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cation for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ncerto Festival Master Class
Presented by Hong Kong Metropolitan Pop Orchestra

General Application Guideline for Masterclass

The 2018 HKICEF masterclass will be held at the in Hong Kong from August
20 to 25, 2018. The masterclass is opened to all musicians from all
nationalities; with the priority for our HKICEF contestants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Category and Application fee
Piano
- 1 hour session (HKD 1500/ US 195)
- 3 hour sessions (HKD 3000/ USD 385)

Violin
- 1 hour session (HKD 1500/ US 195)
- 3 hour sessions (HKD 3000/ USD 385)

If piano accompaniment is needed and to be provided by HKICEF, the charge
is as follow:
1 hour session (HKD 500/ USD 65) or
3 hour session (HKD 1200/ USD 155)
1. Application deadline: 30th May, 2018 noon Hong Kong time; late
submission will not be considered
2. The list of masters will be announced on 30th January, 2018
3. The competition pieces are not allowed to be used as the material in the
masterclass
4. Payment method:
i.

Paypal or

ii.

direct deposit to our bank account

5. Method of Application
i.

Online entry or

ii.
1.
2.
3.
4.
5.
6.

By post with copy of payment receipt

Other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e organizer HKICEF reserves the rights to disqualify participants.
The decision of the organizer HKICEF is final and not subject to questions,
revisions or appeal.
Entry fees are non-refundable
All participants are responsible for transportation arrangement to and from
the masterclass venue.
All participants should dress appropriately for the masterclass.
Organizer HKICEF has the right not to decline audience to the masterclass.
In case, should the venue is too small, or any inappropriate behavior

displayed by the audience
7. No person or party, without authorization from the organizer HKICEF, may
take photos, videos or make any kind of recordings at the masterclass. All
the audio and visual recordings of the masterclass are properties of the
organizer HKICEF.
8. Rules, regulations, and masterclass faculti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9. The names of masterclass participants and order of appearance of
participants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masterclass organizer that will be
posted online by June 30, 2018
10. Payment method:
i.
PayPal or
ii.
direct deposit to our bank account
11. Method of Application:
i.
Online entry or
ii.
By post with copy of payment receipt
In case of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the original
English text, the English version prevails.

香港國際協奏曲和合奏音樂節大師班
由香港大都會流行樂團舉辦
一般大師班申請指南
2018 年香港國際協奏和合奏音樂節將於 8 月 20-25 日於香港舉行。大師班歡迎
所有國籍的音樂家參加，HKICEF 參赛者優先。
大師班組別及報名詳情
鋼琴
1 小時班 (HKD 港幣 1500/ USD 美元 195)
3 小時班 ((HKD 港幣 3000/ USD 美元 385)
小提琴
1 小時班 (HKD 港幣 1500/ USD 美元 195)
3 小時班 ((HKD 港幣 3000/ USD 美元 385)
如需要鋼琴伴奏 收費如下
1 小時班(HKD 港幣 500/ USD 美元 65)
3 小時班 (HKD 港幣 1200/ USD 美元 155)
1. 報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30 日中午（香港時間）截止日期後交的報名將
不會被接納
2. 大師班的指導大師名單將於 2018 年 1 月 30 日公佈
3. 所有 HKICEF 小提琴協奏曲和鋼琴協奏曲比賽中的曲目，不允許在大師班中
使用
4. 付費方法：
i.
PayPal 或
ii.
直接匯款去主辦單位的戶口
5. 報名方法:
i.
ii.

網上報名 或
郵寄報名表並附上匯款收據

其他準則和規定
1.
2.
3.
4.

主辦團體 HKICEF 保留所有取消參加者資格的權利。
主辦團體 HKICEF 的決定，將不接受任何疑問，修改要求或上訴。
報名費不設退款
所有參加者必須負責來往比賽場地的交通安排

5. 所有參加者必須注意衣著整齊
6. 若觀眾人數超出比賽場地能容納的數目，或觀眾有不恰當的舉動，主辦團體
HKICEF 有權拒絕觀眾入場
7. 沒有主辦團體 HKICEF 的許可，任何人於比賽現場均不得拍照，錄像或錄音。
一切錄音和錄像均屬於主辦單位版權所有
8. 規則，規定和大師班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以上資料和條款中文翻譯和英文原文如有歧義，一律以英文版本為準。

香港国际协奏曲和合奏音乐节大师班
由香港大都会流行乐团举办

一般大师班申请指南
2018 年香港国际协奏和合奏音乐节将于 8 月 20-25 日于香港举行。大师班欢迎所有国籍的
音乐家参加，HKICEF 参赛者优先。

大师班组别及报名详情

钢琴
1 小时班 (HKD 港币 1500/ USD 美元 195)
3 小时班 ((HKD 港币 3000/ USD 美元 385)

小提琴
1 小时班 (HKD 港币 1500/ USD 美元 195)
3 小时班 ((HKD 港币 3000/ USD 美元 385)

如需要钢琴伴奏 收费如下
1 小时班(HKD 港币 500/ USD 美元 65)
3 小时班 (HKD 港币 1200/ USD 美元 155)

1.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30 日中午（香港时间）截止日期后交的报名将不会被接纳

2. 大师班的指导大师名单将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公布
3. 所有 HKICEF 小提琴协奏曲和钢琴协奏曲比赛中的曲目，不允许在大师班中使用
4. 付费方法：
i.

PayPal 或

ii.

直接汇款去主办单位的户口

5. 报名方法:
i.

网上报名 或

ii.

邮寄报名表并附上汇款收据

其他准则和规定
1. 主办团体 HKICEF 保留所有取消参加者资格的权利。
2. 主办团体 HKICEF 的决定，将不接受任何疑问，修改要求或上诉。
3. 报名费不设退款
4. 所有参加者必须负责来往比赛场地的交通安排
5. 所有参加者必须注意衣着整齐
6. 若观众人数超出比赛场地能容纳的数目，或观众有不恰当的举动，主办团体 HKICEF 有
权拒绝观众入场
7. 没有主办团体 HKICEF 的许可，任何人于比赛现场均不得拍照，录像或录音。一切录音
和录像均属于主办单位版权所有
8. 规则，规定和大师班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以上数据和条款中文翻译和英文原文如有歧义，一律以英文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