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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職責及會員 

委員會報告 

參考資料索引 

附錄 A一會議記錄摘要 

附錄 B一書面證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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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及體育委員會教育、文化及體育委員會教育、文化及體育委員會教育、文化及體育委員會    

職責及會員職責及會員職責及會員職責及會員    

職責：職責：職責：職責：    

考慮及報告學校和學前教育相關事宜、其他教育及青年事務部長職權範圍相關事

宜、文化和體育相關事宜、其他旅遊、文化及體育部長職權範圍相關事宜，旅遊

業除外。(按照 2002年 6月 13日國會議案所通過的)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Karen Gillion (主席)        委會員後備會員：委會員後備會員：委會員後備會員：委會員後備會員：    

Jackie Baillie
2
          Murdo Fraser

1 

Ian Jenkins          Marilyn Livingstone
3 

Frank McAveety
5
         Fiona McLeod

4
 

Irene McGugan         Karen Whitefield
6
 

Brian Monteith 

Cathy Peattie (副主席)
7 

Michael Russell 

 

委會員文書小組：委會員文書小組：委會員文書小組：委會員文書小組：    

Martin Verity 

Judith Evans
8 

Susan Duffy
9
 

Ian Cowan 

_____________ 

1. 由 2002年 5月 16日起。 

2. Jackie Baillie 由 2001 年 11 月 29日起被委任為委會員會員。 

3. 由 2002年 9月 26日起。 

4. 由 2002年 5月 16日起。 

5. Frank McAveety由 2001 年 12月 11 日起担任副主席直至 2002年 5月 9日請辭委員之職務

為止。 

6. 由 2002年 5月 9日起至 2002年 9月 26日止。 

7. Cathy Peattie担任副主席一職直至 2001 年 11 月 28日請辭委員會之職務為止。 2002年

5月 9日她再被委任為委會員會員，及於 2002年 5月 14日起担任副主席一職。 

8. 由 2001 年 4月 9日起至 2002年 1月 7日止。 

9. 由 2002年 1月 7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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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國會蘇格蘭國會蘇格蘭國會蘇格蘭國會    

教育、文化及體育委員會教育、文化及體育委員會教育、文化及體育委員會教育、文化及體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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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與支援與支援與支援與發展發展發展發展蘇格蘭蓋爾語、蘇格蘭英語蘇格蘭蓋爾語、蘇格蘭英語蘇格蘭蓋爾語、蘇格蘭英語蘇格蘭蓋爾語、蘇格蘭英語    

及少數民族語言之教育和文化政策功能研究調查及少數民族語言之教育和文化政策功能研究調查及少數民族語言之教育和文化政策功能研究調查及少數民族語言之教育和文化政策功能研究調查    

    

委員會向國會匯報如下：一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研究之職責，乃調查支援與發展蘇格蘭蓋爾語、蘇格蘭英語及少數民族語言，之教育和文化

政策功能。 

 

2. 徇眾要求的書面證供已經出版，而所收集的書面陳詞附載於附錄 A。委員會曾進行蒐集資料

訪談，受訪者包括里察莊士信(蘇格蘭語言教學及研究資訊中心主任)、祖安娜麥卑格(蘇格蘭

語言教學及研究資訊中心副主任)以及塔民澤肯納利(蘇格蘭種族平等委員會總幹事)
1
。 

 

3. 此報告書，尋求檢討蘇格蘭對語言之現行態度和處理方法，尤其對蓋爾語、蘇格蘭英語和少

數民族語言，在定位、使用和教學事上之處理方法。 

 

4. 為達到上述目的，必須正視目前建議以及法令之內容和應用情況。 

 

5. 為了有代表性和清楚起見，亦必須解釋蘇格蘭「少數民族語言」之定義。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6. 很多機關及團體，越來越多報導或評論語言之應用，因而引起更多的公眾關注。為了確保人 

們可以保留身份意識、接受多元文化和參予共創國家經濟活力，需要支援語言應用的共識，

越來越普遍。    

______________ 

1.本委員會曾會晤和採訪蘇格蘭語言教學及研究資訊中心(史特靈大學)，及種族平等委員會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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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及體育委員會，2003年第一報告書 

 

7 全國化的趨勢縱使大有裨益，無疑對語言多元化構成威脅。尤其蘇格蘭的兩種傳統語言，蘇

格蘭英語和蓋爾語，其存在可能岌岌可危。在紐菲爾德英國語言調查，其中一份報告書中，

這樣陳述： 

 

「到廿一世纪末，估計有百份之九十的世界各種語言，將會消失或註定要消失。一種語言，

或與其説是該語言的殘留使用者，每兩週就有一名死亡。此語言之損失，乃緊密關連到多元

文化的損失，連同各小語言群體及其特有知識和社會習俗，一併式微。在未來的年代，世界

所面臨多元文化和語言的消弭，將會更甚於相對自然生態的破壞。(1998年格勒道)
2 

 

8 縱觀各種情況，謀求方法以支援和發展蘇格蘭語言的應用，是恰當不過之事。 

 

蘇格蘭語言和讀寫能力政策 

9 蘇格蘭語言教學及研究資訊中心，轄下蘇語蘇語蘇語蘇語
3
發展計劃的訪問教授和專門僱問，約瑟盧比安

高教授聲稱，一個國家對本土傳統語言沒有明確的語言政策，其實就是一個變相的隱蔽政策，

其政策就是讓語言銷聲匿迹。 

 

10 盧比安高教授相信： 

 

「蘇格蘭需要一個國家語言政策，因為在未來變數萬千的世代，語言和讀寫能力政策與國家

和蘇格蘭國民利益，息息攸關。」
4
 

 

11 盧比安高教授報告書中
5
，指出的三個原則，突顯高架其上的蘇格蘭語言政策，需要加以整理： 

 

! 維護及復興蘇格蘭現存語言傳統 

 

! 循公眾政策優先次序，統合蘇格蘭語言資源 

 

! 發展新和延伸的機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格勒道(1998年)只有英語是否足夠？倫敦：纽菲爾德語言調查，在「我們的語言何去何從？」 

3 「蘇蘇蘇蘇語語語語」首要宗旨，乃協助建立國家結構，以資提高、延伸(到其他重點)、連貫蘇格蘭對現代外國語言之應

用、學習、教學以及社會和各界層，在觀點上的高質量研究能力。摘錄自蘇格蘭語言教學及研究資訊中心網

址 http://www.seilt.stir.ac.uk/scotlang/index.htm 

4 盧比安高(2001年) 蘇格蘭語言和讀寫能力政策；序言 

5 盧比安高(2001年) 蘇格蘭語言和讀寫能力政策，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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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及體育委員會，2003年第一報告書 

 

國家文化策略 

12 2000年 8月行政部出版其國家文化策略，內中包涵四項策略目標；其中一項為「盡其多元 

 化方式慶祝蘇格蘭之文化傳統」。在此目標下之首要優先事項 2.1，乃要「推廣蘇格蘭之語

言 以資表達和存取其文化」。 

 

13 首要優先事項 2.1之五項聲明如下： 

 

 2.1.1如需求充足，繼續支持蓋爾語媒介教學之學前和小學教育。 

 

 2.1.2研究設立蘇格蘭語言中心之可能性，包涵蓋爾語和蘇格蘭英語各變化體，並可編入蘇

     格蘭國家字典。 

 

 2.1.3透過初步訓練和持續專業發展，確保教師能充份準備，作推廣和發展所有學生的語言

    技巧。 

 

 2.1.4繼續支持開發、鼓勵語言多元化和各種口語學習的教育資源。 

 

 2.1.5成立行動小組，以考慮如何支援蘇格蘭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化傳統，以及如何表揚和慶

    祝其對蘇格蘭文化之貢獻。
6 

 

14 第一份國家文化策略報告書詳列，目前有關目標和其首要優先項目的進行工作，已於 2001

年 10月 25日出版。值得注意的，很多提交此項調查研究的陳詞，已於報告書出版前收到。

意見重心環繞 2000年 8月，所發表的目標和首要優先項目實施程度。 

 

15 回應目標 2.1.2由蘇格蘭大學肯尼治信託基金會贊助，成立蘇格蘭語言中心之可行性研究，

已在進行中。連同其他，其宗旨如下： 

 

  調查政府、各教育層面、文化機關和大眾整體，所需要的資訊種類。 

 

  過慮適合蘇格蘭情況之優先項目，和推薦一套未來的策略。 

 

16 部份目標的進展缓慢，尤其目標 2.1.5週年檢討中，有關行動實施概況陳述，行政部「進一

步考慮此項提議」。儘管有政治意願支援少數民族文化融入蘇格蘭社會，但卻欠缺支援行動。 

 

 

 

_________________ 

6. 蘇格蘭行政部一國家文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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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及體育委員會，2003年第一報告書 

 

歐州區域性及少數民族語言憲章 

17 2001年 3月 27日，英國政府簽訂歐州區域性及少數民族語言憲章。憲章界定「歐州區域性

及少數民族語言」意義為： 

 

「一國國民組成之個別群體，人數少於本國人口，於國內劃定領域所操之傳統語言； 

    

  而且與該國官方語言有别； 

 

  並不包括該國官方語之方言，或移民的語言。」 

 

18 操區域性或少數民族語言的領域，乃指着「一個地理上的區域，部份人士使用上述語言為溝

通媒介，根據此憲章所載，合理採用各種保護性和推廣性措施」。
7
 

 

19 憲章第二部份，所闡明的主要原則和目標，構成一國的政策、法例、實施慣例，被認為足以

提供保存有關語言必須之架構。 

 

20 憲章第三部份，將第二部份肯定之普通原則，演繹為明確的規則；而這些規則係關連教育、

司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公共服務、媒體、文化活動和設施、經濟和社交生活以及國境外交流。 

 

21 當英國政府簽訂憲章，蘇格蘭英語被認為乎合憲章，有關區域性或少數民族語言的定義，達

成第二部份之目的，而蓋爾語則被涵蓋於第三部份。 

 

多種語言世界公民 

22 1998年，當時教育部長海倫涅道爾，成立一個語言行動小組。該小組其中一項首要問題，

乃發展一套語言學習的基本原理。此基本原理則包涵在蘇格蘭行政部所出版，稱為「多種語

言世界公民」的報告書中。 

 

23 此報告書指出，蘇格蘭有兩種本土傳統語言：蓋爾語和蘇格蘭英語
8
。此報告書亦同時鑑定

幾種社區語言(報告書的稱謂)，分別為：烏度語、廣東語/話、孟加拉語、波蘭語、亞拉伯

語、義大利語和日本語。此報告書申明說： 

 

「我們不常用的傳統，和社區語言之延續活力，不只對操用的社區重要；同時亦充實了整體

社會，和令社會更有包容性。」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區域性及少數民族語言歐州憲章 

8. 這些指南同時指出「蘇格蘭英語雖然未經制度評定，卻有為數更多的人士操用」蘇格蘭行政部「多種語言世界

公民」基本原理第 7頁 

9. 蘇格蘭行政部「多種語言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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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及體育委員會，2003年第一報告書 

 

24 在社會和教育層面，堅立語言一個完整的角色是必須的。正如報告書所指出，處於當今一個

全球化的市場，多種語言環境可以帶來實質經濟和社會收益。 

 

25 即使有關現代歐州語言的學習，「多種語言世界公民」報告書中，有如此陳述： 

 

 「這可幫助(學生)，透過採用另一語言明白世界的經歷，是同樣「實在」和「有效」，正如 

  採用英語去明白世界的經歷一樣。這容許他們藉着問題解決、記憶、回想、聯想、仔細觀 

  察和務實策略，去獲取認知上的好處。
10
 

 

2001年歐州語言年 

26 歐州語言年乃由歐盟和歐州議會聯合主辦，於 2001年期間在四十五個參加成員國，均舉辦

多姿多彩的活動，和採用相應措施。歐州語言年的三個主要信息如下： 

  

  目前歐州乃是語言多元化，往後也會如此。 

 

  學習語言帶來人們機會。 

 

  每一個人都可以辦得到。 

 

五至十四歲國家指南 

27 1991年有關英語的五至十四歲國家指南出版。此指南為蘇格蘭學校在學習和教導英語事上，

提供建議。指南亦同時明確提起「在英語教室中，考慮語言和文化之多元化。」
11
 

 

28 在「基本原理」段落，指南如此陳述： 

 

「兒童最早期之語言，乃孕育於家庭和學前教育，而學校則要繼承此基礎和兒童廣泛的經驗，

而加以培養。這早期的語言是不規則的，有些是方言和偶然是非英語；但卻反映學校所服務

社區之多元化，以及有利於教室的學習。這語言由在行老師善加處理，務求滿足個別的需要，

鼓勵建立自信和將學習變成一種樂趣。」
12
 

 

 

 

 

 

______________ 

10. 蘇格蘭行政部「多種語言世界公民」 

11. 蘇格蘭內政部教育署蘇格蘭課程及考核國家指南，英國語文科五至十四歲 

12. 蘇格蘭內政部教育署蘇格蘭課程及考核國家指南，英國語文科五至十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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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及體育委員會，2003年第一報告書 

 

29 再者，指南規定三項宗旨如下： 

 「學校應該： 

  

   培養學生的技巧和知識，讓其充份發揮潛能，以明白英語和正確使用之； 

    

透過語言和文學，支援學生的個人發展，包括智能、情感、美學、社交、道德等方面的發 

展； 

培養學生對自己和別人的語言發展，有積極正面態度，包括關心到容忍、樂趣、合作和分 

享。
13
  

 

30 補充聲明説，「學校的職任，乃培養文化和語言多元化的意識乃培養文化和語言多元化的意識乃培養文化和語言多元化的意識乃培養文化和語言多元化的意識，透過語言幫助學生珍惜自已

和自己的信念，以及同時尊重和珍惜別人的信念和認知。」
14
 (重要性已被增加) 

 

31 如果英國語文，五至十四歲國家指南全面實施，應可取得更高度的社會包容性；而值得注意

的，就是應該包涵蓋爾語、蘇格蘭英語和社區語言。 

 

蘇格蘭國會英語以外的應用語言 

32 繼國會議事程序委員會完成工作後，成立了一個語言政策小组。小组的報告乃交由議事程序

委員會，和蘇格蘭國會事務機關核定；並繼而決定英語和蓋爾語將會被沿用為國會官方語言，

而盲人凸字則將會包括在新國會大樓的標誌上。 

 

蘇格蘭英語：原則聲明 

33 繼最近一次不分黨派工作小组會議，討論有關蘇格蘭國會的蘇格蘭英語，文化部長蘇格蘭國

會議員米格獲德信表示説，工作小组成員的知識和經驗，可能構成一套令蘇格蘭行政部
15

感興趣的語言策略基礎。 

 

34 一股建設性的投入力量，正在孕育這樣一套的策略。希望不分黨派工作小组的報告書，「蘇

格蘭英語：原則聲明」，可於 2003年初面世。 

 

定位 

35 近年來，蓋爾語和蘇格蘭英語的定位(或法定地位)大受關注，1981年唐纳德史超活以普通

議員向國會下議院提交法案方式，嘗試立法使蓋爾語成為官方語言。Comunn Na Gaidhlig

及其他具影響力的蓋爾語社團曾支持，嘗試爭取該語言於不同場所被採用之法定認同。1999

年舉行競選活動期間，四大政黨中有三個政黨承諾爭取其地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ibid 

14. ibid 

15. 蘇格蘭英語不分黨派工作小组會議 2002年 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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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語言定義少數民族語言定義少數民族語言定義少數民族語言定義    

 

36 此研究調查尋求包涵蘇格蘭各種語言，職責乃在支援與發展蘇格蘭蓋爾語、蘇格蘭英語和少

數民族語言上，研究教育和文化政策所扮演的角色。為明確起見，有必要為「少數民族語言」

一詞下定義。 

 

37 區域性及少數民族語言最堂煌不過之定義，乃包涵在區域性及少數民族語言歐州憲章內，並

詳列於第(17)段，也就是這定義支撑着此一報告書。 

 

38 有數份陳詞強調，要有真正包容性語言辯論，必須同時考慮失明和失聰者溝通系統。大部份

建議書關注英式手語。此報告書於考慮蘇格蘭語言事上，包涵上述溝通模式。 

 

語言多元化語言多元化語言多元化語言多元化    

 

39 收集的陳詞中顯示， 為主流教育推廣和引進雙語和多語制的工夫尚嫌不足， 儘管在推廣和

教導蓋爾語事上稍有成就，但到目前為止，蘇格蘭英語和社區語言仍被忽略。 

 

為何發展雙語和多語制是重要的？ 

40 從提交的陳詞中顯示，英國社會習以為常認為單一語制是正常標準，一般觀念認為教授外語， 

足以影響英語之學習。 

 

41 從收集的陳詞中，有幾份提到，有研究資料主張學習兩或更多種語言，可增加認知和讀寫能

力，以及擴闊學生的人生視野。 

 

42 在里察莊士信教授的陳詞中，他引用蘇格蘭行政部教育署，研究以蓋爾語為小學教學媒介的

結果；其中一項發現顯示，在小學七年級全國英語評定中，蓋爾語教學兒童表現優勝於純英

語教學兒童。同樣地，他引用義大利之研究實例，研究員花一年時間在兩組一年级社會背景

相同之義大利學生。一组只教標準義大利語，另一組教授標準義大利語，但教學中混雜有少

許份量的英語和學童的本地方言。年終結果，接受三語教學的一组在一次標準義大利語測驗

中，表現優勝於接受純義大利語教學的一組。 

 

43 莊士信教授認為，語言多元化有不同觀點，例如：被視為一項「障礙」或一種「權利」；而

最有建設性的，是從教育及蘇格蘭社會多元文化融匯角度去衡量，而被視為潛在的「資源」。

語言多元化應被視為「正常現狀」，而非像目前的單一語言制。在某種程度上，「多種語言

世界公民」證實上述的論點。莊士信教授提示，語言多元化並不意味着每一個人都要在他或

她所懂之不同語言上，同等精通。相反地，在不同語言上，其通達程度可按其需要和興趣各

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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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爾斯語言局，在其出版的「2000至 2005年遠景與使命」一書中陳述： 

 

「威爾斯的人民己普遍接受，採用雙語乃有利於個別人士和社區。對個人來說，雙語提供較

廣的溝通機會，因雙文化而通向世界的兩個視窗、兩種讀寫能力、高揚的自尊、身份意識的

安全感以及更多的就業機會。對社區來說，雙語提供過去歷史的連貫性、當今社會的凝聚力

和打造未來努力合作的源頭。」
16
 

 

45 這種遠見可以引申到語言多元化，和個別人士打通世界各地出路之理想。這同時暗示一個語

言多元化的社會，可以團結社區之間的凝聚力，和促進更大的包容性。 

 

46 也是這種語言多元化的理念，支撑着蘇格蘭英語、蓋爾語和社區語言爭取定位，和在教育文

化層面被採用之論據。 

 

47 此調查研究，必須共同考慮蓋爾語、蘇格蘭英語、社區語言為蘇格蘭的語言才是合理；而報

告書的第二部份，為了明確起見，將會作個別語言分析。 

 

蘇格蘭英語 

 

48 部份書面陳詞，均集中考慮蘇格蘭英語。當眾多焦點都集中在蘇格蘭英語和教育制度，明顯

地語言在教育和文化中被處置的方式，兩者是免不掉連結一齊。在學校，蘇格蘭英語缺乏認

同而導致語言脆弱。未來的的作家無疑喪失了以蘇格蘭英語溝通的能力。如果蘇格蘭英語的

文化資源在歌劇院、電視、文學或詩詞境界不得其門而入，也沒有發揮餘地，屆時將不會有

旁徵博引，連教材也是鳳毛麟角。 

 

49 從陳詞中，不難看出對蘇格蘭英語被視為次於英語之憂慮。經常被引以為例的，就是孩童因

使用蘇格蘭英語為家長或老師責難，視為俚語和不被接納。在眾多陳詞中，也有對比社區語

言，其情況為一個人的第一語言嚴被壓制。 

 

50 正如里察莊士信教授在其陳詞中，申述： 

 

「在蘇格蘭，目前對不同語言態度的研究並不多，而現有的則顯示有時態度混淆和誤導(有

些個案背景潛伏個人或制度上的種族歧視)。如果我們想要制定政策，幫助公眾對語言的態

度變得更了解和積極，就必須系統化地衡量正在發生態度上的改變。」
17 

 

_______________ 

16.威爾斯語言局：「2000至 2005年遠景與使命」 

17.里察莊士信教授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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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陳詞強調，給予蘇格蘭英語法定地位，自然而然在公眾場合就會被充份認可。過去的憂慮，

蘇格蘭英語在教育制度或文化層面被認可的程度不足，我們必須明白及體會語言和文化本身，

是不可分割的共同體。 

 

52 歐州憲章中，是第二部份界定蘇格蘭英語為區域性語言，而非蓋爾語受維護的第三部份。而

此意味着，也是人所詬病的，沒有足夠責任或動力在教育及文化層面實行明確措施，和暗指

蘇格蘭英語被視為次等之事實。 

 

53 縱使被認可的國家文化策略草議，已推動進行中的蘇格蘭英語辯論已有多時，但普遍的共識

認為凝聚力不足，和需要迎頭趕上。 

 

54 阿巴甸大學英語系高級講師德力麥喬亞，在一次展開 2001年蘇格蘭歐州語言年的會議上，

在其「島嶼上的語言政策」的論文中指出： 

 

「傳統上，在教育體制中被忽略，或嚴被壓抑的蘇格蘭英語，在近年樂得復見生機。按時間 

順序，下開相關發展工作曾經展開：一個矚目的文學開花期，包括匯集燦爛、創作性、具強

烈政治意識之詩詞、語言定位大得提昇、其歷史淵源和當代狀態均成為學術研究對象、不斷

增加適合研究和教學的出版品，尤其兩套多冊式字典及其相關工作、積極改善其在教室的地

位，和最後蘇格蘭新國會大力鼓吹的意願。雖然如此，相對上述情況，在坊間流行和在行政

層面的極端無知，仍須對付、各種草擬方案大體上是個別性和零星地進行、國會疏於發展、

未及推行一套凝聚性和實用的政策，以資鼓吹語言的應用和爭取為蘇格蘭法定語言。」
18
 

 

55 然很多陳詞認可，稱許蘇格蘭行政部的國家文化策略對蘇格蘭英語之工作，但一般的見解認

為將目標轉化為實際行動，是微不足道。 

 

56 蘇格蘭英語的綜合性政策，亦曾有個別範例，如眾所週知盎格斯議會 Angus Council所制定

的蘇格蘭英語及蘇格蘭文化之政策和指南。 

 

57 另有憂慮說，即使有國家文化策略和五至十四歲指南，無庸贅述，蘇格蘭英語在學校是不被

器重而教學是止於局部性質。正如五至十四歲課程指南條文中指出，這語言是常不被列入學

校課程。 

 

58 有很多的案例，蘇格蘭英語的教學是包涵有，用蘇格蘭英語作成的詩詞學習，(例如：休麥

達米特)根據作家/教師麥菲費爾特說，儘管學校使用蘇格蘭英語詩及詞彙，但用字的意思很

少或沒有解釋，而學習只不過是靠死記硬背。 

______________ 

18. 島嶼上的語言政策，論文由德力麥喬亞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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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反映出來的意見認為，這種局面乃因支持教授蘇格蘭英語是非常有限的。很多陳詞認可學習

及教授蘇格蘭英語所出版的「Kiste」教材，以及新近推出的 Itchy Coo工作項目，但一針

見血地指示，此類教材是罕有的。 

 

60 在他的陳詞中，麥菲爾特聲稱，蘇格蘭英語的教學或可以被教授的方法有幾種： 

(1) 依賴個別老師對蘇格蘭英語的興趣， 

(2) 依賴個別老師參加在職訓練，學習蘇格蘭英語，及 

(3) 依賴個別老師自我培養對蘇格蘭英語的興趣，繼而編纂教學教材。 

 

61 他引證一名老師的例子，她透過個人的興趣，建立了蘇格蘭英語媒介教育的模式，(也就是

用蘇格蘭英語教蘇格蘭英語，正如透過蓋爾語媒介教育教授蓋爾語)： 

 

「摩力克和我教一班學生練習頭韻。我們說蘇格蘭英語，用蘇格蘭英語舉頭韻的例句，學童  

用蘇格蘭英語回應、用蘇格蘭英語作筆記。叫人驚奇的，就是上課時從不使用英語來討論 

蘇格蘭英語的是舆不是，上課從頭到尾都是採用蘇格蘭英語。上課時，麥老師拍她的手掌 

示意，下一課是算術，他們要回復使用英語。跟着的那一小時(及當天其餘的時間)，學童就

改用英語。他們對兩種語言之辨認毫無問題。」
19 

 

62 蘇格蘭英語工作有關的教育性訪問，無可置疑是有價值，但卻是不協調、稀少；它應該被看

為一種額外的樂趣，而不純是學生對語言的單獨經驗。阿巴甸大學愛雲斯頓學院，蘇格蘭英

語創作性作者仙娜巴立可，是其中一位熱衷人土；她在任職四年期間，訪問了六十六所郊區

學校和三十九所城市學校。她在訪問時，曾經， 

 

 「教授基本蘇格蘭英語詞彙，和鼓勵學童使用蘇格蘭英語寫作和唱歌。」
20
 

 

63 儘管仙娜巴立可深信訪問的裨益，她強調提供網站形式，免費和不同種類的資源，可以促進

蘇格蘭英語之使用和欣賞。愛雲斯頓竭斯特 Elphinstone Kiste乃典型的例子
21
，愛雲斯頓

網站將包涵超過六百網頁的蘇格蘭英語資訊，和其他與蘇格蘭英語文化有關機構的名單。 

 

64 蘇格蘭英語工作項目欠缺經費，和對蘇格蘭英語的研究工作不足，常被引為一大障礙。很多

的有心人士認為經費和研究工作不足，可能是引致蘇格蘭英語不被看重的原因。蘇格蘭英語

的經援方式與蓋爾語正好相反，蓋爾語乃由蘇格蘭行政部教育署直接撥款，而蘇格蘭英語卻

由蘇格蘭藝術局資助。主要是教育性的蘇格蘭英語工作項目，籌劃申請藝術經費本身就是一

個問題。 

______________ 

19.麥菲費爾特陳詞 

20.仙娜巴立可陳詞 

21.仙娜巴立可陳詞 www.abdn.ac.uk/elphin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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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另有一點就是蓋爾語所取得的經費，比蘇格蘭英語多。舉例說，蘇格蘭英語資訊中心的主要

 津貼每年只得£25,000，比蓋爾語來得少。 

 

66  紋章學會主席保羅史葛在其陳詞中，對蘇格蘭英語語言資訊中心，和蘇格蘭國家詞典協會(視

 為蘇格蘭英語語言詞典)經費貧乏的情況，一言道破。 

 

67  眾多爭論的熱衷人士，將蘇格蘭英語情況與蓋爾語比較，其所顯示的經援差距並非要強調蓋

 爾語經援過多(正如本報告書指出，蓋爾語仍然面臨經費短缺)，而是蘇格蘭英語的長期經費

 不足之事實。 

 

68  眾多陳詞建議，從文化和語言學角度研究蘇格蘭英語，但因其經費不足和不被重視，令目標

 遙不可達。其實對蘇格蘭英語應用擾攘不清的辯論，正是反映從文化和語言學角度研究，以

 解決其難題，更是日益重要。有人認為對蘇格蘭英語作出一個研究報告，類似蓋爾語的麥花

 信研究報告：讓國家資源蓋爾語再現生機，是必要的。
22
 

 

69  莊士信教授深信，在還沒有強而有力的建議支援蘇格蘭英語時， 

 「而目前決策者手上所擁有的資訊又不足，需要從研究和其他來源取得更多的資訊。」
23
 

 

70  目前有一些進行中的研究項目，顯注者有史特靈大學蘇格蘭語言學及研究資訊中心的蘇語蘇語蘇語蘇語。

 此研究項目乃涉及發展一項語言教育研究及應用的國立設施，而其經費乃來自蘇格蘭高等教

 育經援局。蘇語蘇語蘇語蘇語旗下，分設有六項明確工作項目，其一為祖安娜麥卑格主持的「勘察愛丁堡

 語言」。此工作項目之目的，乃向愛丁堡中學十二歲的學童調查研究其所理解(現代外語、傳

 統語言和社區語言等等)、且是他們自認懂得和知道從何處獲取，例如：家庭、社區、學校 

 或其他地方，的語言。 

 

71  也有見解認為必須統計操用蘇格蘭英語人數，以作為任何研究之一部份；而目前則只有蓋爾

 語的數據，蘇格蘭英語和社區語言仍是欠奉。阿巴甸大學愛爾蘭及蘇格籣文化學院名譽研究

 主任，多域賀斯霍茨博士在他的陳詞中引述，2001年人口統計不包涵蘇格蘭英語，實為良 

 機喪失。他的見解認為這和應用蘇格蘭英語一樣，已成為「政治傳球」。多域賀斯霍茨博士 

 同時辯論，甚麼才可以稱為蘇格蘭英語，仍然没有共識。他在陳詞中説，操用蘇格蘭英語，

 和在英語中加插使用蘇格蘭英語字眼，兩者之差別必須認清。 

 

「很多蘇格蘭國會議員似乎認同了，引用一兩個字眼就算是操用蘇格蘭英語。這就好比說英

語時，加插兩個蓋爾語字眼，而聲稱是說蓋爾語的例子一樣。」
24
 

____________________ 

22.蓋爾語：讓國家資源蓋爾語再現生機 2000年 9月 

23.里察莊士信教授陳詞 

24.多域賀斯霍茨博士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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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陳詞中很多人爭論，是甚麼構成「蘇格蘭英語」，正如纹章學會主席保羅史葛強調。 

 

「蘇格蘭英語與英語同宗一源，共通詞彙，令蘇格蘭英語同時蒙其利和受其害。其彼此關係

雷同斯堪的納維亞語系，或荷蘭語和德國語，或拉丁語系間之關係。」
25
 

 

73  這報告書無意加劇上述辯論，或為蘇格蘭英語的定義表達權威性的意見，引述上開辯論乃在

 強調所經歷之困難。對這報告書來說，英國政府所簽訂的，區域性及少數民族語言歐州憲章

 承認蘇格蘭英語為一種語言，已經足夠。 

 

74 雖然蘇格蘭英語的定義眾說紛紜，陳詞中各方意見一致認為，必須確定蘇格蘭英語的地位，

 納入學校課程，以資保存蘇格蘭的文化傳統和讓大眾有更深的認識。 

 

75 正如第四十八段所說，教育和文化兩者是免不掉連結一齊；很多人都認為擁有一所蘇格蘭國   

 立歌劇院，有助蘇格蘭英語發揚光大。部份陳詞表示憂心，在國家文化策略所承諾建設國立

 歌劇院的政治意願，已在削弱中。這是個沉長過程，但蘇格蘭藝術局已成立一個程序小組，

 諮商歌劇院計劃和實行時程。 

 

76 總結，在收到的陳詞中有強調各種難題，和對蘇格蘭英語定位問題及推廣辦法，擬議各種解

 決方案，其包括： 

 

! 增加經費，以及由蘇格蘭行政部教育署直接撥款。 

 

! 進行蘇格蘭英語應用調查研究，以及善後統計分析。 

 

! 為教師提供在職訓練，和透過持續專業發展重視蘇格蘭英語。 

 

! 鼓吹語言多元化，和從小學一年級起教授讀寫蘇格蘭英語能力。 

 

! 為學校提供更多蘇格蘭英語教材。 

 

! 按照歐州憲章第三部份承認蘇格蘭英語(雖然是公認為保留事項)。 

 

! 研究引用標準化拼字法之可行性。 

 

 

____________________ 

 

25. 紋章學會主席保羅史葛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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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更多採用蘇格蘭英語的電視和電臺節目。 

 

! 繼續籌備成立蘇格蘭國立歌劇院。 

 

! 蘇格蘭行政部考慮不分黨派工作小組之原則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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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7777    綜合起來，綜合起來，綜合起來，綜合起來，眾多陳眾多陳眾多陳眾多陳詞建議，將各種憂慮和解決之道過慮化詞建議，將各種憂慮和解決之道過慮化詞建議，將各種憂慮和解決之道過慮化詞建議，將各種憂慮和解決之道過慮化為為為為一項方案，就是必須有一套凝一項方案，就是必須有一套凝一項方案，就是必須有一套凝一項方案，就是必須有一套凝

聚性的國家語言政策。大家公認引用上述政策前，需要做很多準備工夫，但大多數意見強聚性的國家語言政策。大家公認引用上述政策前，需要做很多準備工夫，但大多數意見強聚性的國家語言政策。大家公認引用上述政策前，需要做很多準備工夫，但大多數意見強聚性的國家語言政策。大家公認引用上述政策前，需要做很多準備工夫，但大多數意見強    

    調採取統合、系統化措施，乃解決問題上策。調採取統合、系統化措施，乃解決問題上策。調採取統合、系統化措施，乃解決問題上策。調採取統合、系統化措施，乃解決問題上策。    

    

蓋爾語蓋爾語蓋爾語蓋爾語    

 

78 蓋爾語的陳詞是少於蘇格蘭英語。似乎大家認為蓋爾語在蘇格蘭被承認的程度，是蘇格蘭英

 語和社區語言所沒有的。隨着蓋爾語媒介教育、國會兩名蓋爾語主任的任用和象徵性蘇格蘭

 國會標誌的來臨，蓋爾語的處境與其他語言是不相同。 

 

79  陳詞清晰道明，確立蘇格蘭英語地位不應靠損害蓋爾語達成。相反地，所有語言應該同時並

 肩存在，給予平等地位和被列為蘇格蘭語言。 

 

80  明顯地，推廣蓋爾語的工夫已經做了不少。在近期一次鼓舞的活動，部長級蓋爾語諮詢小組

 於 2002年 6月提出其第一次建議，已取得確定地位；而 2002年 11月蘇格蘭國會引進普通 

 議員議案，取得在公眾行政層面有限度的地位。上述兩者使圍繞復蘇蓋爾語的議題，再受公

 眾關注。雖然如此，大家仍在憂慮，工夫仍是方興未艾。 

 

81 反省思索鄰國維護傳統語言之道，可以反映蘇格蘭處置蓋爾語事上部份的缺失。 

 

82 威爾斯，1993年威爾斯語言局依法規成立，而語言局於 1996年發表威爾斯語言策略。其後

出版「2000至 3005年遠景與使命」，詳列推廣威爾斯語之成就、雙語和威爾斯語媒介教育以

及制定將來的優先次序和時程。在字裏行間，語言局陳述： 

 

「除非有刻意的語言方案，世上的少數民族語言將無法生存。威爾斯語能夠力挽狂瀾，皆因 

各社團和個別人士盡力、策劃保存方案和加強威爾斯語之活力。」 

 

83 除了供應傳統威爾斯語教材，語言局亦主導制作，威爾斯語拼字和文化核對軟件、雙語標誌

 指南和發展威爾斯語只讀存儲器光碟 CD-Roms。語言局制定小學、中學、高等教育和終身 

 學習等，各階段採用威爾斯語媒介教育和雙語教育之理想；同時衡量擴展在私人機構使用威

 爾斯語，藉此增加就業機會。 

 

84 的情況被引證直接比較蘇格蘭的蓋爾語，但陳詞中很多人認為必須有蓋爾語和蘇格蘭英語策

略。草擬一條蘇格蘭語言法案，以確保蘇格蘭主要語言取得平等地位(定義引伸到威爾斯語言

法令下的威爾斯語和英語)，可能是往前進步的大道，和爭取操蘇格蘭英語和蓋爾語人士支持

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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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有人比較，愛爾蘭和愛爾蘭蓋爾語所得到之安排。在愛爾蘭有一致的支援語言運動，但有一

個陳詞指出，在蘇格蘭卻只有一所全蓋爾語學校。大家感覺到要在蘇格蘭維護這語言，就要

在學前教育階段盡量增加接觸蓋爾語的學童人數，而且應該延伸到中學教育。 

  

86 階亞 Accair有限公司娜瑪麥考特的陳詞強調，需要增加經援蓋爾語出版，讓操蓋爾語人士享

受閱的讀的樂趣，正如說英語人士一樣。她堅稱除非有充足讀物供應，否則倡導蓋爾語教育

的草議將不見果效。她引述蓋爾語媒介教育的例子，有讀本不足之情況。有一點讓人感到興

趣的，就是灌輸孩童一種語言，將可挽救其免於絕跡一事。 

 

87 類似關注亦關連到蘇格蘭英語及其教材缺乏之情況，儘管是意指缺乏一套完整教學結構建。 

 

88    很多意見都表示需要增加接觸語言。在一次蓋爾語廣播聆訊的陳詞中，蘇格蘭國會議員阿歷

  士達摩理信揣測說， 

 

  「廣播對保存和發展蓋爾語致為關建。 

 

   增加蓋爾語廣播，大有利於操蓋爾語人口和語言之未來前途。」
26
 

 

89 英國廣播電臺向聆訊指出，較早前曾向國家文化策略辯論會陳詞，有關蓋爾語之摘要。 

 

「我們現今生活形態的改變，已損害了語言的溝通，如果真要力挽頹勢，和滋潤出永恒和意

義深長的語言發展，建基理倫、修正漏習、制定合宜及實際可行之策略，是刻不容缓。」
27 

 

90 前對國家傳統語言的應用和態度，怨聲四起，尋求革新措施以發展和支援語言，是有其必要

 性。 

 

91 蓋爾語仍然處於頹勢，還需相當工夫去維護。蓋爾語和社區語言之間，有人作出引人興趣的

 比較。雖然在蘇格蘭推廣社區語言是絕無謹有，但在很多國家有在應用，而不致消失。如果

 蘇格蘭不保存蓋爾語，誰會去做呢？ 

 

92 陳詞中，反復出現的問題包括： 

 

! 沒有統合性蓋爾語政策。 

! 需要提供更多的資源，尤其在教材方面。 

! 擴充蓋爾語媒介教育。 

______________ 

26.出自蓋爾語廣播聆訊，阿歷士達摩理信之蓋爾語廣播陳詞內容。Ed/01/22/4 

27.出自蘇格蘭英國廣播電臺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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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既然大部份的見解認為，一套有連貫性和系統性的措施才是解決問題的上策；上述的憂慮既然大部份的見解認為，一套有連貫性和系統性的措施才是解決問題的上策；上述的憂慮既然大部份的見解認為，一套有連貫性和系統性的措施才是解決問題的上策；上述的憂慮既然大部份的見解認為，一套有連貫性和系統性的措施才是解決問題的上策；上述的憂慮

和擬議的解決方案，可以透過一統合性的國家語言政策來處理。和擬議的解決方案，可以透過一統合性的國家語言政策來處理。和擬議的解決方案，可以透過一統合性的國家語言政策來處理。和擬議的解決方案，可以透過一統合性的國家語言政策來處理。    

    

社區語言社區語言社區語言社區語言    

 

94 本報告書第十七段，集中篇幅在「少數」或「社區」語言的定義，也引述歐州憲章。謹此考

 慮引用蘇格蘭行政部採用之定義是很管用。 

 

95 蘇格蘭行政部聲稱，經常被引用的「少數民族語言」一詞，並無己經確立的定義。至於國家

 文化策略，行政部行文是泛指蘇格蘭所有應用之語言(包括英式手語)。附帶參考使用，行政

 部將文件翻譯成一系列語文版本，分別為：蓋爾文、烏度文、傍遮普文、孟加拉文、中文、 

 亞拉伯文。 

 

96 收集的陳詞中，顯而易見的，就是對社區語言和蘇格蘭英語之間存在普遍態度的雷同。教育

 顧問希拉莉麥蓋爾陳述，學習另一種語言或蓄意保存社區語言，將會干擾學習英語的觀念，

 無疑意指單一語言被受落為正常現象。蘇格蘭種族平等教育中心相信，此乃「不懂欣賞雙語

 的好處。」
28
 

 

97 對社區語言欠缺統計資料，情況和蘇格蘭英語相同。陳詞不斷重申，在英語以外學童操用不

 在教育制度被看重，和課程以外的社區語言，備受恥笑。值得注意的，很多學童操用一種社

 區語言可能本是操用三語而非雙語；他們在玩耍場所和本地社區，可能說英語的同時也說一

 種蘇格蘭英語方言。他們操三語確實帶來教育體制一種挑戰，若能視為可發展的「資源」而

 非要斬草除根的「問題」，就會大有建設。 

 

98 希拉莉麥蓋爾承認資源不會是無限量的，但她說：「我們能全數資助的語言數目大概有限， 

 但看重看重看重看重語言是不花分文。。。。」 

 

99 堅持單一語言的觀念，可能被視為壓制社區語言，及甚或形成一種制度上的歧視。有雙語讀

 寫的能力而不加以裁培和鼓勵，根本就是浪費資源。 

 

100 與蘇格蘭英語一樣，有幾份陳詞針對社區語言欠缺正式教學問題，作出評論。目前的資助是

 局部性。例證之一強調，標準程度考試只包括烏度文。雖然有一些很好的個別性行動，但總

 體上，社區語言是欠缺統合性的政策。 

 

   ____________ 

28.出自蘇格蘭種族平等教育中心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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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有一份陳詞為支援社區語言，勾劃出一個前進的遠景： 

 

「基於蘇格蘭社區語言的範圍，及其語言人口之分佈，要像蘇格蘭蓋爾語情況一樣，要求學 

校按需要為每一種社區語言提供該語言媒介教育，是不合理的…….；但為了學童的福利 

(即使不是保存該語言社區)，重要的是尋求一條新而振奮的途徑，幫助那些多元化語言社區

學童，去接受和保存他們的社區語言。」
29 

 

102 愛丁堡市議會目前資助社區語言班，於週末或課餘上課。受資助的有中文、烏度文、孟加拉

 文、傍遮普文、亞拉伯文和波斯文。資助形式為提供學校和社區中心教室，及支付教師薪津。

 語言班學生總數約莫五佰人。 

 

103 愛丁堡市議會教育署相信，其對社區語言班的資助，乃為達到 2000年蘇格蘭學校法令第三 

 優先標準的一個途徑；其界定如下： 

 

「推廣平等和幫助每位學童從教育受益，尤其關注傷殘學童和…….蓋爾語及其他較為少用 

 語言之學童。」
30
 

 

104 愛丁堡市議會亦引證其他途徑鑑定中文程度的例子。雖然標準程度試 Standard Grade沒有

中文科，學生可以報考倫敦 Edexcel考試局主考的普通教育文憑試 GSCE和高級程度試 

“A”Level。同樣，標準程度試的烏度文學生，因高級試 Higher沒有烏度文而需報考 Edexcel

考試局之烏度文試。 

 

105 縱使公認這些進展，陳詞強調資源循環供應有一破口，其例證為社區語言教師短缺，和社區

 語言流俐者缺乏就業機會。 

 

106 雖然很多陳詞呼籲擴充課餘班或非正式網絡，仍有憂慮認為，除非社區語言教學列入主流學

 校課程，否則可能有被隔離之虞。可能出現的情況，例如：烏度文只有在回教學校教授。整

 個教育發展理念必須建基於社會包容的精神。正如部長級語言行動小組所出版「多種語言世

 界公民」內面有如下陳述： 

 

 「為乎合目前主張種族多元化和社會公平的政策，要緊的是為意欲繼續或發展其傳統或社區

 語言技能的人士，提供語言發展機會。」
31
 

 

____________________ 

29.里察莊士信教授陳詞 

30.愛丁堡市議會教育署陳詞 

31.蘇格蘭行政部：「多種語言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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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也有憂慮指出，基於在教育及社區語言文化層面缺乏認同，第一語言非英語之學童，顯然抑

 制其第一語言，以免被視為「不相同」，形成其所說的社區語言乃次於英語的觀念。因而有 

 爭論說，將社區語言教學主流化，將可提昇語言地位，相對第一語言為社區語言的學童，其

 自信和歸屬感必然提昇。 

 

108 正如較早前，有關蘇格蘭語言和蓋爾語的陳詞一樣，有關社區語言的陳詞，有必要制定統合

 性語言政策。愛丁堡大學教育學高級講師及主任約翰凌敦，為蘇格蘭種族平等教育中心撰文

 說： 

 

「對資助蓋爾語、現代歐州語言、蘇格蘭英語、少數民族社區語言和英式手語，及上述語言

在蘇格蘭為多種語言和多元文化社會定義上之貢獻，我們欠缺一套連貫性且能夠關顧兩者 

關連的政策。透過制定蘇格蘭語言政策，統合意見(參考澳州和南非)，建立一個架構發展       

蘇格蘭語言，和在教育界、地方政府及其他公共機關取得援助。」
32 

 

109 總結，從陳詞中被視為重要的是： 

 

! 推廣雙語和多語言觀念。 

 

! 透過持續專業發展訓練，及社區語言初步師範教育，為教師提供訓練，以及 

 

! 探討方法讓人們可以接觸和保存其社區語言。 

 

! 確保人們有充足機會接觸其語言和文化。 

 

110110110110既然大部份的見解認為，一套有連貫性和系統性的措施才是解決問題的上策；上述的憂慮和既然大部份的見解認為，一套有連貫性和系統性的措施才是解決問題的上策；上述的憂慮和既然大部份的見解認為，一套有連貫性和系統性的措施才是解決問題的上策；上述的憂慮和既然大部份的見解認為，一套有連貫性和系統性的措施才是解決問題的上策；上述的憂慮和

    擬議的解決方案，可以透過一統合性的國家語言政策來處理。擬議的解決方案，可以透過一統合性的國家語言政策來處理。擬議的解決方案，可以透過一統合性的國家語言政策來處理。擬議的解決方案，可以透過一統合性的國家語言政策來處理。 
 

英式手語英式手語英式手語英式手語    

    

111 圍繞社會包容問題之憂慮，為行從事社區語言工作者所看重，而與爭取英式手語權益者，也

 有切身關係。 

 

 

_____________ 

32.約翰凌敦代表蘇格蘭種族平等教育中心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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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愛丁堡大學瑪莉白南能教授，向失聰問題不分黨派工作小組提交有關論文「蘇格蘭失聰教育

 之眼前問題」中陳述： 

 

「我們需要對失聰教育語言採取包容性措施：這意味着在學童圈子的會話/書寫語言中，加 

 插失聰社區的英式手語。這樣，無疑建立對相方或所有相關語言的正面態度。 

 

失聰學童有權以選擇的語言接受教育，及作出選擇基礎的權益(即是等到一名學童七歲或 十

歲或十六歲才讓他接受英式手語，就是抹煞其選擇權)。
33
雖然大家公認手語教育的供給已

有改善，但仍憂慮教材太少，在正規教育制度欠缺認同和欠缺資源。」 

 

113 瑪莉白南能教授請求說，失聰兒童應該有權選擇所有課程，而非劃定的一部份。最近通過，

 着令教育部門制定開放策略的(傷殘策略及學童教育記錄)(蘇格蘭)教育法令，應該足以援解

 部份問題。瑪莉白南能教授亦同時請求，將英式手語和失聰學當作是他們的權益，納入課程

 內面。這不一定要由法令涵蓋。 

 

114 另外一個提出的憂慮，雖然可以為失聰學童提供英式手語，但並非當作失聰學童主流教育體

 制
34
的正規課程。一般認為這是一個錯失的機會，尤其手語教師有全國性短缺現狀。有建 

 議說，手語應該與其他社區語言看齊，纳入主流教育和抽離特殊教育需要之行列。這無形中

 可以鏟除恥辱，和讓兒童有機會學習不同語言，從中獲益。藉得鼓舞的，有些小學將部份手

 語融入普通語言教育教導學童。它的好處不單是幫助孩童明白語言是人際溝通的渠道，同時

 這亦可以推廣社會包容性。 

 

115 陳詞突顯的信息就是： 

 

 考慮檢討英式手語的角式。 

 

116116116116    既然大部份的見解認為，一套有連貫性和系統性的措施才是解決問題的上策，既然大部份的見解認為，一套有連貫性和系統性的措施才是解決問題的上策，既然大部份的見解認為，一套有連貫性和系統性的措施才是解決問題的上策，既然大部份的見解認為，一套有連貫性和系統性的措施才是解決問題的上策，同樣可以透同樣可以透同樣可以透同樣可以透

過過過過    一統合性的國家語言政策來處理。一統合性的國家語言政策來處理。一統合性的國家語言政策來處理。一統合性的國家語言政策來處理。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17 對蘇格蘭英語、社區語言和英式手語的建議，摘要如下： 

 

118 推廣雙語制、多語制取代單一語言制，確認這種措施在智慧舆經濟的效益上，以及其所帶來  

 多元化和社會包容性的好處。尤其經濟權力核心遷移到非英語國家，例如中國，語言多元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蘇格蘭失聰教育之眼前問題一愛丁堡大學瑪莉白南能教授 

34.請注意並非所有失聰人士使用英式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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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日益重要。全球化、人口遷移、科技革命和新市場呈現，意味着小國必須發展技能投入適

 當市場，而語言就是技能的一大部份。 

 

119 增加經援草擬方案，以保存及推廣蘇格蘭英語、蓋爾語、社區語言和英式手語，藉此確立蘇

 格蘭各種語言之地位。
35
 

 

120 為蘇格蘭語言的教師提供更多在職訓練，和確定這科目為初步師範教育，以及持續專業發展

 的一部份。 

 

121供應更多蘇格蘭不同語言教材，以補充改善師資訓練。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22122122122有關蘇格蘭英語、蓋爾語、社區語言和英式手語之結論為：有關蘇格蘭英語、蓋爾語、社區語言和英式手語之結論為：有關蘇格蘭英語、蓋爾語、社區語言和英式手語之結論為：有關蘇格蘭英語、蓋爾語、社區語言和英式手語之結論為：    

    

! 本報告書之結論認為，要妥善處理蘇格蘭語言，及其在教育與本報告書之結論認為，要妥善處理蘇格蘭語言，及其在教育與本報告書之結論認為，要妥善處理蘇格蘭語言，及其在教育與本報告書之結論認為，要妥善處理蘇格蘭語言，及其在教育與文化纏擾不清之問題和文化纏擾不清之問題和文化纏擾不清之問題和文化纏擾不清之問題和

憂慮，只能透過一套包容性、統合憂慮，只能透過一套包容性、統合憂慮，只能透過一套包容性、統合憂慮，只能透過一套包容性、統合性性性性的語言政策來解決。的語言政策來解決。的語言政策來解決。的語言政策來解決。    

    

! 為達為達為達為達成成成成發展出一套理想的政策，必須要有實際的研究、磋商和報導，收集比目前更多發展出一套理想的政策，必須要有實際的研究、磋商和報導，收集比目前更多發展出一套理想的政策，必須要有實際的研究、磋商和報導，收集比目前更多發展出一套理想的政策，必須要有實際的研究、磋商和報導，收集比目前更多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每一種每一種每一種每一種語言明確需要的資訊。語言明確需要的資訊。語言明確需要的資訊。語言明確需要的資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5.拜恩望泰夫先生對第 119段有所爭議，基於該條文承諾增加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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