 (1小時)

1030-1130 (1小時)

($1,350 : 10堂)
1030-1130 (1小時)

1030-1130 (1小時)

1000-1045 (45分鐘)

幼兒音樂啟蒙班

美德禮儀唱遊班
(廣東話)

Hooked on Phonics
英文拼音朗誦班

兒童繪畫創作班
(普通話/廣東話)

Hooked on Phonics
英文拼音朗誦班

兒童舞林初學班

(8月-3歲: $140 試堂)

(1.5-3歲: $140 試堂)

(2-3歲: $200 試堂)

(2歲 起: $140 試堂)

(2-3歲: $200 試堂)

(3歲起: $200試堂)

($800 : 4堂)

($1,350 : 10堂)
1130-1200 (30分鐘)

($800 : 4堂)
1130-1230 (1小時)

幼兒鋼琴班
(廣東話)

美德禮儀唱遊班
(英文)

早期潛能訓練班

(2歲 起)

(1-3歲: $200 試堂)

(7-9個月: $200試堂)

(3-5歲: $250試堂)

(1-2歲: $200試堂)

($1,350 : 10堂)

$2000/ 10堂

$2,000/ 10堂
1215-1315 (1小時)

$2,000/ 10堂(優惠價)
1215-1315 (1小時)

$1,800/10堂(優惠價)

早期潛能訓練班

早期潛能訓練班

($1,350 : 10堂)
1130-1330 (2小時)

美德禮儀唱遊班
11:30 - 12:30 (英文)
($180 / 1小時 試堂)
12:30 - 13:30 (普通話)
12:30 - 13:30 (廣東話)

($140 / 1小時 試堂)
($140 / 1小時 試堂)

早期潛能訓練班

2小時: $3650 (每月16堂), $3000 (每月12堂), $2100 (每月8堂), $1100 (每月4堂)

(10-12個月: $200試堂)

(1.5-3歲: $280 / 2小時 試堂)

1110-1210 (1小時)

$1,350/10堂
1100-1200 (1小時)

記憶生字及書寫
遊戲班 (中文)

1100-1155 (55分鐘)

美德禮儀歌舞劇

(10-12個月: $200試堂) (10-12個月: $200試堂)

$2,000/ 10堂

$2,000/ 10堂

1330-1400
午飯休息
1330-1500

1400-1500 (1小時)

午飯休息

兒童繪畫創作班
(普通話/廣東話)

1400-1500 (1小時)

$2,000/ 10堂

1330-1400
午飯休息
1400-1500 (1小時)

美德禮儀唱遊班
幼稚園面試訓練班
(英文)

1400-1500 (1小時)

1400-1500 (1小時)

早期潛能訓練班

Hooked on Phonics
英語拼音朗誦班

(2歲 起: $140 試堂)

(1-2歲: $200 試堂)

(1.5-3歲)

(12-18個月: $200試堂)

(2-3歲 起)

$2000/ 10堂
1500-1600 (1小時)

$1,620/ 9堂
1530-1630 (1小時)

$2,000/ 10堂
1500-1600 (1小時)

($800 : 4堂)

1500-1700 (2小時)

($1,350 : 10堂)
1500-1600 (1小時)

美德禮儀唱遊班 (英語)
($180 / 1小時 試堂)

水墨創作班
(普通話/廣東話)

記憶生字及書寫
遊戲班 (英文)

早期潛能訓練班

美德禮儀唱遊班
(廣東話)

2小時: $3,650 (每月16堂), $3,000 (每月12堂), $2,100 (每月8堂), $1,100 (每月4堂)
(1歲-2歲: $280 / 2小時 試堂)
1600-1700 (1小時)

(3歲 起: $140 試堂)

(3-5歲: $250試堂)

(12-18個月: $200試堂)

(2-3歲: $200 試堂)

$2,000/ 10堂(優惠價)

$2,000/ 10堂
1630-1730 (1小時)

$2000/ 10堂
1600-1700 (1小時)

記憶生字及書寫
遊戲班 (中文)

早期潛能訓練班

美德禮儀唱遊班
(英文)

($1,350 : 10堂)
1600-1700 (1小時)

1600-1700 (1小時)

普通話幼兒室內音樂體操隊

普通話朗誦班

(1-2歲: $140 試堂)

(3-5歲: $140 試堂)

(3-5歲: $250試堂)

(10-12個月: $200試堂)

(2-3歲: $200 試堂)

($1,350 : 10堂)

$2,000/ 10堂(優惠價)

$2,000/ 10堂
1700-1800 (1小時)

$2000/ 10堂

($1,350: 10堂)
1600-1700 或 1700-1800 (1小時)

記憶生字及書寫遊戲班 (中文 / 英文)

早期潛能訓練班

(3-5歲: $180試堂)

(4-6個月: $200試堂)

$1,400/ 10堂

$2,000/ 10堂
1730-1930 (2小時）

幼兒探索天地
(不設導師) 請致電預約

收費: $88 (小童), $68 (成人)

美意優才天地 Bravo Kids' Land
尖沙咀漆咸道南67-71號安年大廈３樓３０１室
電話： 2739 8778

網址：

www.bravokidsland.com.hk

***********一月份時間及價目表 ****************
4至6個月
國際幼兒上午唱遊班
(２-3歲）
美德禮儀唱遊班

普通話朗誦班
(3-5歲)
水墨創作班
普通話/廣東話
(3歲起）
兒童繪畫創作班
普通話/廣東話
(２歲起）

１－１歲半

１歲半至２歲

週二至五 9:30-12:30

(１.5至３歲）
２小時英文/普通話/
廣東話
週二至五 11:30-13:30
(１至2歲）
２小時英文/普通話 週二至五15:00-17:00
週六
11:30-12:30
(１至３歲）
14:00-15:00
１小時英文/廣東話
週日
16:00-17:00
早期潛能訓練班
週一
10:00-11:00
(4至６個月）
週日
17:00-18:00
週一
11:10-12:10
週六
11:10-12:10
(7至9個月）
週日
11:10-12:10
週一
12:15-13:15
週六
12:15-13:15
(10至12個月）
週日
12:15-13:15
16:00-17:00
週六
15:30-16:30
(12至18個月）
週日
14:00-15:00
英文拼音朗誦班
(２歲起）

６至１２個月

１２歲至成人

√

√

√

√

√

√

√

√
√

√

√

√

√

√

√

√

√
√

週三及五 10:30-11:30
週六
10:30-11:30
週日
14:00-15:00
週六

３歲至１２歲

２歲至３歲

16:00-17:00

√

週一至五 16:45-17:30
週六
11:30-12:30
15:00-16:00

√

週一至六 09:30-10:30
週六
10:30-11:30
14:00-15:00

√

√

記憶生字及書寫
遊戲班
(3-5歲） 英文
中文

週一至五 16:00-17:00
17:00-18:00
週六
15:00-16:00
16:30-17:30

√

幼兒音樂啟蒙班
(8個月至3歲）
幼兒室內音樂體操隊
(1-２歲）
幼兒鋼琴班
(２歲起）
幼稚園面試訓練班
(1-3歲）
兒童舞林初學班
(3歲起）
美德禮儀歌舞劇
(1-２歲）

週二, 四 10:30-11:30
週二至五 16:00-17:00
週六

√

√

√

√

√

11:30-12:15

週六

14:00-15:00

週日

10:00-10:45

週日

11:00-11:55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