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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式擇偶 
 

黃文璋 

3 簡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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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英國廣

播公司)在英國舉辦“大閱讀”(The Big Read)票選活動，由

英國民眾選出最喜愛的小說(Nation’s Best-loved Novel of all 
time)。只要是小說，作者不限是英國人，出版年代也不限。

因是針對小說，而不是任意的書籍，所以諸如聖經，或莎士

比亞的劇本等，便都不列入考慮。另外，由於票選是在英國

進行，因此非英文小說，若無英文譯本發行，就別想有機會

被選出。最終參與投票者超過 75 萬人，排出了前兩百名。

不太令人意外，托爾金(約翰羅納德魯埃爾托爾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常縮寫為 J.R.R. Tolkien，1892-1973)
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排名第 1。此套奇幻文學作

品，是托爾金過世後，由他三子整理，陸續出版。那幾位十

八、十九世紀的女作家裡，有三位的作品進入排行榜。珍奧

斯汀有 3 本，即“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排名第

2，1813 年出版；“勸導”(Persuasion)排名 38，1818 年(珍
奧斯汀去世後次年)出版；“愛瑪”(Emma，又譯“艾瑪”)
排名第 40，1815 年出版。夏綠蒂勃朗特的“簡愛”(Jane Eyre)
排名第 10，1847 年出版。艾蜜莉勃朗特的“咆哮山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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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 12，1847 年出版。 

這是個排名的時代，且什麼都可拿來排名。世界各地所

做，類似關於書的排名當然極多。仍以英國為例。2015 年，

BBC 文化頻道 (BBC Culture)的供稿人珍恰巴塔里 (Jane 
Ciabattari)，收集了 82 個書評家，對英國作家的小說評比。

這些書評家，遍及世界各國，所謂從 A 到 Z 都有，有澳洲(即
澳大利亞，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亦有非洲的辛巴威

共和國(Republic of Zimbabwe)，但無一位來自英國。列入考

慮的書單裡，不包含非小說類(nonfictions)、劇本(plays)、敘

事詩或史詩(narrative or epic poems)，及短篇小說集(short 
story collections)。先由每位參與投票者，交出 10 部英國小說

的名單，一共提名了 228 部小說。最後產生百部“最佳英國

小說”(The Greatest British Novels)的名單。“魔戒”降到第

26。榜首則改成瑪麗安妮(Mary Anne，1819-1880，筆名喬治

艾略特(George Eliot))的“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1874
年出版。“簡愛”排名第 5；“咆哮山莊”排名第 7；“傲

慢與偏見”排名第 11；“愛瑪”排名第 19；“勸導”排名第

20；夏綠蒂勃朗特的“維萊特”(Villette)排名第 28，1853 年

出版；珍奧斯汀的“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排名

第 66，1811 年出版。百部裡，珍奧斯汀佔了 4 本，夏綠蒂勃

朗特有 2 本，艾蜜莉勃朗特則仍維持 1 本。 

大眾評與專家評，評選者來自英國與非來自英國，參與

者 75 萬人與 82 人，得到的結果差異相當大，乃屬必然。像

獲 2017 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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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在前述專家評選裡，有“長日將盡”(Remains of the 
Day，1989 年出版)，及“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2005
年出版)獲得青睞，分別居第 18 及 34 名。但“長日將盡”在

前述大眾票選裡，連前兩百名都進不了(“別讓我走”是在票

選後才出版)。在兩份排名裡，“簡愛”均穩定的居前。而且，

如同“愛瑪”書中所說，“與其被人挑選，不如能挑選別

人；與其感謝別人，不如被人感謝”。幾位我們有興趣的女

作家，她們於探討擇偶時，男方的經濟能力，通常為女性一

極重要的考量。不看重錢財，且對婚姻真正能擁有自主權的

女性，實在罕見。而“簡愛”的女主角，幾乎可說是最突出

的一位。所以我們便先來看“簡愛”。 

書名“簡愛”，有什麼含意？新加坡於 1965 年 8 月 9
日，退出馬來西亞聯邦獨立建國。2015 年 8 月 9 日，是新加

坡獨立 50 周年紀念日，有很多慶祝活動。歌手孫燕姿(1978-)
為共襄盛舉，也發表“簡愛”(Simply，Love)，做為“新加

坡 50 週年國慶紀念單曲”。歌詞中有句“簡單 My Love 是

最美好的愛”。所以“簡愛”是指“簡單的愛嗎？”非也，

簡愛是書中女主角的名字。那她姓簡名愛嗎？如著名散文家

簡禎(1961-，本名簡敏媜)。事實上，“簡愛”的英文書名 Jane 
Eyre，即女主角的名字，乃姓 Eyre(愛)名 Jane(簡)。不過在中

文裡，人名“Jane”通常譯作“珍”，如 Jane Austen 在中文

裡是珍奧斯汀。“Jane”較少譯作“簡”。這麼說，Jane Eyre
宜譯成“珍愛”嗎？ 

賴慈芸在“分歧點：論 1935 年的兩種‘簡愛’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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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編譯論叢”第 3 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一文中指

出，“簡愛”最早的兩個中文譯本，都出現於 1935 年。稍

早一些問世的，是李霽野(1904-1997)的“簡愛自傳”，由

1935 年 8 月起至 1936 年 4 月，連載於“世界文庫”月刊，

1936 年 9 月發行單行本。“簡愛”出現了，但書名多了“自

傳”二字。另一譯本是伍光建 (1866-1943)的“孤女飄零

記”，出版於 1935 年 9 月，“簡愛”成了“孤女”。此外，

1937 年 1 月，茅盾(1896-1981，本名沈雁冰)在“真亞耳(Jane 
Eyre)的兩個譯本：對於翻譯方法的研究”(刊登於“譯文”

第 2 卷第 5 期)一文，對上述二譯本，做了些比較。茅盾以“真

亞耳”來稱 Jane Eyre，可見在 1937 年，“簡愛”尚未被普

遍接受。書名中會出現“自傳”，乃翻譯者認為此書多少是

作者的經歷；會取名“孤女飄零記”，乃翻譯者認為這是書

中主要想說的故事。二者大致都是對的，但尚不夠精準。因

不完全是自傳，也不僅是飄零。隨著李霽野譯本的廣為流

傳，再加上簡潔、順口、典雅，又韻味無窮，“自傳”就不

必了，“珍愛”是想都沒想過，“真亞耳”是什麼怪名字？

“孤女”更被拋得遠遠的，即使後來的新譯本，皆無其他，

就一路“簡愛”下來。不像“Emma”，至今“愛瑪”與“艾

瑪”依然並存，沒有一方想放棄。 

“簡愛”的作者夏綠蒂勃朗特(1816-1855)，在 6 個小孩

的家庭中，排行第 3：大姊瑪利亞(Maria，1813-1825)、二姊

伊麗莎白(Elizabeth，1814-1825)、弟弟布蘭維爾(Branwell，
1817-1848)、大妹艾蜜莉(Emily，1818-1848)，及二妹安妮

(Anne，1820-1849)。5 女 1 男，一家 6 個小孩，算生養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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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並不太算，那時可毫不流行少子化。夏綠蒂的父親

(1777-1861)是兄弟姊妹 10 人中的老大，母親(1783-1821)則
出自 12 個小孩的家庭，排行第 8。小孩多固然不稀奇，只是

夏綠蒂的大姊(老大)與小妹(老么)，相差不到 7 歲，這樣的 6
個孩子，帶起來應很辛苦。夏綠蒂的母親 29 歲才結婚，沒

怎麼喘息，差不多常年挺個肚子。在生下老么的隔年，不過

38 歲，就因卵巢癌病逝，那時大姊才 8 歲多，小妹更僅 1 歲

多。夏綠蒂的父親，有辦法照顧 6 個嗷嗷待哺的小孩嗎？他

是個牧師，牧師的收入如何？有能力請夠多的保母嗎？恐怕

不太樂觀。 

在珍奧斯汀出版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理性與感性”

裡，布蘭登上校(Colonel Brandon)對艾麗諾達什伍德(Elinor 
Dashwood)說： 

…。牧師每年不過能掙 2 百鎊，雖說肯定還會

增加，不過怕是達不到足以使他過上舒適的日子。

儘管如此，我還是萬分高興地推舉他擔任此職。…。 

牧師的薪水出現了，每年 2 百鎊。2 百鎊的年薪高嗎？愛德

華費拉斯(Edward Ferrars)若放棄原本屬意的女孩，接受母親

為他安排的婚事，母親將會把一塊地產傳給他。這塊地不必

繳土地稅不說，每年還能有 1 千鎊的進益。而見他遲疑，母

親立即提高獎賞，加碼到 1 千 2 百鎊。母親並不覺得自己是

在亂點鴛鴦譜，她替兒子挑選的對象，身價不低，有 3 萬鎊

的財產，每年能獲 2 千 5 百鎊的收入(來源可能是土地的生產

或存款利息等各種孳息，獲益率約 8.33%，似乎不錯)。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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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兒子的幸福著想，居然遭到拒絕，真是不知好歹。氣壞了

的母親，不要這兒子了，將愛德華逐出家門。除他原本擁有

的 2 千鎊外，連 1 便士都不給他了(那時 1 英鎊(pound)等於

20 先令(Shillinig)，而每先令等於 12 便士(pence)，即 1 英鎊

等於 240 便士，今日採 10 進位，即 1 英鎊等於 100 便士)。
上校得知愛德華被家裡斷了經濟來源後，感同身受，立即伸

出援手，推薦他去當牧師。待遇是年薪 2 百鎊，且提供住，

但“房子比較小，品質也差”。上校為愛德華謀出路，卻覺

得這工作並非太好，感到有點歉疚。他接著說： 

這點牧師俸祿，只能使費拉斯先生過上比較舒

適的單身漢生活，不能保證他們可以結婚。 

的確，比起若順從母親，夫妻二人合計的年所得，將可接近

4 千鎊，一年 2 百鎊，對養尊處優慣的人，是很難過日子。 

又在珍奧斯汀 1814 年出版的“曼斯菲爾德莊園”

(Mansfield Park)裡，喜歡艾德蒙貝特倫(Edmund Bertram)的瑪

麗克勞福特(Mary Crawford)，對他說： 

我很驚訝你竟然想當牧師。 

艾德蒙回答： 

怎麼會呢？我總該有個職業吧！你或許已經

看出來，我既不像律師，也不像軍人，更不像水手。 

瑪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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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錯，…。你也知道，做叔叔伯伯的，或者

做爺爺的，通常會為次子留下一筆財產。 

求己不如求人，繼承遺產，是那個時代的人，能過好日子之

主因，靠自己賺是沒用的。但再怎麼引頸期盼，也不是每個

人都那麼幸運，能獲得一筆可觀的遺產。艾德蒙家世不錯，

他父親湯馬斯斯爵士，是曼斯菲爾德莊園(方圓約 8 公里)，
若是正方形，便約有 400 公頃)的主人。他是次子，有個哥哥

及兩個妹妹，他們家的財富，包括莊園及爵位，日後都將由

他哥哥繼承。有錢人的長子，含著金湯匙出生，從小即知將

來能過上層社會的生活。那時上等人是不工作的。牧師及律

師等受薪階級，雖是所謂中等家庭，仍多少能擁有幾個僕

人，過著還算像樣的生活，比下足足有餘，但仍得節約度日。

他們有可能因具專業，因而有些貴族豪門的朋友，不時會受

邀作客，“社會地位”為一般人所望塵莫及。但心理要健

康，否則朋友的有錢有勢，將襯托出自己的寒酸。 

瑪麗又說： 

可是你為什麼要當牧師呢？我從前都以為這

種職業，是兄長眾多的么兒才會選擇的工作，因為

前面的哥哥們，把好工作先挑走了。 

瑪麗的財產有 2 萬鎊，她看不上艾德蒙想從事的牧師這一行

業，絲毫不奇怪。不過，比起艾德蒙大妹瑪麗亞貝特倫(Maria 
Bertram)的未婚夫盧斯沃先生(Mr Rushworth)，他每年有 1 萬

2 千鎊的收入，再加上有一棟位於倫敦的豪宅，瑪麗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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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小巫見大巫。事實上，艾德蒙被安排日後去接的牧師，待

遇比之前上校推薦給愛德華的牧師職，好太多了，一年有 7
百鎊。因那是艾德蒙父親所掌控的教會，此有如“特聘牧

師”的職位，就是專為艾德蒙保留的。只是對瑪麗而言，7
百鎊與 2 百鎊，乃同一等級的低，她絕對受不了過那種收入

的生活。 

“理性與感性”與“曼斯菲爾德莊園”的出版時間(分
別是 1811 年及 1814 年)，相差僅 3 年，幣值應差不多。估算

一下。既然說只能過“比較舒適的單身漢生活”，且這是從

有錢的上校口中說出，不妨假設年收入 2 百鎊，相當於今日

台灣的月薪 6 萬台幣(一年以領 13.5 個月計，即年薪有 81 萬，

故那個時代的 1 英鎊，約略等於今日的台幣 4 千元)，並非結

不了婚，但是得勤儉持家才行，無法揮霍。則 3.5 倍的 7 百

鎊，相當於月薪台幣 21.5 萬，應算高薪了。但闊綽的瑪麗，

仍不放在眼裡。至於 1 萬 2 千鎊，60 倍的年所得，便相當於

每月 360 萬台幣，自然可過得極舒服，這才是瑪麗會滿意的。

附帶一提，書上說： 

艾德蒙同意只有妹妹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

幸福，但他無法認同，她所謂的幸福，就是大筆收

入。…。他要不是有 1 萬 2 千鎊的年俸，恐怕也只

是個傻人而已。 

不過，這個做哥哥的，對不能以財富做為擇偶唯一標準的想

法，一點都影響不了他的妹妹。因對瑪麗亞而言，只要每年

能有 1 萬 2 千鎊，枕邊人再怎麼愚蠢、缺乏知識、沒有主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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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都可接受。 

如果有夠多的財產可繼承，當然就不需要工作，成天無

所事事，吃喝玩樂即可，最多看看帳本。牧師的待遇雖不太

優厚，但比起龍蛇混雜的律師業、要冒險犯難的軍人及水手

等，仍算是一穩定、有保障(當然不可得罪教會)、受人尊重

的可接受職務。而由於需具備充分的學識，並不是等閒人都

有敲門磚。尤其有時可經由權貴推薦，遂成為往昔知識分子

(他們多少有些權貴可依賴)，若真有需要時，會優先考慮進

入的一行。 

如珍奧斯汀的“愛瑪”及“曼斯菲爾德莊園”，小說裡

的牧師，較多是只知貪圖享受、迎合豪門貴族(畢竟他們是主

要的衣食父母)、到處趕場赴宴，甚至不駐守在教區，工作由

他人代勞，自己則住得老遠，每週僅去一次教堂，帶大家做

禮拜。換句話說，一星期不過當個 3、4 個小時的牧師。夏

綠蒂的父親出身貧寒，做過鐵匠、布莊，及紡織的學徒。靠

著持續的努力，1798 年，21 歲時成為教師。1802 年，25 歲

時 ， 進 入 劍 橋 大 學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讀 神 學

(theology)，1806 年獲學士學位，開始神職人員的生涯。他喜

歡寫作，1811 年出了一本詩集。1812 年，35 歲時結婚。1815
年，成為一終身牧師助理(perpetual curate)，生活較安定了。

牧師若致力於佈道、了解信徒的需求、經常拜訪教區內的窮

人與病人、關心教區居民、注重教導，及為教徒送終，工作

是很繁重的。夏綠蒂的父親，把心思放在教會，能留給自己

家庭的時間，就難有太多。1821 年，夏綠蒂的阿姨，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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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母親的姊姊伊莉莎白布倫威爾 (Elizabeth Branwel ，
1776-1842)，住到他們家，照料夏綠蒂的母親。母親過世後，

好心的阿姨決定留下，與一女僕，共同照顧及教育 6 個小孩，

直到她去世為止。 

1824 年 8 月，才 8 歲的夏綠蒂，與 11 歲的大姊、10 歲

的二姊，及 6 歲的大妹，4 姊妹一起被送到一在外地的女子

教會學校。連 6 歲都收，顯然此學校亦具有托兒所的功能。

這類學校的收費或許不高，有些小孩較多的中等人家，孩子

照顧不來，又請不起家庭教師，遂早早將小孩托管給學校，

順便讓他們受點教育。只是學校的生活條件、衛生環境，及

教學品質，可能都不是太好。一年後，夏綠蒂的大姊及二姊，

在一個多月內，相繼死於肺結核(tuberculosis)。夏洛蒂個子

瘦小，身高不到 5 英呎(152.4 公分)，成年後她常認為，她的

健康不好，體格發育也差，應都是孩童時期，待過那所條件

惡劣的學校所造的。 

夏綠蒂的兩個姊姊過世後，父親便將她及大妹帶離學

校。此後三姊妹及弟弟，便由阿姨及女僕帶。那位女僕，知

道不少稗官野史，經常邊準備三餐，邊講故事給夏洛蒂他們

聽。而終身未婚的阿姨，對外甥女及外甥很好，用自己的錢，

訂了好幾份雜誌給孩子們看。變成大姊的夏綠蒂，領著兩個

妹妹及弟弟，開始創作。1831 年，15 歲的夏綠蒂又到學校

就讀，但隔年就結束了。她受的學校教育總共就這麼多，前

後才兩年。但夏綠蒂一直不間斷地寫詩及寫小說，她第一首

引起注意的詩寫於 1829 年(13 歲)，1833 年(17 歲)完成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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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小說。 

夏綠蒂曾當過家庭教師，也在學校任教過，包括自己的

上學，其中有相當多不好的經驗，或多或少被寫進“簡愛”

裡，所以才有人認為此書為她的自傳。“簡愛”是在 1847
年，由一家倫敦的出版社出版，用的是頗男性化之筆名柯勒

貝爾(Currer Bell)，隔年發行美國版。由於深獲好評，以文會

友，夏綠蒂因而結交許多作家，包括比她年長 6 歲的伊莉莎

白蓋斯凱爾(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名氣大了，應酬

隨之增加，常得前往倫敦，但夏綠蒂都儘量縮短行程，因她

不想離開年邁的父親太久。 

夏綠蒂的弟弟、大妹及二妹，分別在 1848 年 9 月、1848
年 12 月，及 1849 年 5 月，9 個多月內相繼過世。1854 年 6
月，38 歲的夏綠蒂，與她父親的助理牧師結婚。只是有 5 個

女兒，77 歲的父親，因身體狀況不佳，在最後一刻，放棄這

輩子唯一能帶女兒走紅毯的機會，夏綠蒂只好自己進教堂。

結婚、蜜月，及懷孕，所帶來的喜悅，並未能維持太久，因

婚後夏綠蒂的身體便快速惡化。1855 年 3 月 31 日，孩子尚

未出生，在 39 歲生日的 3 星期前，夏綠蒂去世了，只比她

母親多活幾個月而已。她的 5 個手足之壽命，分別是 12，11，
31，30，29，都比她短命。倒是她父親很長壽，活了 84 歲。

夏綠蒂去世 2 年後，好友伊莉莎白蓋斯凱爾為她寫的傳記

“夏綠蒂勃朗特的生平”(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e)，於

1857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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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些人視“簡愛”為傳記，會這樣想並不太奇怪，因此

書是以第一人稱寫的，在書的第十章，且說“這不是普通的

傳記”。事實上，讓讀者以為所看的書，為作者親身經歷，

因而較易引起共嗚，乃一寫作的手法。只是即使要視為傳

記，也是一位虛擬女子簡愛之傳記，而非作者夏綠蒂勃朗特

本人的傳記。 

書中主角簡愛的母親，出身優裕家庭，愛上一窮牧師，

且不顧兩人身分懸殊，執意嫁給他。一心追求愛情，麵包不

足的後果，就不得不承擔。對女兒的不聽勸告，簡愛的外祖

父勃然大怒，當下斷絕簡愛母親的經濟來源。這是往昔有錢

人家，以為是勸阻子女婚姻自行作主之殺手鐧，但常是無效

的。婚後一年，簡愛的父親，於探視一戶教區的窮人後，染

上斑疹傷寒(typhus)，接著傳給簡愛的母親，兩人在一個月

內，相繼病逝，留下出生不久的簡愛。簡愛母親的哥哥，與

妹妹一直感情深厚，把這孤兒外甥女帶回家照顧。只是好心

的舅舅，自己也沒再活幾年。臨終前，放心不下簡愛，要妻

子承諾會將簡愛視如己出。結果託孤失敗，沒有血緣關係的

舅媽，及她的 3 個小孩，都對簡愛很壞。特別是年長簡愛 4
歲的表哥，以霸凌簡愛為樂。雖寄人籬下，又孤苦無依，簡

愛卻不願逆來順受。被虐待太超過時，會頂嘴、會反抗，但

這麼一來，她的日子便更難過了。 

舅媽厭煩簡愛，簡愛才 10 歲，便把她送至一以收孤兒

為主的女子寄宿學校。且還沒送去，就先就跟學校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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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數落一堆簡愛的品格有多低劣，要求學校嚴格管教。簡

愛自幼便愛看書，舅舅家的藏書雖多，她卻無法埋首書堆，

盡情閱讀。因對書沒興趣翻閱的表哥，常會將她正在看的書

一把搶走。上學受教育，又能脫離舅媽一家，簡愛求之不得。

舅媽可不會心疼簡愛，讓她自行乘坐公共馬車，到約 80 公

里外的學校。有膽識的簡愛，對此倒是不在乎。包含學費及

食宿，每位學生一年要付 15 鎊，簡愛是由舅媽代繳。其實

她父母當初說不定有遺留一些錢給她，但當然是由舅媽管

控。此外，學校尚有來自各界的善款。 

學校的管理者，身為牧師，卻毫無愛心，對學生相當吝

嗇及嚴苛。某天他帶著妻子及兩位十六、七歲的女兒到校察

訪。聚集全校師生，他義正辭嚴地宣佈，他的任務就是消除

學生的物質欲望，教導她們在衣著展現謙卑及節制。女孩子

難免愛在頭髮玩花樣，他特別強調，辮子不可留，都要剪去。

他還當眾糾正校長各種善待學生的行為，美其名是為了訓練

學生吃苦耐勞、堅忍剛毅，及克己奉獻。沒錯，動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古有明訓。人不要養尊處優，宜適當地吃些

苦頭。在“新約聖經”的“哥林多後書”，保羅提及他自己

與同伴所受的的諸多苦難。如在第 11 章第 27 節： 

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

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 

又在第 12 章第 10 節： 

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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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

候就剛強了。 

這位牧師還告訴學生，為神忍受飢渴，將會快樂。但他自己

有沒有身體力行呢？相當諷刺的是，當牧師正侃侃而談時，

他的妻子及女兒剛好走進教室，只見 3 人全穿著光鮮亮麗的

天鵝絨、絲綢及皮草，富貴逼人。 

雖牧師讓學生過著極度刻苦的日子，但再怎麼訓勉，學

生並不快樂，亦剛強不起來。學校的食物很糟不說，份量也

從來就不夠。冬天更在冰冷的屋子裡，僅穿著單薄的衣服，

饑寒交迫。當斑疹傷寒的疫情來臨時，向來忍飢挨餓，小病

未能及時治療的學生，對疾病大多抵抗力不足。全校 80 個

女孩子中，有超過半數同時臥病。由於死去的學生實在太

多，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相關單位經過調查，揭露了一直

以來，學校的種種不當措施。之後在各界壓力下，學校引進

全新的經營管理方式，再加上湧進不少捐款，學校的情況獲

得顯著改善。簡愛終於能在一較良好的環境下學習，她相當

努力，表現很優異，老師皆很欣賞她。她堅忍不拔，在那大

部分的人，都無法忍受太久的地方，共待了 8 年，前 6 年是

學生，後兩年則擔任老師。16 歲就能教書？不必懷疑，以前

的人是很能幹的。 

學校就是簡愛的世界，她無處可去，也沒什麼地方想

去，連假期都在學校度過。舅媽從沒派人來看她，她不曾與

外界打過交道，甚至連封信也沒寄出過。經過 8 年，快 18
歲了，就這樣過一生嗎？不，她想要改變了。於是她在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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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廣告，尋找家庭教師的工作。除一般課程外，她能教法

文、繪畫與音樂。很快地，工作找到了，她受聘到桑費爾德

莊園(Thornfield Hall，又譯荊棘園，因 thorn 有荊棘之意)教
導一位年未滿 10 歲的女孩，年薪 30 鎊，是她原本在學校任

教年薪 15 鎊的兩倍。我們說過，1、2 百年前的英鎊，與今

日台幣的兌換，可以 1 比 4 千計。所以家庭教師年薪 30 鎊，

約為台幣 12 萬。相較之下，普通牧師年薪 200 鎊，約為台

幣 80 萬，便高出許多，有能力請一、兩個僕人，僕人的報

酬自然比教師更低了。家庭教師的收入雖不高，但能待在一

大戶人家，只負責教書，且薪資外應還供食宿，對那時沒什

麼家世背景的年輕女孩，仍算是一不錯的工作。 

莊園的主人是羅徹斯特(Rochester)先生，簡愛的學生，

則是他收養的一法國女孩，因而起先簡愛得以法語跟她交

談。羅徹斯特約比簡愛大 20 歲，但看起來年輕些，因初次

相遇時，18 歲的簡愛，估計他 35 歲。僕人覺得羅徹斯特不

易了解，常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喜或怒，是認真或說笑。還認

為他相當自負，且內心似乎有所隱藏，難以捉摸。比較保險

的作法，是對他敬而遠之。簡愛的個性，並不算溫和柔順，

她自幼便是有話就說，不論羅徹斯特問她什麼，她都心直口

快地回答，不會因兩人地位懸殊，就企圖迎合他。例如，羅

徹斯特一開始便問簡愛“你覺得我英俊嗎？”對這麼一個

簡單的問題，已有些歷練的簡愛，知道該以模糊又客氣的方

式回覆，卻脫口而出“不，先生。”這樣的坦率直言，反而

讓羅徹斯特樂意與她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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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愛的個子不高，也知道自己不美。羅徹斯特對她說

“比起我，你也沒漂亮多少，但你總有股茫然的氣息，讓你

增色不少。”簡愛對羅徹斯特的看法則是，大多數的人會以

為他相貌醜陋，但他不自覺流露出一股傲氣，舉止從容自

在，顯示絲毫不在意自己的外表。他先天及後天的若干特

質，足以彌補他個人魅力上的缺乏。一個非俊男，一個非美

女，但彼此皆看對方很順眼，這樣就夠了。簡愛之前沒什麼

可談話的對象，由於羅徹斯特的年紀比她大上一大截，再加

上見多識廣，簡愛享受跟他交談。羅徹斯特則欣賞她想什麼

就說什麼的個性，樂於與她對話。羅徹斯特過去交往的女

子，大抵貌美，卻多半言語乏味、淺薄輕浮，且無不是看上

他的財富。但光憑相貌，毫無內涵，難以打動他的心。唯有

簡愛，看起來一無所有，旁人覺得她缺乏魅力，但其實她端

莊穩重，性格能屈能伸，再加上頗有想法，能跟羅徹斯特對

答如流，兩人經常為某種概念，辯論不休。不知不覺中，兩

人產生惺惺相惜的情愫。只是簡愛有自知之明，雖喜歡上羅

徹斯特，卻未幻想兩人有在一起的可能。 

破天荒，舅媽居然派人來找簡愛。原來舅媽病危，想見

簡愛一面。簡愛立即向羅徹斯特請一星期的假，回到 160 公

里外的舅媽家。躺在床上的舅媽，已奄奄一息了。等了十幾

天，舅媽總算清醒過來。舅媽告訴簡愛，有兩件後悔對她做

過的事，如今成為心中的結，不解開不行了。第一件是承諾

丈夫會將簡愛當親生孩子來扶養，卻沒做到。這反正已過去

了，簡愛早就不介意。第二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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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媽交給簡愛一封信，是 3 年前簡愛的伯父寄來的。還

有伯父！簡愛從來不知道，猜想簡愛的舅舅也不怎麼清楚。

因當初簡愛的外祖父，根本就反對女兒的婚事，自然也沒想

去了解女兒想嫁的人，究竟有那些家人。伯父在信中，向舅

媽打聽簡愛的消息，且要簡愛到馬德拉(Madeira，屬於葡萄

牙的群島，位於里斯本(Lisboa)西南約 1000 公里，離摩洛哥

(Morocco)約 600 公里)找他。原來簡愛的伯父，在海外致富，

因未曾娶妻生子，孤家寡人，如今年紀大了，想在有生之年，

認養唯一的姪女簡愛，好讓她繼承所有財產。對垂垂老矣簡

愛伯父的最後心願，狠心的舅媽，因無法忍受簡愛能麻雀變

鳳凰，從貧窮轉為擁有安穩舒適的生活，遂回信謊稱簡愛已

在學校病死了。 

把真相告訴簡愛後，重擔放下，當晚舅媽便離開人世。

簡愛等喪禮結束，一切都安頓妥當，才返回桑費爾德莊園。

離開整整一個月，見面後，簡愛與羅徹斯特彼此均很欣喜。

當初羅徹斯特還擔心簡愛一去不回。簡愛也勇敢地告訴羅徹

斯特，回到他的身邊很開心，有他在的地方就是她的家─她

唯一的家。兩星期後，羅徹斯特向簡愛求婚。簡愛一開始以

為這是個玩笑，畢竟羅徹斯特時常逗她。經反覆求證，知道

他的確當真後，也就高興地答應了。 

晴天霹靂，在婚禮上，有人表示異議，指出羅徹斯特的

前段婚姻仍存在。原來 15 年前，羅徹斯特在加勒比海的牙

買加(Jamaica)，所娶的那位精神異常的妻子還活著，且就看

管監禁在他住家的頂樓。他妻子的哥哥馬森先生及委託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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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帶著文件出現在教堂。心理上從不以為那是他妻子的羅

徹斯特，失望透頂。他緊握著簡愛的手離開教堂，婚禮沒了，

諸位都不必祝福了。 

把自己關進房裡，沒有哭泣，簡愛無意識地褪去禮服。

她問自己“我該怎麼辦？” 

 

3 

羅徹斯特並非長子，他上面有個哥哥。想到昔日財產繼

承慣有的作法，你知道這對他有點不妙。其實可能比不妙還

更不妙些，因他父親決定將所有家產都留給他哥哥，分毫都

不給他。羅徹斯特在家這麼不得寵？也不盡然，他父親倒沒

想讓次子成為窮光蛋。設法使羅徹斯特娶個富家女，是他父

親的如意算盤。後來羅徹斯特會跟簡愛說他父親“唯利是

圖，貪得無厭”，不是沒有原因的。 

主意既定，於是羅徹斯特大學一畢業，就被父親送去牙

買加，那裡有為他選好的對象，也就是馬森的妹妹。羅徹斯

特的父親與馬森的父親是舊識，曉得他在牙買加產業極多，

是當地的大富豪。還知他有子女各一，且女兒出嫁時，會給

她 3 萬鎊，靠著孳息可過個不錯的日子。要知光出身豪門並

沒大用，還得看身價。那時每個人的財力，不論現況或未來

展望，都不是什麼秘密。這是擇偶的重要資訊，不但自己少

會隱藏，旁人也會打聽。羅徹斯特的父親，就是這樣為他挑

選新娘的。不過他父親並沒特別跟他提女方財富的事，只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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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他，馬森小姐是西班牙城(Spanish Town，那時是牙買加之

首府)的大美人。 

馬森小姐確實很美，羅徹斯特立即為她傾倒。雙方門當

戶對，在馬森家的刻意安排下，年輕又不諳世事的羅徹斯

特，幾乎還沒跟馬森小姐單獨相處過，便與她步上禮堂了。

婚前他從未見過馬森小姐的媽媽，以為她過世了。婚後不

久，即知妻子尚有個弟弟，弟弟與媽媽都是精神病患，同住

在精神收容所裡。家人都不曾提及他們兩人，顯然不覺得光

彩。羅徹斯特的父親，對這些情況並非毫無耳聞，但想到 3
萬鎊，便覺得其他都無所謂。並且應也是想賭一賭，認為就

算母親(起先不知還有個弟弟)精神異常，女兒不見得會不正

常，遂隱瞞此訊息。羅徹斯特本以為自己有夠幸運，雖沒財

產可繼承，卻能娶到富有的美嬌娘，後來才知其實是掉下陷

阱。被騙的事不少，包括妻子實際上大他 5 歲。在牙買加與

妻子住了 4 年，先是哥哥離世，接著父親撒手人寰，羅徹斯

特接收全部家產，變得非常富有，但他並不因此而喜悅。因

面對一庸俗不堪，經常暴躁無理的妻子，他精神上痛苦萬

分。後來醫生判定他的妻子瘋了。 

羅徹斯特的父兄，很快便理解到這個婚是不該結的。羅

徹斯特不曾結婚！他們一致對外保密，不讓人曉得有個令家

族蒙羞的媳婦。父兄過世後，羅徹斯特返回英國，接管桑費

爾德莊園。他將妻子安置在頂樓的房間裡，費心找到一忠誠

可靠的看護。除家庭醫生及此看護外，無人知道他藏匿妻子

在家的秘密。但這件事令他厭煩，於是除偶而回來短暫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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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經常在外地飄盪，住過一個又一個的城市，包含巴黎

(Paris)、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羅馬(Rome)、那不勒斯

(Naples)，及佛羅倫斯(Florence)等，都有他的蹤影。以財富

及顯赫的家世為護照，使他想與任何女子交往，都相當容

易。只是美麗女子是很多，但他一直未能找到想與她共度一

生者。而終於他明白了，美貌僅是表相，不值得重視，他想

要的，是聰明、忠實又可愛的女孩。這要求看似不高，卻一

直遍尋不著。因而他在陰鬱的孤寂中，度過十餘年的歲月，

直到簡愛出現。已犯過一次錯，不能再來一次了。這是何以

他與簡愛，雖兩人心靈契合，他卻不時測試她，還曾假裝要

娶別人，看簡愛會有什麼反應。 

羅徹斯特真誠地向簡愛說明一切，表示他從不覺得自己

已有妻子，只知家裡有個惡魔，他早該跟簡愛坦白，卻一直

有些顧慮，便拖延下來。傷透心的簡愛，仍趁隔日黎明前，

當眾人仍在睡夢中時，帶了一簡單的包裹，羅徹斯特送給她

的手飾及珠寶等，所有值錢的物品全都留下，悄悄離開她待

了差不多一年的莊園。攔下一輛馬車，問明車夫要去的地

方，遠到羅徹斯特應不會輕易找到她，簡愛上了車。 

兩天後到了一小村莊，車資花光簡愛身上所有的錢─1
鎊。但糟糕的是，馬車走後一陣子，終於能伸直腳站立起來

的簡愛，赫然發現，剛才匆匆下車時，忘了拿放在馬車置物

櫃裡的包裹。這樣一來，她真的什麼都沒有了。飢餓難熬，

簡愛只能鼓起勇氣乞討。餐風露宿了兩天，期間只吃了極少

的東西，跟人要食物一點都不容易。最後她暈倒在牧師聖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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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家的門口。他們將簡愛救醒，且收容她。 

聖約翰的兩個妹妹，都在外地當家庭教師，是因前陣子

父親過世才回家奔喪，至於母親則已走了很多年了。姊妹兩

人都充滿愛心，相當疼惜簡愛。由於品味及價值觀相投，簡

愛很喜歡她們。向來愛觀察人的簡愛，估計聖約翰年約 28
至 30，氣質沉著，且有個吸引人的外表。但雖是牧師，也願

意協助簡愛，卻常一付公事公辦的態度，缺乏溫暖。連他妹

妹都對他說，“簡愛是萬不得已，才要忍受像你這樣不通情

理的人。” 

聖約翰推薦簡愛去擔任教區內新設立女子學校之教

師，學生都是窮苦農家的孩子。學校很小巧，總共就兩個房

間，一間當教室，一間供教師住。教師僅有簡愛一人，編織、

縫紉、寫字，及各學科，全由她負責。所以雖年薪與之前在

桑費爾德莊園時一樣，同為 30 鎊，但工作負擔卻有天壤之

別。聖約翰以為簡愛必會看不上這工作，但簡愛毫不考慮便

接受了。都已走頭無路了，有工作就該謝天謝地，怎能東挑

西揀呢？ 

某日聖約翰來找簡愛，交談一番後，跟她說她伯父已過

世，委託的律師正在尋找她，因伯父 2 萬鎊的財產，全都留

給簡愛。2 萬鎊！當初從舅媽處獲知伯父在找她，想讓她繼

承財產，她即寫信跟伯父說她在桑費爾德莊園任教。至於繼

承的事，則未太放在心上，過去在學校教書，年薪才 15 鎊，

日子不也照過？至於伯父要留給她的財產，她原以為了不起

4、5 千鎊，沒想到居然有 2 萬鎊。就這麼一瞬間，簡愛從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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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到富有，再也不必工作了，因光靠孳息，每年便可有 1 千

多鎊的收入。 

聖約翰為什麼會知道律師在找簡愛呢？原來之前律師

通知聖約翰，他大舅已過世，但沒留任何財產給他們兄妹 3
人。幾週後聖約翰再次收到律師的信，向他打聽他表妹簡愛

究竟在那裡？因簡愛是他大舅的財產繼承人，但人面不知何

處去，她原本待的桑費爾德莊園，無人曉得簡愛的行蹤。聖

約翰起先也不知道，因為了不讓羅徹斯特找到她，被聖約翰

兄妹收留後，簡愛取了化名簡艾略特(Jane Elliot)。只是百密

一疏，身分還是洩漏了。簡愛愛畫畫，而前一天聖約翰在看

簡艾略特的畫時，見到畫上簽名為簡愛。隔日用言語試探一

下，發現簡艾略特的本名，果真就是簡愛，且不光只是同名，

就正是他的表妹。聖約翰的媽媽有兩個哥哥，二哥是簡愛的

父親，大哥是簡愛的伯父，她是簡愛的姑姑。聖約翰那兩個

妹妹，則是簡愛的表姊。 

對於繼承大筆遺產，簡愛根本不以為意，得知有表哥及

兩個表姊，才令她無比喜悅。一直以為自己孤單一人在世，

沒有任何親人(舅媽一家她從不覺得是親人)。後來知道有個

伯父，但住在遙遠的海外，沒什麼碰面的可能。如今過世了，

再也無機會見到。不料卻憑空冒出 3 個親人，這 3 人還是她

瀕臨垂死邊緣時的救命恩人。她當下告訴聖約翰，要將 2 萬

鎊公平分配：她伯父的姪女(即她自己)、外甥及兩個外甥女，

每人各 5 千鎊。表姊不必再到遠方當家庭教師了，表哥也可

實現他的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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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約翰告訴簡愛，財產完全是她一個人的，她可心安理

得拿去，沒什麼不公平，一點都不需分給他們。當看到簡愛

很堅持時，還勸她不要在衝動下做決定，多考慮幾天再說。

的確也是，即使是親兄弟，由長子繼承遺產，他也不會顧念

弟弟，更不可能分一半給弟弟。要知擁有 2 萬鎊，所能有的

社會地位，遠非 5 千鎊能比。但簡愛表示不需再考慮，她一

直渴望享有手足之情，如今有他們 3 個親人，已是最大的滿

足。至於財富，只要有 5 千鎊，她就心滿意足了。若他們也

能拿到一樣多的錢，她會更快樂。所謂“與你分享的快樂，

勝過獨自擁有”。就這麼說定了。 

 

4 

伯父的遺產妥當分配完畢，兩個表姊也回來了，有如擁

有 3 個親手足，簡愛非常快樂。在快樂中，她卻無時無刻不

思念著羅徹斯特。當初覺得一場婚事，背後卻有那麼多不

堪，與她想像的完全不同，絕望之餘，立即拋開一切，只想

躲得遠遠的。如今事過境遷，對羅徹斯特已能諒解，很想知

道他的現況。她寫信向桑費爾德莊園的管家詢問，這位管家

往昔對她很友善。不料寄出的信，有如石沉大海。再寄一次，

仍然一樣，她沮喪極了。正覺得了無生趣時，有天聖約翰找

她談話。聖約翰想做什麼呢？ 

那個時代，由於少有機會接觸異性，終身伴侶的尋覓，

往往選擇不多。於是除非抱獨身主義者，否則一旦遇到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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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選，就得好好把握。尤其是近水樓台，更要特別留意留

意。只要看簡愛曾差一點與羅徹斯特完成終身大事便能了

解。羅徹斯特是簡愛離開學校後的第一個雇主，簡愛則是羅

徹斯特(收養的)女兒之第一個家庭教師。而在選擇少的情況

下，表兄妹結婚，也是常有的。這麼說來，聖約翰找簡愛，

是要跟她求婚嗎？ 

簡愛初到聖約翰家時，有 3 天是處於昏睡狀態。雖無法

法言語，但隱約中，還是能聽到旁人講的話。像聖約翰曾對

他妹妹說： 

她看起來很有教養，但完全不漂亮。 

他妹妹中的一人則替簡愛講話： 

她病得這麼重。 

聖約翰又說： 

病或沒病，她都不漂亮。她的那些特徵裡，沒

有能和漂亮或優美扯上邊的。 

由此看來，聖約翰顯然不以為簡愛的外貌吸引人。這樣他會

跟她求婚嗎？ 

原來傳教是聖約翰的志業，他告訴簡愛，再過 6 個星期，

6 月 20 日，他即將搭船前往印度。“簡愛”書中所述，可能

跟作者夏綠蒂勃朗特的生平年代(1816-1855)，差不多是同一

時期。當時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在那廣大的地區，人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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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信仰印度教或伊斯蘭教。對歐洲人來說，印度盡是拜偶

像的異教徒。將福音帶至印度，是不少英國傳教士樂意接受

的挑戰。聖約翰要去遙遠的東方傳教，他找上簡愛，是希望

她同去，當他的“伴侶兼夥伴”。這又是什麼？ 

其實聖約翰真正要的，並非伴侶，而是一工作夥伴。聖

約翰對簡愛說，他觀察她 10 個月了，發現她對工作投入、

做事幹練、樂於犧牲奉獻，且面對困難時不屈不撓，這樣的

特質就已很少見了。又見她堅持將 2 萬鎊的遺產平分成 4
份，顯示她完全不會守著錢財，甚至金錢在她心中，可說分

量很低。因而簡愛被聖約翰視為最佳工作夥伴。聖約翰以

為，對協助他飄洋過海，到比英國落後許多的印度傳教，無

人比簡愛更恰當。但以 19 世紀(今日可能仍好不到那裡去)
的印度風俗，一個不滿 30 歲的男子，跟一個 19 歲的女孩在

一起，是難以想像的。何況還是傳教士，會相當令人側目。

親妹妹還可行，表妹是絕對行不通的。那聖約翰怎不找他妹

妹同去？去印度從事傳教工作，將會吃盡苦頭，自己妹妹能

吃多少苦，聖約翰可是很了解的。“伴侶兼夥伴”，就相當

於聖約翰全方位 24 小時的得力助手。除簡愛外，他找不到

第二人了。 

工作的勞累，及生活條件的低劣，簡愛皆一無所懼。她

認為聖約翰不但是個好人，且具有崇高的理想，令她尊敬。

只是相處時日也不算短了，她了解聖約翰在追求理想的過程

中，往往會漠視周遭人的感受和需求。因此聖約翰絕非一個

好丈夫，當他的妻子，將是件極痛苦的事。他永遠不可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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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他或許會讚美她的工作表現，然後讓她更努力，且是永

無止境的努力。他不會有絲毫丈夫之情，即使簡愛病倒了，

他想到的，也必是工作耽誤了，她須趕快好起來。做為傳教

夥伴，一起去印度，簡愛覺得沒問題，但一點都不願嫁給他，

成為他的一部分。聖約翰無法接受這樣的安排，且覺得拒絕

成為他的妻子，是自私自利的行為，比異教徒更糟。當得知

聖約翰跟簡愛說，人來到世間，並非為了享樂，因此不要休

息，更不要怠惰；他之所以想與她結合，不是為了自己，而

是為了他的使命；人是為奉獻神而生，不是為了愛，兩位表

姊都覺得不可思議。她們雖希望簡愛能成為他們的嫂嫂，親

上加親，卻也慶幸簡愛沒有在這種匪夷所思的條件下，答應

嫁給她們的哥哥。聖約翰以為簡愛還在考慮中，殊不知簡愛

心意已定。 

與聖約翰談完話的一個多星期後，某日簡愛強烈地感受

到羅徹斯特呼喚她的聲音，她再也忍不住了。隔日，趁著聖

約翰出門，她告別兩位表姊，然後搭了 36 個小時的公共馬

車，回到她離開將近一年的桑費爾德莊園。下了馬車，她一

路快走，但興奮之情卻轉瞬間化為烏有。那棟宏偉的建築

呢？眼前只見一座焦黑的廢墟，一片死寂，難怪信寄到這兒

都沒有回音。究竟是怎麼回事？ 

原來去年秋天的某個深夜，在她離開大約兩個月後，莊

園燒了起來。由於地處偏遠，在救火車趕來之前，整棟建築

早已一片火海，無從撲滅。為什麼會燒起來？聽說是那裡關

著的一位瘋女人放的火。那位瘋女，自然是羅徹斯特精神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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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妻子。簡愛住在莊園期間，她便曾數度趁看護沒留意，

溜出房間，到處遊蕩不說，還數度做出令人心驚膽跳的事。

像是她曾半夜進入羅徹斯特的臥室點火，差點將他燒死在床

上。只是無法每次的心驚膽跳，都是以有驚無險做為結束。

這次當羅徹斯特發現房子著火時，他樓上樓下跑，叫醒大家

逃離。當他上頂樓去救瘋狂的妻子時，她在眾人驚叫聲中，

縱身向下一躍，撞死在碎石地上。當羅徹斯特終於要下樓

時，情況已相當危險了，一根燒紅的橫樑倒下擊中他。經過

搶救，他一隻手臂被截肢、兩眼都喪失視力，腳也跛了。昔

日氣派的莊園已不能住了，但他不想重建，以他這樣的殘廢

之身，何必住個豪宅？何需招待客人？連見人都不必了。羅

徹斯特只留下兩位僕人，其餘都辭退，目前住在離此地約 50
公里外的另一小莊園，過著跟外界隔絕的生活，身體狀況相

當不好。附近旅館主人，有如遇到知音，鉅細靡遺地向她報

告。焦慮萬分的簡愛，則一再請他長話短說。好不容易說完

了，簡愛一刻也不拖延，雇了輛馬車，奔往羅徹斯特的新住

處。 

雖看不見了，羅徹斯特知道簡愛回來後，欣喜若狂，他

已有將近一年沒笑了。起先他難以相信簡愛願意留在他身

邊，因簡愛繼承遺產，有錢了，能獨立自主了。簡愛表示就

是因獨立自主了，她可毫無顧忌地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

式。羅徹斯特認為簡愛何必犧牲，嫁給一個既殘缺、年長她

20 歲，還得被人服侍的男人？簡愛卻認為，身體的缺陷，及

20 歲的差異，都不算什麼。因這是個對她寬容、會遷就她、

寵愛她，且覺得她有魅力的男人。而與珍愛的人在一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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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只想被他保護，希望他給予。若能付出，甚至幫助他，是

很幸福的。結婚誓詞裡，“願意嫁給這個男人，愛他、忠誠

於他，無論他貧困、患病或殘疾，直至死亡”，可不是說假

的。她一點都不以為跟羅徹斯特結婚是犧牲。 

於是簡愛嫁給了羅徹斯特。精神愉快，對人生有盼望，

羅徹斯特的身體遂逐漸好轉起來。又經名醫治療，恢復了右

眼的視力，重見光明，看到他的簡愛。而當他抱起他們的第

一個孩子，凝視兒子那雙烏黑晶亮的大眼睛，完全像他以前

一樣，他的心中，再次充滿著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