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ITBC 2010分享原視界系列(二) 
─  蘇格蘭 BBC ALBA的語言傳播使命與策略 

策發部副研究員 林金玉(娃郁)編譯 2010/04/20 

研討場次：2010 年 3月 10日(三)／第二場 數位時代之文化認同 

講者簡介： 

Donald Campbell先生原擔任 MG ALBA(蓋爾語媒體服務， www.mgalba.com)公司董事，

2006 年 7月接任執行長，負責維繫 MG ALBA與 BBC之合作夥伴關係，提供蘇格蘭觀眾

豐富、多元與高品質的蓋爾語節目。 

BBC ALBA1於 2008 年 9月 19日正式開播，為蓋爾語專

屬電視頻道2，由Donald Campbell擔任聯合營運管理委

員會(Joint Management Board)的主席，他本身也是全國

蓋爾語教育督導委員以及蘇格蘭Skillset協會(英國創意媒

體產業技術與人才培育組織)的董事。 

      Donald Campbell，WITBC 2010 廣電大會；              

照片提供：原住民族電視台 

Donald 的職責包括提供蘇格蘭觀眾高品質的蓋爾語電視頻道，創造並維持頻道長期發展

所繫之良好環境，例如規劃各種提升蓋爾語人才技術與專業能力的專案，其中一個案例就

是由 MG ALBA推動的數位短片計畫 FilmG(www.filmg.co.uk)。Donald  Campbell能使用

蓋爾母語，來自 South Uist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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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BC ALBA由MG ALA與BBC共同經營，治理單位為BBC Trust，營運模式請參考本文之附件：「BBC 
ALBA的聯合營運管理架構」。 
2 請參考岩花館專文：「來自蘇格蘭高地的原音放送─ BBC ALBA」，林金玉(娃郁)，2008/10/17，
http://rnd.pts.org.tw/p2/2008/0810/Scotland11.pdf 



 

演講主題：BBC ALBA─原住民語電視台之角色與目標 (BBC ALBA – the role and 

purpose of indigenous language television) 

蘇格蘭是個美麗的國度，擁有史前巨石遺跡、古老與現代化的大學、優美的景致與戶外風

光、古代長鬚牧羊犬、蘇格蘭錢幣、形形色色有趣的居民，當然還有就是Mel Gibson(梅

爾吉勃遜)的英雄本色！更重要地，蘇格蘭也是蘇格蘭蓋爾語(Scottish Gaelic)3的原鄉。蓋

爾語過去曾是蘇格蘭的王室語言，擁有豐富的口語傳統、詩詞與歌謠，也是蘇格蘭山川大

地命名的語言，然現在僅有 2%的使用人口。 

導致蓋爾語日漸式微的因素眾多：政治上的壓迫與鎮壓，教

育制度把英文當做成功的門票、善心人士將蓋爾語視為收藏

寶盒裡的珍奇古玩，以及最根本的由於所有人的冷漠對待，

不管他們是否說蓋爾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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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Donald Campbell, BBC ALBA 

 

 

 

蓋爾語此刻正面臨存亡延續的關鍵。德國哲學家尼采在《快樂的科學》一書中提及狂人的

故事，狂人繞著市場邊跑邊喊「我找到上帝了！我找到上帝了！」之後撲倒在地哭喊：

「上帝已死，我們謀殺了上帝，你和我」！還好，換個馬克吐溫式的口吻，我們可以說上

帝死亡的訊息在那種情況下誇大了，不過我必須說如此描述蓋爾語的危機仍嫌不足，許多

人宣稱：「蓋爾語已經消失了。」 
                                                            

3蘇格蘭蓋爾語(Scottish Gaelic)，或簡稱蓋爾語，屬於凱爾特語族蓋爾亞支的一種語言。與蘇格蘭蓋爾語同

屬蓋爾亞支的凱爾特語言尚有愛爾蘭語和曼島語，三者都是源自古愛爾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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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蘭約有 6萬名蓋爾語原住民，半數人口居住在蓋爾語社區，另外一半則分散在城市地

區。蓋爾語要在 21 世紀持續發展，推動者首先須面對各種困境並扭轉頹勢。然而希望並

非渺茫！蘇格蘭近年提出一個國家型蓋爾語計畫，蓋爾語發展因而出現轉折，不過光憑計

劃本身幫助仍有限。 

蓋爾語傳播策略與目標 

蓋爾語推動者向來擅長施展各種手法，但單憑手段不足以成事。二千六百年前的孫子兵法

言：「謀無藝則成事難，藝無謀則必敗」，蓋爾語面對的挑戰在於應採取並實施何種戰術

以達成戰略目標。換言之，缺少行動的願景不過是個夢想，但沒有願景的行動則是噩夢一

場。 

蓋爾語復興的戰略在於延續兵法主題，同時推進兩條戰線：一方面加強蓋爾語言和文化的

根基，工作焦點著重在蓋爾語使用者和學習者身上；另一方面則同時突破無形的障礙，把

蓋爾語帶入蘇格蘭社會各階層領域，主張在各種場合聽、說蓋爾語的權利。這項策略相當

於軍事上的鉗形攻勢，是唯一的成功之道。 

BBC ALBA 做為全蓋爾語電視台，扮演蘇格蘭蓋爾語推動工作的重要環節，二者發展策

略也相當雷同：在蘇格蘭境內，我們致力服務蓋爾語社區、加強語言文化資產；走出蘇格

蘭，蓋爾語進入嶄新領域，創造過去所不曾擁有過的全新而積極的合作關係。 

BBC ALBA以數位頻道形式開播，是廿一世紀的產物，但數位化並未因此改變BBC ALBA

的策略目標，而是當做達成目標的手段。蘇格蘭將於未來 12 個月內完成數位轉換，觀眾

可透過衛星、有線電視(僅城市地區)、數位無線電視與網路等四種不同的數位平台收看電

視4。 

那麼，BBC ALBA的策略目標為何？ 

BBC ALBA成立的基本承諾如下： 

 

4 BBC ALBA可透過數位衛星平台Sky(168)與Freesat(110)收視，在BBC iPlayer網路服務提供 10小時影音內
容。數位無線平台 Freeview載播與否則視 BBC Trust的審查而定。此外BBC ALBA(bbcalba.co.uk.) 自 2009 年

9月 19日起在官網上提供寬頻串流影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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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BBC ALBA是線性電視服務5，節目在電視台播出後提供輔助性的網路隨選節

目服務。 

• BBC ALBA 是全蓋爾語電視頻道，提供核心蓋爾語社區可信且珍貴的完整語言要

旨和適當的文化特色。 

• BBC ALBA 服務所有蘇格蘭人，深入蘇格蘭各地，提供觀眾與蓋爾語社區不一樣

的收視內容。 

上述承諾的背景是基於 BBC ALBA 設定的目標觀眾群非常廣泛：每接觸一位蓋爾語觀

眾，BBC ALBA必須同時觸達至少 5位非蓋爾語觀眾。那麼，為什麼 BBC ALBA的目標

觀眾如此廣泛，同時何以認為這些目標是適當的？ 

BBC ALBA 背負各界的高度期待。蓋爾語使用者希望擁有一個能忠實呈現並讓他們深感

驕傲的電視頻道；蓋爾語學生需要熟練母語的工具；地方與中央政府要看到效率、經濟產

能與文化商品產出；立法單位要求收視率；一般觀眾想要的是驚喜與娛樂；蓋爾語正常化

要求徹底抹除刻板印象和預設立場，而平面媒體不管是支持還是反對蓋爾語頻道，需要的

是報導題材。 

底線在於原住民語電視頻道必須以小搏大。公共經費的每一分每一錢不僅被反覆檢視，並

且以超過社會或經濟價值的次數，重複使用在培養專業技術與員工競爭力、產製文化商品

上，同時對國家社會之公民意見民主表達提出貢獻。 

 

5
根據歐盟最新修訂的「視聽媒體服務指令」 ( A u d i o v i s u a l  M e d i a  S e r v i c e s  D i r e c t i v e），線
性服務（ l i n e a r  s e r v i c e）係指「提供經排定之節目，供使用者同時收看之服務」。線性服務
提供者端享有對節目安排及內容之壟斷決定權，即由廣播電視業者提供，並以事先排定的節

目供收視戶收看。此類業者對於節目的內容及順序有壟斷性的決定權（p u s h  c o n t e n t），使
用者僅能選擇是否收看，無法選擇何時或收看何種內容，也因為節目由服務提供者排定並不

間斷的照節目表播放，故稱為「線性」服務。  
相對地，所謂非線性服務（non-linear service）係指「由服務提供者提供其所選擇節目之目錄，以供使用者

選擇是否收看、何時收看之服務」。使用者可自行決定收看時間及收看內容（pull content），例如隨選視訊

服務（video on demand）、隨選新聞（news on demand）、隨選運動節目（sports on demand）或手機下載內
容之提供（downloadable audiovisual content for mobiles）。簡單的說，非線性服務為使用者享有選擇接受資

訊的自由，可在服務提供者提供的數種節目中，決定收看何種影音內容及何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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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來自公共贊助使得原住民語電視台動輒受各種意見左右，對此 BBC ALBA 立場為： 

• 我們主張即使置身擁有 500多個數位頻道與無數網路隨選影音服務平台的市場，傳

統線性電視頻道對於確立原住民語的地位與身份仍屬必要，同樣重要的是，讓原住

民語有機會在收視黃金時段和其他頻道一較高下。成功將培育出自信與活力。 

• 我們深信一個蓋爾語頻道的主張，反對雙語頻道。這項信息響亮而清晰，我們主張

在廣電市場明確保障蓋爾語的空間。有了一個健全的開始讓我們現在也能夠排播符

合頻道策略目標的其他語言節目，但整體而言這個頻道專屬蓋爾語。 

• 我們謹慎地採取雙元觀眾焦點：BBC ALBA 服務核心的蓋爾語觀眾(僅佔 2%潛在

觀眾)，以及更廣大的蘇格蘭觀眾(蓋爾語觀眾加上 98%的潛在觀眾)。任何採取雙

元焦點的觀眾策略都是有風險的，但是透過正確的方法仍有成功機會。 

BBC ALBA之經營重點 

70%的核心語言社區最喜愛的頻道是BBC ALBA，甚至可以說是他們的家庭頻道，讓他們

感到最自在。BBC ALBA在這部份表現亮眼，特別是在新聞、資訊、文化性與音樂等節目

類型上 6。蓋爾語觀眾之服務要做到三件要事：代表性(Representation)、角色模範(Role 

models)與招募觀眾(Recruitment)： 

代表性： 由蓋爾語社區居民自己向世界發聲，不論好壞，最接近真實性。 

角色模範：不同年齡層的蓋爾語人口一直缺乏角色模範，現在他們在螢光幕上看到

說蓋爾語的偶像或是公眾人物，建立觀眾過去可能從未有過的對蓋爾語的驕傲。 

招募觀眾：目標在培養固定觀眾群，爭取新的支持者以及蓋爾語學生，達成擴大核

心觀眾群的數目與規模的目標。 

一般而言，電視台經營重點在收視率(Ratings)、盈餘(Revenue)和關聯度(Relevance)。對

BBC ALBA而言，代表性、角色模範和招募觀眾同等重要。 

 

6 BBC ALBA每天自上午五點轉播至深夜，節目內容老少咸宜。節目類型包括新聞、紀錄片、戲劇、時事、

宗教、娛樂與生活風格、音樂、兒童、青少年以及教育與運動等。BBC ALBA之節目來源以獨立製片的委

製節目為大宗，其他則來自STV與BBC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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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了解提供其他頻道沒有的精彩節目也能吸引非蓋爾語觀眾收視，為觀眾製作容易觀賞

與理解的節目。這就涉及節目規劃─ 找出廣大觀眾想要看但目前看不到，且可用一種他們

聽不懂的語言來提供的內容。有那麼容易嗎？一點也不！BBC ALBA 的目標觀眾廣泛，

以最大多數觀眾為目標是為了使 BBC ALBA 儘量建立與現代蘇格蘭社會的聯繫，要能同

時滿足兩種目標觀眾群根本是變魔術。 

隨著數位媒體之免費交易模式的到來，部分末世論者預言電視時代的死亡，認為電視業者

將退隱至歷史回憶的深處。我個人相信內容在過去、現在以及未來都會是最重要的，便利

性要求則緊跟在第二位。大型電視品牌與電視台興起又衰落，小型電子設備功能則越來越

好、速度越來越快，體積越來越小卻越來越不可忽視，但是觀眾仍然需要高品質的娛樂內

容、資訊與教育性節目，同時也要求快速、容易地取得各項服務。 

好內容需要觀眾捧場，觀眾期待好的節目。BBC ALA 此刻的重點在確保每一位蘇格蘭觀

眾在 2010 年仍能收看到 BBC ALBA上的蓋爾語節目。我們密切觀察並關注互動、HD和

3D 電視技術的發展，當相關技術成為主流且成本降低時，我們的策略也將隨之因應調

整。我們承諾提供精彩的隨選影音服務，開發各種將蓋爾語內容更頻繁地放上行動平台的

技術，這不僅對觀眾而言是相當重要，也攸關蓋爾語的意向聲明：在任何地方都可近用蓋

爾語媒體。 

BBC ALBA 努力在主流市場取得一席之地，並相信那是我們應達的目標。提供線性電視

服務的蓋爾語電視台，仍是數位時代觀眾與蓋爾語發展最佳的選擇，但仍有必要在數位媒

體露出。 

航向夢想島嶼 

2008 年我參加奧克蘭市舉行的 WITBC會議時深受啟發，其中之一就是有幸聆聽喬‧威廉

法官講述玻里尼西亞航海員尋求「島嶼」的歷程。法官在我腦海中描繪一幅生動的圖像，

勇敢的探索者秉持信念，透過傾聽潮流觀察星象，終有一天找到他們夢寐以求的島嶼。 

六個月之後，BBC ALBA 開播，我們抵達我們的島嶼了，現在再度遠行。事實上，這段

旅程幾乎無法成行。當我們朝向另一座島嶼出發時，我們遭遇懷疑論者的反對與 21 世紀

全球化論調的打擊，但我們仍堅信打造自己的幸福島嶼。相信在各位的協助以及智慧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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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下，一路上有 WITBN 朋友與員工的陪伴共同搖槳航行，我們一定能抵達目的地，在那

裏蓋爾語不再沉淪，再度成為蘇格蘭充滿活力的語言。 

最後，“Mìle taing agus Beannacht leibh.”(衷心感謝各位！) 



 

附件─ BBC ALBA之聯合營運管理架構7

MG ALBA與BBC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經BBC Trust8核發BBC ALBA服務執照，自 2008 年

8 月 5 日起正式生效。這項合作案由雙方組織之治理與經營階層聯合營運，由兩邊員工共

同提供電視台服務。BBC ALBA的員工與營運據點分散在蘇格蘭境內，聯合營運中心位於

Stornoway，新聞製播中心位於Inverness，而頻道廣播站則位於Glasgow。透過合作夥伴關

係，BBC蓋爾語廣播服務於是可與BBC ALBA和MG ALBA的網站服務，整合在單一的蓋

爾語三元媒體(廣播、電視、網路)策略下運作。 

 

 

 

 

 

 

 

 

 

  

BBC 蘇格蘭台 

執行委員會 

BBC ALBA 聯合營運管理委員會

主席： MG ALBA 執行長 

內容部門主管 

(MG ALBA 指派) 

頻道服務主管 

(BBC 指派) 

MG ALBA 執行長 

BBC ALBA 聯合營運管理架構示意圖 

MG ALBA員工向內容主管負責，內容主管則對MG ALBA執行長負責。BBC部分的員

工則對頻道服務主管負責，該主管向 BBC蘇格蘭台執行委員會負責。服務與內容主管則

共同管理業務合作單位，一起對聯合營運管理委員會負責，由MG ALBA執行長擔任委

8 

 

                                                            

7 資料提供：MG ALBA執行長Donald Campbell。 
8 BBC Trust為BBC最高治理機構，地位等同於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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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之主席。 根據 BBC ALBA合作協議，雙方各指派兩名一級主管組成聯合營運管理委

員會，現有委員包括：  

•  MG ALBA執行長(主席) 
•  MG ALBA財務營運長 
•  BBC Scotland(蘇格蘭台)執行長 
•  BBC Scotland節目部經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