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拉華大學名家音樂季主辦： 

 

名家音樂節（MPF） 

 

參與者手冊 
 

所有音樂節參與者（參與者，家長及觀摩者）必須通讀此學生手冊，

註冊前每位參與者須理解并同意該手冊中各項規則與規定，以及該手

冊中所提及的責任與義務。 

 

网上注册報到時間： 

所有被錄取邀請的參與者須在 5 月 1日前在官网上填寫註冊登記表，并同时繳清

所有 MPF 音樂節費用，美國境外參與者需準備美國簽證以及已出票的機票信息來

完成註冊登記表。 

 

聯繫方式： 

MPF 官方聯繫方式為電子郵件，請務必經常查看您的電子郵件信箱，以確保獲取

最新信息并及時與我們聯繫 。 

 

健康保險： 

請在註冊登記表中詳細完整填寫您的健康狀況信息、當前服用的藥物列表、和藥

物及食品過敏情況。MPF 會為所有國際參與者提供基本的境外旅行緊急醫療保

險，美國本土參與者須提供個人醫療保險證明。MPF 保險將在音乐节期間提供最

高保額為 50,000 美元的醫療經費。(參加美國音樂之旅的學員及家長的保險有效

日期為 7月 21 日至 8月 7日) 

保險金看病自費部分：250 美元（在需要醫療護理時病人必出提前支付的自費費

用） 

 

旅行保險的及更高保額的醫療保險購買是非強制性的，但我們建議您購買保險以

獲得相應的保障（保費根據被保人的年齡和身體狀況會有上下浮動）。 

 

申請美國簽證及入境： 



MPF 會積極協助所有國際參與者順利申請并獲取美國 B-1/B-2 簽證。蓝资源员工

将与使用其服务的学员直接沟通。 

所有音樂節參與者須全程在特拉華州紐瓦克市參加音樂節各項活動，所有“美國

音樂之旅”參與者在 7月 21﹣25 日及 8月 6﹣7日期間須全程參與團隊活動。所

有通過 MPF 邀請函並獲得美國簽證的國際參與者，如果決定放棄參加本音樂節，

請務必在 7月 1日前通知 MPF 工作人員，以便我們通知美國海關以做出相應的安

全調整。（美國國土安全局可能將您的入境取消） 

 

行程安排（國際參與者）： 

所有 MPF“美國音樂之旅”參與者務必在 7 月 21 日 15:00 前抵達紐約的約翰肯

尼迪國際機場（JFK），并在 8 月 7 日 15:00 后于同一機場出發離開。 MPF 工作

人員將手持寫有“MPF”字樣的接機牌在 JFK 機場各航站楼出口處迎接各位。更

多具體接機及行程信息，我們將於七月初通知各位參與者。細節信息或有少數變

更。 

 

您也可通過瀏覽 MPF 網站“flights”網頁中（在註冊部分）查看 MPF 推薦的航

班信息。蓝资源员工将与使用其服务的学员直接沟通。 

 

在音樂節之后，如果您計劃在美國停留更多時間，請于 7月 10 日前告知 MPF，

以便我們通知美國海關以做出相應的安全調整。MPF“美國音樂之旅”團隊活動

將於 8月 6日 21:00 在抵達特拉華大學宿舍後結束，您可選在此之後自行安排個

人活動，或在翌日 8月 7日 15:00 集體送機抵達 JFK 機場后安排個人活動。 

 

自行往返 MPF 校区： 

 

如果您選擇不參加“美國音樂之旅”，請您務必於 7月 25 日 13:00 至 15:00 到

達特拉華大學 Roselle 藝術中心（Roselle Center for the Arts）報到，并自

行承擔往返行程安排及其費用。我們建議您使用 Delaware Express

（http://delexpress.com），Delaware Express 將為您提供往返于特拉華大學

與周邊各國際機場之間的接送機服務：費城國際機場（PHL，45 分鐘車程，約 40

美金）、巴爾的摩國際機場（BWI，75 分鐘車程，約 45 美金）、紐瓦克自由國

際機場（EWR，2 小時車程，約 90 美金）、紐約約翰肯尼迪國際機場（JFK，2.5

小時車程，約 90 美金）、華盛頓里根國家機場（DCA，2 小時車程，約 90 美金）、

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IAD，2 小時車程，約 90 美金）。請直接聯繫 Delaware 

Express 預約您的行程。 

 

更多具體報到信息請於七月初關注 MPF 官網及微信平台。蓝资源员工将与使用其

服务的学员直接沟通。 

 

未成年參與者： 



所有 7 月 25 日未满 18 週歲并獨自參加 MPF 的參與者須攜有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簽字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同意書”，該同意書將於 6月中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

您。 

 

所有 7 月 25 日未满 18 週歲的參與者每晚必须 11 点前回到宿舍，宿舍不得留有

任何别人。宿舍管理员将每晚 11 点准时查房并向音乐节汇报。如果有 18 週歲以

下的參與者违反规定一次，音乐节将与其家长联系，第二次違反以上規定的參與

者將被施與取消上課權利、演出機會、與專業老師約見甚至開除等一系列懲罰措

施，學費恕不退還。 

 

所有 7月 25 日未满 14 週歲的參與者(除非已雇佣音乐节双语监护人或随学校老

师集体参加)必须与其家长同住一間雙人間，每晚必须 9点前回到宿舍，宿舍不

得留有任何别人。宿舍管理员将每晚 9点准时查房并向音乐节汇报。  

 

 

行李打包： 

MPF 網站為您提供了一份行李打包清單／供您參考，具體信息請查詢 MPF 網站之

“packing list／旅行須知”網頁。蓝资源员工将与使用其服务的学员直接沟

通。 

 

音樂節課程日程表： 

MPF將於 7月10日前在官方網站上公佈最終音樂節日常課程和音樂會的日程表，

敬請關注。 

 

樂器和琴房： 

除了大提琴、低音提琴，竖琴，鋼琴和打擊樂器，其他樂器參與者須攜帶自己的

樂器參加本音樂節。除此之外，弦樂器學員們須準備一套使用過的琴絃（若在演

出前或演出中可臨時更換并確保音樂會質量）。琴房和打擊樂/鋼琴琴房位於 Amy 

du Pont 音樂樓和 Roselle 藝術中心并為 MPF 參與者開放。 

 

大提琴、低音提琴學員們須準備自己的弓子和松香。 

 

打擊樂學員們準備自己的鼓槌等。 

 

市內交通： 

步行： 

紐瓦克是一個大學城，這裡的夏天是一年最愜意的季節，我們推薦您走路往返

MPF 宿舍，教學樓及音樂廳之間。 

 



公交車： 

在宿舍與校園各教學樓（包括 MPF 教學樓）之間有免費班車，MPF 將在參與者報

到時向參與者提供具體班車信息。 

 

開車： 

MPF 不提供參與者免費停車服務，Roselle 藝術中心（Roselle Center for the 

Arts）旁的室内停車庫停車費為 12 美元/天。在校區停車場停放未經許可的車輛

將會被罰款或拖走。MPF 將為工作人員和客座藝術家提供临时室外停車證。 

 

關於紐瓦克： 

紐瓦克是美國典型的大學城，擁有全美最美校園之一

（http://www.cityofnewarkde.us）。市內交通便捷，大師藝術家們、參與者和

工作人員常常可以在音樂會之餘在小店一聚，或是一起徜徉在美麗的校園小路

上。 

紐瓦克的夏天天氣較為炎熱，最高氣溫可達 80 華氏度左右，即 27 攝氏度左右，

紐瓦克的晚上漫天繁星，氣溫涼爽宜人。 

 

學員須知（規定與規則）： 

MPF 的規定簡單明瞭：除非有醫生證明，參與學員不得以任何理由在任何排練中

或演出中缺席， 參與學員不得遲到早退。違反者後果自負。 

 

參與學員須為每一次排練和演出做好充分準備。 

 

參與學員須符合所有著裝要求，不符合著裝要求的參與者將被取消上臺表演資

格。 

 

所有參與者須完好保存 MPF 發放的原版樂譜，并在演出后按照樂務要求及時歸

還，未能完好保存或遺失樂譜的將被處以罰款。 

 

參與學員須為專業課/大師課/音樂會準備一首獨奏曲目。請將鋼琴伴奏譜掃描並

於 6月 15 日前通過電子郵件（masterplayers@udel.edu) 發送至 MPF，并在該

電子郵件中註明您的完整姓名、完整樂曲名稱及學習演奏的樂章。 

MPF 將通過對參與者的演奏能力和準備情況篩選參加獨奏/室內樂音樂會／大師

班的參與者。 

 

參與學員務必學習準備好在 MPF 在音樂節開始前 MPF 佈置的室內樂曲目，并做好

上大師課的準備。所有曲目將通過電子郵件在六月中發給各參與者，請提前練習，

不可在 MPF 期間臨時視譜演奏。 

 



禁止攜帶酒精、香煙以及其它違禁物品至教學樓等地，特拉華大學嚴格執行各條

聯邦法律。 

 

特拉華大學是禁煙地點，違反者後果自負。 

 

MPF 不允許一切欺凌弱小的行為。 

 

違反以上規定的參與者將被施與取消上課權利、演出機會、與專業老師約見甚至

開除等一系列懲罰措施，學費恕不退還。 

 

參與者如遇到一切傷病問題等，務必第一時間告知 MPF 工作人員。 

 

希望參與 MPF 的參與者與家長們能保持良好恰當的行為，遵守 MPF 條規以及聯邦

法律，包括公眾場合手機的使用、得體的衣著、尊重團隊安排，以及各種安全注

意事項。所有人員須在排練中遵守排練的行為規範。 

 

任何參與違法活動的參與者將被開除，學費恕不退還。 

 

關於國際參與者之語言交流： 

MPF 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與者參與其中，MPF 的學生服務團隊熟知境外學習的

各種挑戰，并非常樂意幫助您制定合理的學習計劃。 

所有通信必須使用英語，包括推薦信，MPF 期間所有指導、排練、大師課等都將

使用英語。一些特定活動中，雙語助教將提供幫助（MPF 工作人員及音樂大師們

中有部份說中文和英語的雙語人士）。 

 

MPF 活動視頻錄像： 

在您申請 MPF 時使用的的試聽視頻只用作試聽使用，在公佈錄取結果后該視頻可

以被申請者本人或其父母或監護人刪除。特拉華大學名家音樂節（MPF）及 MPF

相關組織對試聽視頻隱私不負法律責任。 

 

MPF 參與者及其父母或監護人須永久同意 MPCS 和 MPF 將名家音樂節的照片、錄

音和錄像資料用於教育、存檔及宣傳目的。並不收取任何額外費用或對視頻資料

有任何要求。 

 

音樂會著裝要求： 

女學員著裝要求： 

深色寬鬆鈕釦上衣（顏色可任選，不可露腰，不可穿無袖上衣，衣服上不可有任

何圖案），黑色寬鬆長褲或裙褲。 

或 



端莊的黑色禮服（不可無袖或抹胸，不可露背露腰），裙襬須過膝長，領口不可

過低。 

低跟黑色禮服鞋。 

肉色襪子或黑色襪子。 

儘可能少帶首飾。 

 

男學員著裝要求： 

黑色西褲。 

黑色皮鞋（不可穿運動鞋）。 

黑色襯衫（不可有任何圖案）。 

黑色直筒襪。 

領帶 

儘可能少帶首飾。 

 

 

音樂會門票： 

MPF 音樂會門票（普通座位）對所有 MPF 參與者免費（門票費用已包含在學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