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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職銜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 教授及系主任 

 粵劇傳承研究中心 總監 

 中國華南師範大學 客座教授 

 中國廣州大學 客座教授 

 中國東北師範大學 客座教授 

 中國星海音樂學院 中國教育部高等院校中國文化傳承基地 專家 

 

過往職位 

 香港教育大學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副院⾧ (質素保證及提升) (2015-2017)  

 美國華盛頓大學 訪問學人 (2018) 

 中國廣州外語外貿大學 客座教授 

 

ISME  職務 

 會員 (自 1996) 

 理事會成員 (2004-06, 2012-14) 

 行政理事會成員  (2010-12) 

 音樂教育及音樂敎師專責委員會 (MISTEC) 專員 (2002-06)及主席 (2006-08)  

 研究專責委員會 專員(2010-14)及聯席主席 (2014-16) 

 國際音樂教育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 聯合編輯 (2012-18) 

 亞太音樂教育研究論壇 (APSMER) 委員 (自 2007) ; 主席 (自 2017) 

 亞太音樂教育研究論壇 (APSMER) 香港會議籌委會 副主席 (2003) 

 亞太音樂教育研究論壇 (APSMER) 香港會議籌委會 主席 (2015) 

 

對外社會服務 

 亞太藝術教育期刊 (Asia-Pacific Journal for Arts Education) 總編輯 (自 2002) 

 北京師範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文化及創意學部 顧問委員 (自 2019) 

 香港民政事務局港台文化合作委員會 委員 (2020-21)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專家(教育及表演藝術) 

 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術教育顧問 

 香港民政事務局音樂事務處 專業顧問 

 香港教育局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 評審委員 (自 2016) 

 香港行政⾧官卓越教學獎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評估小組 主席(2016-17) 

 香港演藝學院戲曲學院 顧問委員 

 香港音樂教育家協會(HAME) 創會主席 

 香港大埔藝術中心管理委員會 委員 

 香港教育局音樂課程 顧問 (1990 – 2000) 

 中國音樂家協會 會員 (自 2018) 

 

主要獎項及研究經費  在香港中小學校系統化推動傳統戲曲及粵劇藝術文化傳承及納入常規音樂教學課程 

 香港教育學院 (教大前身) 知識轉移獎 (201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轄下的國際音樂議會頒發音樂權益獎 (2011)  

 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 (2011, 2014, 2019)  

 香港教育局優質教育基金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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