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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式擇偶 
 

黃文璋 

6 傲慢與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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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2017 年獲諾貝爾文

學獎。授獎詞中稱他“在具有強大情感力量的小說中，揭露

現實世界與虛幻深淵的連結” (Who, in novels of great 
emotional force, has uncovered the abyss beneath our illusory 
sense of connection with the world)。他的小說裡，常含著一股

淡淡的憂愁，而就是那股憂愁吸引人，讀完常會使人回味再

三。只是因既有虛幻，又有深淵，所以，若偶而看不太懂書

中想表達的意思，並不必太訝異。他出生於日本，1960 年，

年方 5 歲時，隨父母移居英國，自此定居下來。他的中長篇

小說，從 1982 至 2015 年，共出版 7 部，並不算多產。其中

“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1989)，及“別讓我

走”(Never Let Me Go，2005)，均被改編為同名電影，分別

於 1993，及 2010 年推出。兩部均為高水準作品，而且如原

著，全片就是飄著淡淡的憂愁，讓人一直想挽回些什麼。 

在 7 本小說中的“我輩孤雛”(When We Were Orphans，
2000)裡，描寫一個叫班克斯(Christopher Banks)的英國人，萬

里尋親的故事。班克斯幼時跟父母住在上海租界地，度過愉

快的童年。大約 10 歲時，他雙親先後離奇失蹤，他頓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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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無助。其後在父親友人的安排下，他搭船到英國，投奔姑

媽。1937 年 8 月底，在離開多年後，班克斯首度返回上海。

已是著名私家偵探的他，想憑藉自己的專長，尋找已失蹤二

十餘年的雙親。那時七七事變已爆發，不久華北淪陷，中日

全面開戰。他抵達上海後，立刻感受到人心惶惶，因淞滬會

戰(又稱上海戰役)已於 8 月 13 日開打。10 月 20 日那天，經

過一個多月的查訪，他已快到發現真相的關頭。 

當時珍珠港事件(1941 年 12 月 7 日(美國時間)，即日本

偷襲美國夏威夷珍珠港(Pearl Harbor)海軍基地)尚未發生，英

美還沒對日本宣戰，日軍對英國人還算客氣。而中國士兵，

自然不會想去惹英國人。班克斯堅信父母仍活著，為了破

案，他不懼危險，一整天穿梭在槍林彈雨中。到處是斷垣殘

壁，一片狼藉，走路時得低頭留意，以免踩到屍體。在跌跌

撞撞、舉步維艱的途中，很幸運地，班克斯遇到一位待他友

善的日本上校。發現他的目的地尚有段距離後，上校召來駕

駛載他一程。在車行中，上校跟他聊了不少。本來萍水相逢，

交淺不必言深。但看到沿路淒淒慘慘的情景，惻隱之心油然

而生。當上校已由文學談到音樂，由艾蜜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1818-1848)的“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講

到蕭邦(Frédéric François Chopin，1810-1849)的第三號鋼琴

奏鳴曲(Piano Sonata No.3)時，班克斯忍不住打斷他。 

班克斯問那位覺得英國是個偉大的國家，且喜歡英國文

學的軍官，“上校，像您這樣有文化素養的人，必然會為這

一切感到遺憾。我是說貴國侵略中國，造成屍體遍野的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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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本來班克斯擔心這樣講，會使那位上校老羞成怒。一

個不爽，可能叫他下車，或給他一槍，畢竟是在戰亂中。不

料上校面帶平靜的笑容說，“這的確叫人遺憾，我同意。不

過班克斯先生，日本如果要成為偉大的國家，像貴國一樣，

這就無法避免了，就如英國的過去一般。”日本在中國發動

戰爭，導致生靈塗炭，居然還振振有詞，說是效法英國？班

克斯無言了。 

英國不是一個既文明又有文化底蘊的國家嗎？何以成

為侵略國家的樣板？他們被冤枉了嗎？西方國家首度對中

國發起的大規模侵略戰爭，應是第一次鴉片戰爭

(1840-1842)。誰發起的？正是英國！英國政府自己立法，禁

止將鴉片使用於非醫療用途，何以為了賣鴉片到中國受阻，

卻發動戰爭？事實上，清末英國對中國的侵略次數不少。他

們參與的，至少還有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又稱英法

聯軍之役)，及八國聯軍之役(1900)等。每次侵略戰爭結束

後，便簽訂不平等條約。香港就是這樣被割讓予英國，直到

1997 年 7 月，才結束英國 150 餘年的統治。而英法聯軍及八

國聯軍，更先後兩次洗劫圓明園。園中歷代皇室收藏或興

建，累積的眾多無價珍寶、藝術品、雕像及陳設物等，就此

被掠奪或毀損。文物浩劫外，還放火燒園，除建築大部分被

焚毀外，太監及宮女葬身火海的，更不知有多少。怎會有如

此殘酷的野蠻行徑？ 

今日如果造訪北京，看到那座占地約 350 公頃，比美國

紐約市曼哈頓(Manhattan)的中央公園(Central Park，面積約



 4 

341 公頃)略大些，曾被譽為“萬園之園”的清朝皇家園林，

卻只剩廢墟，一定痛心不已。這僅是在中國，對世界各地曾

有的侵略，英國自然“罄竹難書”。 

這個因過去大肆侵略他國，而讓日本人心嚮往之的國

家，曾建立起一空前大的帝國。在 1921 年，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所控制，散佈在世界各地的領土，達到巔峰，多達

3,400 萬平方公里，佔全世界陸地面積(約 14,894 萬平方公里)
的 5 分之 1 以上，為人類有史以來，控制領土最大的殖民帝

國。廣袤的領土，當然大抵是經由武力，巧取豪奪來的。至

於控制的人口，於 1938 年時，約有 4.58 億，佔當時全世界

人口約 22.95 億中的將近 5 分之 1。 

比較一下，歷來控制領土第二名的為蒙古帝國，於 1259
年時，控制約 2,400 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約為大英帝國極盛

時的 7 成。至於不世出的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西元前 356-323 年)，於兩千多年所建立，被傳頌至今的地跨

歐、亞、非 3 洲的馬其頓帝國(Macedonian Empire，通常稱亞

歷山大帝國(Empire of the Alexander the Great))，於西元前 323
年時，控制的領土約 515 萬平方公里，還不到大英帝國極盛

時的 6 分之 1。 

英國是有段輝煌時期的，約從 1815 至 1914 年的 1 百年

間，被認為是世界最強的國家。難怪被日本軍國主義，視其

為侵略的“典範”。20 世紀以來，歷經兩次世界大戰，英國

國力減退。龐大殖民帝國，散佈在世界各處的殖民地，紛紛

獨立。今日“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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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簡稱聯合王國

(United Kingdom，縮寫 UK)，或不列顛(Britain)，中文通稱

英國)，總面積約 24.3 萬平方公里，在世界排名第 80(歐洲第

11)；總人口約 6 千 6 百萬(2019 年 1 月)，在世界排名第 21(歐
洲第 3)。 

即使盛況不在，面積及人口均已嚴重縮水，但至今英國

的國力仍不容小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縮寫 IMF)，依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縮寫 GDP)，每年對各國及地區排序。2018 年，英

國在世界上排名第 5，僅次於美國、中國、日本，及德國。

不妨來看台灣，2018 年 GDP 名列世界第 21。以在世界面積

排名第 137，人口排名第 56，台灣的表現並不算差。 

今日英國，主要由英格蘭(England)、蘇格蘭(Scotland)、
威爾斯(Wales)及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等，4 個構成國

(constituent countries)所組成。美國是聯邦(United States)，英

國是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何以國中有國？首先，4 個

構成國，本來就各自是王國。像威爾斯王國的歷史，甚至比

英格蘭王國更古老。威爾斯於 1536 年納入英格蘭王國，1707
年納入蘇格蘭。至於愛爾蘭，於 1801 年被併入。有合有分，

在不斷爭取(獨立戰爭當然免不了)下，1922 年，愛爾蘭共和

國(Republic of Ireland)成立，結束了大英帝國的統治。但你可

脫離，我就可不脫離。北愛爾蘭(愛爾蘭東北方的 6 個郡)，
仍選擇留在聯合王國。 

過去將近 5 百年演變下來，有了此由 4 個王國所組成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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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王國。事實上，4 個構成國，各自擁有不小的權力。不但

對攸關國家發展的重大議題，如脫歐，意見差異可能很大。

甚至有時不想聯合了，如蘇格蘭，還會鬧獨立。相較之下，

西元前 221 年，秦國於滅了韓、趙、魏、楚、燕，及齊等六

國後，建立的統一帝國，並不來聯合王國那一套，就是中央

集權。 

英國構成國的權力，還包含錢幣的發行。要知世界上大

多數國家的錢幣，乃由該國的中央銀行(central bank)發行，

但英國則不同。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唯一的發鈔機構，皆為

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而在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則除

了英格蘭銀行外，另有 7 家零售銀行(retail bank，服務對象

是普羅大眾市民、中小企業，及個人小戶)亦能發行錢幣，但

須受英格蘭銀行之監管。 

不只發行錢幣的機構有別，發行錢幣的種類亦有別。由

此觀之，各構成國之自主性的確不低。英鎊紙幣(Sterling 
banknotes)分為 1 鎊、5 鎊、10 鎊、20 鎊、50 鎊及 100 鎊。

但其中 1 鎊僅限蘇格蘭使用，而 100 鎊僅限蘇格蘭和北愛爾

蘭使用。所以蘇格蘭的居民，若南下英格蘭，1 鎊及 100 鎊

的紙幣，店家可能都不收。而英格蘭人若北上蘇格蘭，消費

後找回的一堆 1 鎊紙幣，回去後只能暫時丟抽屜。紙幣外，

另有硬幣。今日硬幣分為 1 便士、2 便士、5 便士、10 便士、

20 便士、50 便士、1 鎊，及 2 鎊。往昔 1 英鎊等於 20 先令，

而每先令等於 12 便士，亦即 1 英鎊等於 240 便士。民眾使

用錢幣時，常在考驗數學能力。今日英國不再有先令，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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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等於 100(新)便士。 

所有幣值的紙幣，正面皆有英國君主像，背面則依不同

的構成國，可有不同的英國名人像。所有硬幣的正面，亦皆

為英國君主像，背面則除鑄有幣值外，在不同構成國所鑄的

硬幣，可有不同的圖案。但硬幣不論於那個構成國鑄造，皆

全英國通用。 

出現在英國紙幣背面的，會是些什麼人物？ 

 

2 

由於不少民眾過年有使用新鈔的習慣，每年農曆新年

前，中央銀行都會宣布，有需要新鈔者，可於某段期間內，

到那些金融機構之營業據點兌換。物品新舊的價值會有不

同，但新舊鈔不都一樣嗎？而印新鈔要成本，年復一年，政

府不是每逢過年前，都要支出一筆印新鈔的費用嗎？這樣的

白花錢豈有意義？經濟學家可不這麼認為。他們指出，年假

適合上街逛逛，而新鈔會讓人更樂意使用，結果不但活絡國

內消費，政府的稅收也相對增加，超過印鈔成本。原來同樣

是鈔票，有些會引起更大的使用欲望。拿出亮光閃閃的鈔

票，就像穿新衣，可能讓人有些得意吧！如果這樣的話，不

是不只印新鈔，鈔票從版面的設計，就該花心思了？說不定

有些鈔票，讓人更樂意拿出來使用。 

自 2017 年 9 月 14 日，開始通用的新版 10 英鎊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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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宣佈將發行起，便廣受注意。首先，與早 1 年(2016)發行

的新版 5 英鎊紙幣一樣，原料其實並非紙，而是塑膠。或者

講更清楚些，材質是聚合物(Polymer)。英格蘭銀行宣稱新紙

幣，將較以往的紙幣更乾淨、更安全、更耐污、更耐用，且

更環保。但引人注意的，並非材質，而是紙幣背面，為作家

珍奧斯汀的人像。選在 2017 年發行，因這年為珍奧斯汀(1775
年 12 月 16 日-1817 年 7 月 18 日)逝世兩百週年。英格蘭銀

行慎重地，先在 2013 年，於溫徹斯特座堂 (Winchester 
Cathedral，亦稱溫徹斯特大教堂)宣佈，將在 2017 年推出以

珍奧斯汀為主題的新鈔。有人可能好奇，為何不在英格蘭銀

行的總部所在地，並且是英國首都的倫敦宣佈？ 

珍奧斯汀出生於英格蘭東南部漢普郡 (County of 
Hampshire)的小鎮史蒂文頓(Steventon)。這鎮是真的小，即使

今日，也僅約 250 個居民。而位於漢普郡的郡治(County 
town，即首府)之溫徹斯特(Winchester)，則是這位作家過世

及長眠的所在。城裡哥德式(Gothic)的溫徹斯特座堂，歷史悠

久，最早可追溯到 642 年所建的老敏斯特(Old Minster)教堂。

1079 年，於原址開始重新興建一座新教堂，1093 年完工後，

老敏斯特便被拆毀。過去 9 百多年，歷經數次擴建及整修，

而有了這座已成為溫徹斯特主要地標的教堂。今日不但是英

格蘭最大的教堂之一，也是全歐洲擁有最長中殿(長約 160 公

尺)的教堂。珍奧斯汀即安葬於溫徹斯特座堂中殿的北廊，中

殿裡且有她的紀念碑文。從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的遊客，絡繹

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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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 10 英鎊紙幣，以珍奧斯汀為人像，自然是向這位

被譽為“英國小說的偉大傳統之母”(Mother of the great 
tradition of the English novel)致敬。還特別選在珍奧斯汀安息

的地方，宣佈新鈔的發行，可見英格蘭銀行之用心。 

被珍奧斯汀人像取代的舊版 10 英鎊紙幣，乃於 2000 年

發行，紙幣背面的肖像，為鼎鼎有名的生物學家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他著有“物種起源”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提出演化論(Theory of 
Evolution，亦稱進化論)的觀點。新鈔雖換了人像，但顏色未

換，仍舊是橙色。至於現今通行的 5 英鎊、20 英鎊，及 50
英鎊紙幣，背面的人像，則分別為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1874-1965)、經濟學家亞當史密

斯 (Adam Smith ， 1723-1790) ，及馬修博爾頓 (Matthew 
Boulton，1728-1809)與詹姆斯瓦特(James von Breda Watt，
1736-1819)，兩人合力讓瓦特蒸汽機的夢想成真。 

自 2013 起，擔任英格蘭銀行總裁(governor)的卡尼(Mark 
Carney，1965-)，於 2017 年 7 月 18 日，珍奧斯汀逝世兩百

週年那天，在溫徹斯特座堂，公佈新版 10 英鎊紙幣的樣式。

在致詞中他說“我們的紙幣作為國家集體記憶的儲存庫，提

升人們對英國輝煌歷史的認識，並突出其最偉大公民的貢

獻” (Our banknotes serve as repositories of the country’s 
collective memory, promoting awareness of the United 
Kingdom’s glorious history and highlight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its greatest citizens)。又說“珍奧斯汀的小說享譽全球，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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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其影響力不減，仍然和剛發表的時候一樣”(Austen’s 
novels have a universal appeal and speak as powerfully today as 
they did when they were first published)。本來“江山代有才人

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網路時代，能領風騷的期限，更是

愈來愈短。但卡尼指出，珍奧斯汀的影響力至今仍方興未

艾，對她可說極度讚美。 

卡尼還說“我們的紙幣，同時具有文化及經濟的價值”

(Our banknotes have cultural as well as economic value)。原來

英國人認為，每日使用的紙幣，不只具有經濟及商業上的用

途。還要利用其流通性，傳遞背後的故事，以達到紙幣一個

更重要的功能：認識英國歷史，及曾有偉大貢獻的先人。在

英國人眼中，錢幣絕不僅是錢而已。而放上珍奧斯汀這位著

名作家，當然具文化的價值。又由於她深受英國人喜愛，因

而就像台灣的新鈔，使有她為人像的紙幣，樂意被使用，經

濟價值也就產生了。 

曾出現在英格蘭銀行發行紙幣背面的女性，至今共有 3
位。之前有 2002 年發行，5 英鎊紙幣上的弗萊(Elizabeth Fry，
1780-1845)。她是位社會改革家，早在 19 世紀，便推動英國

監獄的管理改良運動。2016 年，她的人像被邱吉爾所取代。

另一位是 1975 年發行，10 英磅紙幣上的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這位護士對統計學亦頗有貢獻，

是統計圖示(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statistics)之先驅。1859
年，南丁格爾被英國皇家統計學會(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選為第一位女會員；1874 年，她成為美國統計協會(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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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Association)的名譽會員(honorary member)。1992
年，南丁格爾的人像被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
所取代。 

至於曾出現在紙幣背面的作家，除珍奧斯汀外，“至

少”另有 2 位。首先是 1970 年發行，20 英磅紙幣上的莎士

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1991 年，他的人像

被物理學家且是化學家的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

1791-1867)所取代。其次是 1992 年發行，10 英磅紙幣上的

大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2000 年，他的

人像被達爾文所取代。我們說作家“至少”尚有 2 位，乃因

邱吉爾雖是政治人物，但亦為 1953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算是位斜槓(Slash)人。若以作家稱呼他，乃百分之百合理。

紙幣背面的人像可更換，讓歷來英國的偉大人物，輪流出

現，各領風騷一、二十年。卡尼還預告，新版 20 英磅紙幣，

將約在 2020 年發行，其中亞當史密斯的人像，將會被英國

著名畫家特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簡

稱 J. M. W. Turner)的自畫像所取代。 

有人可能好奇，邱吉爾幾乎一輩子從政，怎麼會有時間

寫作？即使寫作，又豈能有如此輝煌的成就？這沒什麼道理

可言，只能說每個人的天賦不同。事實上，邱吉爾的作品還

真不少，並非 1 本走天下。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詞中，讚揚

他“由於他在描述歷史與傳記方面的造詣，同時由於他那捍

衛崇高的人的價值的光輝演說”(For his mastery of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description as well as for brilliant orator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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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ding exalted human values)。邱吉爾演說的感動人心，是

相當有名的，他曾發表不少名留青史的演講。這位具高瞻遠

矚的真知灼見，及力挽狂瀾的非凡勇氣，帶領英國力抗德國

的戰時首相，善於洞察形勢，精準判斷，終於打贏第二次世

界大戰，頗獲英國人推崇。2002年11月，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縮寫 BBC)對英國境內高達百萬名

的聽眾與觀眾，票選有史以來，最偉大的 100 位英國人(100 
Greatest Britons)。票選揭曉，毫無意外地，邱吉爾排名第 1，
獲得壓倒性約 44.7%的票。 

由“王冠”(The Crown，2016)、“敦克爾克大行動”

(Dunkirk，2017)，及“最黑暗的時刻”(Darkest Hour，2017)
等，幾部近年來的電視劇與電影裡，將可略了解邱吉爾對

“英國輝煌歷史的貢獻”。而亦可欣賞到他幾場激勵人心，

且動人心弦的演講。他常直到演講前一刻，仍在推敲字句，

可見他演講的成功，絕非偶然。邱吉爾會出現在英鎊紙幣

上，乃理所當然。只是由此也可看出，從政者要成為英鎊紙

幣的背面人物，有多麼不容易。差不多可以這麼講，功績要

達到像邱吉爾這種境界，方有可能。事實上，邱吉爾早就說

過，“對領導人無情，是偉大民族的特徵” (Ingratitude 
towards great men is the mark of a strong people)。所以，從政

者無須不平，能安全下莊就該謝天謝地了，豈可自認對國家

曾有多大的貢獻？豈可自認紙幣若放上你的人像，會有什麼

了不起的文化或經濟價值？在台上時，都已讓人受不了了，

下台後，誰有興趣繼續看到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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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 10 英鎊紙幣，固然很受歡迎，但亦有人不滿。若

干宗教和素食團體抗議，其製作過程中，使用了動物油脂。

原來這也可抗議！對這點，英格蘭銀行於評估能否採用棕櫚

油或椰子油，以代替動物油脂後，表示那些原材料的供應，

可能不夠穩定，且會增加不少成本，故不擬改變。 

除了現今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
1926-)的肖像外，新版 10 英鎊紙幣的正面，還有溫徹斯特座

堂。背面則除珍奧斯汀的肖像外，底部且印上了“傲慢與偏

見”(Pride and Prejudice，1813 年出版)一書第 11 章中的一句

話，“我敢說，所有事情中，沒有比閱讀更令人愉悅的”(I 
declare after all there is no enjoyment like reading)。因這句引

文，使這張新版 10 英鎊紙，又引來一抗議。原來不少珍奧

斯汀迷，對放這句話很不滿，因在書中，這句話出自卡洛琳

(Caroline Bingley)的口，而她對閱讀根本毫無興趣。 

卡洛琳為了迎合她哥哥賓利(Charles Bingley)的好朋友

達西(Fitzwilliam Darcy)，特地挑選他正在看的書之下冊來翻

閱，不在乎並沒看過上冊。她之所以冒出這句話，乃因達西

專心看書，不太搭理她的東拉西扯，於是她講些討好他的

話，企圖打動他，不過當然不會成功。想靠些言不由衷的話，

打動一腦筋清楚的人，畢竟不容易。而既然計不得逞，卡洛

琳打個呵欠，將書仍到一旁，不看了。 

“傲慢與偏見”全書的首句是：“人人皆知的真理是：

凡有錢的單身漢，必想娶個太太”。書中主要有兩位有錢單

身漢，即最先出場的賓利，以及由他引出的達西。珍奧斯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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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形容卡洛琳這位有錢人的妹妹？體態優雅、步履翩翩

(her figure was elegant, and she walked well)，且“時尚氣派”

(with an air of decided fashion)。這樣的女孩，不是該相當吸

引人嗎？只是卡洛琳態度高傲，又愛惺惺作態，因而不像她

哥哥那般討喜。但不以人廢言，她那句崇尚閱讀的話，實無

不妥。更何況，那句話可視為一輩子熱愛閱讀的珍奧斯汀，

藉她筆下的人物，說出她的看法：沒有比閱讀更令人愉悅的

事！事實上，珍奧斯汀一生並沒上過多少學。她的教育，主

要是通過閱讀書籍完成的。她當然對閱讀極力讚美。 

 

3 

珍奧斯汀在世 41 年多，共完成 6 部主要的作品：“理

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1811)、“傲慢與偏見”

(Pride and Prejudice，1813)、“曼斯菲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1814)、“愛瑪”(Emma，又譯“艾瑪”，1815)、“諾

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1818)，及“勸導”(Persuasion，
1818)。其中最後兩部，是她過世後隔年才出版的。在她短短

的人生裡，這樣的產量(還有若干短篇小說、未完成的小說，

及其他作品等)，算是豐碩的。這 6 本書有沒有優劣排序？喜

愛珍奧斯汀的人，可能會說每本都很好，難分軒輊。本來人

各有所好，不論任何事務想要排序，都的確不易。 

2003 年 ， 英 國 廣 播 公 司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縮寫 BBC)舉辦票選活動，由英國民眾選出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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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小說。雖作者並不限英國人，但由於票選是在英國進

行，因此非英文小說，就幾乎不可能被選出。最終參與投票

者超過 75 萬人，排出了前 2 百名。珍奧斯汀有 3 本上榜，

其中“傲慢與偏見”排名第 2，“勸導”排名第 38，而“愛

瑪”則排名第 40。 

這是個喜愛排名的時代，各式各樣的排名都有。2015
年，BBC 文化頻道(BBC Culture)的供稿人珍恰巴塔里(Jane 
Ciabattari)，收集了世界各國 82 個非英國之書評家，對英國

作家的小說評比。最後產生百部“最佳英國小說”。其中

“傲慢與偏見”排名第 11，“愛瑪”排名第 19，“勸導”排

名第 20，而“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則排名第

66。總共 1 百部裡，珍奧斯汀佔了 4 本。由前述兩份排名，

若有人想開始看珍奧斯汀的小說，對順序大約能有腹案了。

但，的確每本都頗值得看。 

不論普羅大眾(proletariat)選，或專家選，什麼 1 百大、2
百大的英文小說名單裡，常不乏珍奧斯汀的小說。英格蘭銀

行且以為，她享譽全球，影響力歷久不衰。那珍奧斯汀 6 部

“應屬”膾炙人口的作品，是否真那麼讓人耳熟能詳？沒看

過的人，能在一翻閱之下，便立即傾倒，或愛不釋手嗎？或

至少珍奧斯汀的書，不會使人一讀就想丟開嗎？ 

2007 年 7 月 19 日，英國很多媒體，不約而同地刊登一

則有關珍奧斯汀小說的報導。BBC 的標題是“一位作家說

‘出版社拒絕古典作品，18 家只有一家識破珍奧斯汀的抄襲

版小說’”(Publishers reject classic titles only one out of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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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rs managed to spot plagiarized versions of Jane Austen 
novels, a writer says)。有人會大膽到去抄襲珍奧斯汀的小

說，且妄想出版？究竟是怎麼回事？ 

原來英國有位作家拉斯曼(David Lassman)，他經常四處

投稿小說，卻也到處碰壁。怨無知音下，他不禁好奇，珍奧

斯汀若生於今日，會被視為奇才嗎？出版界會如何對待她？

拉斯曼起而行，花了幾個月的功夫，將“諾桑覺寺”、“勸

導”，及“傲慢與偏見”等 3 本書的部分章節打字，僅更改

了作者、書名，及書中的人名與地名，然後依續寄給 18 家

出版社(或經紀商)。 

拉斯曼將“諾桑覺寺”改名為“蘇珊”(Susan)，這其實

是該書最早的書名。又將“勸導”改名為“沃森一族”(The 
Watsons)，這其實是珍奧斯汀一本未完成的小說之書名，通

常亦會列在珍奧斯汀的生平著作目錄裡。最後她將“傲慢與

偏見”改為“第一印象”(First Impressions)，此亦為該書最

早的書名。很多人可能會想，異動後的書名，不是原本的書

名，就是其他作品的書名，皆與珍奧斯汀有極大的關連性，

怎可能不被行家看穿？另外，拉斯曼又將 3 本書的作者，皆

取名 Alison Laydee，乃從珍奧斯汀早期的筆名 A Lady 轉化

出來的。 

拉斯曼以為他已給了很大的提示。像由“石頭記”或

“風月寶鑑”的書名，對看過“紅樓夢”者，不會立即想到

“紅樓夢”嗎？對音樂界人士，若看到作曲者是阿妹，總該

連想到張惠妹(1972-)吧！而由周董，自然會想到周杰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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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一樣的道理，由 Alison Laydee，先想到 A Lady，
接著便自然連結到珍奧斯汀。一旦猜到作者，再由書名“First 
Impressions”，“傲慢與偏見”不就浮現了嗎？無論如何，

書的好壞，與作者、書名、人名，及地名，豈有多大關係？

拉斯曼以為他的小伎倆，對熟悉珍奧斯汀的人而言，完全不

是障礙。更何況任職於出版社者，不都是書專家嗎？他想班

門弄斧，豈那麼容易？ 

另外，若一本書的開頭是，“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不少愛書者，會立即看出乃抄自“三國演

義”。一旦起了警覺心，繼續往下看，曹操改成李白，赤壁

改成武昌，這樣的魚目混珠，有何大用？很快便知全書乃抄

自“三國演義”，人名及地名的不同，絕非問題。同樣地，

若看到一本書的開場白為，“幸福的家庭無不相似，不幸的

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All happy families are alike, each 
unhappy family is unhappy in its own way)，咦？怎麼跟托爾斯

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1910)的“安娜卡列尼

娜”(Anna Karenina，1878)講得一模一樣？繼續往下讀，若

還不知乃全抄自“安娜卡列尼娜”，對愛書者來說，便有點

太遜了。 

這類例子實在不少，如看到“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

壞的時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難道不會想到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
的“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嗎？即使沒看過書，也總

該聽過。因這句話，歷來已不知被引用多少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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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曼原本也是這麼以為。心想，光憑“傲慢與偏見”

一書的開頭“人人皆知的真理是：凡有錢的單身漢，必想娶

個太太”(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這麼廣為流傳的一句開場白，就絕對過不了行家的第

一關。可惜他太抬舉那些所謂專家了。 

拉斯曼最早寄出的“蘇珊”(即“諾桑覺寺”)稿件，沒

有引起任何出版社的興趣，也無人指出是抄襲。曾出版 J.K.
羅琳(本名 Joanne Rowling，1965-)著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系 列 小 說 之 布 魯 姆 斯 伯 里 出 版 社 (Bloomsbury 
Publishing)，在退稿信中說，“我不覺得此書適合我們出版”

(I didn’t feel the book was suited to our list)。連珍奧斯汀的書

都不適合出版，還能出版什麼？拉斯曼再度測試，他寄出

“沃森家族”(即“勸導”)的稿件，也全被退稿。J.K.羅琳專

屬的克里斯多夫利特爾文學經紀商(Christopher Little Literary 
Agency)，於退稿信裡寫著“沒有信心讓此書稿發行”(not 
confident placing this material with a publisher)。對 BBC 的兩

項票選，分別排名第 38 及第 20 的書，都缺乏信心發行，那

其他作者的書，就更別想出版了。 

最後一擊了。拉斯曼寄出“第一印象”(即“傲慢與偏

見”)。仍收到一封又一封的退稿信。而前一年才重新出版

“傲慢與偏見”的企鵝出版社(Penguin Books)，並未因此對

“傲慢與偏見”記憶猶新。在他們的退稿信中，寫著“讀起

來的確具原創性且有趣，但不適合企鵝”(really origin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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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ing read, but not right for Penguin)。抄襲的作品，居然

被認為具原創性？而既然有原創性又有趣，卻何以不願出

版？拉斯曼真要笑得喘不過來了。 

空谷足音！在拉斯曼所寄的全部 18 家出版社裡，只有

一家看出這是個騙局。喬納森凱普(Jonathan Cape)出版社的

編輯助理鮑勒(Alex Bowler)，在回信中說“謝謝你寄給我們

‘第一印象’的首兩章書稿。讀後我的第一印象是難以置

信、有一點煩惱，再加上一陣子笑聲”(Thank you for sending 
us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First Impressions; my first 
impression on reading these were ones of disbelief and mild 
annoyance, along with a moment’s laughter)。又說“建議你把

自己那本‘傲慢與偏見’找來，不過我猜它就放在你打字機

的一旁。切記你的首頁，不要太過模仿該書的開頭”(I suggest 
you reach for your copy of Pride and Prejudice, which I’d guess 
lives in close proximity to your typewriter and make sure that 
your opening pages don’t too closely mimic the book’s 
opening)。 

後來企鵝出版社的發言人承認，拉斯曼寄來的書稿，他

們並沒真正去讀。如果時至今日，連赫赫有名珍奧斯汀的稿

子，都這麼容易就被退，不太引起人們閱讀的欲望，便不知

有那些作者的書，不會被退了。而票選好書時，眾多優先想

到珍奧斯汀的人，一旦將書送到他們面前，一看作者、書名

沒聽過(被換了)，便很可能棄之如敝屣，讀都不想讀，包括

出版社的人！顯見即使整天接觸書，既不保證是愛書者，也



 20 

不保證對評斷書之優劣，眼光夠敏銳。 

書商看走眼的例子並非偶然。“哈利波特”系列小說共

有 7 集，首集於 1997 年 6 月出版，最後一集於 2007 年出版。

至 2013 年 5 月，7 集小說全世界共賣出 5 億本，為有史以來

最暢銷的系列小說。作者 J.K.羅琳的首集“哈利波特”，她

的經紀商向 12 家出版社推薦後，全被拒絕。但 J.K.羅琳沒有

放棄，鍥而不捨下，終於被布魯姆斯伯里出版社接受。出版

社雖願意發行，但一點都不看好，第一刷只印了 1 千本。編

輯還善意地建議 J.K.羅琳“儘快找到正式的工作，千萬不要

想靠寫童書來維持生計。”結果才到 2013 年，就已賣了 5
億本、被翻譯成 73 種語文，每一集並都拍成電影。富士比

(Forbes)雜誌估計她 2017 年的總收入，高達 9 千 5 百萬美元；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富豪排行榜(Sunday Times Rich List)估
計她至 2017 年累積的財富有 8 億 5 千萬美元。J.K.羅琳不但

能靠寫童書維生，且過得相當舒服。只是這家沒退“哈利波

特”的出版社，並不表示其眼光過人，因他們後來退了珍奧

斯汀的書。 

珍奧斯汀那些兩百年前的書，經過一番偽裝後，連出版

社都不易看上，何況一般的民眾？所以真正“識貨”的人實

在極少。那今日大紅的 J.K.羅琳的作品會好些嗎？這麼多人

看過她的作品，習慣其風格，是否很容易便被她的文字所吸

引？ 

並沒太久前，2013 年 4 月，一本作者署名羅勃蓋布瑞斯

(Robert Galbraith)的犯罪小說“杜鵑的呼喚”(The Cuck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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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ing，中文版亦於同年發行)推出了。書評相當好，但銷量

卻極為慘淡，也沒人搞得清楚作者羅勃蓋布瑞斯究竟是誰。

後來網路上傳出，這本書真正的作者，其實是 J.K.羅琳。但

J.K.羅琳堅決否認。 

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找來彼得米利卡

(Peter Millican，1958-)，及派翠克卓拉(Patrick Juola，1966-)，
兩位計算機語言學(computer linguistics)專家。各給他們 5 本

書，除“杜鵑的呼喚”外，還有 J.K.羅琳的小說“臨時空缺”

(The Casual Vacancy，2012)，以及另 3 位英國作者之犯罪小

說各 1 本。彼得米利卡透過單詞長度、句子長度、段落長度、

單詞出現頻率、標點出現頻率，及單詞使用情況，共 6 個特

徵進行比對。結果顯示“杜鵑的呼喚”，與 J.K.羅琳的書最

接近。他告訴星期日泰晤士報，他非常確信，這是 J.K.羅琳

的作品。另一方面，派翠克卓拉的測試結果也類似。 

獲知測試結果後，J.K.羅琳即承認書是她寫的，已沒什

麼好否認的了。然後呢？原本此書於 2013 年 4 至 7 月間，

在美國市場只賣出少少的 499 本。當公佈真實的作者為 J.K.
羅琳後，便迅速爬升至亞馬遜(Amazon)暢銷書排行榜的第 1
名。 

今日作品想獲出版社青睞，顯然相當不容易。出版社的

眼光實難以捉摸。在珍奧斯汀的時代呢？作家辛苦的成果，

有較容易被看上嗎？珍奧斯汀的日子有好過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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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既然發行的是 10 英鎊紙幣，在致詞中，卡尼遂講些與

10 英鎊關連的事，說不定也是為了將致詞拉長些。他說“10
英鎊為她父親生前每年給她生活費之半”(10 pounds was 
half the annual allowance she received from her father while he 
was alive)。也就是珍奧斯汀的父親喬治奧斯汀 (George 
Austen，1731-1805)，每年給她 20 英鎊。這樣算多嗎？喬治

奧斯汀是位英國國教的牧師，擔任堂區長(rector)。本來神職

人員，大多屬中等家庭，生活應還過得去，但因有 8 個小孩，

薪俸可能令他捉襟見肘。於是從 1773 至 1796 年間，在那二

十餘年裡，他不但利用閒暇種些農作物，還收了 3、4 個供

膳宿的家教學生。過著斜槓人生，以添補家用。如此辛勤，

這位令人尊敬的堂區長，每年收入也不過才 2 百英鎊左右。

給珍奧斯汀的，已將近他年收入的 10 分之 1 了。何況他要

照顧的，可不只珍奧斯汀 1 人而已。 

比較一下。當時一熟練的木匠或鐵匠工人，每年收入約

1 百英鎊。而一典型的上等家庭，年收入通常介於 1 千至 5
千英鎊之間。珍奧斯汀父親 2 百英鎊的年收入，比下固然有

餘，比上則是相當不足。雖並非太富有，但神職人員除社經

地位比工人高多了外，應也不像工人那麼勞累(珍奧斯汀小說

裡的神職人員，工作都不像太多)吧！所以仍被不少受過教育

者，視為一很好的出路。 

卡尼的致詞裡，透露了不少有趣的訊息。他說，“一張

10 英鎊的紙幣，對她來說也可能具有象徵意義，因這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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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克羅斯比公司付給她的第一部小說‘蘇珊’之金額(A 10 
pounds note may also have had a symbolic meaning to her, as it 
was the amount she was paid by publishers Crosby and Co. for 
her first novel, Susan)。我們曾以簡單方式估計出，在珍奧斯

汀(1775-1817)至伊莉莎白蓋斯凱爾(1810-1865)，那段時期

(1775-1865)之 1 英鎊，約值今日的 1 百英鎊。而今日 1 英鎊，

約可兌換 40 元台幣。所以兩位女作家時代的 1 英鎊，約值

今日 4 千元台幣。第一本書的報酬 10 英鎊，即約值今日 4
萬元台幣，寫作似乎不是一能讓人過舒適生活的行業。但這

已相當於父親一年給她的“年金”8 萬元台幣之半。 

事實上，我們非專業的 1 比 100 之估計，一點都不離譜。

身為英格蘭銀行總裁的卡尼，他對兩百餘年來，幣值變化的

估計應夠權威了吧！在致詞中，他提到“10 英鎊對珍奧斯汀

來說相當多─差不多就像今天的 1 千英鎊”(10 pounds  
have meant a lot to Jane Austen –– about the same as 1,000 
pounds would mean to us today)，他給的舊英鎊對新英鎊，也

是 1 比 100。給出 1 比 100 之簡單比值後，馬克卡尼又給更

精準的幣值比 1 比 112。他說“根據自 1775 年以來，一般物

價水準的成長，奧斯汀出生時的 10 英鎊，相當於 2016 年的

1,120 英鎊(Based on the increase in the general price level since 
1775, 10 pounds at the time of Austen’s birth would be 
equivalent to 1,120 pounds in 2016)。由於我們常只是想約略有

個概念，為了簡便，舊英鎊對新英鎊，不妨就採 1 比 100。 

只是在珍奧斯汀的作品目錄裡，1811 出版的“理性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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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是她的第一部小說嗎？怎麼卡尼卻指出，“蘇珊”是

第一部？原來大約在 1798 至 1799 年間，珍奧斯汀就已完成

了“蘇珊”的初稿。經修訂後，1803 年，她以 10 英鎊的價

格，賣給位於倫敦的克羅斯比公司。這是珍奧斯汀第一部

“交付出版”的小說，她期望很高，出版社也承諾會儘快發

行。他們煞有介事的公開為這本書宣傳，且宣稱已在付印

中。雖顯得正緊鑼密鼓地進行出版事宜，讓珍奧斯汀雀躍不

已，但其實全都是假的。整份書稿，根本哀怨地被出版社束

之高閣。 

盼望復盼望，自交出“蘇珊”的稿子後，倏忽 6 年過去

了，1809 年 4 月，珍奧斯汀已無法忍受這麼長期的拖延了。

她致克羅斯比公司一封哀的美敦書(拉丁語 Ultimatum，即最

後通牒)，給他們兩個選擇：若能立刻出版，則必要的話(像
是原稿遺失或毀損，她已覺得這家出版社一點都靠不住)，她

可重新提供一份稿子；若不然請歸還原稿，她將另尋出版

社。這家至今仍存在，但曾惹火珍奧斯汀的克羅斯比公司，

對她的不滿，毫不在意，回信表示，目前並無出版的打算，

她可以原價買回版權。理直氣壯的珍奧斯汀，頓時洩氣了，

因她根本拿不出 10 英鎊。 

大作家居然這麼窮？那時(1809)珍奧斯汀的父親已去世

(1805)幾年了，她每年 20 英鎊的收入早已中斷了。甚至她父

親自 1800 年起，便從教會退休，從那時起，財務狀況便不

會太佳。而且不要忘了，直到 1809 年，珍奧斯汀根本連一

本書都還沒出版，並無稿費收入。珍奧斯汀有 5 個哥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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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姐姐，及 1 個弟弟，兄弟姐妹 8 人，感情相當深厚。大她

兩歲的姐姐卡珊德拉(Cassandra Austen，1773-1845)，跟她一

樣終身未嫁。父親的突然過世，讓家中女性經濟陷入困境。

大哥詹姆斯(James Austen，1765-1819)、三哥愛德華(Edward 
Austen，1768-1852)、四哥亨利(Henry Austen，1771-1850)，
及五哥弗朗西斯(Francis Austen，1774-1865)，均承諾會持續

負擔母親及兩姐妹的生活。怎麼沒有二哥？原來二哥喬治

(1766-1838)自幼便因殘疾，被母親送去給人撫養。他們另有

個小弟查爾斯(Charles Austen，1779-1852)。 

要出一本書怎麼如此困難？什麼樣的書，才能讓書商維

持高昂的興趣？珍奧斯汀有時可能會想不透。雖然如此，她

仍是勤奮寫作。這樣又過了 7 年，直到 1816 年，那時珍奧

斯汀已出版 4 部小說了，她才買回那份她望眼欲穿的書稿。

看來馬克卡尼說“10 英鎊對珍奧斯汀來說相當多”，並非虛

假。不過他所說的那 10 英鎊稿酬，珍奧斯汀後來還回去了，

並未真的獲得。但這曾讓珍奧斯汀歡喜，卻也曾讓她憂愁的

10 英鎊，仍頗具意義，馬克卡尼才特別提起。 

拿回“蘇珊”的發行權後，珍奧斯汀便對稿子進行大幅

修改。遺憾的是，但如同人們常講的，稅吏和死神登門，乃

無可避免之事，死神早早便盯上了珍奧斯汀了。自 1816 年

初，她的身體，便開始感到不適。起初她並不在意，仍筆耕

不輟，持續修改舊稿，且開始創作一本新小說。春蠶到死絲

方盡，儘管她不想把病當一回事，覺得能撐下去，但死神不

放過她。她的健康狀況不但沒好轉，且病情逐漸嚴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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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 年 4 月，她便已臥病不起。大她兩歲的姐姐卡珊德拉，

及大她 4 歲的四哥亨利，前者是她終身最親密的朋友，後者

是 6 個兄弟中跟她最親近的，帶她去溫徹斯特治療。他們都

不能相信這個自小只要一完成作品，便朗誦給家人聽的才女

妹妹，生命會這麼短暫。但天妒英才，不論他們如何不捨，

都已回天乏術了。1817 年 7 月 18 日，珍奧斯汀在溫徹斯特

去世。 

亨利擁有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 (St John’s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的碩士學位。他是個很能幹的人，曾做

過幾項不同的工作。1804 年，他創辦一家銀行，但 1816 年

3 月時破產。他陷入沉重的債務中，幾個投資的兄弟，即大

哥詹姆斯、三哥愛德華，及五哥弗朗西斯，也跟著損失慘重。

因而降低他們對母親及兩姐妹的生活照顧能力。同年亨利成

為一位英國國教的副牧師(curate)。1820 年，跟他父親一樣，

成為堂區長。由於曾是銀行家，人面較廣，從“蘇珊”起，

他便常替珍奧斯汀跟出版社打交道，是她的文稿代理人

(literary agent)。珍奧斯汀過世後，亨利藉由他與教會的關係，

安排她葬在溫徹斯特座堂。珍奧斯汀的大哥詹姆斯，則為她

寫墓志銘(epitaph)。次年(1818)，亨利將“蘇珊”改以書名

“諾桑覺寺”，並與“勸導”，兩本書一起出版。距她當初

慎重地交稿給克羅斯比公司，已隔了 15 年。 

所以，曾讓珍奧斯汀興奮無比，以為很快便能印成鉛字

的“蘇珊”(“諾桑覺寺”)，命途多舛，不但無緣成為珍奧

斯汀的第一部小說，反而與“勸導”，並列為最後一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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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說。珍奧斯汀未能看到這部她盼望多年的小說出版，真

是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蘇珊”既是珍奧斯汀第一部“交付出版”的小說，那

是否為她第一部完成的小說？ 

 

5 

1783 年，珍奧斯汀才 8 歲，便跟姐姐離家，住到牛津

(Oxford)一位老師家受教。當年秋天，姐妹倆皆罹患斑疹傷

寒(typhus)，珍奧斯汀且幾乎病死，於是兩人一起被送回家養

病。在家待了 1 年多，這段期間，她們的學習並沒中斷，就

由父兄教導。1785 年初，兩姐妹又去英格蘭東南部伯克郡

(Berkshire)的雷丁(Reading)之寄宿學校。學校課程大致包括

法語、拼寫、針線活、舞蹈及音樂，也許還有戲劇。這其中

有些知識，雖亦可在家自學，但到學校受教，總是較能事半

功倍。只是到了隔年(1786)底，她們又不得不中斷學業了，

因同時要負擔兩個人的學費，對不甚寬裕的家庭，實在太吃

力。 

那就算了，從那時起，珍奧斯汀就再也沒上學了。天地

間之學問，如江上之清風，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她自我閱

讀，父親、大她 10 歲的大哥詹姆斯，及大她 4 歲的四哥亨

利，都會指導她。家裡豐富的藏書，提供她一廣大的閱讀園

地。那時寫作及繪畫的材料，包含紙張，價格都不菲，但珍

奧斯汀的父親，毫不吝惜，儘量為兩姐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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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重視全人教育，教學內容涵蓋禮、樂、射、御、書、

數等六藝。珍奧斯汀的家庭，也是不只強調學科。例如，即

使待在家裡自學，戲劇教育仍不可少。她的家人常會籌劃舞

台劇，供自家及友人欣賞。劇本有時採現成的，有時則自己

編寫。珍奧斯汀自小便熱心參與，也會上台演出。12 歲起，

還開始寫劇本。在他們家演出的劇本，大都是喜劇，喜劇多

諷刺情節，珍奧斯汀在小說裡善於諷刺的能力，就是這樣培

養出來的。另外，珍奧斯汀很早便顯露寫作的天份，最晚從

11 歲起，她就常寫些詩及故事，自娛並娛樂家人。她不但會

彈鋼琴，且能裁縫，手藝不錯。此外，她協助母親管理家中

僕人，及照顧生病者。可說她筆下那些淑女具備的能力，她

本身也大致都擁有。除了定期去教堂、參加舞會等社交活

動，還常跟朋友與鄰居來往，這些與人互動的經驗，對她的

寫作，想必很有幫助。 

1793 至 1795 年，即珍奧斯汀 18 至 20 歲間，她寫出“蘇

珊夫人”(Lady Susan)，這是一部短篇書信體的(epistolary)小
說，跟她其他作品的格式大不相同。近年來這種形式的書較

多了，像瑪麗安薛芙(Mary Ann Shaffer，1934-2008)與姪女安

妮貝蘿絲(Annie Barrows，1962-)合著的“真愛收信中”(The 
Guernsey Literary and Potato Peel Pie Society，2008 年出版，

改編的同名電影於 2018 年推出)，也是這類書信體小說。之

後，她開始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埃莉諾和瑪麗安”(Elinor 
and Marianne)，約於 1796 年完成，時年 21 歲。同年 10 月，

她開始動筆寫第二部(長篇)小說“第一印象”，並於 1797 年

8 月完成初稿(後來改名“傲慢與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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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生一直到這時候，珍奧斯汀都住在沒多少人口的小

鎮史蒂文頓。一般人生長在這種環境下，實難有太多人生體

驗。何況才不過 20 歲左右，但她對愛情居然便能有一套看

法，寫出一個又一個，即使兩百年後，仍讓人看得津津有味

的愛情故事，實在了不起，只能說天賦異稟。 

當“第一印象”完成後，珍奧斯汀即回到“埃莉諾和瑪

麗安娜”。從 1797 年 11 月到 1798 年中，她對此書做大幅的

修改。那之後仍有幾度修改，才轉變成“理性與感性”。1798
年，當“埃莉諾和瑪麗安娜”之初步修訂告一段落後，珍奧

斯汀即開始創作第三部小說“蘇珊”(Susan)，也就是後來的

“諾桑覺寺”，大約花了 1 年完成。珍奧斯汀常朗讀她的作

品給家人聽，家人是她最好的聽眾。知女莫若父，她父親看

好女兒的才華，1797 年 11 月，寫信給倫敦一家知名出版社

湯瑪斯卡德爾(Thomas Cadell)，詢問他們出版“第一印象”

的意願。可惜出師不利，出版社寄來的回信，沒有多說，就

是拒絕。 

1800 年，珍奧斯汀的父親突然從教會退休，且決定將家

搬離斯蒂文頓，遷居到巴斯(Bath)。雖說是突然，但他畢竟

在教會已工作一輩子，而且 69 歲了，該可以隨心所欲了。

斯蒂文頓是珍奧斯汀的出生地，住了 25 年，對此地充滿感

情。雖很不情願，但父親說了算。於是她隨著家人，來到建

於西元 43 年，自羅馬時代起，就是溫泉聖地的歷史名城巴

斯。這之後，珍奧斯汀的小說裡，便常有主要角色到巴斯泡

溫泉養病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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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本居民稀少的小鎮，來到巴斯這熱鬧的城市，社交

活動隨之變多了，過著與昔日大異其趣的生活。珍奧斯汀有

很長一段時間，無法適應巴斯的一切。後來珍奧斯汀終於能

再度開始動筆了，先修改“蘇珊”。1803 年初，在四哥亨利

之協助下，將“蘇珊”以 10 英鎊的價格，賣給克羅斯比出

版社。這是珍奧斯汀第一部交付出版的書稿。1804 年，她開

始新小說“沃森一族”。但 1805 年 1 月，她父親去世後，

不知是否因心情大受影響，“沃森一族”她寫不下去了。先

是暫停，之後便完全放棄了。父親突然過世，使珍奧斯汀姐

妹及母親的財務陷入危機。即使幾個兄弟伸出援手，她們仍

處在困境中。大約有 4 年間，母女 3 人，常在英格蘭南部移

動，不是搬家就是旅行(投奔親友)。這樣的奔波，並不易好

好靜下心寫作，尤其是長篇小說。因而她無法像在 1795-1799
年間的多產，當時她們仍住在寧靜安適的斯蒂文頓。 

到巴斯後，奧斯汀家一開始是租房子。1805 年 6 月，那

時父親已過世了，珍奧斯汀與母親及姐姐，先後到斯蒂文

頓，及古德翰姆(Godmersham，位於英格蘭肯特郡(Kent))拜
訪親友。她的小說裡，女主角常會到富貴人家作客，有時一

待幾個月都有，故事便常在作客期間展開，她本身就很有作

客經驗。當年秋天，她們搬到位於英格蘭西薩塞克斯郡(West 
Sussex)海邊的度假勝地沃辛(Worthing)，住在斯坦福小屋

(Stanford Cottage)。珍奧斯汀有可能在這裡將“蘇珊女士”

(Lady Susan) 定稿。 1806 年，她們又搬到南安普敦

(Southampton，漢普郡(Hampshire)的最大城)，跟珍奧斯汀的

五哥弗朗西斯夫婦住在一起。這段時期，他們大部分時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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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訪親友，到處走動。 

1809 年 4 月，珍奧斯汀對克羅斯比公司遲不出版“蘇

珊”，相當不滿，她去信下最後通牒。只是大公司財大氣粗，

無名作家對上他們，豈有籌碼？一直要到 1816 年珍奧斯汀

才以原價 10 英鎊買回版權。一本書被擱置這麼多年，絲毫

沒有處理，的確令人生氣，幸好未磨掉珍奧斯汀的志氣。 

1809 年 7 月，珍奧斯汀的三哥愛德華，安排母親及兩位

妹妹，搬去查頓(Chawton)的一幢大農舍裡，讓她們過更安穩

的生活。查頓是個小村，1811 年的人口僅有 417 人。農舍座

落在愛德華所擁有莊園“查頓之屋”(Chawton House)。母女

3 人，開始享受自從離開斯蒂文頓後，不曾有過的安定寧靜

之生活。這時她們對社交已無興趣，不論白丁與鴻儒，都很

少來往。就安靜地過日子，只偶而接待珍奧斯汀的兄弟等親

戚。珍奧斯汀的侄女安娜(Anna)曾如此描述這家人在查頓的

生活：“在我們看來，她們過著非常安靜的生活，兩位姑姑

都熱愛閱讀，除了家務外，還教導鄰近一些孩子閱讀或書

寫。”自此不再搬家，珍奧斯汀生命的最後 8 年，都在這裡

度過。她們查頓的房子，現在是珍奧斯汀故居博物館(Jane 
Austen’s House Museum)。 

查頓安定的生活，及舒適的環境裡，使珍奧斯汀能專注

於寫作。這段期間，她出版了 4 部小說。經由四哥亨利之助，

將“理智與感性”交給出版商湯瑪士艾傑頓 (Thomas 
Egerton，1784-1830)，他屬於白廳的軍事圖書館(from the 
Military Library，Whitehall)。這本書的出版方式，是由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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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承擔風險，屬於委託出版。即作者負責所有出版費用，

然後每賣 1 本，出版社抽 10%的佣金(commission)，其餘 90%
的書款則歸作者。除“傲慢與偏見”外，珍奧斯汀生前出版

的另兩本書，即“曼斯菲爾德莊園”，及“愛瑪”亦採這種

方式。所以若賣得不好，作者就虧損了。至於“傲慢與偏

見”，則跟最早的“蘇珊”一樣，採賣斷版權的方式。即一

開始收到一筆稿費，之後賺賠都是書商的事。由於之前有出

版社對“蘇珊”，付了 10 英鎊後，就撒手不管，帶給珍奧

斯汀很大的困擾，所以後來她便不傾向採這種出版方式。 

要知作者最在意的，並非是拿到稿費而已，而是心血能

出版。 

 

6 

1811 年 10 月，“理性與感性”發行了，這是珍奧斯汀

第一本出版的小說。只見書的封面上印著“By A Lady”？這

是什麼啊！原來雖是自己的心血，但書的作者，她採“一位

女士”(A Lady)為筆名。怎不用本名？因當時已婚的英國婦

女，乃有如今日的未成年人，並無權自行簽署合約。女性若

想出書，通常會找一男性親屬(像是監護人)代表她簽合約。

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普遍認為女人一生，就是 3 個角色，

即女兒、妻子及母親。而一旦成為妻子和母親後，其他事物，

包括寫作，對她們而言，充其量都只能視為次要的活動，絕

不該妨礙最重要的兩個角色。男性可當斜槓人，想做多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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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多做事還會被讚美。女性就是賢妻良母，不宜有其

他。因而婦女不會大剌剌的，以專職作家自居，那等於違反

社會固有的價值觀。更保守的人，說不定還認為違反社會善

良風俗呢！既然如此，珍奧斯汀跟當時大多數的女作家一

樣，匿名發表自己辛苦完成的作品，那應是最保險的。 

由於“理性與感性”採委託出版的方式，作者需承擔銷

售風險，珍奧斯汀的壓力不小。而既然印刷費用由作者出，

出版社因此較不必考慮成本，出版商艾傑頓採用較昂貴的紙

張，每本訂價則為 15 先令，等於 0.75 英鎊。一本書要賣到

相當於今日 3 千台幣，真令人咋舌。那個時代，書對窮人絕

對是奢侈品，根本買不起。書出版後，頗獲好評，令珍奧斯

汀振奮。在引領時尚的年輕貴族間，且引起討論風潮。初版

750 本，在 1813 年中售罄。扣除成本，及出版社 10%的佣金，

珍奧斯汀淨獲 140 英鎊。 

書能順利賣出，使珍奧斯汀的經濟情況獲得改善。經濟

能獨立，心理隨之獨立，因不必事事須仰賴哥哥。由於不知

作者是何許人，之後珍奧斯汀出版的書，都被稱為“理性與

感性的作者寫的”。這當然比第一本書“理性與感性”，被

說是“一位女士”寫的好多了。珍奧斯汀的名字，在她生

前，從未出現在她的書中。以今日的眼光來看，那時書的銷

售量實在很低，但想想書的價格，也就不足為奇了。 

艾傑頓於 1813 年 1 月，繼續為珍奧斯汀出版“傲慢與

偏見”，原本的書名是“第一印象”。與“理性與感性”的

委託出版不同，這本書，她以 110 英鎊賣斷(她原本要求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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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這應是出版社建議的方式，她並不喜歡。前一本書的

成功銷售，使出版社樂於向她買斷版權。只是出版社為了儘

量提高利潤，又看好銷路，不但以較便宜的紙張印刷，且將

每本的價格，訂到 18 先令，等於 0.9 英鎊，相當於今日 3 千

6 百台幣。經出版社廣為宣傳，再加上得到幾篇很好的評論，

這本書大為暢銷。如果是與“理性與感性”一樣，採委託出

版，珍奧斯汀將可獲得約 475 英鎊的利潤，那便比她父親在

退休前，年收入 200 英鎊的兩倍都不止。沒辦法，出版社當

然是很精明的。9 個月後，1813 年 10 月，“傲慢與偏見”

便推出第二版了。 

打鐵趁熱，1814年 5月，艾傑頓出版“曼斯菲爾德莊園”

(Mansfield Park)。這本珍奧斯汀不賣斷了，採委託出版。此

書雖未獲評論家的重視，但卻相當受讀者歡迎，6 個月內銷

售一空，珍奧斯汀在此書的獲利，超過她其他任何一部小說。 

1815 年中，珍奧斯汀將她的書之出版權，由原本的艾傑

頓，轉換到更知名的約翰莫瑞(John Murray)出版社。莫瑞在

1815 年 12 月，推出珍奧斯汀的第 4 本書“艾瑪”(Emma)。
珍奧斯汀小說裡的女主角，通常都不富有，最多出身中等家

庭。但“艾瑪”中的女主角艾瑪(Emma Woodhouse)，卻集美

貌、聰明及富有(handsome, clever, and rich)於一身。另外，艾

瑪的個性頗嬌縱，這跟珍奧斯汀其他小說裡女主角，通常都

謙遜內斂，亦大不相同。但在珍奧斯汀的筆下，艾瑪仍是個

很令人喜愛的女孩。此書相當受歡迎，銷路極佳。 

莫瑞接著於 1816 年 2 月推出“曼斯菲爾德公園”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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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可惜新版賣得很差，將“艾瑪”的獲利，差不多都抵消

光了。“艾瑪”是珍奧斯汀搬來查頓後，完成且出版的最後

一本書。珍奧斯汀生前所出版的小說，就是以上“理性與感

性”、“傲慢與偏見”、“曼斯菲爾德莊園”，及“艾瑪”

等 4 部。4 部書都是在查頓出版，查頓可說是珍奧斯汀的幸

運地。附帶一提，位於倫敦的約翰莫瑞出版社，至今仍存在。 

當莫瑞在進行“艾瑪”的出版事宜時，珍奧斯汀已開始

“艾略特”(The Elliots)的寫作了，此即後來的“勸導”

(Persuasion)，並於 1816 年 7 月完成初稿。又在“艾瑪”出

版後不太久，珍奧斯汀從克羅斯比出版社，買回她最早交

付，但一直未出版的“蘇珊”(後改名“諾桑覺寺”)版權。

有如找回失散多年的孩子，珍奧斯汀無比歡欣，只是她已即

將走到生命的盡頭了。 

從 1816 年初，珍奧斯汀的身體，便開始感到不適。她

沒去管它，因寫作已佔據她大部分的精力了。她對“艾略

特”的結尾不滿意，重寫最後兩章，並於 1816 年 8 月完成。

要把握生命，永不止步，珍奧斯汀仍勤奮地寫。1817 年 1 月，

她開始創作一本新小說“兄弟”(The Brothers)。但由於病情

愈來愈嚴重，於寫完 12 章後，她不得不在 1817 年 3 月中擱

筆。未能完成，相信她心裡充滿著遺憾。“兄弟”跟“沃森

一族”，便成為她兩部未完成的小說。一直要到她過世後 1
百多年，1925 年，“兄弟”才改以“桑迪頓”(“Sanditon”)
之名出版。 

1817 年 7 月 18 日，珍奧斯汀蒙主恩召，離開人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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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她最愛的寫作了。為告慰妹妹在天之靈，姐姐卡珊德拉

及四哥亨利，跟莫瑞商討，將“勸導”及“諾桑覺寺”，以

套書形式，於 1818 年出版，其中附有亨利所寫的一份作者

傳記(Biographical Note)。她生前出版的 4 本，加上此 2 本，

就是一般認為珍奧斯汀主要的 6 本小說。 

雖大哥詹姆斯為珍奧斯汀寫了墓志銘，但僅讚頌妹妹的

品格、表達對她獲得宗教救贖的期望，並提到她“心智的非

凡天賦”(extraordinary endowments of her mind)，而沒明確提

到她在寫作方面的成就。亨利為妹妹寫的傳記，則首度確

認，幾部小說作者的真實身分。亨利這篇傳記，被認為是“一

充滿愛及優美的悼詞”(a loving and polished eulogy)。亨利對

親愛的妹妹之早逝，應有無限的悲傷及不捨。 

珍奧斯汀的家人一直懷念她。只是她究竟是一個什麼樣

的人，世人一直不太清楚。1869 年，那時她已過世 52 年了，

她大哥詹姆斯的兒子，即她的侄子詹姆斯愛德華奧斯汀利

(James Edward Austen-Leigh，1798-1874)，收集幾位親人的

我聞我思，出版“珍奧斯汀回憶錄”(A Memoir of Jane 
Austen)。為諸多熱切想了解珍奧斯汀的人，介紹她的寫作生

涯，以及平淡無奇，卻又極度豐富的生活。在短短不到 42
年的歲月，要不是她如此珍惜人生，對生命持續維持熱情，

就不會給我們留下這麼多優美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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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9 年 3 月 13 日，聯合報以頭版，刊登一則關於“107
年民眾閱讀行為調查”的新聞。其中提到為了解國人讀書的

習性，於 2018 年，針對台灣 12 歲以上民眾抽樣調查。結果

顯示，約有 40.8%的人，整年一本書(包括電子書)都沒看過；

而即使連教科書及漫畫都包含進去，也只有約 35%的人，在

一年間曾購買紙本或電子書籍，即約有 65%的人，整年沒買

書。 

今日有人將“再忙也要讀本書”設在手機桌面上，以隨

時提醒自己，須撥空看書。由須要提醒，顯見並不真有那麼

多人，可做到珍奧斯汀寫的，“所有事情中，沒有比閱讀更

令人愉悅的”。沒有時間，或沒有興趣，都可能是閱讀少的

人，常持之理由。畢竟該做的事實在太多，閱讀的重要性，

遂逐漸下降，早已不知能排到第幾名了。即使自認是個愛閱

讀的人，也常一天天過去，就是抽不出時間看書。導致有些

人，看了一部短短幾分鐘的介紹影片，甚至只要看了書的簡

介，便覺得已讀完一本書了。事實上，如果真有那麼多熱愛

讀書者，前述“傲慢與偏見”書上的那句有關閱讀的話，也

就毫無必要印在英國紙幣上了。由於閱讀人口不夠多，因此

珍奧斯汀的書，想當然耳，不會有有太高比例的人看過。於

是才會發生她的小說，不過略變個裝，便連出版社也無法識

破。 

本來電影及電視，就早已搶走不少書在提供娛樂、知識

及訊息方面的角色。在人人可上網，且愈來愈便捷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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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電腦或手機等管道，皆可快速且有效地接收資訊。因而

類如槍炮問世後，持刀劍的武士，便得靠邊站了，見湯姆克

魯斯(Tom Cruise，1962-)及渡邊謙(Watanabe Ken，1959-)聯
合主演的“末代武士”(The Last Samurai，2003)。今日書的

處境，可說愈來愈艱辛。人們對文字曾是無比渴慕，遠在沒

有紙筆的商朝，即使再困難，也要用刀刻在龜甲或獸骨上，

那就是甲骨文。如今則書籍早已被不少人打入冷宮，幾乎不

碰了，令人不勝唏噓。 

另一方面，過去對珍奧斯汀小說的看法，並非都很正

面，即使作家同行，也有人不喜歡她的書。以與珍奧斯汀年

代較接近，且同為女性，“簡愛”(Jane Eyre)的作者夏綠蒂

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1816-1855)為例。她不但認為“傲

慢與偏見”令人失望(was a disappointment)，在一封給朋友的

信中，還說“你為什麼那麼喜歡珍奧斯汀呢？…‘傲慢與偏

見’我本來沒看，直到聽你那樣講，我才找一本來。一讀之

下，發現什麼呢？不過是對一普普通通的景像，如照相般地

精準描述罷了。只會見到精緻的圍欄、過度栽培的花園，其

中擺置井然有序的花壇，及盛開的花朵，卻不見明亮生動的

景象、空曠的鄉野、新鮮的空氣、蒼翠的青山，及秀麗的溪

流”(Why do you like Miss Austen so very much? … I had not 
seen ‘Pride and Prejudice’ till I read that sentence of yours, 
and then I got the book. And what did I find? An accurate 
daguerreotyped portrait of a commonplace face; a carefully 
fenced, highly cultivated garden, with neat borders and delicate 
flowers; but no glance of a bright, vivid physiognomy, no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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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no fresh air, no blue hill, no bonny beck)。如同照相，

若僅是照得很像，不表就具藝術價值。大作家夏綠蒂勃朗特

似乎覺得，“傲慢與偏見”不過就是些文字的精準堆砌，有

骨而無肉，空洞且缺乏內涵，完全不值得一讀。 

另外，年代較夏綠蒂勃朗特晚的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談起珍奧斯汀，還真有夠毒舌。他曾說“我常

想來評論珍奧斯汀，只是她的書簡直讓我抓狂，讀者必然看

得出我的憤怒，一點都瞞不住。我沒有一次不是才一開始翻

她的書，就已讀不下去了。每次我只要一讀‘傲慢與偏

見’，都恨不得把她從墳墓裡挖出來，抓起她的膝骨，敲打

她的頭顱”(I often want to criticize Jane Austen, but her books 
madden me so that I can’t conceal my frenzy from the reader; 
and therefore I have to stop every time I begin. Everytime I read 
‘Pride and Prejudice’ I want to dig her up and beat her over 
the skull with her own shin-bone)。看書居然看到想痛毆作者，

顯然馬克吐溫對珍奧斯汀，有難以想像的不滿。但鑑於珍奧

斯汀的名氣，且談論她的人那麼多，卻又不得不去讀一下。

只是每讀一次氣一次。 

20 世紀以來，對珍奧斯汀小說的評論，就普遍很正面

了。英國近代著名的小說家及劇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於 1948 年出版“巨匠與傑作”(Great 
Novelists and Their Novels: Essays on the ten greatest novels of 
the world and the men and women who wrote them)，1954 年改

寫，並將書名改為“世界十大小說家及其代表作”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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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s and Their Authors，台灣有出版中譯本)，評論他心目

中 10 部偉大的小說及其作者。10 部長篇小說中，英國 4 部、

法國 3 部、俄國 2 部，及美國 1 部，其中除 1 部外，其餘 9
部都是 19 世紀的作品。雖全世界只選 10 部，但珍奧斯汀的

“傲慢與偏見”便被毛姆選入 10 部偉大的小說中。至於曾

對珍奧斯汀嗤之以鼻的夏綠蒂勃朗特及馬克吐溫，則皆未有

作品被毛姆選中。 

19 世紀末開始有電影了，起初是黑白的無聲電影，第一

部有聲電影，於 1927 年誕生。至於彩色電影，則於 1930 年

左右，引入市場。1940 年推出的黑白片“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為第一部根據珍奧斯汀小說改編的電影。已

有彩色的，怎會仍有黑白片？能看嗎？像早一年，1939 的

“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便是彩色的了，且彩色

的效果很好。此高品質的作品，獲包括最佳影片獎等，共 10
項奧斯卡金像獎。雖已有彩色電影，但那個時代，黑白電影

仍相當普遍。可能有些電影，被認為以黑白來呈現更恰當，

或就只是仍習慣以黑白拍攝。當然亦有拍片者，以為不須以

彩色來吸引人，黑白片才更見真功夫。即使時至今日，雖已

幾乎沒有黑白電影了，但如近代的“辛德勒的名單”

(Schindler’s List，1993)，及“大藝術家”(The Artist，2011)，
兩部電影皆出於藝術考量，採黑白呈現。而此二部，也先後

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獎。沒有彩色，並無損其藝術水準。 

上述 1940 年的“傲慢與偏見”一片，由奧斯卡金像獎

影后及影帝，葛麗嘉遜(Greer Garson，1904-1996，曾於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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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45 年間，連續 5 年被提名為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及勞倫斯奧立佛(Laurence Olivier，1907-1989)，這兩大著名

演員聯合主演。電影的推出，尤其又是由大明星擔綱，當然

讓更多人知道珍奧斯汀，及了解“傲慢與偏見”的故事情節

了。 

之後，珍奧斯汀的小說，多次被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
華人導演李安(Ang Lee，1954-)，也於 1995 年執導“理性與

感 性 ” (Sense and Sensibility) ， 由 艾 瑪湯 普 遜 (Emma 
Thompson，1959-)及凱特溫絲蕾(Kate Winslet，1975-)，分別

飾演故事中的那對姐妹，即埃莉諾(Elinor Dashwood)與瑪麗

安(Marianne Dashwood)。兩人皆屬演技派演員，曾分別於

1992 及 2008 年，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獎。 

“理性與感性”是李安在好萊塢(Hollywood)的初試啼

聲，一鳴驚人後，使他得以施展他在國際影壇的鴻鵠志。此

片在幾個影展得獎，在奧斯卡金像獎也大放異彩，獲包括最

佳影片、最佳女主角(艾瑪湯普森)、最佳女配角(凱特溫絲

蕾)，及最佳改編劇本等，共 7 項提名，並由才女艾瑪湯普森

贏得最佳改編劇本獎。她花了 5 年的時間才完成劇本，是史

上唯一曾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編劇(不論原創或改編)獎的奧

斯卡影后。李安這部片子迴響不斷。2004 年，研究珍奧斯汀

的學者弗萊文(Louise Flavin)，稱讚本片是“最受歡迎的奧斯

汀作品改編電影” (the most popular of the Austen film 
adaptations)。至少“理性與感性”的故事，也普及化了。 

兩百年過去了，珍奧斯汀的小說，走過幾番寒徹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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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就算還有相當負面的評論，應已極稀少了。而且由於一拍

再拍的電影，使珍奧斯汀筆下的故事，逐漸廣為人所熟知。

即使珍奧斯汀早期寫的，但她生前從未交付出版，直到 1871
年，才出版的那本書信體小說“蘇珊夫人”，也被改編成電

影“蘇珊夫人尋婚計”(Love & Friendship，2016)。不過

“Love & Friendship”其實是珍奧斯汀在“Lady Susan”之

前，也就是年紀更小時，所寫的一本小說之書名。故事中那

位丈夫剛過世，年約 35、36，風韻猶存的寡婦蘇珊夫人(其
實應是蘇珊維儂夫人(Lady Susan Vernon))，她不但積極為自

己尋找新丈夫，且不忘為她害羞但甜美的 16 歲女兒擇偶。

珍奧斯汀主要的 6 部小說，講的皆是年輕女孩的擇偶，且都

是自主挑選，父母只能一旁觀看，最多敲邊鼓，並無實質影

響力。另外，書中若有寡婦出現，也都已古井無波，絕無再

想尋婚這回事。這本與她那 6 部小說相比，算是較離經叛道，

還居然是她不到 20 歲，比 6 部小說更早完成的作品。 

時至近代，珍奧斯汀早已“聲名遠播，老少皆知”。李

白(701-762)在“行路難”三首之三中說“且樂生前一杯

酒，何須身後千載名”。珍奧斯汀在世時勤奮寫作，發表時

用的是筆名。她生前無名，應也沒去想身後名的事。她生前

很可能不以飲酒為樂，至少她書中的女主角，個個都未崇尚

喝酒。但她身後千載名，顯然不會是問題了。她去世後隔年，

英國終於有人知道，有個叫珍奧斯汀的女子能寫書，且不只

寫 1 本，已出版的，便有 6 本之多。她在世時，10 英鎊對她

似乎遙不可及，得讓她等候 7 年，才挪得出來。她去世後兩

百年，英國幾乎無人不知道她。而她的人像，出現在每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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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紙幣上，10 英鎊與她真是密不可分。 

 

8 

“傲慢與偏見”的第一章第一句是，“人人皆知的真理

是：凡有錢的單身漢，必想娶個太太。”珍奧斯汀以此來為

全書破題。不過此書共涉及 4 個單身漢的擇偶，其中有兩位

是貨真價實的有錢人；有一位是牧師，只是中等階級，不能

算有錢；另有一位，則更是沒什麼財產的低階軍人。可看到

即使在珍奧斯汀的筆下，都不只有錢的單身漢才想結婚。所

以，修改為“凡單身漢，必想娶個太太”，才較接近事實。

至於有錢沒錢的差別，一般會認為有錢者，娶妻時有較大的

選擇權。至於選擇權較大，是否就較幸福，那就不在珍奧斯

汀的考慮範圍了。她書中的男女主角，歷經波折，修成正果

後，故事往往就結束了。 

這本書裡雖有 4 個單身漢，但內容以兩個有錢的為主。

這麼說，故事應就很單純了，因有錢人想娶誰不就手到擒

來？通常是這樣沒錯，但如此便沒故事了。要知世上不乏有

個性的女孩，不見得對有錢者一定傾心，甚至連好感都可能

沒有。而不輕易說“我願意”的女孩，偏偏又讓某些有錢的

單身漢，不願輕易放棄。他們像是樂意挑戰難題般，對投懷

送抱者不看一眼。而當心想事不成時，卻願意檢討改進其手

法，再度嘗試。畢竟錢多資源多，換個方式追求，以設法融

化女孩子。也因如此，讓故事有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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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與偏見”原本的書名是“第一印象”，兩者皆有

命名的道理。當然改成前者，不但更能恰當反映全書的主

旨、讓人易聯想到與男女交往有關，且還較響亮。第一印象

是很重要的，但若過度仰賴第一印象，你看著對方傲慢，對

方則覺得你懷有偏見，誤解便產生了。實際上，並非就是一

方傲慢，另一方有偏見。通常傲慢者易懷有偏見，而會有偏

見者，也多半是基於個性傲慢，二者其實是一體兩面。至於

如何化解傲慢與偏見？就要珍奧斯汀的本事了！ 

在“傲慢與偏見”裡，班納特(Bennet)一家住在龍柏

(Longbourn)園，離小鎮梅里墩(Meryton)只有 1 英里。班納特

夫婦有 5 個女兒：珍(Jane，22 歲)、伊莉莎白(Elizabeth，小

名莉西(Lizzy)，或伊莉莎(Eliza)，20 歲)、瑪莉(Mary)、凱瑟

琳(Catherine，小名凱蒂(Kitty)，17 歲)，及莉迪亞(Lydia，15
歲)。書上雖未說老三瑪莉的年齡，但夾在二姐及四妹間，總

是 18、19 歲左右。全書就是環繞著這 5 個年輕女孩的故事。

女孩的媽媽，即班奈特太太(娘家姓嘉迪納(Gardiner))，個性

很容易摸透。她喜怒無常、見識淺薄、話多卻言語乏味。一

遇不如意，就說自己神經衰弱，經不起刺激，或快要昏倒了，

以博取同情。她對自己及丈夫，都不怎麼在乎。整個生活的

重心，就是女兒的終身大事。讓女兒一個個嫁出去，她視為

當母親唯一的使命。至於女兒是否嫁給自己喜歡的人，或是

否嫁給喜歡自己的人，她卻從未考慮。能嫁給有錢人是最好

的，但無論如何，嫁出去是最高原則。 

5 個女兒分成 3 群。珍與伊莉莎白，是極親密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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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無話不談。老大珍是 5 姐妹中最漂亮的，她溫柔體貼、

善解人意，而且個性矜持內斂，凡事都儘量往好處想。老二

伊莉莎白是全書的女主角，她個性活潑開朗、聰明機智、幽

默風趣，而且心思細膩、極有主見，又喜愛以嘲諷的角度看

待事物。老三瑪莉自成一群，她自認在外貌上遜於其他姐

妹，於是當姐妹們，均對異性保持高度興趣時，她卻清心寡

慾，致力於充實自己的知識及才藝。老四凱瑟琳身體較為纖

細脆弱，雖經常跟妹妹莉迪亞黏在一起，但個性不像莉迪亞

那般難以駕馭，多少會守些禮節。小妹莉迪亞年紀雖最小，

卻長得最高，而且頗具自信。然而卻不知其自信究竟是那裡

來的，可能源自不知天高地厚吧！她愛慕虛榮，個性天真而

魯莽，又由於受母親溺愛，行為舉止輕浮任性，常給家裡惹

麻煩。 

班納特先生的財產，幾乎全部來自龍柏園的地產。生產

及地租等，每年大約可有 2 千英鎊的收入。我們說過，當時

年收入在 1 千英鎊以上，便是上等家庭了。所以，每年有 2
千英鎊的班納特家，日子應過得相當寫意。只是他們家卻有

一隱憂，就是家中眾女子，將來會被掃地出門。此因主要收

入來源的地產，須由家族中的男子繼承。而不幸的是，他們

家總共 7 口裡，只有一家之主班納特是男的。繼承的第一順

位，是 5 姐妹之一遠房堂兄，25 歲的牧師柯林斯(William 
Collins)先生。因而一旦班納特蒙主恩召，留下的妻女就慘了。 

是當時女性沒有繼承權嗎？不完全是這樣。在“舊約聖

經”“民數記”的第 27 章第 6 至 11 節，“耶和華曉諭摩西



 46 

說…。你也要曉諭以色列人說‘人若死了沒有兒子，就要把

他的產業歸給他的女兒；他若沒有女兒，就要把他的產業給

他的弟兄；他若沒有弟兄，就要把他的產業給他父親的弟

兄；他父親若沒有弟兄，就要把他的產業給他族中最近的親

屬，他便要得為業。”所以，依照“舊約聖經”，女兒也有

繼承權，只是兒子優先而已。事實上，當時英國並不禁止女

兒繼承不動產。但有些祖先，會訂下一套世襲制度，使家產

永遠留給自己的男姓子孫。簡單講，有些家族，自始就規定，

祖宗傳下來的地產，須由男性後裔繼承，這樣可永保地產留

在其家族中。換句話說，每一代的繼承人，不過是家產的管

理者。若沒兒子，則沒什麼好抱怨，依老祖宗的規定，一旦

管理者過世，家產會被收走，歸同族的另一男子。但家產管

理者，對非來自繼承，而是自己賺來的家產，可任意處理，

並決定日後的繼承方式。 

班納特太太結婚後，根本不覺得有何必要節省。她想當

然耳，生兒子是遲早的事。而待兒子成年，就沒有外人來繼

承家產的問題了。於是當丈夫過世後，她們母女，並無慮衣

食。不料接二連三出世的，都是女兒。即使老五莉迪亞出生

好幾年後，她仍未擔心，一直以為大不了老年得子。只是不

但兒子，連女兒都再也沒生了。多年來，班納特太太班手頭

鬆慣了，如今發現情況不妙，此生真的不會有兒子了，就 5
個女兒到底。這時想開始勤儉持家，留些積蓄，已經太遲了。

好在丈夫一向會把關，家裡雖無積蓄，卻也不至於入不敷

出。由於擔憂隨時可能被迫遷出，這是何以班奈特太太，會

急於為女兒找到夫婿的主因。至於為何她想的，向來不是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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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有天變鰥夫，卻都是她有天會變寡婦，因而得由她承擔後

續過日子的煩惱，這我們就不知道了，可能就是出於某種自

信吧！ 

班奈特先生性情溫和，且話不多，但有時讓人難以捉摸

其習性。說不定這個婚姻，早已令他無可奈何，於是性情逐

漸變得有些古怪。他最喜歡二女兒，她的聰明伶俐又懂事，

讓他感到很欣慰，且是他主要談話的對象。大女兒規規矩

矩，也還可以。至於妻子及其他 3 個女兒的愚昧和不理性，

就讓他極受不了。他有時會嘲笑諷刺她們，有時不想說了，

就躲進書房，離她們遠一點。畢竟男人最終得習慣孤獨。 

班奈特太太的父親，生前在梅里墩當律師，身後留給她

4 千英鎊。這筆錢做為嫁妝還算是有面子，當時銀行年利率

大致有 5%，即每年可有約 2 百英鎊的孳息。但假設班奈特

不在了，母女 6 人，因已過慣一年 2 千英鎊的生活，何況那

時房子已沒了，若想靠孳息來過日子，就會過得很吃力，捉

襟見肘是一定的。她有一個妹妹及一個弟弟。妹妹嫁給她父

親以前的助手菲利普斯(Philips)先生，後來他繼承她父親的律

師事業，且經營得相當上軌道。他們住在梅里墩，與龍柏園

很近，跟班奈特家常來往。弟弟愛德華嘉迪納 (Edward 
Gardiner)聰明而且有教養。他在倫敦經商順利，日子過得算

是不錯。班奈特姐妹都很喜歡舅媽，即嘉迪納太太，她也很

疼愛外甥女們。班奈特太太身為老大，既相當神經質，又不

會照顧弟妹，但她的的妹妹及弟弟，都對這位大姐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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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班納特太太跟丈夫報告，隆格(Long)太太剛才來串門

子，講了一堆有的沒有的，那些都不重要。但她提到一則哈

特福郡(Hertfordshire)最近盛傳的消息，卻值得留意。那就是

尼德斐莊園(Netherfield Park)前陣子終於租出去了。班納特太

太強調，能租下這種豪宅者，其財力之雄厚，必不在話下。

承租者是位年輕人，名叫查爾斯賓利(Charles Bingley)。這個

有錢的單身漢，來自英格蘭北部。他多有錢呢？每年收入高

達 4、5 千英鎊，女孩子若嫁給他，好日子將過不完，班納

特太太愈講愈興奮。這有什麼好高興的？他丈夫表示不解。

其實他完全清楚妻子的想法，只是他向來愛逗弄她。 

“他可能會看上我們家那個女孩啊！我們家有 5 個耶！

有 5 個可以選，總有讓他會愛上的吧！女兒能嫁給有錢人，

你不覺得很好嗎？”班納特太太奇怪丈夫何以如此遲鈍。尼

德斐莊園離他們龍柏園，不過 3 英里(約 4.8 公里)。她要丈夫

一旦得知賓利入住後，便立即去拜訪。相信很多人會趕著

去，所以不可以拖延，否則不但失禮，且可能讓別人捷足先

登，先將他們的女兒推銷出去了。據她所知，盧卡斯爵士(Sir 
Lucas)夫婦，已經決定要去了。盧卡斯爵士一家住梅里墩外

約 1 英哩處，他們住處被稱為盧卡斯小屋(Lucas Lodge)，兩

家過從甚密。 

班納特說賓利喜歡那一個都行，不過他會多幫伊莉莎白

美言幾句。班納特太太勸他不要，因伊莉莎白並不比其他女

兒強，既沒有老大珍的一半漂亮，也沒有老么莉迪亞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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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和，而長得美及脾氣好，才是男生最在意的。她一直搞不

懂，何以丈夫最疼愛伊莉莎白？班納特則認為有什麼好不懂

的，“其他 4 個女兒一個樣，跟別人家的女兒沒太大差別。

都看不出有什麼特色，傻呼呼的、思想幼稚，而且知識貧瘠。

但伊莉莎白可就不同了，她雖不以外表取勝，但有個性及想

法，且比她幾個姐妹都靈巧多了。”何況她明眸皓齒、笑靨

如花，姐妹裡除了珍之外，就數她長得最好。班納特打心底

認定二女兒伊莉莎白最優秀，只要是聰明人，毫無疑義會看

上她。他太太則不以為有那個女兒不夠聰明，且就是該長幼

有序，希望珍能跟賓利湊一對。大女兒開個頭，風風光光地

嫁出去，底下的妹妹就好辦了。 

班納特拜訪賓利後，回家沒說什麼，就是個富有的奶油

小生，他並不覺得賓利有何了不起。好奇的妻子，向丈夫逼

問不出什麼，不得不去向已拜訪過的盧卡斯夫婦打探。他們

兩人均對賓利讚不絕口，說他不但英俊瀟灑，並且彬彬有

禮，待人極為和氣，一點都沒有富貴公子的驕氣。而更值得

一提的是，他說半個月後，梅里墩即將舉行的那場郡年度舞

會，他不但會參加，且會帶幾個同伴來。班納特太太聞後大

樂。喜歡跳舞的下一步，不就是陷入情網、墜入愛河嗎？珍

有機會了，她喜形於色，不禁開始幻想了。 

過了幾天，賓利來班納特家回訪。原本他以為必能見到

5 姐妹，他對她們的美貌早有所聞。可惜幸運之神沒眷顧他，

他一個都沒看到，只不過和班納特，兩人大眼瞪小眼地在書

房裡，坐了將近 10 分鐘，講些毫無內容的客套話。班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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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沒叫女兒出來見客？雖然他也關心女兒的終身大事，心

裡不時想著“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只是面對善

賈者上門，他的自尊心卻油然而生，不想顯得太急躁，否則

好像女兒都嫁不出去似的。她們簇擁著賓利的那幅景象，讓

他覺得實在太難看了。幾個女孩子，倒是比賓利幸運，在他

進門前，就已從樓上窗戶把他上下看得一清二楚。而在他離

開時，連他背影也看清楚了。哇！不只有錢，還長得一表人

才呢！ 

丈夫沒讓女兒趁機跟賓利認識，班納特太太氣壞了。她

心生一計，邀請賓利來家晚餐。信一寄出，她便開始籌劃，

要藉美食來打動賓利的心，讓他有感於她的賢慧，因而心儀

她的女兒。賢慧女必出自賢慧母，她高興地盤算著。可惜天

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居然收到賓利婉轉的回絕信，因他

要去倫敦一趟。班納特太太頗感挫折。才剛搬來哈特福郡，

豈會有什麼重要的事，讓他非得急著上倫敦去？難道這裡的

女孩，沒一個對他有吸引力？或者他就是愛到處跑？這樣將

不易定不來，如此女兒便沒指望了。 

舞會的日子到了，賓利一行 5 人，在眾人注目下，華麗

進入會場。賓利的 4 個同伴，包含他的姐姐路易莎(Louisa)、
姐夫赫斯特(Hurst)先生、妹妹卡洛琳(Caroline)，及一位年青

朋友費茨威廉達西(Fitzwilliam Darcy)。賓利本身是位相貌堂

堂、儀表出眾的紳士，他神情愉快、隨和不做作。賓利姐妹

舉手投足間，均流露出優雅的美感，一看就是出自上流社

會。姐夫赫斯特先生倒是沒什麼，不過是個普通紳士而已。



 

 51 

達西則氣宇軒昂，不但外表吸引人，且顯得相當有內涵。他

那文雅高貴的風度，郡裡無人能及，沉穩也勝過賓利。而更

吸引人的是，他進場才不過 5 分鐘，話就傳開來，他每年收

入有 1 萬英鎊。賓利完全不夠看了！在場那些身為人母者，

若有適婚年齡之女兒，無不希望能成為達西的岳母，男士則

個個對他充滿著欽羨。 

舞會的上半場，達西受到眾人景仰。郡裡難得見到這麼

尊貴的人，大家都想接近他、認識他，人們紛紛對他致上歡

迎之意，請他常來郡裡走走。半場後，他的人氣迅即消退，

因大家發現他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的姿態，神情冰冷，不易

取悅。於是即使後來大家又得知，他在德比郡(Derbyshire)的
家產潘伯利(Pemberley)莊園壯麗無比，也已難以彌補他那待

人極不友善的態度，且極不討喜的表情。到底在神氣些什

麼？不少人心中納悶著。這麼一來，對他的評價，便遠比不

上他的朋友賓利了，雖然賓利的財力遠不如他。 

賓利整晚差不多每支舞都下去跳，跟會場的重要人士，

也大都混熟了。最後他還抱怨舞會結束太早，說這樣那能過

癮，他將找個時間，在尼德斐莊園再辦一場。如此樂於跟大

家打成一片，當然很受歡迎，博得眾人好感。至於達西呢？

從頭到尾，他就只跟賓利姐妹各跳一支舞。凡有人要介紹他

認識其他女賓，他一概回絕。他寧可昂首闊步地在會場走過

來走過去，偶而跟他同行的那幾位朋友說幾句話，對其他

人，則都懶得搭理。全世界最驕傲的人，不要再來哈特福郡

了，這是大部分郡民的看法。班納特太太對達西更是無比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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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她那 5 個女兒，他居然一個都看不上。本來這就已經夠

糟了，他還刻意冷落 5 個中的一個。是可忍孰不可忍？算了！

不去想他了，畢竟這場舞會仍有值得高興的事，她得意的笑

了起來。 

 

10 

由於參加舞會者女多男少，大部分的女賓，多少有幾支

舞沒人邀。伊莉莎白也有兩支舞，在一旁暫時坐著。當時達

西站得離她夠近，所以她能清楚聽到賓利與他的對話。 

賓利自己跳得不亦樂乎，但看到他帶來的朋友，在舞池

邊無所事事時，特地趁音樂空檔，短暫抽身，過來催促達西

加入。達西表示他向來不習慣與不熟的人跳舞，只是賓利的

姐妹目前均有舞伴，而除她們兩位外，在場並沒有那一個女

士，會讓他覺得與她共舞，不是在受折磨。受折磨？賓利覺

得達西太挑剔了，他說他這輩子從未在一個晚上，就見到這

麼多可愛的女孩子，其中有好幾位還真有沉魚落雁的美貌。

達西笑了，覺得他這位好朋友的審美標準，未免低得不像

話。他說“在我看來，你現在的舞伴，是今晚唯一稱得上漂

亮的。”他指的是班納特家的大女兒珍。賓利高興地說，“她

是我生平僅見最美麗的女孩。但你後面就坐著一個她的妹

妹，這位也很美啊！讓我請我的舞伴來為你們介紹吧！” 

“那一位？”達西回頭看了伊莉莎白一眼，兩人四目相

望，只是達西連個點頭或微笑，都捨不得給。他很快收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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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冷冷地說“她還可以忍受，不過並沒美到會讓我心動的

地步。而且我現在也沒心情，去效法唐吉訶德的騎士精神，

解救枯坐冷板凳，沒人理會的女子。”唐吉訶德是西班牙塞

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於 1605
年和 1615 年，分兩部分出版的同名小說“唐吉訶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一書之主角。他騎著一匹瘦弱的老馬，

持著一柄生鏽的長矛，幻想自己是個騎士，便開始遊歷天

下。一路上鋤強扶弱，專為人們打抱不平。雖動機善良，但

行爲盲目，在有勇無謀下，做出許多荒唐且可笑的蠢事，常

面臨喪命邊緣。 

任何被這樣形容的女孩子，都絕不會對說出這番話的

人，能有好印象。只是達西才不在意這些話是否會被人聽

到。他從來既不想討好人，也不擔心別人討厭他。而伊莉莎

白整個晚上，才不過兩支舞沒跳，豈是沒人理會？更何況有

些男生她看不上，也不見得就想跟他們跳，寧可趁機休息一

下。“此人如此傲慢，說什麼不想解救我，我才懶得理他。”

對懶得理的人，何須為他講的話生氣？伊莉莎白又是個開

朗，且對自己有足夠信心的女孩，所以聽到這麼刺耳的話，

不但不會因而沮喪，還把此事當笑話轉述給親朋好友聽。伊

莉莎白本人可以一笑置之，但女兒被奚落，她母親的可真是

氣壞了。幸好班納特太太發現賓利一家人都很喜歡珍，才感

到平衡些。 

終於踏上歸途，這是個愉快的夜晚，班納特母女 6 人，

大致都很滿意。賓利兩度邀珍跳舞，而看到自家兄弟對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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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感，賓利的兩個姐妹，也都對珍另眼相看。受到賓利家的

特殊待遇，珍自己當然會感受到。不過她向來低調，不像母

親那麼愛張揚。伊莉莎白看出姐姐的喜悅，很替她高興。老

三瑪莉在舞會裡，聽到有人在跟賓利的妹妹卡洛琳說，她是

這一帶最有才華的女孩子，不禁心花怒放。兩個小的凱瑟琳

及莉迪亞，整晚來邀舞的人絡繹不絕，兩人一支舞都沒停

過。這樣的舞會，對她們而言，就是 1 百分。班納特太太回

家後跟丈夫講個不停，快樂得不得了。她先是百般誇獎賓

利，數出一堆他的好條件。又說他的好眼光令人欽佩，因他

看上珍了。捧完賓利，接著就把那傲慢自大、粗魯無禮的達

西，狠狠地批評一頓，且慶幸伊莉莎白一點都不喜歡他。喋

喋不休，班納特聽到後來都厭煩了，不得不請他妻子讓他耳

朵休息一下。 

珍與伊莉莎白獨處時，兩人又深入聊了一下。珍對賓利

讚不絕口，賓利二度邀她跳舞，更令她受寵若驚。伊莉莎白

則說珍比舞會其他女孩都漂亮 5 倍以上，賓利豈會不注意

到，不必因此感謝他具騎士風度(gallantry)。又說“他個性不

錯，我贊成你喜歡他。你以前總是喜歡笨頭笨腦的，至少他

聰明些。”珍搥了伊莉莎白一下，兩姐妹感情深厚，無所不

談外，什麼玩笑都能開。伊莉莎白又說她姐姐太容易喜歡

人，看人都是好的，沒有一個人能讓她找出缺點。珍表示她

就是不想對人太苛刻。伊莉莎白自然了解她姐姐個性就是這

樣，她只是好奇以姐姐的聰明才智，怎麼會看不出有些人的

行為舉止，既愚蠢又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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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珍的眼中，每個人都是良善的，她從不覺得有誰不

好。伊莉莎白的觀察力比珍敏銳，且脾氣不像珍那麼柔順，

因而較愛惡分明，且習於臧否人物。賓利她可以接受，但他

那兩姐妹，就很讓她受不了。珍則覺得賓利姐妹雖不像她們

兄弟那麼和藹可親，但還蠻可談的，只要跟她們聊一陣子，

便會喜歡上她們。卡洛琳目前跟她哥哥賓利住在一起，替他

持家，除非她真的看走眼，否則卡洛琳會是一很迷人的好朋

友。伊莉莎白對賓利姐妹評價不高，沒錯，她們看起來是很

高雅，對她們有興趣的人，也親切友善，知道如何讓對方感

受到溫暖。然而，對她們看不上的人，就擺出高傲的態度，

相當趾高氣揚。因而伊莉莎白覺得兩姐妹都很虛假，兩人除

了有錢外，知識均極淺薄，她完全看不出她們有什麼好自負

的。 

賓利繼承自父親將近 10 萬英鎊的遺產，因而每年可有

大約 5 千英鎊的收入。他的姐妹各繼承兩萬英鎊，每年各可

有約 1 千英鎊的收入，也不太差。他們出身富裕的家庭，這

是兩姐妹會有很強優越感的原因。不過他們家的財富，是源

自於祖父做生意賺來的。這她們就絕口不提了，因當時的社

會，對商人的評價並不高。事實上，士農工商裡，除非像銀

行家，即大銀行的負責人，或大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等，這

類高階管理階層，社會地位才高。凡收入不高，或要辛勤工

作方能過日子的人，諸如律師、會計師、醫師，及商店或餐

廳的老闆等，社會地位都不會太高。 

賓利的父親，原來打算置產，不料就突然過世了。2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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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賓利，本想完成父親的心願，置產在那一郡，也大致選定

了。不過現在既然租了尼德斐莊園，又住得舒舒服服的，他

隨遇而安慣了，了解他個性的人，都猜測買房的事，應就此

打住了。當初有人向賓利推薦尼德斐莊園，他向來不挑剔，

才看了半小時，樣樣滿意，就決定要租下。他的姐妹原本較

希望他買產業，但既然租了，房子又那麼大，她們也就欣然

搬來與他同住。他姐夫財力不厚，妻子既然想住，他自然順

理成章，跟著住進來。 

達西與賓利的個性，其實南轅北轍，但兩人卻很合得

來，友誼深厚。達西 28 歲，比賓利大 5 歲，他的學識、智

慧及判斷力，均令賓利佩服。但達西一向眼光極高，不容易

討好。他常讓人覺得拒人於千里外，真相其實是他不太會交

朋友。這方面賓利就強多了，他不論出現在什麼場合，總顯

得高高興興的樣子，也因此少有人不喜歡他。如果說賓利是

達西唯一的朋友，大概不為過。不過由達西對賓利的關懷，

便可了解他應是個願意對人好的人，只是通常他不知該如何

啟動友誼。 

 

11 

舞會不但相當成功且迴響不小，直到隔天大家仍談論個

不停。 

賓利覺得這裡的居民皆很友善，且大都品德高尚。他們

對來自外地的新遷入者，均熱情地表達歡迎之意，他已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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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居民一見如故了。至於女孩子，可說個個都很可愛，其

中美麗的也不少。尤其班納特家的珍，秀外慧中，更讓他心

動不已。他從未見過有比她漂亮、更善解人意的女孩。達西

跟賓利的看法卻完全相反。他維持一貫的挑剔作風，說這裡

的老老少少，大多數不懂禮節。又說他們沒一個會招呼人，

普遍都對人冷漠，因而他絲毫不想跟他們交朋友。至於女孩

子，則沒幾個稱得上好看的。他承認班納特小姐算是漂亮，

但太愛笑了，不夠含蓄。賓利姐妹均同意賓利對珍的評價，

兩人也都喜歡珍，覺得她很甜美，不反對繼續接觸，以多認

識她。看到姐妹都稱讚珍，賓利頗高興，有如取得想念珍的

許可。搬來這裡是對的，他感到很欣慰。 

盧卡斯家有幾個孩子，老大夏洛特(Charlotte)，是個聰明

懂事的女孩，約 27 歲，她跟伊莉莎白很要好。舞會次日，

她帶著弟妹來到班納特家，也是要分享舞會心得。眾人當然

無不講賓利的好話，而除珍之外，也無不批評達西，指責他

太傲慢。夏洛特說他不理別人就算了，但當賓利特別提到邀

伊莉莎白共舞時，他實在就該立即上前請她，怎麼還講那些

傷人的話？仍有些生氣的班納特太太，則勸伊莉莎白，今後

即使他再怎麼懇求，也絕不要理會他的邀請。伊莉莎白向母

親保證，她永遠不會跟他跳舞。 

盧卡斯嘆了口氣道“只是說起來，像他這種頂級人生勝

利組，思維及行事風格，難以常理來論斷。你看，除家世及

財富無人能及外，還長得一表人才。你看過誰擁有如此多的

優越條件？如果他目中無人，也不能說不合理。不要見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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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我這麼說，他的確有資格傲慢。”“這我倒是同意。如果

他沒有那麼當眾羞辱我的自尊，我其實可輕易原諒他的傲

慢。”伊莉莎白無可奈何地說。 

舞會後沒多久，龍柏園班納特家的女士們，很快便受邀

至尼德斐莊園作客，而尼德斐莊園的賓利及姐妹等，不久也

回訪。兩家彼此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這陣子達西皆住賓利

家，只要他在，不管賓利去那裡，他都隨行。珍及伊莉莎白，

雖非出身豪門，但言行舉止，優雅大方，即使以嚴格的標準

來看，一點都不輸大家閨秀，賓利姐妹對兩人觀感均不差。

但班納特太太，便很讓她們受不了。至於那 3 個小的，她們

完全不放在眼裡，皆以為不值得打交道。 

當賓利姐妹客氣地表示，希望能跟珍及伊莉莎白保持聯

繫，珍很高興地接受了，伊莉莎白雖沒明說，心裡卻相當保

留。她看出賓利姐妹，並不只是態度高傲而已，根本打心底

就瞧不起家世不如她們的人，即使對她姐姐也是如此。之所

以對珍還算友善，應是她們的兄弟喜歡上珍，因而愛屋及

烏。而由於自己與珍黏在一起，所以連帶對自己也還有些客

氣。如果賓利對珍失去興趣了，兩姐妹必然立即掉頭就走，

因她們並非真想要交朋友。這樣一想，她就沒辦法喜歡她們

了。 

幾次會面下來，伊莉莎白已相當確定賓利愛慕珍，而她

也知道珍的心中，已完全被賓利佔據了。不過因珍向來笑臉

迎人，性情又較冷靜，光由外表，不易看出她對賓利有何特

別之處。所以外人不見得會那麼快就發現珍已陷入愛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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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可隱藏一陣子，如果情況有變，珍便不會太難堪。她慶

幸地向夏洛特表達此看法。夏洛特卻回答，掩飾感情，雖較

能避免受到傷害，卻不見得都是有利。因男生不明白女孩子

的真正想法，萬一以為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因而放棄追求

而離開呢？毫無疑問，賓利喜歡珍，但如果她不幫他一下，

他便可能永遠只停留在喜歡而已。 

伊莉莎白說，如果賓利一直看不出珍已傾心於他，那就

太遲鈍了，不過是個有錢的呆頭鵝而已，不要也罷。夏洛特

說，他們兩人雖已見面數次，卻從沒機會獨處，每次都是與

一大群人在一起。而若不能好好交談，賓利豈有辦法揣測出

珍的心意？珍應製造一些跟他獨處的機會，早日將他套牢，

這樣才能鬆口氣。伊莉莎白認為，如果她姐姐已打定主意要

嫁給賓利，當然可這麼做。但兩人畢竟相識不久，除了知道

他住豪宅、相當富有外，對他的了解實在很少。夏洛特不以

為然，她說就算珍明天就嫁給賓利，幸福快樂的可能性，也

不一定比交往 1 年，仔細觀察後才嫁他來的小。婚姻是否幸

福，全憑運氣，與認識深淺，或個性合不合，關係不大。更

何況人是會變的，婚後會變成怎麼樣，實在很難預料。所以，

如果決定與誰共度一生了，儘量不去知道他有什麼缺點，才

是最好的。伊莉莎白笑了起來，她不相信夏洛特真的這麼

想，且會這樣做。 

就在伊莉莎白自認是個旁觀者，心思都放在研判賓利對

她姐姐是否真心，一點都沒注意到旁邊有隻黃雀盯上她了。

原來賓利的朋友，也逐漸對她產生興趣了。達西起先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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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她漂亮，在舞會初次見到她時，不但對她毫不欣賞，且

連一支舞都不想跟她跳。下次相遇時，他特地留意她，但不

過是為了找她的缺點，以印證自己對她的看法無誤。不料細

心觀察下，卻發現在她那張慧黠的臉上，有雙烏溜溜的大眼

睛，透露著靈氣。他本想挑出她的身材不夠完美處，但她整

個人顯得神采飛揚，愈看便愈被她吸引。他已失去找她缺點

的動機了，她的俏麗活潑，及說話知趣，整個人呈現出無比

知性的美，讓他很想親近她，這是他對異性從未有的感覺。

對達西心境的這種變化，伊莉莎白渾然不知。她只記得這是

個到處惹人厭、不屑跟她跳舞，且對她相當鄙視的人，而她

已答應母親了，絕不跟他共舞。 

雖伊莉莎白對達西的看法很負面，他卻根本不曉得。但

他對這是什麼樣的女孩，相當好奇。由於希望能進一步了解

伊莉莎白，他遂想找機會跟她攀談。只是如何進行呢？達西

對交朋友極不擅長，他是無法走向某人，不經介紹，便逕自

寒暄起來。於是每逢他與伊莉莎白皆在的場合，當她在跟別

人講話時，他常也會靠過去，只是一直找不到機會開口。有

回在盧卡斯家的大型宴會時，達西的舉動，引起伊莉莎白的

注意。她問夏洛特，達西為什麼要聽她跟佛斯特上校(Colonel 
Forster)講話？後來伊莉莎白的妹妹瑪莉彈起琴來，她雖常勤

練，只是琴藝並不佳，但在兩個小妹的鼓譟下，她一首接一

首，彈個不止。隨著音樂，兩個妹妹已分別跟一位軍官跳了

起來，接著有更多人翩翩起舞。 

達西孤單一人，正感到無聊，盧卡斯爵士走向他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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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朋友賓利已加入跳舞了，建議他也下場，達西表示沒興

趣。這時伊莉莎白正好往他們的方向走來，盧卡斯爵士決定

就當一次騎士。他提議伊莉莎白跟達西跳舞，一面說一面拉

起她的手，準備交給達西。達西雖極訝異，但並未不想接受。

豈料伊莉莎白迅即縮手，並說她此刻毫無跳舞的意願。達西

居然立即禮貌，但稍嫌嚴肅地提出邀請，這倒是出乎她意料

之外。盧卡斯爵士既然要當騎士就當到底，在一旁極力敲邊

鼓。只是莉莎白依然沒接受，最後她留下一個微笑走了。從

未想到會遭拒絕，雖出師不利，但因跟伊莉莎白講上幾句

話，且得到一個微笑，望著伊人的背影，達西仍感到很滿足。 

看到達西怔在那裡，賓利的妹妹卡洛琳走近他。她說

“我能猜出你在想什麼。”“你猜不到的。”達西回答。卡

洛琳說，他一定是在想這宴會有夠無聊，早知道就不來了。

達西笑著說“恰恰相反，剛才充滿我心中的，是件很愉快的

事。”看卡洛琳一臉愕然，達西得意地說“一個優雅俏麗的

女孩，她那雙美麗又靈活的大眼，究竟能給人帶來多大的喜

悅？這才是我所想的。”卡洛琳瞪著達西，她從未聽他講過

這類的話。她一直以為，他絕不會輕易看上那個女孩的。是

誰給他這個啟發？她環顧一下四周，好奇不已。達西豁出去

了，反正心安理得，他大膽地說“就是伊莉莎白班納特小

姐。”卡洛琳太震驚了，“你喜歡上他有多久了？什麼時候

可以你喝你的喜酒啊？” 

“哈！我早就料到你會這樣問。你們女生的想像力總是

飛快，看到人家對某個女士好奇，就認為是傾心，接著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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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到戀愛，然後一轉眼，就已準備要步入教堂了。真能這麼

一氣呵成，牧師每天從早到晚，光是證婚，便要忙壞了。”

平常笑容不多的達西，也風趣起來了。“如果你是認真的，

我便會以為大勢已定，先恭喜你了。還有，也恭喜你將有個

迷人的丈母娘，她會跟你們一起住進潘伯利莊園吧！”卡洛

琳繼續講些自認幽默的話，達西則不理她了，再度陷入沉思。 

 

12 

梅里墩離龍柏園只有 1 英里，雖是小鎮，仍有些商店。

班納特眾姐妹，時而三兩結伴步行去，逛逛街及探望阿姨。 

某天從阿姨家得知，最近有一民兵團(militia regiment)移
防到附近，整個冬天他們都會駐紮在這裡，而團本部就設在

梅里墩。兩個小的凱瑟琳及莉迪亞，透過擔任律師的姨丈，

逐漸認識幾位年輕軍官。反觀那位讓她們母親每次一提起，

就眼睛發亮的賓利，她們二人反而沒怎麼放眼裡。在她們這

個年紀，富有及豪宅，乃遠比不上一套少尉軍官的制服。只

是兩人每次興奮地談跟軍官在一起的趣事，若被她們父親聽

到，都會受到斥責。班納特罵兩人傻不愣登的，且不是普通

的傻，而是非比尋常的傻。他認為這些軍人到處駐守，也到

處留情，不懂事的年輕女孩，很容易受騙上當。但他的妻子

則都護著女兒，還說若有個年輕聰明的上校，且年收入有 5、
6 千英鎊，想娶她的任何一個女兒，她都不會拒絕。 

對官拜上校者，聰明這條件，尚不是很難滿足。但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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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就已不可能太年輕了。至於年收入 5 千英鎊，如果沒

有繼承，光靠上校的薪俸，乃是天方夜譚。這天下午，班納

特夫婦正為這類事爭論不休時，尼德斐莊園的僕人，送來一

封給珍的信。誰寄的？眾人皆好奇。原來信來自賓利的妹妹

卡洛琳，她說她哥哥跟跟姐夫赫斯特及達西，去梅里墩與一

些軍官們聚餐，家裡只剩她跟姐姐路易莎了。兩人實在百般

無聊，希望珍能賞光，去與她們共進晚餐。“跟軍官吃飯！

阿姨怎麼沒告訴我們有這個活動？”莉迪亞大叫，只是沒人

理她，因現在有更重要的事了。 

珍當然覺得沒什好拒絕的，就是該去。她問可否使用家

裡的馬車？她母親認為這未免太不智了。因現在天色看起來

不太好，一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樣子，所以她去賓利家的最

佳策略是騎馬，那麼一旦下雨，她就必須在那裡過夜，如此

便能趁機能跟賓利多相處了。不然他此刻外出了，這趟拜

訪，很可能根本碰不到他，那不就白去了？班納特常覺得妻

子沒有腦袋，其實只要涉及女兒的終身大事，她便靈光起

來，腦筋轉得飛快。伊莉莎白提醒，若果真下雨，她們說不

定會用馬車送珍回家。她母親則覺得不會，因馬車已載男士

們出門赴約，賓利家目前不會有馬車了，否則便會派馬車來

接珍。雖珍一直認為搭馬車去較舒適，但最終仍被母親說服

了。當珍出門時，班納特太太望著天空，祈禱老天爺，要在

恰當的時機降下甘霖。 

上天對人的祈求，並非總是不理睬，珍快到尼德斐莊園

時，真的下起傾盆大雨。珍回不來了！班納特太太振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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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禍福相倚，福因禍生，而禍中藏福。班納特太太不擔心

女兒淋成落湯雞，因這是必要的禍，她深信珍將因禍得福。

第二天早上，珍仍未回來，倒是尼德斐莊園的僕人，送來一

封珍致伊莉莎白的信。讀完信後，班納特太太得意萬分，因

她的妙計，結果比她預期的，好太多了。原來珍因淋了一身

雨而生病，賓利姐妹不但留她過夜，且極力勸她等病好才回

家，今早還替她找來瓊斯(Jones)醫生。珍說她其實除了喉嚨

痛及頭痛外，並無大礙，請家人勿掛念。這麼一來，珍便會

在尼德斐莊園住上幾天了。本來只是想得個小獎淋雨，現在

卻得個生病大獎，班納特太太覺得如此幸運的事，已好久沒

碰到了。 

女兒生病，她的母親竟然那麼高興？班納特很受不了，

遂依他一向講話的習性說，若珍轉為重病，甚至死了，就是

因遵照她母親的指示，飛蛾撲火，奮不顧身去追求男生的結

局。女兒求仁得仁，做母親的，應會相當欣慰吧！班納特太

太才不甩丈夫的諷刺，賓利是好人，她相信珍在他家，必會

受到很好的照顧。只不過是身體淋濕而已，情況不至於太嚴

重。絕不可能失控的，事情必會順利地進行。伊莉莎白掛念

珍，但由於她不會騎馬，遂決定走路去探望姐姐。雨雖停了，

但大雨後滿地泥濘，伊莉莎白打算長途步行，班納特太太相

當不贊成。她說珍是為了能留宿賓利家，才不惜淋溼全身。

現在路況如此差，伊莉莎白走到那裡，一定狼狽不堪，根本

不適合作客，而且辛苦走這麼一趟，又能得到什麼好處呢？ 

伊莉莎白表示，她既不是去作客，也未想得到任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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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她單純地只是想去看看姐姐，了解她現在到底怎麼樣

了。班納特說路程太遠了，問伊莉莎白是否要安排馬車？她

覺得不必，才 3 英里，這點路算不了什麼。何況是去看珍，

不會累的，走一下就到了。正好凱瑟琳跟莉迪亞也想出門，

兩人遂跟伊莉莎白同行，一起走到梅里墩後分手。她們去找

一位熟識軍官的妻子，伊莉莎白則繼續前行。 

伊莉莎白的出現，讓正在用早餐的賓利家眾人都很訝

異。在這樣壞的氣候及路況下，她一個年輕女孩，居然能獨

自跋涉 3 英里，更不要說途中有不少田野、池塘，及圍籬等

障礙，真令人難以置信。賓利看到她相當高興，賓利姐妹也

表現出該有的禮貌。達西雖沒說什麼，但一方面被她運動

後，容光煥發的好氣色所吸引，較之前嫻靜淑女的模樣，別

有一番韻味；另一方面，則覺得她這樣一個人遠行，實在很

冒險，顯示這女孩子的確相當獨特。至於赫斯特，老神在在，

並未因伊莉莎白的出現受到影響，仍繼續享用他的美味早

餐。 

伊莉莎白由卡洛琳口中，獲知姐姐得了重感冒，且發高

燒，整個夜裡都睡得很不安穩。目前雖起床了，仍待在房間

裡。當房門被推開，伊莉莎白出現時，珍欣喜萬分。伊莉莎

白讓女僕去休息，由她接手來照料珍。珍原本便很希望能有

家人來探望她，但信裡忍住沒說，以免在資訊不足下，造成

家人過度緊張。但善解人意的妹妹，仍立即趕來。之後賓利

姐妹也進房來看珍，伊莉莎白發現她們對珍表現的相當關

切，遂也開始喜歡她們了。之前她認為這對有錢人家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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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既高傲又虛情假意，根本不打算與她們交往。 

伊莉莎白一直守著珍，下午 3 點，雖很不情願，但她覺

得時候到了，再不走就太晚了。她向賓利姐妹表示要回去

了，卡洛琳好意說要以馬車載她，略微推辭後，恭敬不如從

命，伊莉莎白也就接受了。但珍卻顯出很捨不得她離開的神

情，病人心理常較脆弱些。卡洛琳擅長察言觀色，見狀立即

改邀請伊莉莎白留下來陪伴珍。由於珍的病情，尚未有好轉

的跡象，就這麼丟下她離開，伊莉莎白也真的不太放心，便

感激地同意了。卡洛琳隨即派一位僕人，騎馬去龍柏園通

報，並替伊莉莎白帶回換洗衣物等日常用品。 

 

13 

當晚伊莉莎白與賓利家的人共進晚餐，席中眾人紛紛詢

問珍的情況。由於珍的病情仍未緩和，因而伊莉莎白並無好

消息可報告，每個人都安慰她。不過她發現，只有賓利是真

正關心珍，他為珍感到焦慮不安。至於他的姐妹，就是問問、

表示同情，再講些生病有多麼令人討厭之類的話，然後便將

這件事拋到九霄雲外了，繼續歡笑地用餐。才剛開始喜歡這

對姐妹的伊莉莎白，終於醒悟，理解自己過去並沒誤會她

們。沒錯，表面的禮貌，及講好聽得體的話，她們都很擅長。

她們也相當會做人，知道怎麼對人好，反正有僕人可差遣，

不會太累到她們。但兩人皆打心底奉行無友不如己者的古

訓，因而以自己的家世背景，不論跟她們相處再久，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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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為朋友的。兩人的虛假，是千真萬確。 

本來伊莉莎白一直覺得自己不請自來，且還留下來，實

在相當唐突。但賓利對她很友善，盡力讓她有賓至如歸之

感，使她覺得欣慰。但他的兩姐妹，可就沒這麼好心了。晚

餐結束，伊莉莎白回房看珍，這時她們就原形畢露了，剛才

的親切及同情都不見了。妹妹卡洛琳先發難，她批評伊莉莎

白連基本的禮儀都不懂，就這麼突然跑來別人的家，顯得傲

慢又魯莽。她既不會說話、缺乏風格、品味不佳，且毫無美

貌可言，她對這種女孩毫無興趣。姐姐路易莎不讓妹妹孤

單，補充說她走了多遠？3 英里、4 英里，或 5 英里？除了

很會走路外，她根本一無可取。她今早出現時，由她襯裙的

下襬，可看出襯裙泡在污泥裡，一定有 6 英吋深。整個模樣，

就如一個野丫頭。赫斯特附和妻子，他說只因姐姐感冒，一

個女孩子，便在鄉野間亂竄，那像個淑女？當今早她披頭散

髮、蓬頭垢面地進來時，真把他給嚇壞了。 

賓利說他只看到一個為姐姐生病，便立即趕來的女孩

子，顯示她們姐妹情深，其餘倒都沒注意到。卡洛琳轉而問

達西，“你不會希望你妹妹，以這個模樣出現在別人家

吧！”達西有個比他年輕差不多 13 歲，現年才 15 歲的妹妹

喬治安娜(Georgiana)。“那當然。”卡洛琳接著問，“你曾

以為她美目盼兮，但她這趟冒險，恐怕已大大影響你對那雙

美目的愛慕吧！”達西笑道，“一點也不，運動讓她的眼睛

更加明亮了。”從兩位男士口中，兩姐妹都聽不到她們想聽

的話，只好轉移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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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莎說，“我對珍的評價很高，她的確是一個相當甜

美的女孩子，我真心誠意地希望她能找到好歸宿。只是有那

樣的父母，及那般寒酸的親戚，機會恐怕很渺茫。”賓利道

“親戚再怎麼不起眼，也無損她們的討人喜歡。”“不過若

想嫁進豪門世家，就沒那麼容易了。”達西冷冷地說，他對

班納特太太的言行舉止，一直很感冒。賓利不想再糾纏這問

題，兩姐妹則一致同意達西的看法，繼續取笑珍的父母及親

戚之粗俗。其實班納特姐妹的舅舅及姨丈，分別在經商及擔

任律師，日子過得一點都不差。不過在賓利姐妹及達西的眼

中，不過是小商人及小律師，社會地位絲毫都無法讓他們看

上。 

這晚離結束還早得很。賓利姐妹離開餐廳後，帶著滿滿

的關懷，來到珍的房間。兩人對珍噓寒問暖，一直待到女僕

上來，通知她們咖啡時間到了，才顯得依依不捨地下樓去。

伊莉莎白則等姐姐睡著後，覺得該善盡當客人的義務，遂悄

悄掩上房門到客廳去。 

客廳裡幾人正在玩牌，伊莉莎白雖被邀請加入，不過她

推掉了，逕自拿本書看。赫斯特對她寧可看書而不玩牌，頗

為驚訝。賓利提議要替她多拿幾本書來，且為自己的藏書不

豐感到抱歉。又招供自己向來疏懶，即使家裡的書並不太

多，卻也沒讀完。卡洛琳說“先父居然只留下這麼一點書，

讓我很驚訝。達西啊！你在潘伯利莊園的圖書館，書籍多到

可用浩如煙海來形容吧！”“我家的書是不少，但那是好幾

代累積下來的成果。”達西頗以能坐擁書城自豪。“你的貢



 

 69 

獻也不小吧！我看你總是在買書。”卡洛琳對達西的一舉一

動向來留意。“在這種時代，怎可不好好充實家中的藏書

呢？”達西愛書，看到好書就買。再怎麼忙，書不可一日不

讀，不讀書他是難以忍受的。 

伊莉莎白被他們的對話吸引，她放下手中的書，走向牌

桌。卡洛琳問起達西的妹妹之近況，由於卡洛琳提到達西的

妹妹有很多才華，話題遂轉到女孩子的才華。賓利覺得現在

的年輕女孩，往往都具備不少才華。每當有人向他介紹某位

女孩子時，都能數出一堆她的才華，個個莫不才華洋溢。達

西則以為“才華”這字眼被濫用了，什麼都可被視為才華，

於是才女滿街走了。事實上，他認識的女士裡，了不起能數

出 6 位，是真正可稱之為才女者。卡洛琳附合達西，說她的

看法跟他一樣。 

伊莉莎白好奇地問達西，他心目中的才女，是否要具備

很多項才能？達西表示當然如此。他的忠實支持者卡洛琳，

立即搖旗吶喊，“女子要能被稱為才女，至少須會音樂、歌

唱、繪畫、舞蹈，及現代語文(modern languages，有常用外

國語之意，在當時的英國，乃大致指法文，或德文等)。而且

只懂個毛皮不算，得嫻熟到顯著高人一等才算。不僅如此，

諸如氣質出眾、儀態款款動人、聲音悅耳動聽，及談吐有致，

也都是不可缺少的特質。否則不過是半調子，稱不上才女。”

達西補充道，“是這樣沒錯。而且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外，

還必須大量且廣泛地閱讀，以豐富及提昇她的內涵。”“這

麼多條件！難怪你只認識 6 位。我甚至好奇，竟然有女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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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你的才女檢定。”伊莉莎白說。“你對你的女性同胞很

嚴格呢！不相信有符合這些條件的女士。”達西半開玩笑地

說。伊莉莎白卻認真地回答，“因我從未見過這種女子。從

能力、品味、勤奮，到優雅，集那麼多你形容的特性於一身

的女子，我至今真的沒遇到過。” 

賓利姐妹不約而同地嚷了起來，兩人均抗議伊莉莎白對

才女存在的懷疑，搶著說符合那些條件的女子是有一些，才

女並非稀有動物，自己就認識好幾位。何以如此激動？真實

的情況是，兩人都自認是才女，達西說認識 6 個才女，兩人

想當然耳，其中必定包括自己，因而沾沾自喜。但伊莉莎白

言下之意，她們姐妹皆非才女，兩人對此相當不服氣。赫斯

特不得不要她們安靜下來，說她們只顧講話，都不專心玩

牌，牌常亂出一通。被他一攪和，眾人頓時失去了談興。不

久伊莉莎白便趁機暫時告退，上樓去看一下姐姐。 

伊莉莎白才一離開，卡洛琳便出手了。“這個班納特家

的二小姐，就是那種喜歡在異性面前，藉著眨低同性，以便

抬高自己身價的年輕女子。我相信這招對很多男士有效。

但，我實在不想這樣講，手法真的很卑鄙。她的行為，相當

令人反感。”這番話主要是說給達西聽的，他了然於心，回

應道“千真萬確！是有些女士，為了俘虜男子，而不惜玩些

手段。但只要是玩弄手段，都很卑鄙，只要是耍心機的手法，

都令人反感。”卡洛琳對達西的答覆不太滿意，且懷疑他在

影射些什麼，遂停止此話題。 

伊莉莎白再度回到客廳，她只是要告訴大家，姐姐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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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變糟了，她必須留在姐姐身邊。賓利建議趕快找瓊斯醫生

來，但他的姐妹都反對，說鄉下的蒙古大夫，那有什麼好本

領？該發快信到倫敦，找名醫出診。從倫敦請醫生來？大費

周章，伊莉莎白不覺得有此必要，但卻不想違逆賓利的好

意。於是決定若明天一早，姐姐的病情沒有明顯好轉，就將

瓊斯醫生請來。賓利對珍的病相當不安，但又不知他可做些

什麼？只不斷地吩咐管家，須盡全力招呼並協助班納特姐

妹，且明早不管怎樣，就請醫生來。賓利姐妹亦宣稱她們感

同身受，憂心如焚。只是憂心來得快去得也快，伊莉莎白才

走後不久，她們便又恢復歡笑。 

 

14 

次日早上，這已是珍來賓利家的第 3 天了，伊莉莎白則

是第 2 天。由於珍的情況較前一晚好轉不少，伊莉莎白遂託

賓利家的僕人，送信到龍柏園給母親，請她來尼德斐莊園探

望珍，並讓她判斷珍的狀況究竟如何，是否能回家了？班納

特太太很快便坐著馬車到了，凱瑟琳及莉迪亞與她隨行。兩

個小的向來喜歡湊熱鬧，這種大宅有機會來，豈可不把握？

並且她們也有話要跟賓利說。 

班納特太太進入珍的房間，發現珍看起來並無大礙，比

她原以為的好多了，便安下心來。只是女兒熱切想回家的請

求，她不但不理會，反而希望她別太快康復，這樣才能在尼

德斐莊園再多待幾天。之後瓊斯醫生到了，他不建議今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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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珍坐上馬車。醫生走後，卡洛琳進來，先問候了一下珍，

接著她邀班納特母女四人，到樓下餐廳坐坐，也用點食物，

雖然班納特母女是吃完早餐才出門的。 

賓利一見到她們，便對班納特太太說，希望她不要認為

珍的病情，比她原本想像的糟，他的用意自然是想讓病人的

母親寬心。豈料班納特太太回答，她確實是這麼想，珍病得

太嚴重了，她沒想到珍的情況仍如此危急，她擔心得要命。

剛才醫生說目前不適合移動她，希望賓利能好心地讓珍再待

一陣子。賓利本就沒預期珍今天就回去，他除了說現在絕對

不能讓珍奔波外，還說他妹妹也不會讓珍走的。卡洛琳說，

“請放心，只要珍仍在這裡，就會受到最好的照顧。”她態

度雖禮貌，但聲音淡淡的，沒什麼溫度。不像他哥哥氣急敗

壞，唯恐班納特太太就要將珍帶走了。班納特太太心中暗

喜，不斷地向賓利兄妹表達感謝之意。 

雖然丈夫常跟她說少講幾句，人家不會當她是啞巴，班

納特太太卻絕非奉行沉默是金的人，也從不理會什麼“是非

只因多開口”之類的戒律。事情如願安排妥當後，她輕鬆下

來，便開始發揮她的外交“長才”。她先說珍真的病得很

重，即使珍是世界上最能忍耐的人，仍承受極大的折磨，要

不是有這幾位好朋友幫她，真不知該怎麼辦。接著內舉不避

親，說珍的性情有多溫柔，數了一堆她的優點。然後讚美賓

利的房子，希望他不要太早搬走，她知道他只簽了個短期租

約。至此她的表現還算得體。 

從搬家的議題，賓利、達西及伊莉莎白討論到人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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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會不會常搬家，說到底乃與個人性格有關。由於伊莉莎

白一副對性格頗有心得的樣子，達西遂說在鄉下，並不易研

究人的性格，因在鄉下，社交圈很侷限，接觸對象的變異不

會太大，因而難達閱人多矣之效。言下之意，就是在這種地

方，對於探討人性，樣本數不但少且相似度高，因而得到的

結論可能會偏頗。伊莉莎白回應，人的變化永無止境，即使

對同一個人的觀察，每次都可能有新發現。 

本來這是年輕人的互動方式，可藉此交換看法，並增進

彼此的了解。但達西提到鄉下的口吻，卻讓班納特太太火冒

三丈，雖不太清楚他們究竟在討論些什麼。她順著伊莉莎白

的話說，“的確如此，我向你保證，鄉下跟城裡一樣，有很

多‘那個東西’(there is quite as much of that thing)。”至於

那個東西所指為何，她其實並不知道。看到老虎發威，眾人

都嚇了一大跳。達西注視她一陣子後，不發一語地將臉別

開，保持紳士風度。不料班納特太太見狀大喜，她本來就不

喜歡達西，既然令他啞口無言了，就該趁勝追擊。 

“我看不出倫敦了不起在那裡，到底有那幾些地方能超

越鄉下？在我看來，不過是店家跟公共設施較多罷了。至於

鄉下，則讓人愉快許多。你同意嗎，賓利先生？”賓利被拖

下水了，他實話實說，“我待鄉下時，根本就不想離開，但

在城裡時，也是這麼覺得。兩處各有優點，我在這兩種地方，

都可過得很快樂。”“那是因為你的個性不錯，能隨遇而

安。但那位先生，似乎認為鄉下什麼都沒有。”捧一個打一

個，她講“那位先生”時，乃看著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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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您誤會達西先生了。”伊莉莎白羞紅著臉說，

“他的意思是，在鄉下碰不到太多人，不像城裡有各式各樣

的人。鄉下人較少，您該同意事實就是如此吧！”班納特太

太仍是奮戰不懈，“當然，親愛的，沒有人說那不是真的。

只是他講在這一帶碰不到太多人，這我可不同意，我相信比

我們這個地區大的，全英格蘭也沒有幾個。常跟我我們餐敘

的家庭，就足足有 24 個之多呢！”賓利等眾人面面相覷，

要不是顧及伊莉莎白的感受，賓利便笑出來了。但他妹妹就

沒那麼好心了，她眼睛直望著達西，眨了一下，並露出意味

深長的微笑。 

伊莉莎白恨不得能找個地洞鑽進去，趕緊換個話題。她

問母親，夏洛特這幾天有沒有到家裡坐坐。班納特太太可還

沒準備放過達西。她說昨天夏洛特跟她父親盧卡斯爵士一起

來，然後將盧卡斯爵士誇獎一番。說他和藹可親、氣質高尚、

客氣有禮、容易相處，且跟誰都能聊上幾句，這才是她心目

中有教養的紳士。不像有些人，自以為了不起，神氣巴拉的，

對誰都愛理不理，惜言如金，簡直毫無教養可言。居然跟兩

位紳士談論起教養了，班納特太太的氣勢絲毫不減。 

伊莉莎白連忙問夏洛特是否有留下來晚餐？她母親回

答沒有，因夏洛特須回家做肉餅(mince pies)。她對賓利說，

在她家，可待下來的僕人，能盡職做好份內的工作，只是基

本要求。她帶女兒的方式，與盧卡斯太太完全不同，像她絕

不會讓女兒下廚的。不過盧卡斯家的女兒，也都是很好的女

孩，可惜都不太漂亮。賓利說，夏洛特似乎是一位相當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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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輕小姐。這點班納特太太贊同，但仍強調夏洛特長相平

庸，而這可是連盧卡斯太太自己都常這樣說，她相當羨慕珍

的美貌呢！ 

班納特太太說，“不是我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比我們

家珍漂亮的女孩子，實在很少見。這可不是我說的喔！而是

每個人都這麼講。她 15 歲時，在我弟弟嘉迪納的家裡，那

是在倫敦，有位紳土瘋狂地愛上了她，為她神魂顛倒。我弟

妹當時已認定，他必會在我們離開前，向珍求婚。不過求婚

最後並沒有發生。或許他認為珍那時還太小吧！但他寫了幾

首獻給她的詩。喔！那些詩可真美。”她有點陷入陶醉了。

伊莉莎白不耐煩地說，“所以他的所謂愛情，就這樣結束

了！是誰第一個發現，詩有趕走愛情的功效？我很好奇。” 

“我以前都以為詩是愛情的食糧。”達西說道，他覺得

伊莉莎白的講法有趣。她道“對於美好、堅貞，且健康的愛

情，或許如此。愛情只要夠健壯，什麼都能滋養它。但對基

礎薄弱的感情，只要一首十四詩(Sonnet，音譯“騷耐”，曾

譯“商籟”)，就會徹底餓死它。”達西微笑不語，眾人也一

時沉默，可能在思索愛情是如何被詩餓死的。這讓伊莉莎白

提心吊膽，不知母親又會趁機講出什麼令她難堪的話。如果

母親也談起詩，那就更嚇人了。幸好她母親這時覺得該走

了，她鬆了一口氣。 

班納特太太再度感謝賓利，她的謝詞聽起來沒問題，顯

然她對賓利助她完成心願，真的很感激。賓利誠懇地回應，

他妹妹也講些言不由衷的場面話，這向來是她所擅長的。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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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莎白的兩個小妹，從頭到尾，一直交頭接耳，令她懷疑兩

人到底有何勾當？小妹莉迪亞開口了，她要賓利實踐在梅里

墩郡年度舞會時的承諾，即在尼德斐莊園辦一場舞會。即使

這樣唐突，她仍嫌不夠，又了補一句，要是他沒信守諾言，

將是世界上最可恥的人。一個 15 歲的女孩，作客時對主人

講出這番話，別人可能以為無理之至，但她母親說不定會認

為，這個女兒相當有膽識吧！對此莫名其妙的責難，賓利的

回答，讓班納特太太聽了無比順耳。他說他早已準備好要實

現諾言，就等珍病好，時間則由莉迪亞決定。 

班納特太太跟兩個小女兒，均覺得不虛此行，搭著馬車

離開，回去後將可吹噓好一陣子了。她們才一走，伊莉莎白

便趕緊告退，迫不及待地回到姐姐身邊。把她自己及家人的

言行，通通留給賓利姐妹及達西去取笑，她不敢去想了。不

過她不知的是，不管卡洛琳如何拿伊莉莎白那雙美目開玩

笑，達西都不為所動，不願意加入批評她的行列。他有其堅

持，並不是個落井下石的人。因而卡洛琳也就搞不清楚，在

達西心目中，美目是否已失色了。 

 

15 

班納特太太一行人離開後，尼德斐莊園回復平靜。之後

賓利姐妹花了些時間陪伴珍，而她的病情持續好轉，令眾人

欣喜。晚餐後，伊莉莎白讓珍獨自休息，她來到客廳。達西

正在寫信，卡洛琳坐他左邊，賓利跟赫斯特在玩牌，路易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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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一旁觀看牌局，伊莉莎白拿起針線活來做。卡洛琳盯著

達西寫信，但她安靜不下，不時打斷他。他們的對話，伊莉

莎白聽得一清二楚，覺得蠻有趣的。 

卡洛琳先要達西幫她問候他妹妹，他說沒問題。之後她

接連說“你的字真漂亮”、“你信的各行間都等距，相當整

齊”、“你信寫得真長”、“你妹妹收到這封信後，一定會

很開心”，達西都沒吭聲。直到她說“你信寫得有夠快”，

達西才回“誰講，我其實寫得很慢。”她說“你一年要寫很

多信吧！寫信會很令人厭煩嗎？”達西回“幸好是我寫，而

不是你。”她說“請告訴你妹妹，我很期待見到她。”達西

回“你剛才已講過，而我也已寫進去了。”她說“你的筆應

已不太好寫了吧！我來幫你削，這我最會了。”達西回“謝

謝！但我一向喜歡自己削。”她說“請告訴你妹妹，我很高

興得知她的豎琴(harp)琴藝有進步。還有，請讓她知道，她為

桌子所做美麗小巧的設計，令我喜歡得不得了”達西回“你

那不得了的喜歡，可以下次再寫嗎？已經沒空間，寫不下

了。”她說“沒關係。反正明年 1 月時，就能見到她了。啊！

你總是能寫既長又文情並茂的信給她嗎？”達西回“通常

的確都寫得很長，但說不定是又臭又長，是否文情並茂，就

不能問我了。”她說“在我看來，能輕輕鬆鬆就寫封長信的

人，文筆不可能不好。” 

正在玩牌的賓利大叫，“卡洛琳，你馬屁拍在馬腿上

了！達西寫信時字斟句酌，老想找 4 個音節的字來用，一點

都不輕鬆。”達西道，“我的寫作風格跟你的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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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笑說她哥哥寫信草率無比，豈有風格可言？賓利則解

釋他的思緒飛得太快，使他常難以好好表達。而這導致他的

信，有時無法完整傳遞其想法給收信者。伊莉莎白覺得賓利

這樣講，顯示其謙虛。達西則認為這很虛假，謙虛有時根本

是炫耀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因而謙虛不見得都能視為美德。

幾個人抬了一陣子槓。 

磨牙鬥嘴結束，達西請求卡洛琳及伊莉莎白來點音樂，

陶冶性情兼餘興。卡洛琳先彈奏，並跟姐姐合唱。伊莉莎白

翻看著擺在旁邊的幾本琴譜時，卻發現達西不時猛瞧著她。

她很納悶，心想“像他那種眼睛長在頭頂上的大人物，是不

可能看上我的。但如果盯著我看，是因討厭我，卻也不盡合

理。”她思之再三，卻怎麼也想不透。後來只好解讀成，達

西必然是發現，她身上有某些他無法忍受的缺點。如果是這

樣的話，那倒無所謂。因你對不喜歡的人，連他的價值觀你

都不在乎了，又怎會在乎他對你的褒貶？ 

彈了幾首義大利歌曲後，卡洛琳改彈一首輕快的蘇格蘭

曲子。這時達西走近伊莉莎白，問她是否有興趣跳利爾舞

(reel，一種蘇格蘭快舞)。伊莉莎白微微一笑，卻沒說話。達

西感到奇怪，又問了一次。她答道，“你第一次問我就聽到

了，只是我在想，該如何回答才較恰當，我猜這應不僅是一

次跳舞的邀請。我知道你要的答案是‘好’，這樣你就可以

享受鄙視我品味太低的樂趣。我講得沒錯吧！詭計被我拆

穿，有沒有很失望啊？現在我已決定答案，而你大約也知道

了，那就是我不想跳利爾舞。就這樣，你敢的話，就鄙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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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我不敢。”達西迅速回答。這大出伊莉莎白意料之

外，她本已準備好跟他脣槍舌劍一番了，豈料他卻如此有紳

士風度，欣然接受她的拒絕。其實伊莉莎白的言詞雖有些挑

釁，但由於她的講話及舉止，向來給人一種溫柔又淘氣

(sweetness and archness)的感覺，因而由她口中出來的話，再

怎麼樣，也不致於太令人難堪。更何況受話者是達西，對他

而言，從未有一女子，如伊莉莎白般讓他著迷。因而這番話

聽在他耳中，不但不以為自己被冒犯，還很受用，他幾乎要

想成她在跟他調情了。糟糕！達西突然警覺，多年來拒人於

千里外，對女子不動心的防護罩，不知何時有了破洞，他都

要懷疑自己已經中蠱了。他遂領悟，若不是因她出身低微，

兩人間不可能，否則自己便有危險了。 

期待的聽眾並沒專心在聽，卡洛琳停止彈琴了。達西跟

伊莉莎白的對話，讓在一旁的她，看出若干端倪，不禁充滿

妒意。於是她衷心盼望珍快快好起來，這樣她就可擺脫伊莉

莎白了。另外，在她們姐妹離開前，卡洛琳只要一有機會，

就剌一下達西，跟他提起他與伊莉莎白那虛擬的婚姻，及婚

後的種種可預期發展。希望藉此能使他對這位她不喜歡的客

人，產生反感。 

隔天，這已是珍來賓利家的第 4 天了，早餐後卡洛琳挽

著達西的手，在樹林中散步。卡洛琳說“你們婚後，該常提

醒你岳母少講話的好處。另外，該好好約束你那兩個小姨

子，不要一看到軍官，就趨之若鶩。還有，恕我冒昧，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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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介意，尊夫人那既像自負，又像傲慢的毛病，當然不是很

嚴重啦！但最好還是勸她改一改。”達西覺得好笑，他說

“對我的家庭幸福，你還有其他建議嗎？”卡洛琳先將伊莉

莎白的律師姨丈嘲諷一番，將那種辛苦接案的小牌律師，拿

來跟達西的法官叔公相比。最後，且要達西千萬不必嘗試找

人來畫他妻子的肖像。因找不到一位畫家，能精準繪出她那

美麗的雙眸。這時伊莉莎白跟路易莎，從一叉路迎面而來。

卡洛琳有點不安，不知她剛才講的話，有沒有被伊莉莎白聽

到。 

路易莎一看到達西，就丟下伊莉莎白，上前挽著達西的

另一隻手臂，且怪他們兩人出門時，也不吆喝一聲。這條路

不寬，只容得下 3 個人並排，伊莉莎白一人落在後面。達西

覺得這樣對她很失禮，便說“我們最好走到大路上，這條路

太窄了。”但伊莉莎白並沒想繼續跟他們同行，她笑著回

答，“不必，真的不必。你們都長得好看，不是玉樹臨風，

就是花容月貌。走在一起更是好看，像幅畫一般。若把我加

進去，美感就破壞了。所以你們就這樣走，我走另一條路。

待會見！”她開心地跑開。珍已好很多，明天或後天，應可

回家了。家，甜蜜的家。 

 

16 

由於珍的身體狀況已改善不少，晚餐後伊莉莎白陪伴她

到客廳，賓利姐妹已在裡頭了。這是珍生病以來，首度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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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賓利姐妹均親切地問候珍。之後幾個男士也陸續來

了。自達西進來後，卡洛琳的注意力，就轉到他身上，不再

關注珍了。賓利則對珍誠心誠意，先在壁爐裡添加柴火，並

安排她坐到壁爐附近，使她能暖和些。他自己則坐她旁邊，

陪她講講話，並隨時留意她有什麼需求。伊莉莎白坐在房間

的一角落做女紅，將一切情景看在眼裡，感到很欣喜。赫斯

特想玩牌，但無人呼應，無事可做下，後來他就躺在沙發上

睡著了。達西拿起一本書看，卡洛琳也跟著做。路易莎無聊

無聊的，玩弄著手鐲耳環，有時加入她弟弟跟珍的談話。 

卡洛琳不但愛看達西寫信，也愛看他閱讀。她只有不到

一半的時間，目光放在自己手上的書。大部分的時候，不是

看一下達西讀到那裡，就是向他提問。達西都只簡短回答問

題，然後繼續閱讀。他的防護罩，通常可發揮功能。卡洛琳

發現，要誘使他放下書來跟她聊天，顯然是高難度。卡洛琳

當初是如何挑書的？只是為了迎合達西，人家穿情侶裝，她

就來看情侶書。達西挑的那本書，分上下兩冊，看他拿上冊，

她便拿下冊，根本不管內容為何。只是並非每個人都能享受

讀書樂的，即使總共讀的頁數，實在少得可憐，便已讓卡洛

琳感到精疲力竭。她打了個大呵欠，雖有損她淑女的優雅，

但就是忍不住。 

卡洛琳說“能像這樣度過一個晚上，是多麼愉快啊！我

敢說，所有事情中，沒有比閱讀更令人愉悅的。書是讀你千

遍也不厭倦，至於做其他事，都讓人很快便感到沒趣。等那

天我有了自己的家，一定要布置一間好書房，否則那怎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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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家啊？”講了一大段與她看書後之反應完全相反、言不由

衷的話，可惜沒人理她，達西連頭都不抬。卡洛琳又打了個

呵欠，心想不是說書中自有什麼的嗎？看來這說法頗不可

信。她將書扔到一旁，不看也罷！ 

卡洛琳先問他哥哥準備要辦舞會的事，又刻意暗示達西

對跳舞不感興趣，若真要舉辦，得換個形式才行，否則達西

會覺得參加是受折磨。但達西一直專心看他的書，不予理

會。卡洛琳只好再換個招式了。她站起來，繞著房間走。她

體態柔美，走起來風姿綽約，煞是好看。只是她想打動的人，

仍無動於衷。她心生一計，跟伊莉莎白說，坐太久會造成膝

蓋痛，如此成功地勸動伊莉莎白跟她一起走。這下達西果然

注意到了，他闔上了書本。原來他並非不解風情的人，卡洛

琳的醋意又產生了。她又力邀達西也加入她們，但他推辭了。 

兩人為什麼這樣一起走？達西表示他猜測有兩個可能

的原因。而不論是那一個，他都不適合加入。卡洛琳問伊莉

莎白知道他在說什麼嗎？她答不知，只確定他企圖為難她

們。而要讓他失望的唯一辦法，就是不要問他。但卡洛琳卻

無法讓達西失望，她追問達西是什麼原因。他答道，“要嘛

你們想討論一些私密的事，要嘛你們對自己走路的姿態曼

妙，相當有信心，想提供給我們欣賞。如果是前者，我自然

不適合加入；如果是後者，我坐在這裡，就能看得很清楚

了。” 

“這樣講很惡劣耶！”卡洛琳叫起來，“我們要怎麼治

他？”她問伊莉莎白。3 個人鬥了一陣子嘴後，話題轉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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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點。達西博覽群集，理論基礎雄厚，言若懸河；伊莉莎

白則口才辨給，能言快語，講出一番道理，對她一點都不困

難。兩人一來一回，毫無冷場，有如一場雙人劍舞的表演。

先談到脾氣，達西坦誠脾氣不算好。他太難讓步，對於別人

犯錯，或得罪他，他都不容易忘掉。另外，他易被激怒，任

何人一旦讓他失去好感，好感就再也回不來了。伊莉莎白認

同這是個短處，但覺得人難免如此，說她不會嘲笑他此一短

處。後來達西提到每個人的性格裡，都必有天生的缺點，伊

莉莎白立刻說“那你的缺點，就是很容易討厭人。”達西可

不是省油的燈，面帶微笑地迅速回應，“至於你，就是常存

心誤解別人。”兩人真是互為知音。卡洛琳並非那麼辯才無

礙，到後來根本插不上嘴。既然無法參與談話，她遂說“我

們來點音樂吧！輕鬆一下。”硬生生地將兩人的脫口秀打

斷。 

路易莎打開琴蓋，姐妹兩輪流彈。在悠揚的琴聲中，達

西回味剛才的對話，他極難得能碰到契合的談話對象。生平

所遇大部分的人，他都認為缺乏大腦，懶得跟他們多說，寧

可讓對方覺得他傲慢不理人。與伊莉莎白那有意思的對話，

被中斷雖很可惜，但這樣也好，他對自己將注意力過度放在

她身上，已開始產生危險的感覺。 

依照與姐姐商量的結果，次日上午，伊莉莎白請賓利家

的僕人，送信去給母親。信中她請母親，當天便派馬車來接

她們。她還提醒母親，這已是珍來賓利家的第 5 天，她自己

則是第 4 天，實在待到不好意思了。沒想到在僕人攜回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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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母親希望她們大後天才回家，這樣珍就會待滿整整一星

期。在此之前，家裡派不出馬車。而若賓利一家留她們再多

住幾天，不必擔心，她會答應。天啊！太受不了了。伊莉莎

白已一刻都不想再留在這裡了，她勸珍借輛馬車，她們立刻

就回家。 

珍向當初邀請她來訪的主人卡洛琳，表示當天要離開之

意。卡洛琳拼命留客，盛情實在難卻，最後珍被說服了，同

意隔天，也就是星期日再走。這時卡洛琳又後悔自己多事，

因她對其中一位的嫉妒與厭惡，遠超過對另一位的喜愛。賓

利才是真正很捨不得班納特姐妹走的人，他努力想說服珍，

說她尚未完全康復，不適合出門。珍體會到他的誠意，卻打

定主意，就只待到次日。達西呢？他很高興她們要走了，伊

莉莎白已經待得夠久了，久到她對他的吸引力，早已超過他

想要的。另一方面，他看出卡洛琳不但愈來愈愛調侃他，對

伊莉莎白有時也瀕臨不耐煩的邊緣了。他擔心她什麼時候會

做出失禮的舉動。他下定決心，在這最後關頭，一定要把持

的住，不可流露出對伊莉莎有一絲愛慕的跡象。萬一她已經

以為他傾心於她，他必得儘速澆熄她的妄想。而無視她的存

在，乃最佳策略。於是在她們離開前的最後一天，他跟她總

共講不到 10 個字的話。即使曾有半小時，他們兩人在客廳

獨處，但他就是專注在書上，好似書中自有顏如玉一般，看

都沒看她一眼。 

臨別在即，卡洛琳顯得極為友善，頗依依不捨的樣子。

她先跟珍保證，她非常想再見到珍，不論在尼德斐莊園、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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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園，或任何其他地方都行，也隨時歡迎珍來訪，兩人互相

擁抱，友誼令人感動。接著卡洛琳也跟伊莉莎白親切地告

別，還跟她握手。兩姐妹上了賓利家的馬車，揮手自玆去，

往家裡前進。 

班納特太太對女兒突然回來，當然很訝異。她沒有顯出

太高興的神情，因她覺得珍至少該再待兩天才對。但也無可

奈何了，總不能再將珍原車趕回賓利家，雖她很想這麼做。

班納特雖沒說出什麼熱情歡迎的話，卻很高興女兒回家，可

有人可陪他講話了。瑪麗一如往昔，每天就是看書及彈琴，

生活沒太大變化。兩個小的，則有一大堆有關民兵團的新

聞，搶著跟歸來的姐姐報告。擁著家人，伊莉莎白心想，生

活可回歸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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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驚奇不斷，不過一切純屬偶然。伊莉莎白與珍

回家後的第二天，那是 11 月 18 日星期一，一家人齊聚用早

餐時，班納特表示有要事宣佈。他請妻子今天要準備豐盛的

晚餐，因將有客人來訪。丈夫特別強調“豐盛”，讓妻子感

到奇怪。如果是盧卡斯家的人來，家裡平常吃的，便比他們

家的好得太多，用來招待便已足足有餘了。班納特說訪客是

位紳士，但是個陌生人。他妻子聽了眼睛一亮，“陌生的紳

士，那不就是賓利先生嗎？否則還會有誰？哎喲！珍，你怎

麼都沒說呢？是要給我們驚喜嗎？他來我最高興了。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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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辦法買到魚，慘了！晚餐沒有魚將遜色不少。”見妻子在

胡言亂語，班納特說“不是賓利，是個我從未見過的人。”

不認識卻要慎重款待？全家突然都安靜下來，6 個女生同時

問，那人是誰？ 

原來大約在一個月前，班納特收到遠親威廉柯林斯

(William Collins)要來訪的信。由於此事太過敏感，得謹慎處

理，他考慮了好一陣子，直到兩星期前才回信，且拖到人要

來的當天，才不得不講出來。這位貴客今天下午 4 點到，會

在他們家住幾天。班納特嚴肅地說“你們都已知道了吧，此

人可非等閒之輩，那天我兩腳一伸，他便可隨時將你們掃地

出門。”班納特太太道，“不要提到這個人，他怎可從你的

孩子手上，搶走本屬於你的家產？珍及伊莉莎白，試圖跟母

親解釋，已講過很多遍的限嗣繼承(entail)是怎麼回事。但她

們的母親卻聽不下去，覺得此事就是沒天理，這個人豈不像

強盜一樣，來搶 5 個女兒的家產。班奈特安撫妻子，說“來

看他的信吧！應會讓你舒服些。” 

柯林斯在信中說，“…小姪三生有幸，蒙尊貴的凱瑟琳

狄柏夫人(Lady Catherine de Bourgh)提拔，擔任漢斯佛德

(Hunsford)教區牧師之聖職，並在今年復活節(Easter，大約在

4 月)時就任。夫人是路易斯狄柏爵士(Sir Lewis de Bourgh)的
遺孀，為人慷慨仁慈，不在乎小姪毫無家世背景，反而看出

小姪之才能及忠誠，委以重任。小姪由是感激，將竭其股肱

之力，供教會驅馳，隨時執行英國國教的各種典禮儀式，以

報夫人知遇之恩，絕不讓她失望。…身為龍柏園的下一位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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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造成令嬡極大損失，長久以來，小姪深感愧疚。一方

面請您原諒，一方面也向您保證，小姪將對令嬡補償。具體

作法，容後告知。小姪此善舉，乃值得高度讚賞的行為，相

信您亦不會拒絕小姪遞出的示好橄欖枝(olive branch)。因此

小姪亦相信，您不會反對在貴府接待小姪。小姪謹訂於 11
月 18 日下午 4 時抵達貴府，預計待到下一週的星期六為止。

小姪這趟遠行，並不會造成任何不便。因凱瑟琳夫人知道小

姪素來工作勤奮，因此只要有其他牧師代理，對小姪偶而因

到外地拜訪親友，以致缺席星期天的禮拜，夫人一點都不會

介意。…” 

班納特一家，本來就好奇柯林斯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沒

想到他自己就要送上門來，而這封信提供不少資訊。班奈特

認為他有禮貌且心地善良。班納特太太只注意到他對女兒有

愧疚，高興地表示，若他要補償女兒，她一定支持。珍說雖

不知他準備如何補償，但有這個心就很值得肯定了，她凡事

都想好的一面。 

伊莉莎白呢？這封信她可看得相當仔細。柯林斯對凱瑟

琳夫人，不但五體投地之崇拜，且視她如重生父母、再造爹

娘，那種感激涕零的樣子，令她嘆為觀止。還有他究竟如何

“隨時”為教眾主持諸如嬰兒洗禮、婚禮及喪禮等儀式？頗

使她好奇。另外，她覺得他的文字風格怪異，誇張且無邏輯。

要來別人家住那麼多天，沒先考慮對方是否會不便，卻只說

自己沒有不便。至於說到補償，應只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饑

罷了，他又能提供什麼補償啊？還有，高度讚賞誰啊？自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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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擂，真沒看過這種人。這封信伊莉莎白一讀再讀，愈讀愈

啼笑皆非。忍不住問父親，這個人是否腦袋有問題？ 

班納特說，這封信裡呈現出，此人既卑微又自大，既順

從又傲慢。可能長期居人之下，如今不過當個牧師，便有如

飛上枝頭變鳳凰，飄飄然了。尤其又有個貴族當靠山，他在

她面前想必謙卑無比，一轉身，對他人便狂妄之至。希望此

人不是真的那麼腦筋不清。這麼罕見的人，他已迫不急待等

著他上門了。 

瑪莉則從作文的角度，來評論這封信。說他信寫得不

錯，沒什麼文法問題，也沒錯別字。而橄欖枝的概念，或許

不是全新的，但表達恰當。兩個小的，對可能被掃地出門，

倒沒太擔心。覺得在那之前，自己應早已嫁出去了。她們目

前的心思，都放在穿軍服的人身上。對非穿軍服者，包括他

們的來信，皆毫無興趣。班奈特提醒妻女，來者是客，要有

大家風範，在客人面前，萬不可強盜長，強盜短的。 

下午 4 時，柯林斯準時抵達，班納特一家 7 口，均展現

適當的禮貌歡迎他。對這位讓他們感到五味雜陳的客人，班

奈特沒準備說太多話，但她妻子可沒打算少說。柯林斯則看

起來是個自走炮，有話就說。他年約 25，身材高壯，看起來

嚴肅拘謹。但他不拐彎抹角，才坐下沒多久，尚未寒暄幾句，

他就開始恭維班納特太太的女兒。他說他早就風聞幾位堂妹

的美貌，今日一見，才知傳聞遠不及事實，印證諺語“百聞

不如一見”。美貌之外，且個個顯得才華橫溢，真是一群才

貌雙全的淑女。這都是因母親生得好，也教得好。他相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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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時機到了，堂妹們就會一個個喜結良緣、宜室宜家去了。

對首度見面的 5 姐妹，他堂妹堂妹地叫，企圖拉近關係。柯

林斯這番客套話，並未能迎合每位聽眾，但班納特太太聽

了，可就舒服到心坎裡。 

班納特太太開口了，“如你所見，我的女兒個個秀外慧

中、人見人愛。我們雖初識不久，但我相信你是個好人，希

望你多為她們設想，不然如此優秀的女孩，將來都會一無所

有了。”柯林斯答道“夫人，對諸位堂妹日後可能面臨的困

境，小姪了然於心，也早有打算。但我是個謹慎的人，不會

貿然行事。我向堂妹們保證，我是仰慕諸位之名而來的。目

前我只能說到這裡，等我們彼此更熟悉時，…”這時僕人來

通知晚餐已備妥，眾人遂暫停談話，魚貫進入餐廳。 

本來被仰慕應是值得高興的事，但幾個姐妹立刻發現，

柯林斯所仰慕的，並不只她們 5 個人。他對班奈特太太向來

自負，客廳及餐廳那些不俗的擺設與家具，都仔細打量，摸

摸敲敲，讚不絕口。這樣的讚美，通常會讓班奈納特太太欣

喜。但她卻看出，柯林斯不過是在檢視他未來的財產。於是

他愈讚美，她愈心痛，她對柯林斯的好感，已蒸發掉了。 

坐定後，僕人陸續將一道道美味佳餚送上餐桌。柯林斯

大快朵頤之餘，忙不迭地詢問，是在座那位賢淑的堂妹，有

這麼好的廚藝？這讓班奈納特太太極度不悅，她帶著怒氣回

應，他們家有能力請得起好廚子，她的女兒，有很多可展示

才藝的地方，但廚房絕非其中之一。柯林斯拼命道歉，即使

後來班納特太太已和緩下來，表示不再介意了，他仍繼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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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將近 15 分鐘。馬屁難免拍在馬腿上，言多必失，古有名

訓。冷眼旁觀的班納特，對這位貴客不禁有些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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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一開始，班納特幾乎沒說什麼話，先觀察一下他的

客人，反正他妻子的話不會少，場面不至於泠清。等菜都上

完後，他開口了，且選個客人應會喜歡的話題。他說柯林斯

相當幸運，有凱瑟琳狄柏夫人這麼好的贊助者。此話題果然

深合柯林斯的胃口。他不斷讚揚凱瑟琳夫人，說此生從未見

過有像她這麼高貴的人，待人卻如此親切，毫無架子，對他

尤其欣賞與照顧。他愈講態度愈嚴肅，有如在崇敬上帝一般。 

這位對凱瑟琳夫人非常忠誠的牧師，表示他很榮幸，已

在凱瑟琳夫人面前佈道兩次，每次都讓夫人相當滿意，稱讚

他的口才及對“聖經”的領悟。夫人也已兩次邀他去她的莊

園羅辛斯(Rosings)晚餐了。前天，即星期六晚上，因夫人家

打牌三缺一，還派人來請他過去支援，簡直把他當成家人。

他說有不少人認為凱瑟琳夫人態度極高傲，但這完全是誤

解，他從未看過她對人不客氣。事實上，再沒比她更和藹的

人了。夫人跟他不只談教會及信仰的事，還關切他的生活。

夫人不時建議他早日成家，且提醒他要慎選對象。她也曾紆

尊降貴，來參觀他的牧師公館，對他的重新佈置很贊同，並

給他一些意見。 

班納特太太回應，“依你所描述，她應很討人喜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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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大部分身分高貴的女士，並不像她一般，都該跟她效法才

對。還有，你的公館離她的莊園近嗎？”柯林斯回答，就只

隔著一條路。班奈特太太又問，“你提過她目前守寡，那她

有其他家人嗎？”柯林斯回答，只有一個獨生女，她將來是

羅辛斯莊園及所有家產之繼承人。班納特太太要他描述一下

這位莊園未來的主人。“狄柏小姐是個非常迷人的年輕女

孩，美貌無人能及。人們說的國色天香，我想就是指她了。

據她的家教老師說，她具有多方面的才華，可惜她自幼體弱

多病，否則各項才藝便可更精進。她親切隨和，毫無貴族架

子，常坐在由小馬拉的敞篷馬車到處跑，看到人就打招呼。”

國色天香？伊莉莎白覺得此君未免太誇張。 

班納特太太問，“她覲見過國王嗎？”“狄柏小姐的身

體狀況不佳，使她禁不起到倫敦的長途奔波。但我告訴凱瑟

琳夫人，小姐未能出現在宮廷，是宮廷的損失。少掉這顆最

耀眼的寶石，宮廷有什麼看頭呢？夫人似乎很喜歡我這個講

法。我常會適時提供一些巧妙又雋永的恭維話，總能讓夫人

小姐們，聽了開心不已。我還曾不只一次跟夫人說，她的掌

上明珠，一看就有公爵夫人相。但她完全不需要這個爵號，

反而因為她，這個爵位才得以榮耀。這類話夫人愛聽嘛，我

就不時講一些，大家高興。”談論凱瑟琳夫人，是柯林斯最

愛的話題，只見他講得眉飛色舞。 

“你說的一點都沒錯。而且你很幸運，具備阿諛逢迎的

天份，這種能力可沒有太多人擁有。我可否請問你，這些能

讓人聽後樂到心坎裡的諂媚話，你是臨時起意呢，還是有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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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班納特倒不是取笑，而是誠心請教。這個提問，讓

柯林斯愈發得意。他答道，“通常是隨機應變。但有時我會

預想各種可能的情況，並編出一些適合恭維的錦囊佳句。每

每由事先的模擬過程中，我可得到很大的喜悅，這算是自娛

娛人吧！但即使是先想好的恭維話，效果要好，就得讓人以

為是不經意地脫口而出，這便得靠多練習了。”已經夠了，

班奈特不再發問。這位他們家園的未來繼承人，果然如他原

本所猜測，極為荒唐可笑。看著這位自以為是的牧師，滔滔

不絕地講授他的拿手絕活，班奈特有如在欣賞一齣荒謬劇。

偶而他會瞄伊莉莎白一眼，因他知這個女兒與他會有類似的

體會。 

晚餐結束，眾人移到客廳用茶。班納特覺得鬧劇該結束

了，不想再聽胡言亂語。他請客人為女士們朗讀，柯林斯立

即答應。有人拿來一本書，一看書是來自流動圖書館

(circulating library)，他立即退避三舍，並請女士們原諒，因

他從來不看小說。老四凱瑟琳皺著眉頭看他一眼，老么莉迪

亞則輕輕叫了聲“我的天啊！”居然有人不看小說！兩人

皆有如看到外星人。又送來幾本書，柯林斯考慮良久，最後

挑了本“對年輕女性之佈道集” (Sermons to Young 
Women，1766，俗稱為 Fordyce’s Sermons，為 James Fordyce 
(1720-1796)所著)。他剛打開書，莉迪亞便打個呵欠，有如

上課開始了。才讀到第 3 頁，由於他的聲音單調，加上書的

內容嚴肅，百般無聊的莉迪亞，已按捺不住了。她跟母親講

一些，從姨丈那裡得知有關軍官的事，且說隔天要去梅里

墩，打聽進一步的消息。聲音雖已壓低，卻仍聽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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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及伊莉莎白，均責備小妹的失禮，但來不及了，柯林

斯覺得受到冒犯。他把書放一旁，說“我注意到年輕小姐，

對內容正經八百的書，並不太感興趣。但此書乃是為她們寫

的，開卷有益，讀後必受惠良多。只是她們卻排斥，反而喜

愛那些沒營養的言情小說。不過我不會勉強我年輕的堂妹

了。”朗讀到此為止，他轉向班納特，要挑戰他雙陸棋

(Backgammon，亦稱百家樂棋)。班納特欣然接受挑戰，還誇

他能接地氣，做出明智的抉擇，讓女孩子們不必被約束在這

裡，可以去自由活動了。班奈特太太及兩個大女兒，再度為

莉迪亞缺乏禮貌的行為致歉。並保證若他下次再讀，不論讀

那一本，每個女孩都會專心聆聽。柯林斯則倒過來保證，他

對剛才的事，一點都不介意。對堂妹的仰慕，也絲毫未減。 

由於已有穩定的工作，又有間好房子，現在就差個妻

子。傳聞裡，龍柏園有多位既美麗又好相處的淑女。若傳聞

為真，柯林斯便準備從這裡物色妻子。這是他來訪的目的，

他信中所提到的補償，就是從五姐妹裡，挑選一位為妻。他

對自己才智過人，想出這個兩全其美的計畫，相當自豪。而

這樣的慷慨及無私，相信日後也必廣為傳誦，引為美談。他

見到她們後，更強化執行計畫的決心，因傳聞一點都不假。

尤其珍的美貌，更令他滿意。這亦吻合他一貫的想法，長女

該先出嫁。於是在抵達的第一天，他便已選定目標。大事底

定，一切將水到渠成，當晚他睡得很安穩。 

豈料第二天早上，目標便須更換。早餐前，柯林斯與準

岳母洽商結婚事宜時，碰了個釘子。他從他的好工作及好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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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談起，當然也不忘再講一遍凱瑟琳夫人對他有多好。然後

說出他的精心規劃，即擬自龍柏園為牧師公館找位女主人。

而這便是他預計對堂妹們提供的補償，因她們此後便能繼續

住下去了，班奈特太太聽了滿心歡喜。只是當柯林斯說出珍

配他很適合時，她不得不告訴他，珍已快訂婚了。柯林斯當

機立斷，將對象換成伊莉莎白。不論年紀及美貌，她都僅次

於珍。既然珍不行，那當然就輪到她了。再度，柯林斯覺得

大事底定，他滿意計畫進展的順利。 

一切稱心如意，上天真太厚愛她了！班納特太太對有兩

個女兒即將出嫁，且一個嫁給有錢人，一個嫁給龍柏園下一

任主人，實在高興萬分，沒有比這更好的安排了。前一天讓

她痛恨不已，看成強盜來搶奪家產的柯林斯，才不過第二

天，便被她視為東床快婿了。 

 

19 

莉迪亞昨天已說今天要去梅里墩，除瑪莉外，其餘三個

姐妹，都同意與她一起散步過去。早餐後，班納特本想一個

人在書房裡清靜一下，奈何柯林斯隨著他進去，且從書櫃挑

了一本最厚的書。雖說要看書，卻開始嘮嘮叨叨。只是他的

故事，講來講去，就是他的好工作、好房子，及凱瑟琳夫人

對他多好等，班奈特早已聽膩了。暗示及明示都制止不住

他，班納特不得不叫進莉迪亞，要她邀柯林斯同行。事實上，

柯林斯也比較適合走路而非閱讀，所以他毫不猶豫地闔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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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巨著，跟著一群女孩子出門。顏如玉就在眼前，書中虛無

縹緲的顏如玉，自然不會在乎了。 

到了梅里墩，兩個小的四處尋覓軍官的身影。她們終於

看到素來熟識的軍官丹尼(Denny)，他與另一位她們沒見過的

軍官走在一起。丹尼幫她們介紹，那位軍官叫威克姆

(Wickham)，剛加入民兵團。此人外表英挺帥氣、斯文有禮，

且談吐不俗，在軍官裡顯得相當突出，立即引起幾個姐妹的

留意。正寒暄時，有馬匹接近的聲音，原來是達西跟賓利來

了。賓利看到珍很高興，說他們本來要去龍柏園探望她，達

西點頭表示附合其說法。賓利又說珍可以出來走，表示已康

復了。達西沒開口，且決定不盯著伊莉莎白看，好不容易脫

離險境，不可再陷入，他轉過頭卻看到威克姆。 

伊莉莎白發現兩個男士四目相望時，彼此臉色瞬間都變

了，勉強相互打個招呼後，頭便都轉開。怎麼回事？她感到

很不解。賓利並沒注意到這一幕，因他正跟珍熱絡地聊天。

之後，賓利與達西策馬離開，心上人已見到，龍柏園自然不

必去了。丹尼與威克姆，兩人相當紳士地陪著班奈特姐妹一

行，走到她們姨丈菲利普斯的家。雖莉迪亞力邀他們一起進

去，姨媽也竭誠歡迎，兩位軍官仍致意後便告辭了。 

珍向姨媽介紹柯林斯，她客氣地招呼他，他也很有禮貌

地回應，並發揮他恭維的本領，讓菲利普斯太太對他印象良

好。見柯林斯又要講個不停的樣子，班奈特姐妹忍不住打斷

他，因她們急著向姨媽打聽威克姆的底細。她們之前所遇過

的軍官，不論氣質或外表，均不及他；談吐的溫文儒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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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遠遠不如他。可惜姨媽除了說，是丹尼將威克姆自倫敦找

來，且他官拜中尉外，所知便不多了。姨媽為了讓外甥女們

高興，就說她們的姨丈，本來已邀了幾位軍官，隔天晚上到

家裡玩牌，如果姐妹們也能夠來，她允諾會請姨丈設法邀威

克姆一起來。她會準備一些熱食宵夜，盼柯林斯亦能賞光。

初次見面便受邀，柯林斯喜不自勝，覺得自己太受禮遇了。 

達西與威克姆碰面時，何以兩人皆顯得尷尬，伊莉莎白

百思不得其解。遂在步行回家的途中，跟姐姐說了。即使一

向與人為善，常幫人講好話的珍，這次也無法替他們不尋常

的反應，給出合理的解釋。跟姨媽的明日之約，令姐妹們相

當振奮，抵家後，立刻爭先恐後地跟父母報告。兩家那麼親，

班奈特毫不考慮地答應，他妻子隨即著手為她們安排明日的

交通工具。這場約會的起因，是想認識一位讓她們感興趣的

軍官，這事女孩子們當然絕口不提。原本柯林斯表示來作

客，不宜整晚丟下主人外出，打算婉拒邀約，留在家裡。那

怎麼行？班奈特極力鼓勵他同去。能有機會甩開他，安靜過

一晚，豈可失去？於是次日晚上，一輛大馬車，便載著五姐

妹及柯林斯至梅里墩。 

到了姨丈家，起先那些軍官仍未到。柯林斯環顧四周，

菲利普斯家的佈置之精緻，令他再三讚嘆。然後一如以往，

凱瑟琳夫人的名字，不會不出現，她的豪宅羅辛斯莊園，也

不會被遺忘。他還特別提到，單單一個壁爐架，就要 8 百英

鎊(約今日 320 萬台幣)。這都可買間小房子了！菲利普斯太

太聽了咋舌不已，心想牧師講的話，應不會是假新聞，將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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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轉告諸親友。柯林斯的那套言詞，班奈特姐妹已聽到厭

煩，但柯林斯發現，菲利普斯太太很專注地聽，這讓他講得

更起勁了，也不忘把他自己的牧師公館吹噓一下。終於他的

大吹法螺不得不停止了，因包含威克姆在內的幾位軍官到

了。 

本地的軍官，大多素質不錯，不但英姿颯爽且斯文有

禮。再度見到威克姆，伊莉莎白仍覺他在各方面，都比她所

知的其他軍官更傑出，不禁開始對他有些傾心。如果說威克

姆是當晚最快樂的男士，伊莉莎白則是當晚最快樂的女士。

因每位班奈特小姐都注意他，而他卻選擇坐在伊莉莎白旁

邊。一開始他只不過談談天氣，並無特別的主題，但原理正

如“情人眼裡出西施”，這樣的隨便聊聊，就已讓伊莉莎白

覺得跟他談話很有意思。另一方面，有這幾位軍官在，柯林

斯不顯得黯淡無光也難。幸好菲利普斯太太對他一直有興

趣，雖忙來忙去，仍不忘偶而過來招呼他。所以，柯林斯的

點心及飲料，一直不曾少過。 

伊莉莎白最想知道的，是達西跟威克姆間，以往究竟有

什麼過節，但她並不好意思問。在不著邊際地聊了一陣子

後，威克姆居然主動提到達西。他問她達西在這裡待多久

了？伊莉莎白答“大約有 1 個月。”為不讓此話題就此結

束，她補了一句“聽說他在達比郡有龐大的家產。”“這我

知道，他的家產一年可獲利約 1 萬英鎊。他的大小事，沒人

比我更清楚了，因我自幼起，就與他們家關係匪淺。”見到

伊莉莎白滿臉訝異，威克姆又道，“你跟達西熟嗎？你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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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留意到我們相遇時，雙方態度都很冷淡。”“熟到超過

我想要的。”伊莉莎白有些激動，她說“我曾跟他在同一屋

簷下，至少相處 4 天，他挺討人厭的。” 

威克姆說，“我認識他太久，也太了解他，所以他是否

討人厭，並不適合由我來論斷，因說不定我不夠客觀。但我

相信你對他的看法，會讓很多人驚訝。你在別處恐怕就不會

這樣講了，畢竟這裡四周都是你的親人。”“除了在尼德斐

莊園外，我在那裡都能這樣講。他討人厭是個事實，我那會

有什麼顧忌講呢？他在哈特福郡絕不可能受歡迎，沒有人會

喜歡像他那麼傲慢的人。”伊莉莎白斬釘截鐵地說。“不論

正面或負面，人都該受到名副其實的評價，否則會令人不

平。但他的財富，使他很容易帶風向，於是人們有如被蒙蔽

了雙眼，看不清他的真面目，對他給出他想要的讚美，也就

是全屬名不副實。沒辦法，有錢都能使鬼推磨了，何況只是

想浪得虛名。但人那麼容易受騙，無法了解真相，的確令人

遺憾。”威克姆說。“即使我對他認識有限，但我想他的脾

氣並不太好。”伊莉莎白回了一句。何以威克姆將達西貶得

如此低，伊莉莎白並不完全理解。她只是沒那麼喜歡達西，

倒不覺得他是個壞人，遂這麼答。 

交談停頓了一陣子後，威克姆繼續說，“不知他是否有

想在哈特福郡待久一點。”“不知道耶。我在尼德斐莊園住

的那幾天，都沒聽他說要走。希望你待在民兵團的計畫，不

會受他是否會留在這裡的影響。”伊莉莎白的心裡仍是傾向

威克姆。“當然不會，我坦蕩蕩不須躲著他，他休想趕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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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若想看不到我，唯一的辦法，就是他自己離開。他曾對我

傷害很大，我們不是朋友，看到他我就難受。但我不需躲著

他，該躲的人是他，心虛的人才須躲開。他的父親，已故的

老達西先生，真可說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也曾是我最真誠的

朋友。每次見到達西，便會勾起我對老達西先生的回憶，於

是忍不住悲從中來。唉！他對我的諸多惡劣行為，如果傳出

去，將會是大醜聞。要不是他違背老達西先生的遺願，讓老

達西先生蒙羞，我本可寬恕他對我所做的一切。” 

伊莉莎白全神貫注地聽，她對達西究竟曾做了那些損人

的事，相當好奇。但由於涉及個人隱私，且跟威克姆又是初

次交談，因而並不好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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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白有興趣的話題中斷了，因威克姆開始談他來梅

里墩後的觀感。不論是人或社交生活，他喜歡這裡的一切。

他還解釋為何他會來這裡，及為何會加入民兵團。最後，話

題又回到達西身上了。他說投身軍旅，是他人生一大轉折，

並非他原本的志向。他自幼便接受神職人員的教育，理應從

事神職才對，這也是他最想做的工作。要不是剛才提到的那

位紳士搞鬼，他便能有個收入相當優渥的牧師職位。伊莉莎

白聽了大吃一驚，想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威克姆說“已故的

老達西先生，在遺囑中特別書明，當地教區薪俸最高的牧師

一職，一旦出缺，便由我接任。他是我的教父，對我的疼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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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永遠無法回報的。他本想讓我過舒適富裕的生活，只是

他過世後，當那個牧師職位空出來時，接的人卻不是我，而

給了別人。” 

“怎麼可以這樣？太沒天理了！你為什不去告他？”

伊莉莎白相當氣憤。“因為遺囑中，對此事沒有寫得很明

確，若訴諸法律，並不見得對我一定有利。而且那樣就會將

老達西先生牽扯出來，非我所願。但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人，

都不會誤解遺囑裡的意思。只有達西，他居然解讀成，那只

不過是有條件的推薦，而我不符合被推薦的條件。我的人品

及言行等，均被他醜化到不行，因而不夠格，無法擔任該聖

職。事實上，我除了偶而直率地說出我對他的看法外，並不

曾犯什麼大錯，亦不曾得罪他。但他就是極度痛恨我，不讓

我有立足之地。”伊莉莎白道，“這實在太令人震驚了！應

將他的惡行，公諸於世，不能放過他。”“不是不報，時候

未到。總有一天，他的罪行會被揭發，但不該由我來做，除

非我忘記他父親曾對我的恩惠，而我是個極知感恩的人。”

伊莉莎白覺得威克姆實在是個品德高尚的人，愈來愈被他吸

引。 

想了一下後，伊莉莎白說，“只是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呢？動機何在？”“嫉妒吧！如果老達西先生沒那麼喜歡

我，應該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從我很小的時候起，老達西

先生就對我非常好。而為了跟我爭寵，為了排擠我，他做出

一件又一件毫無道理的事，也就不足為奇。”威克姆平靜地

說。伊莉莎白道，“我從沒想過達西如此惡劣，雖然我自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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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喜歡他，但過去我並沒認為他這個人很壞。我以為他只

是普遍對人態度傲慢，鄙視大部分的人。不知他會如此毫不

留情地報復人。”經過片刻回想後，她又說“記得我在尼德

斐莊園待的期間，有天達西說，對於別人犯錯，或得罪他，

他都不容易忘掉。看來這個人很可怕，相當會記仇，千萬得

罪不得。”威克姆道，“這我就不宜多說了，我很不想批評

他。” 

再度思考後，伊莉莎白道，“居然如此對待他父親的教

子，及最疼愛的人！”她本來還想加上“而且還是像你這樣

的年輕人，任何人只要看到你，就敢擔保你為人溫柔親切。”

不過最後覺得不妨保留一下，遂改口成“而且可能還是他幼

時的玩伴。這樣講對吧！”“我們兩人出生在同一莊園，因

而也就屬同一教區。我們可說是從小像兄弟般一起長大的，

也享受同一位父親的愛。先父起先是跟你姨丈菲利普斯先生

同行，擔任律師，但為了替老達西先生效勞，他放棄自己的

事業，全心全力照料潘伯利莊園。老達西先生相當倚賴他、

信任他，也感激他。因而在先父臨終前，老達西先生主動向

先父承諾，會撫養並照顧我。我相信，這一方面顯示老達西

先生對我的厚愛，一方面也是老達西先生回報先父對他一輩

子的忠心付出。” 

“很奇怪耶！”伊莉莎白有些納悶。“以達西向來的心

高氣傲，居然沒有促使他必須公正地對待你。不正派畢竟不

值得為傲，我說他對你做出這樣的事，就是不正派。”“這

的確令人想不透。你說的沒錯，他就是傲慢，傲慢是他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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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他的一切不合理行為，要是追根究柢，幾乎都是基

於傲慢。但總有例外，他對我的痛恨，超過他的傲慢之心。”

“像他那種令人厭惡的傲慢，可曾帶給他任何好處？”伊莉

莎白問。“也是有的。你知道，傲慢的人往往要面子。於是

他出手大方、殷勤招呼客人、善待他的佃戶，還救濟窮人。

他家財萬貫，且持續增加，錢他根本不太在乎。所以仍會有

受惠者肯定他。因傲慢，他視維繫家族聲望於不墜為己任，

置個人錢財於度外。他絕不允許自己被說有辱家門。也因為

傲慢，他是個好哥哥，對他唯一的妹妹非常慈愛，照顧得無

微不至。” 

伊莉莎白好奇達西小姐是什麼樣的女孩？威克姆搖搖

頭說，“我很希望能多誇獎她，說他們家的人不是，總讓我

難受得很。但她太像她的哥哥了。一言以蔽之，她也是傲慢。

小時候還好，活潑可愛。那時她相當黏我，我也花了很多功

夫陪伴她。不過，一切都過去了，如今我們形同陌路。她長

得很美，現在差不多 15、6 歲了，聽說也頗具才華，我已好

一陣子沒到她了。自從她父親過世後，她就一直待在倫敦，

有一位家庭教師跟她住在一起，並教導她課業。”聊了一些

別的事後，話題又回到達西身上。對這位令她相當討厭的

人，伊莉莎白就是忍不住對他的興趣，想多知道些有關他的

事情。 

“達西跟賓利怎會那麼好？這一直很令我想不透。我確

定賓利是個很好的人，待人的親切誠懇，真是沒話說。兩個

個性南轅北轍的人，卻很合得來，孟不離焦，焦不離孟。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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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看起來相當聰明，應不至於不了解達西是什麼樣的人吧！

對了，你認識賓利嗎？”“一點都不認識。”威克姆說。“賓

利說不定就是不清楚達西的為人。事實上，他只要願意，想

取悅誰，就能取悅誰，這個本事他絕對是有的。對財力能跟

他相匹比，或地位比他高一等的人，他會收起他的傲慢。” 

牌桌暫時休息。菲利普斯太太問柯林斯牌運如何？他說

輸了 5 先令(0.25 英鎊)，還他強調，換了別人可能會很心疼，

但他幸好有凱瑟琳狄柏夫人這位慷慨的贊助人，就這麼一點

錢，他完全不會放心上。威克姆注視柯林斯一陣子，低聲問

伊莉莎白，他是否跟狄柏家族很熟。伊莉莎白回答，“凱瑟

琳狄柏夫人，不久前才給他目前這個牧師職位，我不知他們

是怎麼認識的，但我相信他認識夫人應不會太久。”“凱瑟

琳狄柏夫人跟安妮達西夫人(Lady Anne Darcy)是親姐妹，這

個你知道吧！也就是說狄柏夫人，為我們剛才在談論的那位

紳士之姨媽。”“我一點都不知道耶！事實上，在昨天之

前，我從未聽過凱瑟琳夫人的大名。” 

威克姆繼續透露，“她女兒，也就是狄柏小姐，將來會

繼承一大筆財產。熟知內情的人，都等著看她跟她表哥，親

上加親，把兩份家產合而為一。”此一天大的消息，讓伊莉

莎白感到驚訝，不禁開始同情卡洛琳了。這位賓利的妺妹，

在達西身上下了那麼多功夫，還很關心他妹妹，但看來心血

都將白費了。不過此段秘辛，目前當然不講為妙。伊莉莎白

說，“柯林斯對凱瑟琳夫人及她女兒，都無比推崇。凱瑟琳

夫人對他好，我並不懷疑，但我認為他對她的過度感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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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他未能看清真相。因從他的描述中，我猜測凱瑟琳夫

人，應是個既傲慢又自負的人。而不是如他所形容的‘沒人

比她更和藹’。” 

威克姆回應，“你說的完全正確。雖我已好幾年沒見到

她了，但印象中，我從來沒喜歡過她。你知道她們那種貴夫

人，就是經常擺出一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神情。也許有

人覺得她聰明能幹，且人情練達。但我寧可相信，這種好名

聲，先是人人懾服於她的財富及地位，心理上矮她一大截，

在她面前習於唯唯諾諾。久後遂以為她很了不起，天縱英明

似的。再來就是她的外甥也有貢獻，因交往的朋友都夠懂

事，知道奉承她姨媽。久後黑的都能變白，她虛假的好名聲，

便是這樣出來的。世上名實不副的事，屢見不鮮。”伊莉莎

白覺得威克姆分析得很有道理。他們繼續聊著，直到牌桌都

陸續結束，仍意猶未盡。 

宵夜開始後，班納特家的其他姐妹，才有機會跟威克姆

好好講上話，不論談話的內容，或舉手投足，他均令大家都

很欣賞。離開舅舅家的時候，伊莉莎白滿腦子都是他。 

 

21 

從阿姨家回來的隔天，星期四上午，伊莉莎白找姐姐珍

一起走到樹林裡。她跟珍講昨天在阿姨家，與威克姆的交談

內容。乍聽之下，珍震驚不已，立即的反應是，如果達西是

這種人，賓利怎可以繼續跟他交朋友？但仔細一想，達西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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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看都不像是惡人啊！只是威克姆待人那麼親切誠懇，也不

像會說謊啊！她覺得雙方都是好人，因而中間應是有什麼她

們所不知的誤會。何況如果達西人品真的這麼低劣，怎可能

騙過他最親近的那些朋友？不要說賓利，連賓利的姐妹都騙

不過。伊莉莎白說，她覺得賓利被騙，應比威克姆憑空捏造

那些事，還有可能。兩人正在討論不休時，女僕來通知她們

有客人來訪。 

原來賓利跟他姐妹，三人親自送邀請函來。大家盼望已

久，尼德斐莊園的舞會，將於下星期二舉行，請闔第光臨。

賓利姐妹熱絡地問侯珍，珍在她們家住到星期日，彼此其實

並未分別太久。但兩人對珍卻表現出，像一日不見，如隔三

秋般的思念。不過對此家庭的其他成員，她們就不太搭理

了。跟伊莉莎白根本沒講到幾句話，且儘量避開班納特太

太。至於這家的其他人，則連正眼都不瞧一眼。而且才坐下

並沒太久，毫無徵兆地，兩姐妹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匆匆告

辭便往外走，有如要逃離班奈特太太的熱情接待。突兀的舉

動，還讓賓利嚇了一大跳。 

即將來臨的舞會，讓班納特母女，個個都興奮無比。班

納特太太喜不自禁，逢人便說，舞會的邀請函，不是按一般

禮節寄過來，或請僕人送來，而是賓利帶著他的姐妹，專程

送來。禮數周到，且誠意十足，這場舞會根本就是賓利特地

為她長女辦的。她覺得珍的婚事，已十拿九穩，剩下的不過

是時間問題而已。即使向來不愛參加社交活動的老三瑪莉，

也輕易為自己找到這次參加的理由。而伊莉莎白已決定，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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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要跟威克姆跳上好幾支舞。另外，她將特別留意達西的舉

止，一定要找到他品性不佳的確切證據。 

除非必要，伊莉莎白很少跟柯林斯說話，其他姐妹當然

也是如此，柯林斯其實有點孤單。但在為這場舞會挑妥禮服

後，她心情大好，忍不住對他開口。伊莉莎白問他，是否會

接受賓利的邀請？當柯林斯給出肯定的答覆時，她又好奇地

問，身為神職人員，參加舞會這種夜間娛樂活動恰當嗎？令

她相當訝異的是，柯林斯不以為須有任何顧忌。他說當他翩

翩起舞時，既不擔心凱瑟琳夫人會皺眉頭，也不怕遭到坎特

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英國國教會的最高領

袖)之譴責。柯林斯說，希望當晚能有幸跟每位美麗的堂妹都

共舞。他又特別請求伊莉莎白，務必將頭兩支舞保留給他。

他不依長幼之序，乃有正當理由，並非對珍不敬，相信她會

諒解他。 

慘了！真是自投羅網！伊莉莎白怪自己多嘴，好心過

頭。她本來的如意算盤，是將一開始的兩支舞，都留給威克

姆。如今卻選個最不恰當的時機，對這位她毫不想跟他跳舞

的男子，釋放出善意，導致自己陷入困境。但已來不及了，

既然對方開口，她若不硬著頭皮答應，就太失禮了，何況威

克姆根本還沒邀她。從來好事多磨，看來她與威克姆的幸

福，不得不延後了。當她盡可能擠出優雅的笑容，接受柯林

斯的邀請後，他殷殷勤勤的態度，讓聰明的伊莉莎白，立即

懷疑他尚有其他打算。她不禁在心裡哀號，難道她成為他的

獵物了嗎？她是否被看中，準備押回去，當他牧師公館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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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而當羅辛斯莊園的牌局人數不夠時，她是否得去湊

數，陪那位“最和藹”的凱瑟琳夫人打牌，還須顯出榮幸萬

分的樣子？ 

看來不是自作多情，伊莉莎白愈來愈覺得，她的懷疑很

可能為真。因柯林斯對她愈來愈克恭克順，姐妹這麼多，他

卻特別愛跟她接近，且常聽到他讚美她聰明、能幹、敏捷，

及貌美等。本來被誇獎，顯示魅力能發威，理應高興才對。

只是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人，乃是她一點都不感興趣者，因

而並沒什麼好喜悅的。沒過多久，伊莉莎白發現，她母親對

她常暗示或明示，她對此婚事很滿意。情況雖相當不妙，但

她選擇一切都先不理。不論母親說什麼，她都不回應。沒必

要現在就引起爭執，畢竟柯林斯也未必求婚，何須太早為此

事煩惱？甚至她也不刻意避著他，裝出不知發生什麼事的樣

子。 

賓利一家送來邀請函，他們離開不久，便開始下雨，每

天都是淅淅瀝瀝的雨聲，直到舞會當天才停止。下雨出不了

門，而沒去阿姨家，也就沒有那些軍官的消息。伊莉莎白自

然也無法與威克姆有進一步認識的機會。她唯一能做的，就

是盼望著星期二的來臨。 

星期二傍晚，才走進尼德斐莊園的客廳，伊莉莎白便東

張西望，想自穿紅外套的軍官群中，尋找威克姆，只是卻不

見他的蹤影。難道他沒來嗎？從之前的談話，尤其他曾說他

坦蕩蕩，不須躲著達西，所以她壓根沒想到他有可能缺席。

既然認定他必會來，她比平常更用心地打扮，興高采烈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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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各種準備，務必讓自己以最佳狀態呈現，以征服那顆尚未

完全臣服的心。她信心滿滿，相信今晚結束前，他對她的愛

慕，便將五體投地了。豈料他竟然沒出現，女為悅己者容，

精心打扮全都白費了。咦？她腦中浮現出一可怕的疑慮：會

不會是賓利為了討好達西，才刻意不邀威克姆？ 

就在伊莉莎白想著達西未免太可惡時，她聽到他的朋友

丹尼，正在回答莉迪亞關於威克姆何以沒來的詢問。原來他

也被邀請，但因有要事，於昨天前往倫敦，目前尚未回來。

丹尼還帶著一抹若有似無的微笑說，“如果不是為了避開這

裡的某位紳士，我想他也不會剛好必須去倫敦一趟。”好

吧！並不是故意不邀他，原先的猜測不對。但伊莉莎白仍覺

得威克姆不出現，責任就是在達西身上。於是當達西過來親

切地問候她時，憤怒使她無法平靜地回答。她必須對威克姆

忠誠，若對惡劣的達西友善或寬容，便是傷害無辜的威克

姆。她決定不再跟達西交談，轉身離開時，臉色難看之至，

讓達西莫名所以。甚至後來賓利跟她寒暄時，她仍滿肚子

火。遷怒他的識人不明，及對朋友如此盲目偏愛。這兩個人

是一夥的，她都不想理會了。 

不過讓壞心情維持太久，從來就不是伊莉莎白的本性。

雖然她對今晚的期待已落空，在將所有不如意，一股腦全告

訴夏洛特後，一切煩悶及怒氣，也就隨即消失了。接著她談

起那位遠房堂兄柯林斯的種種趣事，這更使她的心情開朗起

來。舞會即將開始，當柯林斯昂首闊步地走過來時，她還介

紹他給夏洛特。只是音樂響起後，又讓她掉入悲慘世界。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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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斯不斷踩到她，也不斷道歉。他還左右不分，常跳錯方向，

卻渾然不知。一支舞跳得不但毫無美感，且相當醜陋，令她

尷尬無比。伊莉莎白這輩子跳舞，從未這麼羞愧過。音樂怎

像綿綿無絕期呢？好不容易樂聲終止，柯林斯卻不讓她走，

因還有一首。總算事先允諾的兩首結束，解脫了！她有如順

利逃出牢獄，欣喜若狂。 

接下來伊莉莎白與一位軍官共舞，她跟他談起威克姆。

他說威克姆風評不錯，人緣頗佳。心上人被誇獎，她聽了很

愉快。幾支舞後，由於音樂暫停，她遂退到一旁休息，跟夏

洛特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突然，旁邊有人開口邀舞，一看

居然是達西。她嚇了一大跳，根本不知道他何時走到她身

邊，幸好剛才並沒批評他。慌亂之下，腦中一片空白，竟然

點頭同意，還微笑欠身為禮。任務達成，他立刻就走開，而

她也立刻就後悔。伊莉莎白懊惱自己怎會瞬間失去鎮靜，不

但沒拒絕，且還給他一個微笑。這是個惡人，即使答應，也

該板著一張臉才行，否則便是背叛威克姆。夏洛特安慰她，

“安啦！你會發現他很討人喜歡。”“拜託！別咒我，這種

事絕不可以發生。你極度痛恨的人，卻很討人喜歡，世上還

有比這更糟的事嗎？” 

 

22 

舞會即將再度開始，達西走向伊莉莎白。看到這位大人

物，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夏洛特感到好笑，心想：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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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她忍不住在伊莉莎白耳邊悄聲

提醒，“千萬別犯傻，不可只因喜歡一個小軍官，就對一個

身價比他高十倍的男子擺臉色”。伊莉莎白沒有時間回答

了，隨著達西走到舞場。才一站定，她立即好奇究竟發生什

麼事？只見左右眾女士，無不投來欽羨的眼光，這是她生平

首次成為舞會的焦點。她此時方才體會，原來獲准站在達西

對面，是多麼尊榮。“哇！我是灰姑娘耶！”她不禁覺得有

些滑稽。她想起來了，除了賓利姐妹，在梅里墩，達西可不

曾跟誰跳過舞，她同意自己的確太不識好歹了。 

兩人隨著音樂起舞，但都沒說話。這個人是怎麼回事？

伊莉莎白心想：難道我們就這樣，不說一句話地跳兩支舞

嗎？不對，逼他講話，才是對他的懲罰。她遂開口，隨便講

些有關這場舞會的事，達西簡短回答後，又陷入沉默。得再

逼他一下，伊莉莎白開口道，“該你說了，我剛才已談過舞

會了。你要講房間的大小，或跳舞人數的多寡都可以。”達

西微微一笑，說不論她要他講什麼，他都遵從。“很好！目

前這樣就夠了。說不定再過一陣子，我會說比起公共舞會，

私人舉辦的舞會更令人愉快之類的。此刻我們可以暫時安靜

一下。” 

達西感到有趣，“你跳舞時，向來都照著規矩說話

嗎？”“有時候會這樣。兩人在一起半小時，卻全程不語，

不是很奇怪嗎？多少總該講點話吧！但為了某些人的方

便，交談宜做些設計，以儘量降低他們開口講話的麻煩。”

達西覺得更有趣了，“你這樣講，是你一向的想法，還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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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體貼我的感受，才特地這樣說？”“都有。”伊莉莎白淘

氣地說，“我發現，我們兩人的個性有一些類似的地方。我

們都不愛交際，都沉默寡言，除非我們預料能出口成章、妙

語如珠、言之成理，甚至語驚四座，否則寧可選擇閉嘴，不

說就是不說。”達西說“我確定你的個性，並不怎麼像這個

樣子。至於我的個性，到底有多像你所形容的，這我就不敢

多說了。不過你應自認對我的描述很精準吧！”伊莉莎白卻

客氣起來，“我也不敢這麼講。” 

再度陷入沉默。過一會兒，達西問伊莉莎白，她們姐妹

是否常步行到梅里墩？給出肯定的回答後，她卻禁不住誘

惑，補了一句“在梅里墩遇到你那天，我們交了一個新朋

友。”這句話效果不錯，達西臉色瞬時變了一下，但立刻浮

現高傲的神色，不說一句話。伊莉莎白頓時怪自己多嘴，那

壺不開提那壺，一時不知該說些什麼。唉！她發現原來自己

也有辭窮的時候。經過好一陣子，達西勉強說道，“老天爺

眷顧威克姆，讓他外表出眾，談吐生風，使他容易交到朋友。

但朋友是否留得住，那就不曉得了。”“老天爺對他的眷顧

仍不夠，他失去你的友誼。”伊莉莎白再也克制不住了，她

又強調，“失去你的友誼可非同小可，造成的慘痛，將使他

終身受苦。” 

達西不想再糾纏這些，當他企圖改變話題時，盧卡斯出

現了。他本來是要穿過跳舞人群，到房間另一頭去。由於看

到達西，他遂停了下來。行個大禮後，盧卡斯先長篇大論地

恭維達西及其舞伴之舞姿曼妙。然後他提到今晚除舞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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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附帶的喜事也很令人興奮，說時望向賓利及珍的方向。

他本想再繼續說下去，但警覺到不該太打擾這雙璧人，遂匆

忙離去。達西對盧卡斯之恭維並不太在意，但喜事之說令他

訝異，他用眼角餘光，瞄了賓利及珍一下，他們正渾然忘我

地相擁而舞。他回過神來，問他的舞伴，“抱歉，被盧卡斯

打斷，我忘了我們剛才在講些什麼。”伊莉莎白說，“我認

為我們根本沒在講什麼。兩個無話可說的人，怎會被打斷？

唉！我們已試過兩三個話題，都不成功。接下來能聊些什

麼？我真的技窮了。” 

“你對書有什麼看法？”達西帶著微笑問。“書喔！我

確定我們兩人不會讀相同的書，即使讀一樣的書，感想也必

大為不同。”伊莉莎白對跟他談書沒興趣。“這樣我們反而

可比較相異的觀點啊！”達西道。伊莉莎白仍不願意，

“不，我不想在舞廳裡談書。書可在餐廳或客廳出現，但不

是在舞廳。況且，我現在腦海裡，被其他事佔據。”“你常

這樣嗎？想別的事？”達西帶著懷疑的語氣。“對，我經常

如此。”伊莉莎白不知自己在說些什麼，因她的思慮已飄到

老遠。突然她說“達西先生，你曾說過，對於別人犯錯，或

得罪你，你都不容易忘掉。是不是這樣？所以你對怨恨別

人，應很謹慎吧！”“沒錯，我是很謹慎。”達西堅定地說。

“而且，你絕不允許自己受偏見的矇蔽嗎？”“我希望不

會。”“不易改變看法的人，是不是從一開始，就要確定自

己的判斷要相當精準。”伊莉莎白簡直沒完沒了。 

達西不得不問，“可不可以告訴我，你為什麼老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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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只是想刻畫你的性格。”伊莉莎白儘量輕鬆地說。

“那你成功了嗎？”達西問。伊莉莎白搖搖頭，“我被弄糊

塗了。不同的人，對你的描述，上下差異很大，我不知該相

信那一個。”“這我可以想像。只是既然存在各種不同有關

我的說法，班奈特小姐，我建議你不要現在就刻畫我。再過

一陣子吧！不然對你我都不公平。”“但如果現在不弄清楚

你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以後可能就沒機會了。”“那我絕不

會阻撓你的雅致。”達西冷冷地說。伊莉莎白也不說了，兩

人默默地跳完另一支舞，然後分開。雙方對剛才的交談都不

太滿意，不過由於達西對伊莉莎白，有止不住的好感，因而

很快就原諒她，並把怒氣導向另一人。 

伊莉莎白才一退到場外，卡洛琳便向她走過去。雖堆著

笑臉，那輕蔑的表情卻完全藏不住。“伊莉莎白小姐，聽說

你喜歡威克姆先生？你姐姐向我東問西問，就是想知道有關

他的事。只是我發現，即使他跟你說了再多，卻忘了告訴你，

他父親曾為老達西先生的管家。身為朋友，我不得不提醒

你，這位先生講的話，千萬不可全信。他所說達西對他的迫

害，沒有一句是真的。事實上，達西一直善待他，但他卻以

最可恥的方式回報達西。細節我並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我很

清楚，那就是達西絕對無可指責。他雖不能忍受別人提起威

克姆，但當我哥哥無法不將威克姆列入舞會邀請名單時，他

並未阻止。後來威克姆自己避開，我哥哥還如釋重擔。這個

惡名昭彰的人，居然敢來這個地區，真是有夠大膽。不過，

對像他那種出身的人，我們本來就不能有太高的期待。只是

你喜歡的人，居然是這種，怎麼說？對了，痞子！伊莉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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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不要介意，我真有點同情你。” 

伊莉莎白憤怒了，“你講了半天，完全沒說出他到底犯

了什麼錯。聽起來他唯一的錯，就是出身？因除了他身為老

達西先生管家的兒子外，我沒聽到你指控他做出什麼壞事。

至於他的出身，不要驚訝，他全告訴我了。”“抱歉，算我

多管閒事了。”卡洛琳冷笑一聲，轉身走開。 

“真是無禮的女孩。”伊莉莎白在心中暗罵一聲。“如

果以為利用這種毫無依據的抹黑，就能影響我，未免太傻

了。會採這種低劣的手法，只顯示你的任性無知，以及達西

的可惡。唉！真是一丘之貉。”她要去找姐姐，珍受她之託，

負責向賓利打聽一些事情，不知是否已問出什麼名堂來？ 

 

23 

伊莉莎白走到珍身邊，只見她容光煥發，臉上帶著甜美

滿足的笑容，不難想見她今晚過得有多麼愉快。頓時對威克

姆的關懷，及對達西的不滿，全都拋開了。那些豈有什麼大

不了呢？姐姐能得到她最想要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關於威克姆，你有打聽出什麼嗎？當然如果你因太快

樂，把別的事都忘光光，我不會怪你的。”伊莉莎白笑著說。

“不，我沒忘記你交待的任務。只是賓利對他的過去，所知

極有限，也不知他究竟是因為什麼得罪了達西。但賓利願意

保證達西的人品，他十分確定他的朋友光明磊落，且正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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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他甚至願意用高風亮節，來形容他的朋友。賓利相信不

論達西做了什麼，他對威克姆，一定已仁至義盡了。這點他

毫不懷疑，因達西向來厚道，絕不先負人。還有，不要介意，

根據他們兄妹兩的說法，威克姆一點也不值得敬重。很可能

他曾有什麼非分之舉，才讓達西徹底對他失望。” 

“難道賓利不認識威克姆嗎？”伊莉莎白相當好奇。

“跟我們一樣，那天早上在梅里墩，是他第一次見到威克

姆。”珍回答。“這麼說來，他對威克姆的看法，都是從達

西那裡聽來的了。好吧！就這樣。對了，那他對牧師一職的

事怎麼說？”伊莉莎白又問。“他不完全了解詳情，雖然這

件事他聽達西提過幾次。不過他相信，那職位就算指定要給

威克姆，一定是有先決條件的。”珍的確很盡職地打聽。過

了一陣子，伊莉莎白不由得有些激動了，她說“對於賓利為

人的誠摰，我毫不懷疑。但光靠保證是無法說服我的。賓利

固然堅定不移地支持他的朋友，可惜他對這件事的不少細

節，都不太清楚。至於清楚的部分，又是從他的朋友處得知。

所以，我對那兩位紳士的看法，只能維持不變。” 

接著兩姐妹聊些較愉快的事，珍喜悅地談著賓利，伊莉

莎白也不時鼓勵她，以強化她的信心。後來賓利過來了，伊

莉莎白便抽身去找夏洛特。夏洛特立即問她，上一個舞伴，

即她那遠房堂兄柯林斯，表現如何？伊莉莎白正思索五味雜

陳的感受，該怎麼表達時，柯林斯眉飛色舞地走到她們身

邊，說他剛發現在場有位他贊助人的親戚，那位紳士的母

親，跟他贊助人是姐妹。他必須去跟該紳士致意。伊莉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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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總不會冒冒失失地跑到達西先生的面前，便開始嘰

哩咕嚕地自我介紹吧！”“沒錯，我正準備要這麼做。我將

請他原諒我沒有早點去拜訪他，我相信他是凱瑟琳夫人的外

甥。我會告訴他，直到上星期一，夫人還很健康。” 

伊莉莎白實在不願讓達西覺得她的親戚，都盡是些魯莽

無禮的人，力勸他不要這麼做。她向他強調，未經介紹，就

冒昧上前打擾，絕對會令達西很厭惡。即使跟他提到凱瑟琳

夫人，企圖攀親託熟，也不可能有用。依他的作風，必認定

這是個放肆不懂禮節的行為。反正彼此不相干，偶然在此相

遇，根本沒必要認識。就算有認識之必要，也應由地位較高

的達西發動。可惜柯林斯意志堅定，他說“我親愛的伊莉莎

白小姐，我一向對你的判斷力很肯定，也極願遵從你的指

引。但請容我這麼說，規範一般人的社交禮儀，與規範神職

人員的，乃大不相同。神職人員的尊貴程度，與這個王國的

最高等級，可說不分軒輊，只要行為上保持適當的謙遜即

可。這方面的禮節是我的專長，你們年輕女士，可能不太明

白。其他事我都願意聽你的，唯有這件事不行。無論如何，

我得去執行該做的事。請原諒我沒有遵從你的建議。” 

伊莉莎白焦慮地觀察達西怎麼對付柯林斯。達西對一個

人突然在他眼前冒出，然後就口若懸河地講起來，相當訝

異。當他好不容易有機會開口時，神情很冷漠。柯林斯可能

被聖靈充滿，達西的話才一停，他又繼續喋喋不休。只見達

西的臉色愈來愈難看，最後應已受不了了，微微點個頭，轉

身就走，不再理他，把柯林斯頓時愣在那裡。只見他拉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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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抬頭挺胸地回到伊莉莎白身邊，絲毫不覺受辱，說達西

很高興他的主動致意，對他相當有禮貌，且讚美凱瑟琳夫人

的識人能力等。還說兩人相談甚歡，他很欣賞達西。雖然他

講個不停，但伊莉莎白已不再理會他，因她的注意力轉移了。 

珍的快樂，伊莉莎白完全感受的到，她相信她母親也有

同樣的感受。而這正是她所擔心的，因而她只好鴕鳥式的，

儘量避免靠近母親，才不會聽到她不想聽的。很不幸，在舞

會結束吃消夜時，她坐在離母親不遠處，因而母親講的話，

每一字每一句，都進入她耳中。原來她母親正向盧卡斯太太

“炫耀”，說珍與賓利即將成親。賓利的優秀與富有，他的

姐妹又那麼喜歡珍，這將是一多美滿的婚姻啊！再加上尼德

斐莊園離他們龍柏園才 3 英里，兩家來往方便，珍日後要給

她妹妹介紹對象，也容易得很。哇！她將有 5 個高富帥的女

婿了。她祝福盧卡斯太太，能跟她一樣幸運，雖然語氣聽起

來，她並不相信有這種可能。 

伊莉莎白急得要命，於制止她母親不要再講無效後，她

改勸母親小聲些。因達西就站附近，她母親又是大嗓門，她

相當確定他可輕易聽到母親大部分的談話內容。豈料她母親

抬頭看到達西後，反而更提高音量，“誰在乎達西啊？告訴

我，有什麼必要對他特別？我講我的，管他有沒有在偷

聽！”伊莉莎白無比窘迫，再度請求母親壓低聲音，但依然

徒然無功。她母親仍是唯恐有人聽不到似的，持續大聲嚷

嚷。最後她絕望了，雖然覺得不宜，但視線就是忍不住飄向

達西。他為什麼老留在她附近呢？他不知她很討厭他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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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離我們遠一點！她在心底叫喊。達西並沒看向她們這

裡，但他的臉色由憤怒轉為輕蔑，再變成嚴肅，最後陷入沉

思。他在想什麼？伊莉莎白擔心起來了。 

一套話反覆說了多遍後，班納特太太總算願意停止了，

畢竟她也是會累的。可憐的盧卡斯太太，早已哈欠連連，現

在她終於可開始起身，去享受一些美食了。伊莉莎白則從虛

脫邊緣回復正常，她決定打起精神，忘記剛才的事。只是今

晚的危機，尚未度過。消夜快結束時，有人提議唱歌。在眾

女士互相推讓中，自告奮勇者出現了。這本會讓伊莉莎白覺

得是件好事，可惜這位勇敢者是她妹妹。只見瑪莉站了起

來，在大家歡呼聲中，走到台前。伊莉莎白不斷以眼神和手

勢，暗示妹妹千萬不要赴湯蹈火，但瑪莉根本看不懂她的暗

示。完了！又要被凌遲一遍了，伊莉莎白沮喪極了。瑪莉的

聲音薄弱，舉止做作，本不適合這種大庭廣眾的表演。但她

唱完一首，接受眾人的掌聲後，在一些人的鼓噪下，便又開

始她的第二首。 

難道她想唱一整晚嗎？伊莉莎白望向賓利姐妹，正如她

所料，兩人都露出嘲弄的笑容，且不時搖頭，還相互低語，

有如在看一場鬧劇。達西呢？她瞄了他一眼，他的表情依然

深沉嚴肅。伊莉莎白望向珍，想尋求求助。只是她正與賓利

卿卿我我，愉快地聊著，兩人似已進入陶醉忘我的境界。怎

麼辦呢？伊莉莎白注視她父親，班奈特立即收到訊息，於是

在瑪莉唱完第二首後，他立刻大聲說，“我的孩子，你唱得

實在太棒了！但你已提供我們夠久的娛樂了，現在該讓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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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表現一下吧！”意猶未盡的瑪莉，雖仍想繼續一展歌

喉，畢竟難得有這麼多聽眾，但被父親這麼當眾大喊，即使

不情願，也不得不訕訕地下台。伊莉莎白覺得父親這番自以

為是的幽默，卻語帶諷刺，只會讓眾人覺得，連做父親的，

也都認為女兒是個笑料。特別是達西跟賓利姐妹，將更在心

裡嘲笑瑪莉。她為自己家人一再出醜，感到相當難過。她祈

禱悲劇到此落幕。 

 

24 

伊莉莎白仍得繼續受折磨。瑪莉被父親勸下台後，輪由

柯林斯不甘寂寞了。身為牧師，常在講道，如今看到人多，

他便也想要刷存在感。他說，“音樂除可陶冶性情外，也是

非常純真的娛樂。如果我有幸擁有一副好歌喉，必很樂意隨

時為大家高歌一曲。這跟牧師的職責並無衝突，只是我不會

投入太多時間在音樂上，因牧師一職，其實相當忙碌。最重

要的工作，當然是如何設計出一套好方法，以順利向信徒收

取什一稅(tythes)。牧師收奉獻(offering)這件事，不只對他自

己有利，對他的贊助人亦無損。牧師另一也很重要的職責，

就是撰寫佈道詞。還有，不要忘了，住家也得好好整理，儘

量讓自己住的舒適，也相當重要。只有這些工作嗎？並不

只，還有教區服務。而更不能忽視的是，對讓他獲得此職位

的贊助人，要儘量配合她的要求，因人須心存感恩。若遇贊

助人的親友，也須把握機會，向其致意。這才是正確的做人

方式。”此時柯林斯向達西一鞠躬，並結束他的不知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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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還是致詞。 

在場唯一的牧師講話，大部分的人都還算專心聆聽。但

他那番話，實在太匪責夷所思了。有些人愣住，有些人皺眉，

有些人則笑起來。班納特笑得最開心，但他太太，卻覺得柯

林斯說得真有道理。她對盧卡斯太太說，這年輕人講話鏗鏘

有力，內容擲地有聲，真是位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 

伊莉莎白相當懷疑她的家人及親戚，是不是早就串通

好，要合演一齣丟人現眼的戲。而顯然他們的目的達到了，

不可能有比今晚更成功的演出了。稍能慶幸的是，他們的有

些醜態，賓利可能沒注意到。因他的心思，差不多全在珍的

身上。至於賓利姐妹及達西，她可沒辦法阻擋，他們一定將

整場表演，全都看在眼裡了。她能確定的是，他們必嘲笑她

的家人及親戚。她難以確定的是，究竟是達西沉默的鄙視，

或賓利姐妹充滿鄙視的微笑，何者較令人難以忍受。 

這晚剩下的時間，柯林斯一直黏在伊莉莎白身邊。雖他

無法說服她再度下場跟他跳舞，卻也使她無法再與別人跳

舞。伊莉莎白提議介紹其他女孩子跟他跳舞，但他一點都不

想。他說他對跳舞的興趣，其實並不高。他只是想陪伴她、

照顧她，並討她歡心，以展示對她的真誠。如此執著，讓伊

莉莎白無可奈何，最後她放棄脫離他糾纏的嘗試。幸好夏洛

特適時過來加入他們，她的溫柔與友善，使柯林斯的談話對

象，不知不覺中，引到她身上。達西雖常待在離伊莉莎白不

遠處，但不再來惹她了。不過他也不想搭理其他人，寧可無

所事事。伊莉莎白認為，可能是因在之前的交談中，她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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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威克姆有關的事，讓他愧疚。能刺痛達西，她不禁高興起

來。 

時候不早了，各家紛紛叫來自己的馬車，打道回府。龍

柏園一家卻待到最晚，這又是班納特太太的計謀，她要顯示

他們家與東道主一家關係匪淺。所以，等其他客人都走光

後，她才吩咐去叫自家馬車過來，這樣可拖延約 15 分鐘。

她的精心設計，恰好可使他們家，能細細觀察主人家的有些

成員，是多麼希望他們快點走。賓利及珍，站在離眾人較遠

處，兩人仍有說不完的話，這是今晚最快樂的一對。達西則

持續不說一句話。賓利姐妹，除了抱怨好累外，什麼都不想

說了。班納特太太每次嘗試跟她們搭訕，卻連個皮笑肉不笑

的回應也得不到，只有白眼。這麼一來，珍之外的龍柏園一

家，除了不會看臉色的柯林斯，大家都洩氣了，紛紛閉嘴。

柯林斯恭維賓利及其姐妹，說因他們的好客及妥善規畫，帶

給大家一個愉快的夜晚。只是他冗長的發言，並未能化解尷

尬的氣氛。 

終於可起身離去了。班納特太太用最熱情的態度，表示

希望能儘快在龍柏園見到賓利一家。她並對賓利說，即使沒

有受到邀請，他隨時能來龍柏園，且與他們共同用餐，他永

遠受到歡迎。賓利很感激，答應從倫敦回來，會立即去拜訪。

他隔日有事要前往倫敦，並會待上一陣子。 

一家人終於上了馬車，班納特太太一路上都含著笑容。

一切如她所願，真是太完美了。她相信最多再 3、4 個月，

珍便能成為尼德斐莊園的女主人。她也確定伊莉莎白的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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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不遠了。這樁婚事的幸福程度，雖遠比不上珍的，但比

下卻是足足有餘。不必說，她的幸福程度，乃以擁有的財富

多寡來衡量。 

隔天星期三，伊莉莎白決定，再也不去想舞會的夢魘

了。她希望今天是平平靜靜的一天，不再有驚嚇。可惜沒那

麼好的事，她的惡夢似乎沒完沒了。因柯林斯也知道已是星

期三了，而他向教會的請假，只到這星期六。所以他要開始

執行他此次來龍柏園拜訪的使命了。換句話說，他準備求婚

了。之所以到只剩 3 天才啟動，因他自信滿滿，不過是班納

特家的女孩，以他的條件，他想執誰的手，不都很容易嗎？

只要遵守他心目中的求婚規範即可。照表操課，他可從沒有

想來浪漫那套。 

早餐過後不久，柯林斯發現班納特太太、伊莉莎白，及

她的妹妹凱瑟琳，3 人在客廳做女紅。他向班納特太太請求，

讓他跟伊莉莎白單獨談一談。伊莉莎白驚嚇不已，臉也都飛

紅了。只是她還來不及開口，她母親便一口答應了，且說伊

莉莎白一定很樂意，不會有任何意見，她一面講一面拉著凱

瑟琳離開。伊莉莎白急得要命，說“媽媽，拜託您別走，柯

林斯先生不會見怪的。他要說的話，你們沒有不能聽的。啊！

你們走，我也要走了。”“不行，你這傻丫頭，留在這裡不

准走，聽聽看柯林斯要說什麼，你一定會想聽的。”班納特

太太看伊莉莎白又氣又窘，似乎真的想逃走，趕緊制止她。

伊莉莎白冷靜下來，重新坐下。她明白即使逃走也沒用，總

不能離家 3 天，等到柯林斯走才回來。快刀斬亂麻，儘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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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解決，方為上策。來吧！直球對決。 

“親愛的伊莉莎白小姐，你如此矜持，非但無損你的魅

力，反而更吸引人。如果沒有這番嬌羞扭捏，在我眼中，你

就沒那麼迷人了。現在，請容我先向你保證，我底下的告白，

已獲令堂首肯。你天生高雅端莊，導致你向來含蓄，易掩飾

感情，但請勿懷疑我告白的誠意。我相信過去這幾天來，我

的心意已太明顯，你絕不可能誤解。事實上，我幾乎才一走

進龍柏園，就選中你當做我的終身伴侶。在我傾吐滿腔愛意

前，也許我該先陳述想要結婚的理由，以及我來哈特福郡的

擇偶計畫。我一直都依計畫行事。” 

一向正經八百的柯林斯，居然會說出想傾吐滿腔愛意這

種話。真是太滑稽了，這讓伊莉莎白差點笑出來。不幸的是，

這麼一停頓，使她來不及阻擋他繼續往下講。“我要結婚的

第一個理由是，如我這種生活寬裕的神職人員，都該適時結

婚，此乃為教眾樹立一婚姻的典範。正如‘舊約聖經’‘創

世紀’的第 2 章裡所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

人成為一體。’第二個理由是，我確定結婚有助於我的幸

福，這點你應也同意。第三個理由是，我的贊助人，你知道

就是那位尊貴的凱瑟琳夫人，她數度鼓勵我結婚，而我也樂

意聽從她的建議。以上大致是我想結婚的理由。另外，她指

點我挑選大方又能幹的淑女。她說嬌滴滴的沒啥大用，要能

勤儉持家的。而一旦我覓妥帶她回去，夫人將會去拜訪她。” 

伊莉莎白心想，大方又能幹，及能勤儉持家，看起來都

是指她。她正要開口，柯林斯卻又繼續了。“親愛的堂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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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瑟琳夫人愛屋及烏，能有她的照顧，是我為你所提供結婚

的保障之一。你將會發現她氣質的高貴優雅，遠超過我所向

你們形容的。你個性的活潑與機智，將使夫人不難接納你。

只是她地位崇高，在她面前，你的言行舉止，還是得收斂些。

務必謙和順從，方能討她歡心。至於我為什麼選在龍柏園擇

偶？事實上，天涯何處無芳草，即使我住的地區，也有很多

適合我的女孩。但如你所知，一旦令尊駕鶴西歸，當然我不

是說快發生了，他可能還會再活好些年，這片莊園將由我繼

承。要是我沒自你們的姐妹中，挑選一位為妻，以減少你們

的損失，我可能將有些內疚，因我一向心存善念。親愛的堂

妹，這就是我來此地擇偶的動機。我將這些話坦蕩蕩地告訴

你，讓你知道我多方為你，及你的家人設想，相信這會讓你

對我更敬重才對。” 

伊莉莎白以為輪到她說了，豈料他還沒結束。“我沒什

麼可再多說了，沒說出的只餘我滿腔的愛意，因那是再多的

言語，也無法描述的。對了，我完全不在乎嫁妝，不會對令

尊提出這方面的要求，因貴府的財力狀況，我相當清楚。我

還知道你可從令堂那裡得到一些繼承，但要等她過世後。而

且，令堂的財產不過 4 千英鎊，你們姐妹眾多，每人根本分

不到多少，而這就是你全部所有。但我們結婚時，我絲毫不

會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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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白覺得不打斷柯林斯的話不行了，她實在聽不下

去了。“先生！你未免太一廂情願了，關於想與我結婚，你

顯然忘了該取得我的同意。首先，我感謝你對我的恭維。我

並非不識好歹的人，清楚知道能得到你的青睞，絕對是莫大

的榮幸。但就不多說廢話了，除了拒絕，我並無其他選擇。

這是我的回答。”柯林斯絲毫不介意地回應，“年輕女子對

男士的第一次求婚，通常會拒絕。雖然她們心裡其實高興得

很，巴不得立刻點頭同意，但就是會拒絕。沒辦法，習俗如

此。有時且會拒絕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我並非涉世未深，

這情況我早就了然於心。所以，不必擔心，我毫無挫折感。

反正我們不久後便要進教堂，這只不過是一小小的波折。” 

伊莉莎白有點想不透，“在我那樣說之後，你居然還抱

持著這種希望，實在令我很訝異。我的拒絕是相當認真的，

你不可能帶給我幸福，而我也是天底下，最不可能帶給你幸

福的人。總之，我們彼此不適合。即使你的朋友凱瑟琳夫人，

一旦與我結識，一定也會認同我的看法。”柯林斯態度嚴肅

地說，“凱瑟琳夫人見多識廣，如果我們真的不適合，她必

然看得出來。但她怎麼可能會不接受你？我無法想像，你太

沒信心了，人要有自信，得常給自己打氣。不過，不必擔心，

等見到她時，我會極力向她誇獎你的優點。” 

“我一點都不必擔心。老實說，你對我的任何讚美都沒

有必要。人貴自知，我很清楚我是什麼樣的人，及什麼樣的

男子，才是適合我的對象。而你與其一再恭維我，還不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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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我說的。我希望你能既幸福又富有，如今藉由拒絕你的求

婚，將可避免讓你既不幸福又不富有。你心存善念，我也心

存善念，而拒絕你，是我能力所及，可為你提供的最大善念。

另外，你既已向我求過婚，則顧慮我們一家弱女子淪落街頭

的心意，便已傳達，而這就夠了。那天龍柏園的產業若落入

你手中時，你將可坦然收下。好吧！我說完了，這件事就到

此為止了。”伊莉莎白站了起來，準備走出去，柯林斯卻攔

住她。 

“下次我有幸再跟你提起這件事時，希望能得到比今天

更令人滿意的答案。你此刻的回覆雖很殘酷，但我絕無責怪

你之意，因我知這是你們女士慣用的手法，也就是務必拒絕

男士的第一次求婚。但你剛才那番話，是那麼謙遜、體貼及

得體，令我感佩在心，這相當鼓勵我繼續追求你。”“柯林

斯先生，”伊莉莎白生氣了，“你讓我不知該如何回應了。

我那些回絕的話，怎會被你視為鼓勵？難道你真以為我是欲

迎還拒？天啊！我到底該怎麼講，才能讓你相信，沒有其他

可能，我就是百分之百拒絕你？” 

“親愛的堂妹，請諒解我的自以為是。我實在不覺得你

是真心拒絕我，請聽我的說明。首先，我看不出有任何讓你

不接受的理由。我的地位、財富，及所能提供的保障，不都

是你們年輕小姐所嚮往的嗎？另外，我與狄柏家族的關係，

及與你們家的特殊關係，對我都是相當加分的。其次，我不

否認你的魅力十足，但這樣就有人會跟你求婚嗎？我是說除

了我之外。恐怕未必。你的嫁妝真是太少了，這大大抵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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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可愛的優點。總而言之，聰明如你，不可能是打心底拒

絕我的。你不過是欲擒故縱，既端出優雅淑女的姿態，也吊

吊我的胃口，以增加求婚過程的樂趣，並提高你的身價。” 

“先生，我向你保證，我既不愛擺姿態，也不想為難你。

我再度感謝被你看上，這是我的榮幸。但我也再度告訴你，

我絕不可能接受你的求婚，即使世上沒有其他人向我求婚，

我也是這麼回答你。請把我當成一個心口如一的人，而不要

當成一個口非心是者。我希望你相信我是真誠的，千萬別把

我想成是個假裝優雅嬌羞，卻企圖折磨你的女子。”“你實

在是太迷人了。”柯林斯可能不知該說什麼了，笨拙地討好

她一下。他說“如果你非得這麼說，之後我只好找令尊令堂

了。相信等他們出面後，你就會欣然接受了。” 

碰到這麼堅持的人，伊莉莎白真的無可奈何，她不禁想

到那則“兔子買胡蘿蔔”的故事。她已經無話可說了，繼續

再說下去，也仍會被他視為是矯揉造作，於是起身離去。如

果他持續認定拒絕是種鼓勵，最後她只好請出父親。由父親

去拒絕，至少不會被視為是優雅淑女的裝腔作勢。 

伊莉莎白離開後，客廳空氣中，仍飄浮著她的幽幽芳

香。可惜柯林斯無法獨享太久，因班納特太太出現了。她一

直在外面徘徊等待，一看到伊莉莎白打開門，快步往樓上走

後，她立即進去客廳。她先恭喜柯林斯，他們就要成為一家

人了。柯林斯欣然接受她的祝賀，然後轉述剛才的談話內

容。他對目前的發展還算滿意，堂妹雖拒絕，但他認為只是

害羞。班納特太太相當震驚。她很願意相信女兒真的是以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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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來鼓勵柯林斯。但有什麼必要呢？有機會不趕緊抓住，是

要讓煮熟的鴨子飛走嗎？毫無道理。她表示這個女兒，從小

便既頑固又愚蠢，常搞不清楚什麼才是對自己有利，她會去

開導伊莉莎白。不料柯林斯聽後睜大了眼，他說“如果她的

個性真是如您所描述的，那對我這種身分地位的人，可能便

非適合的妻子。既頑固又愚蠢！一個有這麼嚴重缺點的女

子，豈能帶給我多大的幸福？” 

班納特太太急起來了，趕緊說“先生，你誤會了，她只

有在這種事上才會堅持，通常她既溫柔又順從。我現在馬上

去跟班納特先生講，一切馬上搞定。”不讓柯林斯有回話的

機會，班奈特太太匆匆到書房，氣急敗壞地跟丈夫告狀。隨

後伊莉莎白便被叫進書房。 

班納特問女兒，柯林斯是否向她求婚了？伊莉莎白表示

肯定。班納特又問女兒，是否拒絕了？伊莉莎白再度表示肯

定。班納特說“現在問題來了，你母親堅持你非得接受柯林

斯不可。親愛的太太，我這樣講沒錯吧！”“沒錯。否則我

再也不要見到她。”他妻子回答。“伊莉莎白，你必須做個

痛苦的抉擇了。若不嫁給柯林斯，你母親便再也不要見到

你；而若嫁給柯林斯，你父親便再也不要見到你。反正總有

一個人，不想再見到你，現在看你要選那一個。”父親如此

裁決，伊莉莎白不禁露出微笑，她就知道父親會站在她這

邊。班納特太太則無比失望，指責丈夫原本答應要勸說女兒

的，怎麼變成這樣？只是丈夫已不想理她了。 

即使丈夫要她放手，班納特太太仍不願放棄。她持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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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白連哄帶騙，或威逼利誘。她也企圖說服珍支持她，

只是珍寧可作壁上觀。而有了父親的撐腰，伊莉莎白有恃無

恐，面對母親的緊迫盯人，不是嘻皮笑臉地應付，就是顯出

有在認真考慮的樣子，但其實都是在虛與委蛇。 

另一方面，柯林斯開始回想整件事。他一直無法理解，

堂妹怎會拒絕他，完全沒有道理。一對姐妹，為什麼賓利與

珍，便能羨煞人的你儂我儂，他卻只能被淋冷水？他不知的

是，他一直把自己想得太好，因而他向來以為，女孩子對他，

沒有不趨之若鶩的。如今自尊雖然受損，但他仔細檢視後，

發現除了自尊外，並無其他任何損失，遂安心下來。說來他

之所以選擇伊莉莎白，不過是因班奈特太太告訴他珍已快訂

婚了，於是按排序，老大不行就輪到老二。並非他對伊莉莎

白真有什麼刻骨銘心的愛，非卿不娶。想到班納特太太那麼

生氣，她必被母親責怪，日子將不好過了，便覺得這算是對

他的一點小補償。 

 

26 

就在家裡一團混亂時，夏洛特上門了，她不時會來班納

特家串門子。才一進來，莉迪亞便快速跟她報告，剛發生的

熱門新聞。她尚來不及反應，凱瑟琳出現，又爭著講一遍。

進入客廳，班納特太太正在那裡唉聲嘆氣，一看到夏洛特，

有如救星降臨。於是伊莉莎白拒絕柯林斯求婚的事，夏洛特

共聽了 3 遍，來龍去脈全搞清楚了。班納特太太拜託夏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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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勸伊莉莎白接受求婚。她抱怨沒有一個人站她這邊，大

家都待她太殘酷，有誰在乎她衰弱的神經？夏洛特跟伊莉莎

白一向友好，她只是安靜地聽，並未承諾要當說客。 

伊莉莎白跟珍在樓上房間裡，分析討論剛才發生的事。

不必說，珍全力支持伊莉莎白的決定。當知道夏洛特來訪，

兩人便一起下樓進入客廳。伊莉莎白一出現，正嘀嘀咕咕的

班納特太太，更加亢奮了，不斷數落及抱怨她。幾個女兒及

夏洛特都靜靜地聽著，她們皆知企圖跟班納特太太講道理，

或安撫她，完全是徒勞無功。這時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閉嘴，

等她講累後，自行停止。 

這時柯林斯帶著嚴肅的神情進來了。班納特太太要所有

女孩子都出去，讓她跟柯林斯好好談一談。其他女兒都順從

地離開，但莉迪亞不走，要留下來看熱鬧。夏洛特由於被柯

林斯幾句問候的話拖住，為滿足好奇心，便趁機待下來。她

站在窗邊，假裝在看外面的風景，實際上專心聽兩人的對

話。只是已沒什麼新鮮事了，柯林斯向班納特太太表示，此

事到這裡為止，以後都不要再提了。他慶幸堂妹沒接受他的

求婚，否則他懷疑自己能否幸福。一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的樣子。然後又自我吹噓一番。 

柯林斯在班納特家的求婚事件，看起來不像會有新發

展，可以落幕了。當然伊莉莎白仍須忍受母親的嘮叨，且持

續不停地指責，或指桑罵槐。至於柯林斯對她怨恨，見到她

時，幾乎都面無表情，倒是沒給她帶來任何困擾。她本以為

他會提早結束訪問行程，畢竟他在她們家的尋婚計畫，已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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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下去了。但他卻沒有要提早走的意思，仍照原訂行程，

要待到星期六。不過柯林斯的注意力，已開始轉移到夏洛特

身上。夏洛特會耐心聽他說話，從不反駁他，柯林斯因而得

到相當大的滿足感。至於其他人，則得到解脫，不必再聽他

那令人受不了的談話了。 

隔天星期四，班納特姐妹結伴到梅里墩。威克姆已從倫

敦回來，眾姐妹與他會合後，一起到姨媽家。威克姆告訴伊

莉莎白，是他自己決定不出席尼德斐莊園的舞會。他嫉惡如

仇，實在無法跟達西在同一房間裡待上幾小時。為息事寧

人，最後只好選擇避開。伊莉莎白贊成他的隱忍，對他也愈

來愈有好感。後來威克姆陪她們走回家時，她還介紹他給父

母認識。 

班納特姐妹回到家後不久，珍收到一封來自尼德斐莊園

的信。伊莉莎白注意到珍才打開信沒讀多久，臉色就開始變

了，且心情看起來逐漸沉重。後來珍對伊莉莎白使了個眼

色，兩人便上樓到房間裡。原來信來自卡洛琳，信中說她哥

哥昨天去倫敦了，而他們所有人，當日也都將離開尼德斐莊

園，前往倫敦。他們目前沒有要回來的計畫，今後她與珍便

只能靠通信，以減少離別的痛苦。伊莉莎白並不相信卡洛

琳，雖提到什麼痛苦，但應只不過是場面話，不必全當真。

她安慰珍，卡洛琳離開這裡，且沒打算回來，不表賓利也是

如此。而只要賓利回來，卡洛琳有沒有隨著來，並無所謂。

珍說現在才 11 月底，賓利至少整個冬天，有約 4 個月，都不

會回來了，她唸信中的一段給伊莉莎白聽。伊莉莎白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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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那只表示卡洛琳不希望她哥哥回來，並非賓利的意思。 

珍又唸了信中一段。卡洛琳先是極力讚美達西的妹妹喬

治安娜，把她誇上了天。接著提到兩家交情好，又門當戶對，

而哥哥也很心儀喬治安娜。卡洛琳說，若能有她這個嫂嫂，

就太棒了，而現在看起來，機會應很很大。就是這段話，令

珍很難過。伊莉莎白卻覺得沒什麼，她的解讀是，那不過顯

示卡洛琳看出她哥哥已深深愛上珍，卻希望哥哥娶達西的妹

妹。於是雙管齊下，一方面會儘量勸阻哥哥不要再來這裡，

另一方面則試圖讓珍相信哥哥並不在乎她。老實的珍，仍相

信她與卡洛琳間的友誼，以為伊莉莎白的猜測，簡直匪夷所

思。 

伊莉莎白說“珍，請務必相信我。任何見過你與賓利在

一起，親密互動情景的人，都不會懷疑他對你的真心誠意。

這點我敢說卡洛琳一定也了解，畢竟她並不笨。她要是能從

達西眼中，見到賓利對你的一半愛意，她立刻就會飛奔去訂

製婚紗禮服了。你與賓利雖情投意和，可惜對她們姐妹而

言，我們不夠富有，也不夠高貴。她以為他們家與達西家若

能聯姻，一旦起了個頭，她想要親上加親，就容易了。可惜

她忘了還有攔路虎凱瑟琳夫人，會為她女兒狄柏小姐“搶

親”。況且達西那麼有主見，不要說他妹妹的終身大事，卡

洛琳不可能有任何影響力，他自己對象的挑選，又豈容他人

置喙？待在賓利家的那幾天，我便已注意到，達西並未放一

絲心意在卡洛琳身上。因此她的如意算盤，不見得能打得

成。親愛的珍，請相信賓利對你的一片心意，不要以為他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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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能左右他。” 

以為世上全是好人的珍，仍不相信卡洛琳對她是虛情假

意，認為她應是熱中於自己跟達西的姻緣，而一時糊塗。伊

莉莎白說，“如果這樣想會讓你比較舒服，也沒關係。如此

替她開脫，你對她便已仁至義盡了。那就不要再自尋煩惱，

鑽牛角尖了。”珍問道，“只是在他的姐妹及友人，都希望

他娶別人之下，嫁給他真會幸福嗎？親友的反對，難道不是

美滿婚姻的障礙？我豈能當鴕鳥，光想好的一面？”“用君

之心，行君之意。這你得自己決定了。若經長考後，你認為

婚姻中，那兩個小姑，可能會為你帶來的痛苦，超過賓利能

給你的幸福，那我就建議你跟他分手。”伊莉莎白理性地分

析。 

“怎麼可以這樣？”珍笑著說。“無論兩姐妹是贊成或

反對，雖然若她們反對，我會相當難過，我都不會因而猶

豫。”“我想你是不會放棄賓利的。既然義無反顧是你的選

擇，那我便無法太同情你了。”伊莉莎白說。“但如果整個

冬天他都不回來，則我也就不必選擇了。世事多變，經過 4
個月，事情不知會發展成怎麼樣了。”珍有些沮喪。伊莉莎

白仍堅決認為，賓利不回來的可能性，根本不必去想它。對

一個成熟又獨立的男子，豈會那麼容易受他妹妹的擺佈？在

她不斷說明下，珍總算心情開朗起來，不再一直往負面去想。 

兩姐妹商量結果，決定報喜不報憂，就輕描淡寫地告訴

母親，賓利一群人離開了。至於她們兩人所揣測的離開理

由，就不必多說。即使這樣，都讓班納特太太大吃一驚，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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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忡忡。當兩家變得如此親近時，居然說走就走，也沒來辭

行，真不是好預兆。哀聲嘆氣多時後，她告訴自己，賓利很

快就會來的。於是她宣佈，賓利下次來訪時，她會請他吃一

頓空前的豪華大餐。 

 

27 

星期四晚上，班納特一家受邀去盧卡斯家晚餐，柯林斯

也一起去。柯林斯大放厥詞、自吹自擂的那一套，班納特家

老少皆已無興趣了，但夏洛特卻樂意聆聽。伊莉莎白相當感

激，找到一個機會，謝謝她的好心陪伴柯林斯，使他能維持

好心情，因而讓其他人輕鬆。夏洛特說她不過略盡微薄之

力，招呼一遠方來的客人。伊莉莎白有所不知的是，夏洛特

所出的力，其實一點都不微薄。她也是有企圖心的，希望能

使柯林斯放棄繼續打伊莉莎白的念頭。命運得靠自己扭轉，

讓他儘速專注在她身上，是她的目標。可惜時間不多了，要

是他能在龍柏園再多待幾天，她覺得達到目標的希望極大。 

事實上，夏洛特低估柯林斯做事的積極性。他那勇往直

前的決心，少有人能及。隔天星期五，一大早，柯林斯就以

令人佩服的手法，悄悄溜出龍柏園，匆匆趕到盧卡斯小屋，

準備向夏洛特下跪求婚。他相當緊張，在事成前，絕不能讓

堂妹們知道他特地外出。否則以她們的機伶，三兩下便能猜

出他外出的目的，如此恐怕將衍生出一些不必要的枝節。而

他星期六便要回去了，這最後的一天，不求婚不行了。他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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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這星期的第二次求婚，該十拿九穩，因夏洛特對他自始就

超乎尋常的友善，言談間也對他充滿鼓勵。不像班納特姐

妹，全都一個樣，連聽他講話，也都只有表面上的禮貌，才

聽一小下，便個個找個藉口溜掉。不過自從星期三的出師不

利後，他向來的自信，不禁略微下降。於是覺得這回宜謹慎

些，務必一擊奏效。 

結果事情比柯林斯預想的順利百倍。夏洛特從樓上窗

戶，遠遠看到他走向她們家，立刻下樓出門往他的方向“散

步”，而與他在路上“巧遇”。她早有預感他今天會來，也

料到他的意圖，卻沒料到有那麼一長篇的情話等著她，讓她

有如在聽一冗長的講道。但她不想以矜持來拖延，立刻就答

應了。因那求愛的宣言，長而無趣，累人而不感人，她完全

不想聽第二遍。而她之所以接納他，純粹是太想結婚了。她

已 27 歲，生平第一回有人向她求婚。在經濟條件，及社會

地位方面，她看不到能有比他更好的男人，會向她求婚。何

況他隔天便要走了，這大好機會，怎能不趕緊把握呢？至於

才認識那麼短，連交往都談不上，就匆匆答應求婚，別人會

不會閒言閒語？這她就完全不想理會了。 

夏洛特及柯林斯，立即連袂稟告盧卡斯夫婦，兩人均無

比歡欣地立即同意。他們家沒什麼嫁妝可給女兒，女兒能嫁

出去已相當不容易，本無法奢望能嫁得好。但一個待遇不錯

的牧師，又有貴族凱瑟琳狄柏夫人支持，前景看好，這不是

乘龍快婿是什麼？不可能有比這更佳的女婿了。盧卡斯太太

開始盤算，班納特還能活幾年？盧卡斯則認為，等女婿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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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柏園，他們夫婦想進宮覲見國王就方便了。全家均相當興

奮，原本平淡的生活，頓時充滿活力與希望。一致的看法是，

這樁婚事，將使家裡的社經地位提高許多。幾個弟弟均鬆了

一口氣，多年來他們一直認定姐姐已嫁不出去了，將來得合

養她一輩子，如今負擔沒了。幾個妺妹則高興再來就該她們

了。家人莫不欣喜若狂，好像見到一不可能的事件發生了。

至於夏洛特本人又怎麼想呢？ 

結婚一直是夏洛特的盼望，如今得償夙願，她當然感到

欣慰。但她向來冷靜，不會被結婚的喜悅沖昏頭，她將整件

事想過一遍。柯林斯既不聰明也不討喜，根本是個沒趣的

人。要跟這樣的人，天天在一屋簷下，想起來是會厭煩的。

他對她雖隨時能說出一大段濃情蜜意的話，但那應是他想像

出來的，有如小學生的作文，一大堆的誇張形容詞，全當不

了真。但她對男人，或者說對婚姻，從來也沒太多幻想，就

是覺得女人該離開父母，與丈夫連合，二人成為一體。而若

能嫁個社經條件好的，那就是 1 百分了。 

對那些家裡不富有，卻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子，什麼是舒

適的生活，她們不但了解且嚮往。而經由美好的婚姻，是使

她們能過好日子，幾乎可說是唯一的途徑。從這角度來看，

柯林斯便當然為一不可多得的好對象。他只不過想尋找一順

從的妻子。需很順從嗎？恐怕未必，畢竟他並不是壞人。說

不定只要願意聽他吹噓，不要屢屢潑他冷水即可。她年紀不

小了，比柯林斯還大兩歲，外表又不出色。雖不算醜，但就

美貌而言，班納特家的女孩，沒一個她比得上。幸好，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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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表等，這些一般男人很在乎的條件，柯林斯卻都不太計

較。這難道不是他的一大優點？ 

整體分析完畢，夏洛特的結論是，這樁婚姻很完美，她

實在很幸運，得到她所能得的最大獎。至於會不會幸福，她

並不確定。但這方面她可以不計較，因柯林斯也是有所不計

較。只是有一點會令她感到相當尷尬的，那就是對伊莉莎白

怎麼交待？夏洛特最珍惜的，就是伊莉莎白的友誼。她對此

婚事，必定會驚訝不已，尤其準新郎兩天前才向她求婚。如

今卻有如此大的轉變，她應怎麼也想不透。無論如何，即使

被她責怪，夏洛特確定自己的決心，一點都不會動搖。只是

別人她可以無所謂，她衷心希望能得到伊莉莎白的祝福，否

則她會很遺憾。於是她叮嚀柯林斯，對今天所發生的事，回

龍柏園用晚餐時，務必守口如瓶，連一點暗示都不行，她要

將這件事親口告訴伊莉莎白。仍沉浸在快樂中的柯林斯，點

頭如搗蒜，保證遵守未婚妻的指示。 

柯林斯忠實地遵守保密約定，卻讓自己左支右絀，辛苦

不已。一早不告外出，且消失一整天，他在這裡又沒認識太

多人，究竟去做什麼，怎可能不被追問？而要自圓其說，豈

有那麼容易？東閃西挪，仍讓眾人個個滿腹狐疑，但也只好

放過他。而以柯林斯愛吹噓的個性，終身大事敲定了，卻須

忍住不講，真令他痛苦萬分。 

由於次日一大早，柯林斯就得離開，因此在回房就寢

前，班納特一家便跟他告別。班納特太太親切地歡迎他有空

再來，表示龍柏園隨時都樂意接待他。這自然百分之百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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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話。不料柯林斯卻回答，“親愛的夫人，這個邀請最令人

感激，因這正是小姪所需要的。請您不必掛念，小姪會儘快

抽空再來。”他已好久不自稱小姪了，現在心情好起來，又

開始小姪來小姪去了。但這可嚇壞了全家，而班納特即使再

如何好客，也絕不會希望這位與眾不同的客人，太快再上門。 

班納特說“你太常來，凱瑟琳夫人難道不會有意見嗎？

畢竟她那麼喜歡有你陪伴。忽略你的親戚無妨，反正我們也

跑不掉，千萬別冒險得罪你的贊助人。”“親愛的先生，很

感謝您的提醒，但請您相信，小姪當然會在取得凱瑟琳夫人

的許可後才來。只是以她一向對小姪的善待，一定不會反對

的。”“無論怎麼小心都不為過，要是因為來這裡而得罪

她，妨害你的美好前途，這個責任我們可承擔不起。我看你

就好好待家裡吧！不要冒險，只要偶而寫信來就可以了。你

不來，我們一點都不會介意。”班納特急切地說。 

這下柯林斯動容了，“親愛的堂叔，您這樣一再為小姪

設想，真令小姪感激不盡。請相信，您很快便會收到小姪的

感謝函。信中將對貴府這兩星期的接待，及您對小姪的關

切，表示誠摯的謝意。而也請相信，小姪必會排除萬難，在

最短的時間內，再來貴府拜訪，才不辜負堂嬸美意的邀請。

我美麗的堂妹們，雖過不了太久，你們便會再見到我，仍祝

福你們健康愉快，伊莉莎白堂妹也不例外。” 

一陣行禮如儀後，眾女士告退。他很快要再來訪，每個

女孩子都驚訝萬分。是招待太好嗎？過猶不及，她們都覺得

該好好檢討待客之道了。伊莉莎白更是想不透，本以為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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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給他那麼大的釘子碰後，他帶著一顆受傷的自尊心離去，

此後一定對龍柏園退避三舍，再也不願來了，不料他反而一

副愛上這裡的樣子。只有班納特太太自以為想通了，她認為

他一定打算從比較年輕的女孩中，重挑一個。老三瑪莉當初

誇獎他信寫得不錯，最有可能接受他。不過瑪莉愛看書，得

鼓勵他多閱讀，這樣彼此才會是好伴侶。她相信略開導一下

後，瑪莉便會同意。於是班納特太太又高興起來，真心希望

他早點再來。不過，她的高興並沒維持太久。 

 

28 

星期六早餐過後不久，夏洛特就出現在龍柏園了，那時

柯林斯已走了。趁四下無人，她悄悄地將前一天，柯林斯到

她家求婚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伊莉莎白。柯林斯將目標

轉移到夏洛特之可能性，伊莉莎白並非沒想過。事實上，歷

經求婚事件後，她領悟到，柯林斯主要的目的是娶妻，而不

是找到一個情投意合的終身伴侶。認識夏洛特多年，兩人無

話不談，她知道這是一相當有見地的女子。柯林斯種種滑稽

古怪的行為，她都已告訴夏洛特了。柯林斯向她求婚的事，

夏洛特也知道。因而她完全不以為，夏洛特會有一絲可能

性，接受柯林斯。結果夏洛特不只鼓勵他，且還居然立即答

應，這令她震驚不已。 

“怎麼可能？跟柯林斯？有沒有搞錯？你真的喜歡

他？”伊莉莎白發出連珠炮般的問題。這樣的反應，讓夏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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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頗難堪，她有點窘迫，一時詞窮。但情況仍沒超出她的預

期，她很快便鎮定下來，說“我親愛的朋友，就只因他沒贏

得你的芳心，你便覺得不可能有任何女子會看上他嗎？”伊

莉莎白知道自己失態了，她感到極歉疚，努力使自己恢復冷

靜。她開始祝福夏洛特，給了佳偶天成、百年好合、琴瑟和

鳴、夫唱婦隨，及才子佳人等，所有她能想到之賀詞，且說

她絕對相信這是一樁美好的婚姻。 

夏洛特說“我知道你的感受，畢竟他前幾天才跟你求

婚，一副非你不娶的樣子。所以你覺得驚訝，我可以理解。

不過等你有空，不妨站在我的立場，將這件事徹底想一遍，

那時應會認同我的作法了。你知道，跟你不一樣，我不是個

浪漫的人，從來就不是。有個舒適的家，是我一直以來的願

望。想想我本身的條件，再想想柯林斯的人格特質，及他所

擁有的一切，我無法企求有比他更好的對象了。不然請告訴

我，還會有誰呢？記得嗎？我以前說過，婚姻是否幸福，全

憑運氣，與認識深淺，或個性合不合，關係不大。請相信，

我與他在一起會幸福的機會，不會比其他夫妻小。”伊莉莎

白低聲說“那當然。”兩人都不知該說些什麼了，氣氛有些

尷尬。過了一會兒，於互相擁抱後，夏洛特就回去了。 

夏洛特走後，伊莉莎白沉思了好一陣子，終於能釋懷。

剛才講的那些佳偶天成等賀詞，當然都是場面話，她仍覺得

兩人一點都不相配。柯林斯在 3 天內，跟兩個不同的女孩子

求婚，這固然匪夷所思。但比起真的有人，且是她的好朋友

接受他，就算不上什麼稀奇的事了。她早知夏洛特對婚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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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與她大不相同。但會選擇柯林斯，仍讓她怎麼也想不

透。夏洛特是講了一大堆原因，但為了一些她認為絕非婚姻

關鍵的物質條件，便做出如此大的犧牲，她很不以為然。不

可能幸福的，她深深這麼認為。 

回神過來後，伊莉莎白有點遲疑，到底該不該向家人，

提起她剛聽到的那件婚事？她不知是否有權替夏洛特說出

來？這時盧卡斯上門，解決她的煩惱了。原來他受女兒之

託，來向班納特一家，宣佈她訂婚的喜事。可惜他得到的反

應，大出他意料之外。班納特太太堅決表示，他一定弄錯了，

不可能有這種事。本來這就已相當失禮了，一向口沒遮攔的

莉迪亞，也按捺不住。她說“老天爺！盧卡斯爵士，你也太

會編故事了！你難道不知柯林斯一心想娶伊莉莎白嗎？”

真是豈有此裡，特地來跟芳鄰宣佈女兒的婚事，不但沒被恭

喜，還被羞辱？這絕對是羞辱！幸好盧卡斯的風度向來極

佳，硬是忍了下來。他向眾人保證，他提供的消息千真萬確。

他還強調，事關女兒的名節，這種事豈可開玩笑？說的也

是，那個父親會開這種玩笑？ 

伊莉莎白覺得她有責任替好友的父親解圍，她證實盧卡

斯所說為真，因剛才稍早，夏洛特已親口告訴她此事。為了

快刀斬亂麻，不讓母親和妹妹繼續攪和，她誠摯地向盧卡斯

祝賀。珍見狀也立刻向他道喜。兩姐妹都講了不少好話，包

括柯林斯的人品有多好，這婚姻將多麼幸福，以及漢斯佛德

教區離這裡一點都不遠等。 

盧卡斯還在時，班納特太太尚能忍住，他才一走，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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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發飆了。她說她完全不相信有這門婚事存在，她只確

定，柯林斯被騙了，他跟夏洛特在一起絕不會幸福，而且若

他們真的結婚，最後必難逃分手的命運。歇斯底里鬧了老半

天後，班納特太太開始責怪伊莉莎白，認為她是禍首。若她

不拒絕柯林斯，他就不會被盧卡斯家拐走。還有，所有人都

聯合起來對付她，沒人在乎她衰弱的神經。喋喋不休，講個

不停，無人有辦法安慰她。可憐的伊莉莎白，一直要過了一

星期，她母親才不再罵她。而要過了一個月，班納特太太才

不再給盧卡斯夫婦臭臉。夏洛特當然是過了更久之後，才完

全被她原諒。 

班納特冷眼旁觀，有如在欣賞一喜劇。以前他認為夏洛

特還算聰明伶俐，也很歡迎她來家裡。如今發現真相，原來

她與妻子一樣傻，那當然便比自己的任何一個女兒都傻多

了。珍對這件事也很驚訝，但善良的她，將驚訝丟一旁，而

誠心祝福這個婚姻。伊莉莎白則對夏洛特很失望，一方面以

為她選擇不佳，一方面免不了有被背叛的感覺。這背叛，並

非指心愛的人被搶走，伊莉莎白從未愛上柯林斯。而是在她

跟夏洛特講了那個人如此多的缺點後，夏洛特卻仍毫不猶

豫，選擇嫁給他，這表示她們兩人完全不同心。伊莉莎白甚

至後悔，早知夏洛特會嫁給那個人，當初何必跟她講那麼多

柯林斯的缺點？伊莉莎白覺得，今後已無法再像往昔一樣，

跟她推心置腹了。兩人都心存介蒂，即使見面，話題都儘量

不觸碰那件婚事。 

盧卡斯太太以前在班納特太太面前總是矮一截，尤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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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子，更常得聽她炫耀，好像她的女兒一個個排好隊，準

備出嫁了。如今風水輪流轉了，盧卡斯太太不時笑容滿面地

上門，顯得幸福快樂的樣子。即使班納特太太常冷言冷語、

酸言酸語，她都毫不在意。只是這反而讓班納特太太更加生

氣。 

珍回覆卡洛琳的信已寄出了，她估計信何時能抵達卡洛

琳的手上、卡洛琳多久能寄出回信，又要幾天她才能收到，

然後殷切地等著，每天數日子。沒人太在乎之柯林斯的感謝

函，則很快於星期二就收到了。信中除一再表達他對班納特

家熱誠接待之謝意外，又感謝讚美主，為他的牧師公館，找

到最完美的女主人。然後說，他之所以會那麼爽快地答應他

們的邀請，是因要來探望他的準新娘夏洛特。他將在下下星

期一再度來訪，待到當週的星期六。而能這麼快再來，乃因

凱瑟琳夫人打心底贊成他的婚事，希望他儘快完婚。他相信

夏洛特也會樂意早日與他步入教堂，讓他成為世界上最快樂

的男人。夏洛特，最完美的女主人？這封信當然讓班納特太

太的神經更衰弱了。 

柯林斯第二度來訪，在班納特家受到的接待，遠不如第

一次的熱誠。但他絲毫不介意，因他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

待在盧卡斯小屋，快樂無比。有時晚上回來時，已達就寢時

間，他只能一邊說抱歉，一邊跟大家道聲晚安。即使根本不

必怎麼招呼他，班納特太太對他這回住到家裡來，仍整天嘀

嘀咕咕。只有想到更大的不幸，那就是賓利很久沒來了，才

能讓她暫停對柯林斯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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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道與伊莉莎白的心情，均愈來愈沉重，因日復一日，

賓利的音訊全無。伊莉莎白仍不相信賓利會變心，但他冷酷

的姐妹，及勢利的朋友達西，聯合起來之阻撓，她很擔心會

成功。更不要說她沒見過的達西妹妹之魅力，及倫敦社交娛

樂的吸引力，均可能使他樂不思蜀地留在倫敦。 

近來梅里墩盛傳，賓利整個冬天，都不會回尼德斐莊

園，班納特太太自然也聽到了。原本珍與伊莉莎白有默契，

不在母親面前提起賓利。但現在反而是母親每天逼問珍，如

果賓利不回來，那該怎麼辦？只是珍又能怎麼辦呢？弄得她

得先壓抑本身的煩惱，然後倒過來，輕聲細語地安慰她那不

可理喻的母親。 

班納特太太也不是不值得同情。小鎮本來大事就少，難

得冒出這麼一個夏洛特的婚事，街坊鄰居日日談論個不停，

乃不可避免。這就已讓她受不了了，不少人還特地上門來恭

賀她，因眾所皆知，柯林斯是他們家的親戚。恭賀？她每聽

一次，心裡便絞痛一次。而當夏洛特到家裡來找柯林斯，兩

人低聲談話時，她都堅信，他們一定是在談龍柏園的地產，

討論何時可繼承。那個她從來看不上眼的夏洛特，不久就要

接替她的位置，成為龍柏園的新女主人，而她們母女將要被

趕出門了。天啊！這位她看著長大的女孩子，有一點良心

嗎？而且家產為什麼是給那可惡的柯林斯，而不是別人？ 

班納特太太將她的恐慌及不滿，一股腦兒告訴丈夫。班

納特說“情況不見得會如此糟，要正向思考，或許我會活得

比你久，這樣你便沒有被趕出門、淪落街頭的問題了。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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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擔憂不見得會發生。”只是這個並非不可能的想法，一

點都無法安慰到他妻子。 

 

29 

盼望再盼望，比預期晚了幾天，卡洛琳的信終於來了，

珍趕忙拆開。信的一開頭，便說她哥哥對之前未跟朋友們告

別，就匆匆離開，感到很抱歉。然後確定他們整個冬天，都

會待在倫敦。珍讀到這裡，剛才收到信時的喜悅，頓時就消

失了。那麼期待才來的信，不但無法使她得到任何安慰，反

而讓她覺得一切都落空，毫無希望了。再往底下讀，心情便

更加低落了。因卡洛琳寫了不少對達西小姐的讚美，說她們

這陣子常碰面，兩人的感情愈來愈好。這就已讓珍感到很不

妙了，卡洛琳且預測，上次信中所提，有達西小姐當嫂嫂的

願望，應就快就能實望了。最後又說她哥哥目前到達西家作

客，也就是去了達比郡的潘伯利莊園。 

伊莉莎白獲知信的內容後，很為姐姐擔憂。不過對於卡

洛琳信誓旦旦地指出，賓利已為達西小姐著迷，她卻一點都

不相信。她仍堅定地認為，賓利對姐姐是真心的。雖然有此

信心，她仍很氣賓利。賓利個性隨和，這是他的優點。只是

這優點卻不能百分之百讚美它，因有時造成易受他人影響，

甚至擺佈。只要姐妹或朋友慫恿一下，他可能便會改變心

意，意志一點都不夠堅定。另一方面，失望的班納特太太，

每天冗長地抱怨賓利，講得他像是天下最沒良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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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珍跟伊莉莎白說，要是母親不要常叨念著賓利就好

了，那樣令她很痛苦。但也無所謂了，一切都快成為過去，

母親即將忘了他，她也將忘了他。她不會責怪賓利，畢竟他

可有他的選擇，他有他的難處，她會克服所有的痛苦。伊莉

莎白聽了相當難過，她覺得姐姐太善良了，都在為對方設

想，看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而如果姐姐必須忘掉賓利，那

對她實在太殘忍了。伊莉莎白說，“我發現很多人都是靠不

住的，最近我就碰到兩個。其中一個我不想提，一個是夏洛

特。這兩個人的行事風格，都讓人難以理解。”珍要妹妹看

事情不妨寬容些。柯林斯算是有身分地位的人，夏洛特也是

個知書達禮的淑女，兩人並沒有不相配。她不是糊塗人，她

的弟妹多，這個婚姻對改善她娘家的經濟狀況，幫助不小。

珍又說“我相信他們結婚後，她必會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

我們該祝福她。” 

“要是夏洛特真的以為，選擇柯林斯是對的，那麼她的

見識有多淺薄，就能想像了。柯林斯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們

都很清楚。他自大、浮誇、心胸狹窄，且又愚蠢。任何一個

腦筋清楚的女孩子，都不會想嫁給他的。就算夏洛特是我們

的好朋友，也不能如此替她辯護。做人還是要有些原則，人

生的價值觀不能太離譜。”伊莉莎白義正詞嚴地說。珍答

道，“你太嚴厲了。希望以後你看到他們幸福快樂時，會回

頭想我當初說的話是對的。另外，你還影射一個人。親愛的

伊莉莎白，請不要讓我痛苦，別要求我去責怪他，也別告訴

我你對他失望透了。我們不要太急切地下結論，認為自己已

受到別人的蓄意傷害。即使老成持重、謹小慎微的人，都難



 

 147 

免犯錯。何況對一生性活潑的年輕男子，我們豈能期望他行

出來的事，都是完美，永不會讓人從中挑出毛病？再說我們

女生常會被虛榮心蒙蔽，男生可能只不過是略微欣賞，我們

往往就開始幻想，想到老遠。” 

“如果是這樣，也是男生的錯，是他們故意讓女生產生

這個幻想。”伊莉莎白仍很不平。“若是刻意，當然很不應

該。不過我想這樣的男生，並不會太多。”珍向來不以為人

心都那麼險惡。伊莉莎白說，“我並沒有假設賓利很壞。但

男生就算不是故意讓女生心存幻想，若個性上思慮不周、大

而化之，或意志不堅等，都可能傷人。而我認為對賓利而言，

第三個因素最有可能。也就是他的姐妹跟朋友影響了他。”

珍反駁說“這我完全無法想像。他們最多只會希望他幸福快

樂，而如果他的確傾心於我，但教心似金鈿堅，誰又能有那

麼大的本事，讓他改變心意？” 

“事情並非那麼單純，他們不見得只在乎他的幸福，婚

姻不會只考慮這點。對他的姐妹而言，她們可能也盼望他的

財富增加，且社會地位提高，這對她們也有好處。因而達西

小姐，便是她們弟媳及嫂嫂的最佳人選。”伊莉莎白仍堅持

她的看法。珍搖搖頭說，“她們希望他娶達西小姐是合理

的，原因則可能因她們彼此認識較久，比跟我還熟多了。但

如果只是因個人的情感，便企圖扭轉她們兄弟的意願，而她

們的兄弟，居然也甘心配合，這便很不可思議了。你一方面

告訴我，你相信他對我是真心的，一方面卻告訴我，這種極

不尋常的事件發生了，如此不是讓我弄得一團混亂嗎？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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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可以為是我自作多情，他其實對我並沒特別傾心。這樣

想，才不會讓我太過痛苦。”伊莉莎白覺得姐姐若希望如

此，她豈能違背？於是此後她便儘量不再跟姐姐提起賓利

了。 

班納特太太想不透，賓利怎麼不再回來了？伊莉莎白跟

母親解釋，他跟珍其實並未特別親近，只是談得來而已。當

初是住這裡，大家容易碰面。他一旦離開，就被別的事纏住

了，抽不出空來這裡，一點也不奇怪。但班納特太太仍是天

天抱怨，那些她自己也不信的事，伊莉莎白只好一再跟母親

重覆地講。而班納特太太也一再重申，等夏天到時，他一定

會再來。 

處在一屋子的女生堆裡，班納特常冷眼旁觀，了解究竟

每個人在忙些什麼。有天他對伊莉莎白說。“你姐姐的愛之

船遊輪，最近顯然觸到暗礁，動彈不得了。除了結婚，失戀

是女孩子最愉快的事。會讓她的心思整個被佔據，否則生活

就太乏味了。何況失戀，至少表示曾有人愛過，不是沒人愛，

多值得炫耀啊！什麼時候才輪到你啊？總不能一直輸姐

姐。梅里墩那麼多軍官，應會有能讓你心碎的吧！威克姆怎

麼樣？把他當耙子練習如何？設法愛上他，然後讓她拋棄

你。他很討人喜歡，若被他拋棄，算是有面子。” 

班納特不完全是開玩笑，威克姆有時會登門拜訪。而他

就是有本事，為這個家庭帶來歡樂，讓家裡的憂鬱氣氛被吹

散些。他被達西惡整的事，早已全家皆知。眾女士都相當同

情他，當然也就更討厭達西了，除了珍之外。善良的珍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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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覺得他沒得到那牧師一職，的確令人同情，但怎麼看

達西都不像會惡整人。他只是有點高傲，並非心地不好。因

而其中可能有些內情，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她認為還是要

客觀，勿太快定達西的罪，等搞清楚再說也不遲。但家裡的

其他女士，都不贊同她。 

星期六到了，柯林斯的濃情蜜意也傾吐夠了，他得回去

了，不然凱瑟琳夫人便太想念他了。他並解釋，再過幾天就

是耶誕節，教會的活動將不少，身為牧師的他若不在，就群

龍無首了。但他很快便將再來，請大家放心。而下次來之前，

他能成為全世界最快樂的男人之日期，便會確定了。他跟班

納特一家依依不捨地告別，他說這是他的幸福發源地，他忘

不了這裡。這樣講時，他並沒注意到班納特太太臉色相當難

看。他也再度祝福他的堂妹們健康愉快，伊莉莎白堂妹自然

也再度不例外。 

 

30 

星期一，柯林斯走後已兩天了，班納特太太仍極度傷

心，為的當然還是龍柏園將落入外人手中。嘉迪納夫婦，也

就是班納特太太的弟弟跟弟妹，從倫敦來到龍柏園。他們每

年都會來與姐姐及姐夫一家共度耶誕。兩人育有 4 個孩子，

2 女 2 男。兩個大的是女孩，分別是 8 歲及 6 歲，兩個男孩

就都很小了。小孩都愛來姑姑家，因有 5 個大表姐陪他們玩。 

嘉迪納雖經商，卻毫無市儈氣。而且不像他姐姐常喋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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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休、夾纏不清，他是個風度翩翩、舉止瀟灑、要言不煩，

且行事規矩的紳士。嘉迪納太太年紀比班奈特太太小十來

歲，是個善解人意、迷人又優雅的女士。班奈特 5 姐妹，沒

有一個不愛黏在舅媽身邊的。珍和伊莉莎白，跟舅媽的感情

更是特別好，差不多每年，兩人都會受邀到倫敦，住上一段

不短的時間。有時一起去，有時分別去。看到弟媳來，班納

特太太不禁悲喜交加。悲的是，比起弟媳的生活順遂，自己

太不幸了。喜的是，有了一個可訴苦的對象了。這陣子有幾

件傷心事，件件值得抱怨。 

班納特太太開始向弟妹，傾訴她的一腔幽怨。兩個女兒

本來都差點要結婚了，一切將很完美。結果轉瞬間，全都落

空，一無所有了，她真是歹命。珍她並不責怪，她有好好把

握，只是賓利卻離開她。至於離開的理由，雖伊莉莎白已說

明多次，但她到現在仍難以理解。伊莉莎白的情況則是倒過

來，是她自己不知好歹，不要柯林斯。人家條件那麼好，還

是龍柏園的下任繼承人，若嫁給她，她們母女將來就不必淪

落街頭了。沒想到伊莉莎白瞎了眼，想事情不夠長遠，居然

就在這個房間裡拒絕他，她真快氣死了。如今盧卡斯太太，

將比她早嫁出一個女兒。龍柏園以後也就歸她們了。這個盧

卡斯太太，女兒的長相都只是普通而已，但實在太有心機

了，不顧兩家多年友誼，苦心孤詣，暗中策劃，成功地搶了

龍柏園的繼承權。如今她就要沒地方住了，講到這裡，她不

禁悲從中來，抽抽噎噎地哭個不住。班納特太太又說，家人

及鄰居，聯合起來對付她，她神經愈來愈衰弱了。沒人同情

她，人生實在了無生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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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迪納太太先前已由珍及伊莉莎白給她的信裡，大致了

解事情的原委，對兩個外甥女的處境相當同情。她這位大姑

向來不可理喻，若想跟大姑講道理，必徒勞無功。不過既然

大姑抱怨限嗣繼承不合理，她便跟大姑講一則最近聽到的實

例。有某人要將一筆財產給他的姪女，但規定她必須要先結

婚才行，否則一毛都不給，那位姪女只好趕緊尋覓對象，結

果惹出不少風波。不論財產的贈予或繼承，就是可訂下各種

條件，無所謂合理不合理。於簡單安慰大姑一番後，嘉迪納

太太便巧妙地引開話題。她談起近來倫敦服裝的流行時尚，

女士少有對服飾沒興趣的，這立刻讓她大姑興致盎然，開心

地談起服裝，神經再也不衰弱了。 

後來嘉迪納太太找到機會，跟伊莉莎白聊一下珍的情

況。於了解全貌後，嘉迪納太太認為，這種事若發生在伊莉

莎白身上，可能還好些，她較能承擔。大約自我解嘲一番後，

很快就能恢復了，不至於消沉太久。珍則較不容易克服此難

關，會痛苦很久。改變環境說不定對她有幫助，也才不會整

天看到母親長吁短嘆，搞得自己心情更差。嘉迪納太太問伊

莉莎白，能不能說服珍，到時跟他們一起回倫敦。伊莉莎白

覺得舅媽這個建議很好，也相信珍會欣然接受。 

嘉迪納太太又告訴伊莉莎白，雖同樣住倫敦，但區域隔

很遠，而且交往的朋友又不一樣，甚至他們根本極少參加社

交活動，因此珍不必擔心會遇到賓利，除非他特地來找她。

伊莉莎白則覺得不需有這個顧慮，因賓利根本就被他的朋友

達西“看管”了。“珍跟賓利的妹妹不是有通信嗎？”舅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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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相當清楚。伊莉莎白覺得這更不是問題，雙方僅止於通

信而已，賓利的妹妹不但自己不想，也必定會消除她哥哥見

到珍的機會。即使講得這麼斬釘截鐵，伊莉莎白心中其實存

著一絲希望，就是賓利能幡然大悟，想通自己犯了大錯，不

該放棄對他而言，天下最寶貴的女子。她祈禱姐姐的魅力能

發威，橫掃他的姐妹及朋友之影響力。 

珍果然接受舅媽的邀請。她有考慮過遇到賓利一家的問

題，但她只想偶而能與卡洛琳碰面。至於她哥哥，由於目前

住到達西家，反正碰不到，不會有要見還是不見的尷尬。 

嘉迪納夫婦在龍柏園待了一星期，班奈特太太熱心接

待，安排各種活動，常也邀些其他朋友來參加。這段期間，

他們跟菲利普斯夫婦每天都碰面。菲利普斯太太是班奈特太

太的妹妹，班奈特 5 姐妹的姨媽。嘉迪納夫婦在菲利普斯先

生的家裡，常碰到一些年輕的軍官。其中有幾位，有時也會

來班納特家，最常出現的是威克姆，幾乎每天都來。嘉迪納

太太發現，人前人後，伊莉莎白常讚美威克姆。她不禁警覺

起來，遂悄悄觀察。 

嘉迪納太太研判，兩人並未墜入情網，就只是彼此很有

好感。但在還沒達到談戀愛的階段，就已那麼親近，嘉迪納

太太認為這樣很不妥，會引起街坊的閒言閒語。她決定在走

之前，要跟伊莉莎白好好談一談。其實嘉迪納太太，對威克

姆印象不錯。因直到大約 12 年前，那時她尚未出嫁，一直

住在達比郡。由於威克姆也是那裡的人，兩人因而有些共同

的舊識。威克姆在達比郡，待到 5 年前，他父親過世才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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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迪納太太從他那裡，補充不少家鄉的訊息，兩人很有的

聊。多年前，嘉迪納太太曾參觀過潘伯利莊園，極有聲望的

老達西先生，其大名她自然如雷貫耳。在得知威克姆受到達

西不公正的對待後，她開始回想達西年少時，大家對他的評

價究竟如何，看與威克姆的說法是否吻合？最後她肯定，那

時他的確是個狂妄自大的少年。 

跟伊莉莎白講了她的顧慮後，嘉迪納太太接著說，“你

是個很理智的女孩子，不會因有人勸阻你不要做什麼，便偏

偏要去做。所以，我可放心跟你攤開一切來說。對婚姻的考

量要謹慎，不能只顧愛情。若無金錢做後盾，再怎麼絢爛的

愛情，都很容易褪色的。我對威克姆沒什麼成見，他有不少

優點，我跟他也很談得來。如果他當初接任他所說的達比郡

教區，薪俸最高的牧師一職，那我便覺得你的選擇會令人羨

慕。可惜他只是個低階軍官。你父親對你最器重，因姐妹裡

你最聰明，且腦筋最清楚。因此絕對不要讓他失望。”“舅

媽啊！你好當一回事喔！”伊莉莎白笑著說。“是的，我希

望你也同樣當一回事。”“好吧！請別擔心，我一定會看管

好我自己，也會看管好威克姆。而如果我阻止成功，他當然

就不會愛上我。”“伊莉莎白，認真一點，我真的很牽腸掛

肚呢！我現在知道為什麼你母親會神經衰弱了。”伊莉莎白

本想打哈哈帶過，但舅媽不放過她。 

“親愛的舅媽，實在抱歉，請您原諒，從現在起我會儘

量認真。截至目前為止，我並未愛上威克姆，我很確定沒有。

但他是我至今所見，最討人喜歡的男士。至於他愛上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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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我不確定。當然最好不要啦！選擇他，我知道對我而

言，太不明智。但都是達西害的，真可惡！坦白說，父親對

我的看法，向來是我最在意的。若令他失望，我會相當難過。

不過，說實在的，我父親還蠻喜歡威克姆的，這是題外話。

無論如何，不管讓您們中的那一位失望，我都會很難過，我

絕不想這樣。但既然一直以來，就是常有那麼多雖麵包不

足，卻制止不住愛情的例子發生，若輪到我身上，我如何敢

保證，我有充分的智慧，能不忘記麵包的重要及美味，而抗

拒愛情的誘惑？但我答應您，絕不會魯莽行事。我不會他一

發動追求攻勢，就喜孜孜地以為，我的真命天子降臨了，然

後緊抓不放。這方面我會盡最大的努力，為自己把關。”伊

莉莎白雖仍愛說笑，後來倒是認真起來。 

嘉迪納太太說，“如果你勸他別常來你們家，或許這便

算是盡最大的努力了。不然至少該提醒你母親，不要常邀他

來。”伊莉莎白回答，“我前幾天便已那樣做了。其實他會

這麼頻繁來，也是因您在這裡的緣故。母親認為你們是同

鄉，且有不少共同的朋友，他來陪您講講話，您應會高興。

總之，請您務必相信，今後對於異性，不論誘惑多大，我會

儘量做出，我所認為最明智的抉擇。希望這樣您能滿意了。”

嘉迪納太太擁抱她外甥女，感動地說，她百分之百的滿意。

伊莉莎白真心感謝舅媽，她知道舅媽深深愛她，把她當女兒

看待，才會跟她講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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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珍跟隨舅舅及舅媽前往倫敦後沒幾天，柯林斯又來了。

這次他住到盧卡斯小築，以便就近商量婚事。不必天天跟他

大眼瞪小眼，班納特太太因而這回情緒沒有太糟。雖她仍常

會酸溜溜地說，“真是一對絕配”，或“希望他們真的能幸

福快樂”。在婚禮的前一天，夏洛特到班納特家辭行。她很

誠摯地跟伊莉莎白說，“請常寫信給我，收到來自故鄉的

信，是我最期待的，尤其是你的。”伊莉莎白表示一定會常

寫，讓她因來信太多而心煩。 

夏洛特又邀伊莉莎白去看她，因短期內她將不容易回

來。她說她父親及妹妹瑪利亞(Maria)，三月份時會去探望

她，她竭誠希望伊莉莎白能跟他們一起去。伊莉莎白看到夏

洛特企盼的眼神，於心不忍，只好答應了。雖然她認為這種

作客，並不會太有趣。隔天婚禮結束，從教堂出來後，夏洛

特便告別諸親友，蕭蕭班馬鳴，隨著夫婿柯林斯，搭馬車前

往柯林斯所住的肯特郡(Kent)。 

伊莉莎白對夏洛特婚後日子過得如何，及喜不喜歡凱瑟

琳夫人等，相當好奇。很快夏洛特的信便到了，讓伊莉莎白

有些訝異，看起來她對一切都很滿意。她筆下所描述新環境

的景象，與之前柯林斯所形容的類似，只是語氣沒那麼誇

張。對跟夏洛特通信，伊莉莎白倒是很樂意，不過她覺得情

感的表達，沒辦法再如以前那像，親密且毫無保留了。兩人

曾情同姐妹，她並不願意變得如此生疏、有些距離，但卻無

可奈何，昔日的熱情，就是衰退了，而且應回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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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白在前幾天，便收到姐姐抵達倫敦報平安的短

信。她期待在第二封來信裡，珍會講些跟賓利一家有關的

事。可惜即使在倫敦已待了一星期，珍仍沒有卡洛琳的音

訊。珍的解釋是，她離開龍柏園前，寄給卡洛琳的信，可能

寄丟了。她準備隔天跟著舅媽出門時，順道去拜訪卡洛琳。

見到卡洛琳後，珍的第三封信來了，她說，“卡洛琳的精神

似乎沒太好，但她看到我很高興，還怪我來倫敦怎沒先通知

她。所以我猜的沒錯，我的上封信她確實沒收到。我問她哥

哥的近況。她說他很好，只是常跟達西黏在一起，兩人一直

不知在忙些什麼，所以她們根本很少見到他。我發現她們當

天跟達西小姐已有晚餐之約，其實我也很想見見她，就看以

後是否有機會。我沒在她們家待太久，因她們姐妹正好有事

要外出。不過，我相信她們應很快就會回訪。”讀完姐姐的

信後，伊莉莎白覺得情況不妙。除非有什麼意外，否則賓利

將不會知道珍正在倫敦，沒有人會告訴他。 

可憐的珍，每天從一早起，便在舅舅家痴痴等待卡洛

琳，連大門也不敢出，以為今天她一定會來。而每天到了晚

上，也都得替她找今天不來的理由，以讓自己寬心。就這樣，

毫無音訊地過了兩個星期，總算等到卡洛琳上門了，卻僅停

留一下子便走了。她那冷淡的態度，使珍終於醒悟，不能再

欺騙自己了。雖然她仍想不透卡洛琳有什麼必要，非如此對

待她不可。 

伊莉莎白收到姐姐的信後，起先心疼萬分，因善良的

珍，仍在替卡洛琳解釋，說她一定有什麼理由，才有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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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議的行為，因而並不怪她。之後，伊莉莎白想，至少姐姐

不必再被卡洛琳矇騙了，也不會再對賓利存有幻想，於是她

的心情應會慢慢好起來。她甚至希望賓利就真的去娶達西的

妹妹，讓他吃吃苦頭，然後才知自己放棄的女孩，是多麼美

好。因依威克姆的形容，達西的妹妹態度傲慢，不可能如珍

一般是個賢妻良母。 

不只珍的事要傷神，還有自己的。舅媽的信來了，她關

切伊莉莎白跟威克姆間，感情之後續發展。伊莉莎白的回

覆，應令舅媽很滿意。原來他的愛慕對象轉移了，因而不再

來獻殷勤，家裡遂清靜下來。他現在追逐的目標，是個叫瑪

莉金(Mary King)的年輕女孩。她近來魅力大增，趨之若鶩的

男子也就大增。魅力怎會快速增加？原來她突然繼承了 1 萬

英鎊的財產。這樣的魅力，一無所有的伊莉莎白，只能甘拜

下風。於是舅媽的擔憂，也就瞬間消失了。 

班納特家的事就這些了，這陣子沒冒出什麼可讓班納特

太太吹噓的新鮮事。一月及二月過了，進入三月，伊莉莎白

即將前往漢斯佛德，她原本並沒太將此拜訪當一回事。但由

於夏洛特很認真在安排，她也就改變心態，覺得趁機到那裡

一遊也不錯，畢竟會讓生活有點變化。伊莉莎白已好久沒見

到珍了，她與夏洛特商量妥當，加了在倫敦過一夜的行程，

讓這趟旅途更完美。隔了幾個月，她早已不氣夏洛特，也沒

那麼厭惡柯林斯了，甚至還有點想念夏洛特呢！她很難想像

當初何以會對夏洛特那麼不滿？本來青菜蘿蔔各有所好，人

家想嫁誰，關她什麼事啊？於是隨著夏洛特的父親盧卡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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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瑪利亞啟程，前往倫敦。 

馬車抵達舅舅家後，將伊莉莎白放下，盧卡斯父女則住

到旅館去。珍早已等在門口，姐妹碰面彼此都很高興。小孩

總是人來瘋，4 個表弟妹，都很興奮二表姐的到來。晚上大

家去劇院看表演，伊莉莎白特地坐到舅媽旁邊，以好好跟她

聊聊。伊莉莎白得知姐姐的情緒仍有些低落，但不再對賓利

有期待，這讓她放心了，相信姐姐將快回復正常了。伊莉莎

白問完珍的近況後，該舅媽來了解她的事了。舅媽好奇她們

印象良好的威克姆，怎麼會如此在乎金錢呢？伊莉莎白覺得

好笑，她說“親愛的舅媽，您之前不是提醒我‘對婚姻的考

量要謹慎，不能只顧愛情。’您還強調‘若無金錢做後盾，

即使再絢爛的愛情，也都很容易褪色。’如今威克姆不就很

謹慎嗎？他知道愛情須有金錢做後盾。您不是該肯定他的明

智才對嗎？” 

舅媽問金小姐是什麼樣的女孩，怎麼威克姆之前都沒留

意到她？伊莉莎白先說她是個很好的女孩，知書達禮。再說

“如果因他沒有財產，我就不該親近他，則在金小姐取得 1
萬英鎊的繼承前，他對她沒產生興趣，不也很合理嗎？”

“但她才剛繼承財產，他便立刻變心，不是太現實嗎？”舅

媽比較希望的是，由外甥女主動跟他分手，而非他主動。伊

莉莎白說“處於矮牆下的男子，不甘心低頭，在奮勇力爭上

游的過程中，冷眼旁觀的我們，若沒給他打氣，還要求他，

舉止須優雅，不可太猴急，那不是有點太苛刻了嗎?”雖伊

莉莎白很看得開，但舅媽仍又嘀咕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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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一早，要與舅舅一家告別時，伊莉莎白得到一驚喜

的禮物。舅舅跟舅媽邀她夏天時，跟他們一家去旅行，地點

尚未決定，但很可能是大湖區(the Lakers)。這真令她太高興

了。能跟舅舅一家一起度假，才是人生最大的樂事，什麼威

克姆，就靠邊站吧！她已不在乎了。那個男生她都不在乎了。 

 

32 

馬車終於抵達柯林斯的牧師公館，看到夏洛特熱情地歡

迎她，伊莉莎白覺得自己來對了。她很快便發現，柯林斯那

個誇張又陳腐的調調，毫未改變。他很認真地問候她的家

人，從父母到小妹，一個都沒漏掉。此外，他一方面客套地

說，他擁有的，不過是間陋室，一方面卻又得意地介紹房子

的格局、家具及擺設，連完美的長寬比例，他都數度讚美。

至於住起來是如何舒適，更是講了又講。伊莉莎白突然領

悟，這一切是專對她說的，而她若能顯出一些懊悔的神色，

最好也加上幾聲嘆息，必會讓主人更加心滿意足。 

伊莉莎白看向她的朋友，她相當好奇，有這樣的夫婿，

夏洛特何以會對此婚姻，仍表現出那麼喜悅？柯林斯經常說

出，令伊莉莎白覺得身為他的妻子，應會羞慚的話。有幾次

夏洛特的臉，的確紅起來。但伊莉莎白發現她的朋友，已練

出一身功夫，通常能聽而不聞，甚至就逕自去忙些別的事。

耳不聽為清，這是個睿智的妻子，伊莉莎白不禁有些佩服。 

柯林斯又特別告訴伊莉莎白，等星期天去教堂，便可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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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凱瑟琳夫人。他說“你一定會覺得跟她見面，是件很榮幸

又很愉快的事。你也會見識到她的和藹可親，及謙和待人的

風範。而我相信，在禮拜結束後，你會有被夫人略微關切的

殊榮。我還可確定，你們在此地停留的期間，只要夫人邀我

們去羅辛斯莊園作客，你與我的小姨子瑪利亞，由於我的面

子，也必然受邀。我們每星期總會受邀去晚餐，那是欣賞夫

人風采的大好時機。而且體貼的夫人，從不讓我們自己走回

家，都會以她的馬車送我們。我應該說以夫人的某一輛馬車

送我們，因她有好幾輛。夏洛特附合她丈夫，“凱瑟琳夫人

是個令人敬重，又知情達理的女士，也真的相當會照顧人。”

她丈夫又回過頭來附合她，“的確如此，這正是我說的。像

這樣的女士，再怎麼敬重她都不為過。” 

第二天接近中午時，伊莉莎白正在房裡收拾一下，準備

出門散步，突然樓下傳來一陣吵雜的聲音，似乎有好幾個人

都氣急敗壞，慌亂不已。瑪利亞衝上樓了，大聲叫她快下樓

看，不然來不及了。伊莉莎白以為發生什麼大事，趕緊下樓。

原來有輛馬車停在花園外的大門口，車上有兩位女士。伊莉

莎白啞然失笑，“就這樣而已啊？我還以為至少有一群豬闖

進花園呢！原來不過是凱瑟琳夫人跟她女兒來訪。”瑪利亞

睜大眼睛，“這那是凱瑟琳夫人，年紀大的那位是詹金森

(Jenkinson)太太，跟她們住在一起，這位可不必理會。另一

位則是安妮(Anne)狄柏小姐，這位才需要留意。你看，她真

是小巧玲瓏，一副我見猶憐的樣子。” 

“她為什麼不進來坐呢？何必讓夏洛特立在馬車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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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站一般。”伊莉莎白說。瑪利亞回道，“夏洛特說她從不

進來的。狄柏小姐若真的進入屋子，蓬蓽生輝，將不知將造

成牧師公館多大的轟動。”伊莉莎白心中一動，說“我喜歡

她的外表，她看起來弱不禁風，且不像太好相處的樣子，配

他剛好，兩人天生一對。”“他”指的是達西。伊莉莎白冷

眼旁觀，只見柯林斯與夏洛特站立在馬車前，畢恭畢敬地與

車內兩位女士談話。盧卡斯則垂手站在門口，若狄柏小姐望

向他的方向，他必鞠躬為禮。最後，馬車離開了。回到屋子

後，柯林斯恭喜伊莉莎白，說她的運氣太好了，沒人有這麼

好的運氣，而這都是因他才有的。伊莉莎白聽了有如丈二金

剛摸不著頭腦。夏洛特趕忙解釋，所有人都被邀請，明天晚

上到羅辛斯莊園晚餐。 

柯林斯得意萬分，他說“如果只是星期天禮拜結束後，

凱瑟琳夫人邀大家去羅辛斯莊園坐一坐，喝喝茶，那我還不

會太訝異，這不過是夫人一貫親切待人的作風。但你們昨天

才抵達，還沒見到夫人，今天她便慎重地令她的掌上明珠，

狄柏小姐來邀請你們去吃晚餐，且是全體受邀，那實在是非

常特別，極大的恩寵。你們看，我講得不假吧！她不但對我

很好，且愛屋及烏，對我的妻子及親戚，也都如此慈祥和藹。

你們真太榮幸了，完全不虛此行。” 

柯林斯認真地指導大家去莊園作客的禮儀，還描述莊園

的的景象，以讓大家有心理準備，免得屆時被莊園的豪華及

排場給嚇壞了。他特別叮嚀女士要如何穿著，就是穿上最好

的衣服，但不要有太多首飾配件，夫人不喜歡這樣。夫人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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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維持階級界線，因此每個人的穿著打扮，要符合自己的

身分，不要逾越。而最重要的，不可遲到。不能讓夫人不高

興，女士們再怎麼花功夫精心打扮，也絕不能讓夫人等待。

伊莉莎白注意到，夏洛特對柯林斯的誇張指點，相當不以為

然，只是這位賢淑的妻子，並無意干涉丈夫的言行。 

第二天傍晚，當一群人進入莊園，往大宅前進時，盧卡

斯與瑪利亞父女，均愈來愈誠惶誠恐、戒慎恐懼，有如要赴

戰場般。伊莉莎白倒還好，因她並不覺得凱瑟琳夫人有何了

不起，只不過是超級有錢罷了，並沒有三頭六臂。而光是有

錢，尚不至於令她敬畏。柯林斯一路東指西指地介紹，異常

興奮，彷彿這是他的房子。進入屋子，來到客廳，凱瑟琳夫

人如女王般坐在中間，狄柏小姐及詹金森太太各坐一邊。夏

洛特早跟丈夫講定，由她來介紹賓客，免得眾人得忍受，丈

夫又是致歉又是致謝，冗長無比的介紹詞。盧卡斯早被那富

麗堂皇的氣派所震嚇到，根本講不出話來。瑪利亞則全身一

直戰抖個不停，有如她面對的是老虎或獅子。 

伊莉莎白算是頗為鎮定，她首先發現達西與凱瑟琳夫人

有幾分神似，畢竟那是他姨媽。而與她母親的高大魁梧，且

精神奕奕相比，狄柏小姐既嬌小玲瓏，又臉色蒼白。她的五

官雖端正，但一點都稱不上迷人。凱瑟琳夫人絲毫無法跟親

切沾上邊，她就是愛擺出高人好幾等的神情，相當自以為

是。她不論講什麼，都是斬釘截鐵式的權威，不容分說。待

上了餐桌，餐點的確極精緻，柯林斯每一道都讚嘆不已。而

已恢復正常的盧卡斯，對女婿所說的，也每句都加以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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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白好奇，凱瑟琳夫人怎受得了這對翁婿的過火讚美？

沒想到她很吃這套，一直露出滿意的微笑。伊莉莎白服了這

幾個人。 

伊莉莎白不想光是誇獎食物，食物已被誇獎得夠多了。

她打算若有適當的話題，她就接腔。但夏洛特只專注聽凱瑟

琳夫人說些什麼，而瑪利亞並沒有開口的意思。至於詹金森

太太，一直留意狄柏小姐，不是勸她多吃些，就是關心她的

身體狀態。狄柏小姐除了簡單回應詹金森太太外，從頭到尾

沒說別的話。兩位紳士則除了對食物讚不絕口外，一點也不

像有其他想說的。於是伊莉莎白惟有享受美食這件事可做

了。 

餐後轉往客廳，就只能聽凱瑟琳夫人開示了。她指點夏

洛特如何持家，包括如何照料母牛等。但她並不期望夏洛特

有什麼回應，或提出不同的意見。她問伊莉莎白不少問題，

包括家裡有幾輛馬車，妹妹漂亮嗎？受過教育嗎？母親娘家

的姓？伊莉莎白認為有好幾個問題，她問得並不是很有禮

貌，但仍沉著回答。當凱瑟琳夫人知道，伊莉莎白的母親，

不但沒有每年春天，帶她們姐妹去倫敦尋訪名師，甚至連家

教也沒為她們請時，嚇了一大跳，覺得怎麼可以這樣？孩子

不都要變成文盲了？至於五姐妹並非每個都會彈琴唱歌，以

及沒有一個會畫畫等，更令她一次又一次的驚訝萬分。那有

對孩子如此放任的家庭？她覺得該找伊莉莎白的父母談一

談了。 

凱瑟琳夫人開始對伊莉莎白產生興趣了。在她得知伊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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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白的每位妹妹，都已出來社交後，相當不以為然。姐姐尚

未出嫁，年幼的妹妹，怎可便急著參加社交活動？她問伊莉

莎白的妹妹幾歲了？伊莉莎白答最小的快 16 歲了，然後說

“如果因姐姐還沒出嫁，妹妹便無法享受社交之樂，那還真

有點殘忍。事實上，一起參加社交，可增進姐妹間的感情。”

“你年紀輕輕，表達想法就那麼信心十足。你幾歲了？”

“夫人，我有 3 個妹妹，最小的都將 16 歲了，您很難期待

我會透露年齡。”凱瑟琳夫人太震驚了，她的問題居然沒有

得到直接的回答。伊莉莎白則猜想，這位趾高氣揚的貴婦，

相信從未遇到過，敢如此嘻皮笑臉回應她的人。“我確定你

不會超過 20 歲，所以沒什麼好隱瞞的。”凱瑟琳夫人按捺

住怒氣。伊莉莎白答道，“哈！超過了，但不滿 21 歲。”

凱瑟琳夫人簡直拿這個女孩子毫無辦法。 

之後開始玩牌，8 個人分成兩桌。伊莉莎白、夏洛特、

狄柏小姐，及詹金森太太 4 人同一桌。這桌除了詹金森太太

偶而關切狄柏小姐外，相當安靜，幾乎沒說什麼話，伊莉莎

白覺得這樣很好。凱瑟琳夫人那桌則很熱鬧，因她會指出誰

打得不好、給生活指導，或講她過去的經歷等。反正她什麼

事都有高見，什麼經歷都覺得對他人能有所啟發。待她玩

夠，及說夠了後，便吩咐馬車送她的客人回家。當然眾人仍

得先聽完，柯林斯那一長串，似無止盡的感謝後，才能離開。 

在車上，柯林斯問她堂妹，對此趟拜訪的感想。既然來

作客，便宜讓主人高興。伊莉莎白盡她最大的可能，講了一

大堆好話。但顯然柯林斯仍不滿意，他只好接手過來，自己



 

 165 

讚美了。 

 

33 

盧卡斯雖只待了一星期便先回家了，但他已觀察夠了。

他對女兒的婚姻相當滿意，對女婿更是滿意得不得了。而有

凱瑟琳夫人這麼好的鄰居，讓他覺得女兒一家，實在太幸福

了。 

柯林斯差不多每天都會到羅辛斯莊園，向凱瑟琳夫人請

安問好，並看夫人有什麼交待，夏洛特也常跟著去。為什麼

他們會願意花這麼多時間去討好夫人？起先伊莉莎白感到

相當納悶，後來她終於了解了。此因凱瑟琳夫人掌握不少經

費，一高興便可給柯林斯夫婦增加生活津貼。伊莉莎白隨著

他們，每星期至少有一次，到羅辛斯莊園晚餐及玩牌。但此

外，柯林斯家幾乎沒有其他社交活動。因附近所住，大部分

是上等人家，柯林斯家高攀不起。再說，有凱瑟琳夫人的照

拂便足夠了，柯林斯不想且已無精力去討好他人了。 

伊莉莎白白天通常與夏洛特聊天、看書，及外出散步

等，她還蠻喜歡這裡的環境。待了半個月後，得知平靜的莊

園將有客人來訪。原來常在伊莉莎白腦海裡盤旋的達西，將

帶著他一位姨媽的幼子，即他的表哥費茲威廉(Fitzwilliam)
上校，來拜訪凱瑟琳夫人。雖費茲威廉的父親是個伯爵

(earl)，但身為幼子，身價當然比長子遠遠不如。他們預計抵

達的那天，柯林斯整天都在能見到莊園入口的附近徘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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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他能第一個得知客人抵達。馬車終於接近了，他向馬車

鞠躬致敬後，匆匆回家通報此天大的新聞。隔天早上，他一

人便急奔莊園，去向夫人問候，及向兩位貴客表達歡迎之意。 

夏洛特從家裡樓上窗戶望出去，看到丈夫並非單獨回

來，有兩位紳士跟他同行，這真令她料想不到。她欣喜若狂

地去告訴她的好友及妹妹，有貴客將光臨。往樓下走時時，

她謝謝好友，“要不是你，達西絕無可能這麼快便來拜訪

我。”對此恭維，伊莉莎白已沒時間客套，因門鈴響起了。

走在前面的是費茲威廉，大約 30 歲，不算太英俊，但儀表

及談吐均令人眼睛一亮。達西仍是那個老樣子，既含蓄又冷

靜。他先對夏洛特表達適當的恭賀，次對伊莉莎白簡短致

意。他從來不是熱情洋溢的人，場面話更是不會說。因而伊

莉莎白摸不透他目前心裡對她的感覺。兩人最後一次交談，

是在尼德斐莊園的舞會上，那次談話，彼此都不是很愉快。

保險起見，伊莉莎白僅屈膝為禮，暫時不多說話。 

費茲威廉口若懸河地講個不停，達西卻仍如以往，惜言

如金。有好一陣子，只有費茲威廉與眾人對談，達西則靜靜

地坐著。不過後來他仍略問候伊莉莎白的家人，她也如一般

禮儀地回答。又是一陣停頓後，她忍不住了，補了一句“我

姐姐這 3 個月都在倫敦，你都沒機會見到她嗎？”伊莉莎白

當然確定珍到倫敦後，兩人從沒碰過面。她只是想藉此問

題，看達西是否會透露一些蛛絲馬跡，顯示他知道賓利一家

與珍之間，究竟發生什麼事。不過達西在回答他沒見到珍

時，看起來似乎有點不太自然，她遂沒再追問。再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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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紳士就起身告辭了。 

費茲威廉的風采，迷倒了牧師公館的 3 位女士，她們一

致同意，到羅辛斯莊園作客，若有這位上校在場，將會有趣

許多。不過這次他們隔了較久才受邀，因有訪客時，凱瑟琳

夫人就沒那麼需要他們陪伴了。直到兩位紳士抵達後一星

期，復活節當天，夫人在離開教堂時，才邀他們當晚到莊園。

過去這星期，費茲威廉已數度到牧師公館拜訪，達西則僅出

現在教堂。晚上夫人仍然有禮貌地接待他們，但大部分的時

間，夫人都在跟兩位外甥講話，尤其是達西。 

美麗又知性的伊莉莎白，魅力是費茲威廉難以抵擋的。

他特地坐她旁邊，不論旅遊、閱讀或音樂等，他都能聊得很

起勁。伊莉莎白來莊園好幾次了，沒有一天像今天這麼愉

快。比起其他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兩人的談笑風生，

自然無法不引起注意，達西的目光一再轉向他們。不知他心

中在想些什麼？或許是在想，何以他無法跟伊莉莎白，以這

樣自在的方式談話？後來凱瑟琳夫人喊道，“費茲威廉，你

們在聊些什麼？說來聽聽。”費茲威廉不得不回答，“夫

人，我們在談音樂。”凱瑟琳夫人興致來了，“音樂喔！那

是我最喜歡的話題，英國沒有幾人比我更懂得音樂。如果我

曾下過功夫，今天一定成就非凡。而如果安妮的健康狀況允

許，她應也是如此。對了！喬治安娜的琴藝如何？達西！”

愛妹情深的達西，說妹妹的彈琴技巧日益進步，得意之情溢

於言表。 

凱瑟琳夫人權威地說，“那很好。請將我的話轉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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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藝如果想出人頭地，沒有足夠的練習，是絕對辦不到的。”

“夫人，我向您保證，我妹妹不需要這樣的提醒，她自動自

發，每天從早到晚，勤練不輟。”凱瑟琳夫人並未因此滿意，

她說“這是對的，練習永不嫌多。下次我給她寫信時，會叮

嚀她千萬別鬆懈。我常跟年輕女孩講，若沒有持續練習，音

樂造詣是不可能提高的。我已跟班納特小姐提過好幾次，除

非她練習夠多，否則她永遠不可能彈得好。還有，柯林斯太

太家裡雖沒鋼琴，但不能這樣就算了。我跟她已不知說了多

少次，詹金森太太房裡有台琴，她就去彈，每天都可去，不

會礙到誰。”對姨媽這番無禮之至的言詞，達西看起來有些

難堪，他默默地喝著咖啡。 

咖啡時間結束後，費茲威廉請伊莉莎白為大家彈琴。她

在鋼琴前坐定後，他拉了把椅子坐她身邊。凱瑟琳夫人聽了

半首後，便跟達西講起話來。但一找到能脫身的機會，達西

便走到伊莉莎白附近，挑個好位置坐下。這位置有最佳視

野，讓他除聆聽琴聲外，還能欣賞表演者的美麗臉龐。伊莉

莎白注意到了，她趁機停下，轉向達西，給他一淘氣的微笑，

說道“你是想嚇唬我嗎？這麼正襟危坐地聽我演奏。就算你

妹妹琴彈得真有如高山流水，我也不會被嚇倒。我向來愈挫

愈勇，鬥志十足。”達西感到好笑，那熟悉的感覺回來了。

“我不會說你誤會了。因你不可能真正以為我有意嚇唬你。

我有幸認識你夠久，知道你有時會故作驚人之語，嚇到對方

而從中取樂。” 

伊莉莎白聽到達西這樣形容自己，開心地笑起來，她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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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茲威廉說，“我本以為來到這個新環境，可重新開始，博

得一些好名聲。沒想到居然出現一個了解我底細的人，這下

完全破功了。達西先生，你這樣扯我後腿，不怕我報復嗎？

要知道我也掌握不少你的糗事。一旦講出來，恐怕會嚇壞你

的親戚。”“我一無所懼。”達西笑著說。“趕快說來聽聽

吧！我們要知道這位正經八百先生的另一面。”費茲威廉起

鬨。“那我就說了。達西先生，不阻止我不要後悔喔！”達

西笑著搖搖頭。“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去年在梅里墩的一場

舞會上。雖然那天男士不夠多，因而坐冷板凳的女孩子不

少，但他從頭到尾，就只跟兩位女士，共跳了 4 支舞。”“那

時我除了自己的朋友，其他人一個都不認識。”達西解釋。

“說的也是，不過舞會開始前，都不會請人先介紹喔？”伊

莉莎白小小取笑他一下。 

達西說“請人引介的確是個好辦法，否則我天生就是不

擅長向陌生人自我介紹。”伊莉莎白仍不放過他，“一個見

過大風大浪的紳士，怎會怯於應付與人初識的小場面？”達

西坦承“這正是我的短處。有些人跟初次見面者，很快便能

熱絡地攀談，但我先天缺乏這種能力。”伊莉莎白覺得該放

過他了，“好吧！我也沒辦法像許多女士一般，彈琴時手指

翻飛如帶風，讓美妙靈動的琴聲，就從指間流瀉而出。不過

這其實須怪我自己，如果我曾下功夫練習，我不相信我比不

上那些鋼琴好手。”達西說“這我完全相信。你在音樂方面

的天賦不錯，有幸聽過你彈琴的人，不會有那一位能聽出其

中有任何瑕疵。只是我們兩人，都屬於不愛在陌生人面前表

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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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凱瑟琳夫人打斷他們，問他們在聊些什麼？伊莉莎

白便又開始彈琴，讓其他人去應付夫人。夫人聽了一下說，

“如果班納特小姐能得倫敦名師的點撥，自己又勤加練習，

琴藝將臻於完美。她的指法概念不錯，但品味不如安妮。安

妮應能成為一個很好的鋼琴家，可惜她的身子，讓她沒辦法

多練習。”伊莉莎白望了達西一眼，想看他的反應，只是他

並未附合他姨媽。整個晚上，她都看不出，他對他的表妹有

任何愛意。狄柏小姐則一直靜靜地坐在一旁，也沒有特別想

親近她表哥之意。卡洛琳可以放心了，伊莉莎白替她感到欣

慰。 

在兩位紳士的要求下，伊莉莎白又彈了幾首。她雖很久

沒練，今天卻彈得蠻順暢的，自己也覺得滿意。當然凱瑟琳

夫人不會停止發表高見，她得忍受夫人不斷地批評與指導，

感到聒噪無比。終於夫人累了，吩咐馬車送他們回牧師公館。 

 

34 

第二天早上，柯林斯夫婦及瑪利亞都出門辦事。伊莉莎

白一人在家，她便趁機給家裡寫信。突然門鈴響起，是凱瑟

琳夫人嗎？她偶而會上門，有如來突襲檢查一般，對柯林斯

夫婦的家務，包括家具的擺設方式，及女僕的管理等，提出

各種批評，她總是以此為樂。伊莉莎白昨晚在她家已受夠她

了，這時極不想一人面對她。女僕開門，豈料進來的竟然是

達西，且就僅他一人。由於他從未單獨來訪，嚇了她一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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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西對登門拜訪，卻只有她一人在家，也同樣感到訝異，趕

忙道歉，說他以為所有女士都在家。伊莉莎白心裡覺得好

笑，為什麼需要抱歉？ 

在簡短的相互問候後，一如以往陷入了沉默。伊莉莎白

想該開啟新話題了，不過她有興趣的問題，常不是太好應付

的。她問達西，去年 11 月，他們一群人，在賓利離開尼德斐

莊園的隔天，便也匆匆離開，賓利跟他們在倫敦相聚，一定

很高興吧！賓利與他的姐妹都還好嗎？達西答道，“很高

興，大家也都很好，謝謝。”就這樣？伊莉莎白相當失望。

經過一陣沉默後，她說“賓利先生似乎不打算回尼德斐莊

園？”“我沒聽他提過這件事。不過他這個年紀，宜多參加

社交，所以即使他回尼德斐莊園，也可能不會待太久。”這

話題來回談了一陣子後，問不出什麼名堂，伊莉莎白只好算

了。換了幾個話題，達西都是維持他惜言如金的風格。伊莉

莎白都已快找不到話講了，仍不清楚達西來訪的目的。幸好

這時夏洛特跟她妹妹回來了，看到客廳只有他們兩個人，夏

洛特大吃一驚。達西又待了一小片刻，便起身告辭離開。 

達西才一走，夏洛特便忙不迭地說，“恭喜啦！親愛的

伊莉莎白，我看他八成是愛上你了。”伊莉莎白立刻否認，

說他並不是因知道家裡只有她在才來。而且他們兩人根本沒

什麼話講，他不像是特地來找她。聽了伊莉莎白的描述後，

原本滿懷希望的夏洛特，也只好同意這個恭喜太早了，八字

應還沒一撇。 

費茲威廉常來訪，有時與達西同來，但也不時自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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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白還蠻樂意跟他在一起，而看得出他對她也頗有好

感。同樣是軍人，她很自然將他與威克姆相比，那是她曾經

很喜歡的男子。費茲威廉各方面的特質，大部分不輸威克

姆。但威克姆相當溫文儒雅，是他很令人著迷之處，這點費

茲威廉就比不上了。不過費茲威廉的聰明才智，絕對是一流

的，這方面威克姆沒得比。費茲威廉談笑風生，只要有他在

便很熱鬧。達西則通常不太講話，有時長達 10 分鐘，一句

話也沒說，那為什麼會常來，夏洛特難以理解。她常不知該

怎麼接待他，才能讓他感到賓至如歸。 

夏洛特依然猜測達西應是愛上伊莉莎白，她很想弄明

白。於是不論他來，或他們去羅辛斯莊園作客時，她都仔細

觀察他，卻得不到明確的答案。沒錯，達西是常盯著伊莉莎

白看，但他是誠摯且堅定地凝視，她無法肯定其中是否有愛

慕之意。雖然如此，夏洛特仍善意提醒伊莉莎白，達西有可

能已傾心於她。伊莉莎白不信，她覺得夏洛特小說看太多

了。他明知她討厭他，怎麼可能還會喜歡上她？夏洛特遂警

惕自己，不宜常提這件事，免得伊莉莎白因而有所期待，最

後若希望落空，不就傷心難過了，像她姐姐珍一樣。不過夏

洛特相信，一旦伊莉莎白確定達西愛上她，則對他的厭惡，

將隨即消失。 

伊莉莎白在附近林子散步時，已不只一次遇到達西了。

第一次她只覺得倒楣，想心曠神怡一番，卻大煞風景。她乾

脆告訴他，她喜歡這片林子，每天這個時候都會來走走。此

乃暗示他，我常來，因此你少來，不料卻反而再度碰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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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三次時，她便懷疑是上天在開她玩笑。她通常跟他幾乎

沒話講，只能形式上問候一下，而在陷入無話可講的尷尬

後，便趕快與他分開。有一次達西還轉身跟著她走，且一路

問她一些不太尋常的問題。包含喜歡肯特郡嗎？喜歡一個人

散步或有人陪？柯林斯夫婦幸福嗎？還告訴她，下次來肯特

郡，可考慮住羅辛斯莊園。 

有天伊莉莎白一面走，一面重讀一封珍的信。珍的情緒

低落，她在想稍後該如何回信。一抬頭，費茲威廉朝她走過

來。伊莉莎白問他是否已確定星期六離開？費茲威廉表示肯

定，除非達西想延後，反正一切由他決定。伊莉莎白好奇為

何達西可以如此發號司令？費茲威廉說，“人人都想要我說

了算，那只好比誰較有錢。而他的富有，是我們全都比不上

的。我這是有感而發，身為老么，就得習慣自我克制，及仰

人鼻息。”伊莉莎白不以然，“生在伯爵之家，即使是幼子，

真能懂得什麼叫自我克制，及何謂仰人鼻息嗎？像是你曾經

被錢所逼迫嗎？”費茲威廉說，“我或許不曾真的很淒慘

過。只是小錢還沒問題，但大錢我便很受限了。例如，不是

長子，便不能想娶誰就娶誰。”“除非對方很有錢，而幼子

是被看上的。名門之子，常有這種事發生吧！”伊莉莎白一

針見血。“我們手頭鬆慣了，無法不仰賴別人。在我們這個

階級裡，少有人娶妻時，能完全不考慮金錢因素。” 

伊莉莎白心中一凜，想道“這是講給我聽的嗎？”她遂

開玩笑地說，“說看看，一個伯爵的幼子，身價值多少？除

非長兄病入膏肓了，否則我猜你不會索價超過 5 萬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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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費茲威廉同樣以打哈哈的方式回應，此話題便結束

了。伊莉莎白想不能沉默，否則會讓他以為剛才所談的內

容，已影響到她的情緒。便很快又說，“你的表弟攜你同來，

是不是為了有個人可使喚？如果這樣，他怎麼不結婚呢？這

不就能確保長期有人可使喚嗎？還有，我納悶他可使喚他妹

妹嗎？他妹妹由他照顧，他能左右她嗎？”費茲威廉開玩笑

地說，“使喚？左右？我看他從沒想過。事實上，我跟他同

為他妹妹的監護人，若有什麼好處，我一定會知道，因好處

得由我們兩人共享。” 

伊莉莎白想到威克姆曾對達西的妹妹，給出相當負面的

批評，便趁機問“她很難纏嗎？有常給你們帶來麻煩嗎？本

來她那個年紀便屬叛逆期，再加上生在富貴人家，難免嬌縱

些。”費茲威廉盯著伊莉莎白，態度嚴肅，問她為什麼會這

樣想？此反應，讓她相信自己猜對了，這已經夠了。她趕緊

說，“你不必擔心，我從沒聽過有關她的壞話。我相信她個

性溫柔順從，應是個很好的女孩。賓利的姐妹都很喜歡她。

對了，你好像說過你認識她們。”費茲威廉說“是認識，但

不太熟。她們的兄弟是達西的好朋友，一位很好的紳士。”

伊莉莎白冷冷地說“是啊！達西先生對他好得不得了，還異

乎尋常地照顧他。”“正是如此。在來此地的旅程中，達西

跟我講他幫了某人的大忙。我猜那位某人，就是賓利，但這

當然純屬猜測。” 

這立即勾起了伊莉莎白的好奇心，她不可能不想問清楚

究竟是怎麼回事。費茲威廉說，“達西從來不是大嘴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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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希望將此事弄得人盡皆知，要是傳到那位女士家裡，可

就慘了。”“這你絕對可相信我，我會守口如瓶。”費茲威

廉仍很謹慎，他說“記住，絕不能假設男主角一定是賓利

喔！他告訴我他最近救了一個朋友，使他不至於掉入愛情陷

阱，因而後患無窮。我之所以猜他講的是賓利，乃因年輕人

較易惹上這種麻煩，而且去年他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在一

起。”“達西有講他插手的原因嗎？”“沒說太多。據我所

知，應是那位女士方面，有些很讓人反對的地方。”“他有

說他採取什麼手法，以讓他們分開嗎？”“沒有，他並未多

說。” 

看來達西沒告訴費茲威廉太多，這符合他一向寡言的風

格。滿肚子怒火的伊莉莎白，已不想說話了。過一會兒，費

茲威廉問她，何以看起來心事重重？她表示不贊成他表弟的

作法，因他豈有權力當裁判，拆散一對佳偶？費茲威廉倒不

覺得達西這樣做，有什麼大錯。伊莉莎白不願再談此話題，

因她懷疑自己能鎮定地繼續談論，遂開始講些別的小事。終

於回到牧師公館，費茲威廉隨著她進去。她得強顏歡笑到他

離開，才能上樓將自己關入房間。 

連費茲威廉都會猜測故事裡的男主角為賓利，伊莉莎白

更百分之百確定，女主角就是珍，不可能會是其他人。原本

她一直以為，拆散姐姐跟賓利婚事的，“主謀”為賓利的妹

妹，達西不過是“幫凶”。沒想到真相卻是倒過來，她理解

自己判斷錯了，因真正能影響賓利的，的確為達西，而非他

的姐妹。至於“那位女士方面，有些很讓人反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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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指她們有個在鄉下當律師的姨丈，及在倫敦經商的舅

舅。律師及商人等行業，富貴人家是絕對瞧不起的。至於珍，

一個具有諸多美德，無人不喜歡的淑女，她相信完全沒什麼

可挑剔的。她們的父親也不會造成阻礙，他是有些怪癖，但

並沒太嚴重。況且他有些特質，達西不但比不上，且說不定

還會敬佩。母親？一想到母親，她信心動搖了。但她立刻刪

除達西反對珍與賓利在一起，會是因她母親的因素。 

伊莉莎白下了結論：在傲慢達西之心目中，姻親地位不

夠顯赫，比家人腦筋不清或行為可議，更令他介意。基於傲

慢，再加上他想撮合賓利跟他妹妹，於是他傷害了珍。想通

後，她心情並沒得到紓解，反而悲從中來，為姐姐大哭一場。

到後來她頭痛不已，於是她決定當晚不去羅辛斯莊園作客，

也是因她此時不願見到達西。夏洛特看她的確很不舒服的樣

子，覺得她還是留在家裡休息較好，因而並未勸她同行，也

成功阻止丈夫的干涉。柯林斯則憂心忡忡，深怕凱瑟琳夫人

為客人沒全到齊而責怪他。 

 

35 

柯林斯夫婦及瑪利亞出門作客了，伊莉莎白將她來肯特

郡後，珍的所有來信，都拿出來細讀一遍。珍其實從未真正

的抱怨，也從未表示痛苦。雖看起來相當平靜，但字裡行間，

就是顯得很沒勁。過去她的信，讀起來輕鬆愉快，字句似乎

都在跳躍，如今那種味道完全沒有了。想到達西那討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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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再過兩天就要離開，可不必再跟他周旋，她鬆了口氣。

她自己也將在不到兩星期後回家，與珍即將相聚，能常給她

打氣，真是太好了。她又想到達西一走，費茲威廉也就跟著

走，他其實蠻討人喜歡的。不過他已暗示過對她並無意圖，

所以他走也沒什麼好惆悵的。 

門鈴突然響起來，這麼晚會是誰呢？費茲威廉嗎？他曾

很晚來。結果居然是達西，他之前從未晚上來過。伊莉莎白

好不容易才恢復正常的情緒，看到他，又開始不好了。達西

急切地問她，現在身體有沒有好一些？他聽說她不太舒服。

伊莉莎白用很冷淡的語氣回答，對他的關懷，毫無感激之

意。達西坐了一會兒，站起來走一走，她以為他要回去了，

正準備送客，卻見他又坐下來，顯得有點坐立不安。這情況

相當罕見，他向來都很沉著。伊莉莎白雖很納悶，卻選擇沉

默。過了片刻，他走向她，神情裡有點緊張。究竟怎麼了？

伊莉莎白想不通。終於他開口了。 

“我一直壓抑自己，克制自己的情感，但卻一點效果也

沒有。我的腦海裡，總是不由自主地冒出你的影子。我從沒

想到，我會為一個女子如此著迷。請原諒我的唐突，但我必

須告訴你，我愛你，止不住的愛你。”伊莉莎白的震驚，是

筆墨難以形容的。她漲紅著臉，瞪著他，心中充滿懷疑，一

時卻說不出話來。她腦中飄過很多念頭，“如此胡言亂語，

難道他中邪了嗎？還是真被夏洛特說中了？她的判斷何以

能如此精準？只是他怎麼可能愛上我？這麼傲慢的人，明知

我討厭他，還會愛我？太不可思議了！前有柯林斯，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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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天啊！怎麼跟我求愛者，都是我不喜歡的人？”她的不

發一語，卻被達西視為鼓勵。他慢慢道出一直以來，他對她

的愛慕。這部分算是講得不錯，說盡心中無限事，表達也很

誠摯，如果只講這些，那就太完美了。可惜他話太多，且太

誠實了。要知誠實固然是美德，卻不見得永遠有利。 

達西說，他之所以遲至今日才告白，乃因伊莉莎白的家

庭屬社會中下階層，跟他相差太遠。由於家世間，所存在的

那道難以跨越的鴻溝，使理智一直告訴他，這不是適合的結

合，千萬不要做錯決定。但現在他不管理智了，家世間的差

異，他願意拋開不計較了。而且不論親友將來怎麼責難，他

承受就是，仍會堅持自己的選擇。他講這些的時候，態度仍

是很誠懇，好像認為告白時就是該誠實，必須將一切心路歷

程，毫無保留地交待清楚，包括自己的委屈。只是後來他將

會知道，誠實對求婚的成功，並無幫助。 

伊莉莎白一向打心底厭惡達西，但對這麼高傲的人，如

今說出愛慕自己的話，仍願心存感激。雖然這番告白，並無

法讓她改變心意。當達西講前半段時，她還頗同情他，因他

看起來，是真的傾心於自己，而內心的痛苦掙扎，也像是真

的，可惜他即將被拒絕。但當他講到後半段時，她氣壞了，

所有的同情，轉眼灰飛煙滅。她起先還耐心地聽，準備等他

告白結束，再婉轉拒絕。她還想達西這麼傲慢的人，只要被

拒絕，一定調頭走人，不會像柯林斯死纏活賴。但當結尾時，

達西說出，在他如此表白後，他期待她能接受他的求婚，雖

採用祈求的口氣，伊莉莎白卻看出，那只歸於他長期扮演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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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而有的禮貌，他內心其實絲毫不懷疑自己會成功。什麼期

待？根本就很確定！他不知不覺中，所流露出的那股自信，

激怒了她。使她對他的一點點同情，瞬間消失了。這印證有

自信固然是美德，卻不見得永遠有利。 

伊莉莎白堅定地說，“一般而言，女士在男士向她坦承

情意後，禮貌上，至少要表達感激。我自認是個知書達禮的

人，如果我心裡有一些感激的話，當然也應該如此才對，可

惜我並沒有。我從不奢求你的好感，何況你今天的表白，像

是在極不得已下做出的，一副違反自己理智，感到委屈無比

的樣子。我對自己的家世很滿意，既無意也無法去改變它。

對於讓你感到那麼痛苦，我實在抱歉，那絕非我的本意，希

望你的痛苦，不要持續過久。我這番說明，盼能有助於你回

到之前的理智。畢竟人的任何決定，都宜在理智下做。”達

西靠在壁爐架上，盯著伊莉莎白，似乎在嘗試消化她講的

話。生平第一次求婚，居然得到拒絕的答案。驚訝之外，他

充滿著憤怒。他臉色發白，心情混亂不已，但他努力使自己

平靜下來。伊莉莎白看他臉色陰晴不定，覺得不太妙。她有

點佩服自己，能如此激怒他，本事真不小。 

經過片刻，達西勉強開口了，他還沒有完全冷靜下來，

“這就是我期待的答覆？我本以為你至少會讓我知道，何以

在拒絕我時，連表面上的禮貌，都不想維持。不過，這已經

不重要了。”伊莉莎白道，“既然你這樣說，那我也想知道，

為什麼你要如此侮辱我？你喜歡我，居然是違反你的理智？

有比這更侮辱人的嗎？我同意我的回覆，極缺乏禮貌。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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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出傷人的話在先，這使我對自己的無禮，毫不感到愧

疚。”稍停頓後，她又說“你還有其他的事惹火我。不管我

原本是喜歡你、討厭你，或沒特別的好惡，在你毀了我姐姐

的終身幸福後，你怎會以為，我還有任何可能，會接受你？” 

達西一聽臉色都變了，但他並未打斷伊莉莎白。她又

說，“你因個人喜惡，硬拆散一對佳偶，即使參與者不只你

一人，但你絕對扮演不小的角色。你操弄的結果，讓一方有

背棄之名，另一方則痛苦萬分。”她停了一下，因她發現她

氣呼呼的，但達西卻顯得無動於衷，甚至還故意露出微笑。

“你能否認你拆散他們嗎？”達西強作鎮靜地說，“明人不

做暗事，我一點都不想否認。我也不否認，能成功拆散他們，

令我感到欣慰。事實上，我對他比對自己好多了。”伊莉莎

白並未因達西的坦白，而饒了他。她繼續追殺，“你可能不

知道，我對你的厭惡，乃更早便開始了。在好幾個月前，你

是個什麼樣的人了，威克姆就已透露給我知道。對於你曾加

在他身上，那些不仁不義的事，你有什麼可辯駁的？” 

“你很關心那位先生的事啊！”達西有點激動。伊莉莎

白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任何人只要知道他曾經歷過

什麼樣的不幸，都無法不去關心他。”達西嗤之以鼻，“不

幸？沒錯，他是遭遇到不幸。”伊莉莎白又激動起來了，“他

的不幸，也是你操弄出來的，你剝奪原本屬於他的利益。對

你來說，他所損失的，乃微不足道。但對他而言，那卻是一

筆很大的財富。你這不公不義，又心狠手辣的人，居然還能

用如此輕蔑的態度，提及他的不幸。”達西在房間裡來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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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說“謝謝你講得這麼詳盡，我現在了解你對我的看法

了。原來在你眼中，我乃罪無可逭。”伊莉莎白默認了。 

過了一會兒，達西又說，“如果我沒有誠實說出心中曾

有的各種顧慮，你就不會覺得我那麼冒犯你，則後續對我的

指責，將大幅減少。所以或許我該只說，從頭到尾，就是義

無反顧地愛著你，深愛你的一切。但如果我那樣圓滑，會讓

我對自己痛恨不已。你難道認為，你那些親戚的低下身分，

我該完全不在乎嗎？要我對將擁有幾位社會地位遠遠不如

我的姻親，感到慶幸嗎？”伊莉莎白已經無法再更憤怒了，

但她儘量冷靜地說，“達西先生，如果你能更具同理心，則

當我拒絕你時，可能會更考慮你的立場。但你講這些有關我

親戚身分及地位的事，只會讓我對未留顏面地拒絕你，更加

心安理得。而對你企圖使我改變主意，卻不會有任何效果。” 

達西再度顯出訝異的表情，伊莉莎白又說，“幾乎從認

識你的那刻起，我就看出你的傲慢自負，及不顧他人感受的

自私。之後又有幾件事，使在認識你尚不到 1 個月，我便已

確定，全世界我最不想嫁的人就是你。”“小姐，請不必再

說了，我已完全清楚你的感受。而對於我曾對你有妄想，如

今深覺羞愧。很抱歉浪費你不少時間，祝你健康愉快。”他

鞠個躬，匆匆離去。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伊莉莎白在房間哭了半小時，邊

哭邊想，“達西居然會開口求婚？如果他認為，因家世背景

的差異，賓利不宜跟姐姐在一起，那他家世之尊榮，遠超過

賓利，則他當然更不宜跟我在一起。但何以他能成功地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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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利娶姐姐，卻無力阻止他自己愛上我？且還開口求婚，賓

利至少尚未向姐姐求婚，這不是很可笑嗎？果真是知易行

難，難怪他說對他比對自己好。”想到這裡，她覺得是可以

有些得意。但這個人如此傲慢，傲慢到可惡、令人不恥的地

步，讓他愛上豈有什麼光采可言？想到這裡，她又覺得他根

本不值得任何憐憫了。她心潮澎湃，長久難以平息。左思右

想，直到凱瑟琳夫人家的馬車聲驚動了她。她的神色有異，

及曾哭過的雙眼，觀察入微的夏洛特，自然不會沒注意到。 

 

36 

第二天早上，伊莉莎白醒來後，昨晚發生的事，仍在她

腦海中盤旋不去。由於心頭一直亂糟糟的，什麼正事都做不

了，早餐後她遂決定到外面走走。走啊走，就遇見達西了，

不是冤家不聚頭，她在心裡哀叫一聲。他遞給她一封信，出

於本能，她接了過來。達西以他一貫高傲且冷靜的口吻說，

“這條是你經常走的路，我在這裡等了你一陣子，希望你不

會覺得被冒犯。謝謝你收下這封信，你若願意撥空一讀，將

是我莫大的榮幸。而若不願意讀，就逕自將它扔了，我能夠

理解。”說完他鞠個躬，便轉身離開。 

伊莉莎白對達西已不感興趣，不以為他的話，還能產生

什麼作用。但基於好奇心，她仍打開信。只見好幾張信紙，

寫得密密麻麻的，不知花了多少時間才完成。至少他算是有

誠意，她在心裡肯定。讀了一下後，她不禁想，這人雖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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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話，即使講，也寧可採言簡意賅的方式，不料卻很會寫。

連為什麼寫這封信，也先給極詳細的說明。 

我到賀福德郡不久，就發現我的好朋友賓利喜歡上令

姐。起先我並未太在意，因他過去曾有過好幾段戀情，都是

來得快去得也快，從未讓人感覺他已想定下來。他跟我不一

樣，我對女生向來保持距離，他則習於獻殷勤，藉此維持生

活的樂趣。情況直到在尼德斐莊園的舞會上，才開始有了變

化。那晚當我有幸與你共舞時，先是盧卡斯先生來打斷，他

透露的迅息，顯示賓利對令姐的情意，已引人聯想到婚姻，

而且令堂已篤定認為，步入教堂不過是遲早的事。經此提

醒，我便開始留意賓利的行為，這才了解，他對此次戀情相

當認真。 

愛情不能只有單方的興沖沖，因而我也仔細觀察令姐，

卻看不出她像賓利一般，心無旁騖，全心全意投入感情。令

姐一向對誰都很親切友善，對賓利並未顯出較特別，因而我

無法肯定她已傾心於賓利。沒錯，賓利對她所獻的殷勤，看

得出她的確樂於接受。但這可能是因她心地善良，再加上賓

利條件又那麼好，導致她對賓利的殷勤，會給出適當禮貌的

回應。但就只是這樣而已，我並不以其中真有深刻的愛。我

遂替朋友擔心起來。 

珍是你親密的姐姐，既然你認為她深深愛著賓利，則不

必說，我判斷有誤的可能性較高。如果因我的誤判，對令姐

造成傷害，則你對我的怨恨，就不是沒道理。但我之所以反

對我的好友與令姐之婚事，並不只是因我昨天曾提及的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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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之差異。家世背景我在意，但對我的朋友，可能並不太

要緊。其實在兩樁婚事裡，比起令堂及你 3 個妹妹不當的言

行舉止，家世背景之別，便完全算不了什麼。除她們外，有

時令尊也會口沒遮攔，自以為幽默，傷人傷己。我這樣講你

的家人，必然讓你很不舒服，這我相當抱歉。但你與令姐，

就跟他們完全不同，人人讚美，人人想接近。希望我這麼說，

能給你一些安慰。 

在尼德斐莊園的那場舞會裡，見到你家人所發生的種種

脫序行為，訝異之餘，我心意已定，決心阻撓我的好友之婚

事。你應記得，他在隔天前往倫敦，原本辦完事就會回來，

但在他離開後，我與他的姐妹一聊，發現我們有相同的顧

慮。於是很快我們便達成共識，立即打包行李，前往倫敦與

他會合，而他當然也就不必回來了。 

當我向他說明，他的選擇相當不宜，該及時抽身，他卻

毫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只好使出致命的一擊。我告訴他，郎

有情，妹無意，他乃一廂情願，令姐不過視他為一普通朋友。

賓利原本難以接受此說法，因他深切感受到令姐誠摯地回應

他的感情。但我相當堅持自己的觀點，反覆跟他強調我對令

姐個性的研判。最後，終於成功地說服他了。我想主要是基

於他對我的信賴，除相信我是為他著想，也認為我人情練

達，對事物判斷的精準度，常遠勝過他自己的。在他接受我

的主張後，要讓他不要回賀福德郡，便輕而易舉了。 

執行上述阻婚之事，我自認並無不良動機，但其中有一

環節，我事後回想，卻覺得做錯了。那就是我居然向我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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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隱瞞令姐到倫敦的消息。這實在不夠光明磊落，近乎詭

詐，並非紳士該有的作為。事實上，令姐倫敦之行，我跟賓

利姐妹都知情，唯有賓利一直被蒙在鼓裡。我這樣做乃基

於，他雖已同意不再跟令姐交往，但我擔心兩人一旦見面，

便會舊情復燃。對做出這種有失身分的事，我至今仍深感懊

悔。總結來說，由於我對令姐在感情方面，投入深淺的判斷

有誤，因而對她造成傷害。但傷害這麼一個善良的女子，絕

非我的本意。當然你可能認為，我這樣拆散天生一對的出發

點，理由一點都不充分，不過是出於個人的傲慢而已。你若

這樣想，我不會反駁，畢竟被傷害的是令姐，因而我被你指

責，乃理所當然。只是事情做就做了，即使說再多的抱歉，

也都沒用。 

至於你對我的另一個指控，說我傷害了威克姆。這是更

嚴重的指控，但卻完全不是事實，因此我一定要反駁。他到

底向你就那方面指控我，說我如如何傷害他，我雖不得而

知，但不難猜測是指什麼。這些齷齪事，講起來相當難堪，

我向來不願意提起，如今我決定毫不隱瞞地告訴你。我先交

待我們家跟他的關係，再揭發一些真相。若你認為有必要，

我至少能找到一位品德高尚，且為你所信任的人，來佐證我

的說法。 

 

37 

達西在信的前半部分，說明他如何阻止珍與賓利的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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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伊莉莎白讀起來一直很沮喪。因他所指出，家人行為上

的缺失，她難以否認。現在他要談威克姆了，這讓她精神大

振，因此為有關達西人品高下的一個關鍵。她很感興趣，且

看他自己怎麼說，她一點都不相信他有辦法圓謊。 

威克姆的父親老威克姆，相當令人尊敬。他協助先父管

理潘伯利的產業多年，深獲先父信任。先父助威克姆上學，

後來並送他去唸劍橋，便是為了回報老威克姆的付出。這對

威克姆而言，可說是一極大的幫助。因老威克姆的妻子揮霍

無度，在沒有積蓄下，他根本無能力給兒子受紳士該有的教

育。先父很欣賞威克姆，想栽培他擔任牧師。但很早以前，

我便看穿他的本性。他在先父面前，會儘量隱藏邪惡的性

格，表現出最美好的一面。但畢竟我們年齡接近，且我能常

見到他，不像先父久久才跟他接觸一次，因而他在我面前，

惡行無所遁形。說這些，如果讓你難過，我再度感到抱歉。 

先父大約在 5 年前過世，在遺囑裡，除留 1 千英鎊給他

繼承外，還特別建議我，若他從事聖職，則一旦有待遇優渥

的牧師一職出缺，就儘可能讓他接任。我所敬愛的父親之指

示，我豈有不遵守的道理？沒過多久，他父親也過世了。又

過半年，他來信告知我，他決定不從事聖職了，且他希望我

能給他一些金錢，以彌補他不擔任牧師的損失。他解釋他準

備去攻讀法律，而我必然明白，1 千英鎊的利息，絕對不夠

支撐他求學及生活的開銷。我早知他不適合進入教會，立即

同意他的提議，且給了他 3 千英鎊。當然從那時起，我便不

再有任何義務，支持他日後擔任牧師。我以為自此便與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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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瓜葛，不必再跟他打交道，可擺脫他了。事實上，說想當

律師，只是他向我要錢的藉口。他後來根本沒走上律行那

行，一直過著悠哉悠哉的日子，享受人生。近期就是你所知

的，進入部隊當軍官。 

過去那 5 年中，大約有 3 年的時光，我很少有他的消息，

我自然無所謂，因我並不關心他。1 年多前，有一待遇極優

的牧師職空出來，這時他又寫信來了。你恐怕已猜到了，他

要我推薦他。而你一定也猜到結果，我拒絕了。我一直都不

覺得他適合擔任聖職，原本是先父的交待，我只好遵從。但

之後他自己放棄，而我也依他的要求，給予金錢的補償，如

此對他便已毫無虧欠了。而他對此職位，當然也不再有任何

權利。他重提幾次，我也都一再拒絕。基於對先父的尊敬，

我並不想去揭發他生前喜愛的人之劣行。於是雖他因而到處

詆毀我，但我總是保持沉默。去年夏天，在我一再拒絕推薦

他擔任牧師後，他又想出一令我痛苦的計謀，來對付已完全

不想理會他的我。這件事已屬家醜了，我從未向外人提起，

自己也一直努力想忘記。但為了將事情交待清楚，我願意向

你全盤托出，相信你會保密。 

我心愛的妹妹喬治安娜，小我 10 歲以上，由先母的外

甥費茲威廉及我共同監護。當她從學校畢業，我們便將她接

到倫敦住，並安排楊格(Younge)太太照顧她。去年夏天，她

跟楊格太太，一起去肯特郡海濱的小鎮拉姆斯蓋特(Ramsgate)
度假。威克姆也去那裡，巧合嗎？不，那完全是預謀，因後

來我們發現，他與楊格太太早就認識。我們識人不明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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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真是引狼入室。在她的相助下，他去追求喬治安娜。妹

妹涉世未深，只記得她年幼缺乏玩伴時，有個大哥哥對她極

溫柔體貼。威克姆本就能說善道，花言巧語是他的生存本

領。在他鼓舌如簧下，我妹妹相信自己已找到真愛，同意與

他私奔。你可能會對我妹妹的不明智感到驚訝，這我得為她

講幾句話。當時她才 15 歲，且一直在單純的環境裡成長，

知人知面不知心，遂上了他的當。幸好後來她左思右想，實

在不忍也覺得不該，讓自己幾乎視為父親的兄長傷透心，設

法通知我，使我能及時阻止一場悲劇發生。 

妹妹差點入了虎口，你可想像當時我有多憤怒，且不可

能不採取任何行動。首先，為了我妹妹的名譽，我儘量不讓

此事曝光，沒有向任何非必要的人透露。處置方面，楊格太

太當然迅即被解雇。至於威克姆，由於我妹妹已安全被我帶

回了，得饒人處且饒人，我只寫封信給他，提醒他我妹妹尚

未成年，婚事須得我與費茲威廉，兩位監護人的同意。他若

再有非分之想，我將循法律途徑追究他的責任。收信後，他

立刻遠走高飛，避風頭去。不用說，威克姆之所以會誘拐我

妹妹，主要是看上她擁有 3 萬英鎊的財產。另外，企圖藉此

報復我，也是一很強的動機。要不是我妹妹在最後關頭醒

悟，他極可能就成功了。我至今想起來，仍心有餘悸。 

以上所言，句句屬實。我絕對不曾狠心對待威克姆，也

從未剝奪他的任何利益，甚至已儘可能善待他。事實上，迫

害人並非我的本性，他若有任何不幸，都不是我造成的。我

不知他曾對你說了些什麼，也不知他採用什麼手法，使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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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說的話，一直深信不疑。但君子可欺之以方，想想連我

最親愛的妹妹，都曾採信他，打算離開我。而你之前對他絲

毫不了解，又沒什麼恰當的人可詢問，會相信他，說起來也

不是太稀奇，我不以為是你的錯。 

你或許會好奇，這些事我昨晚為何不告訴你？主要是那

時我情緒激動，根本無法冷靜地思考。不要忘了在被人一再

指責下，要沉穩是不容易的。而且之前已說了，對過去那些

難堪的事，我曾努力想忘記。突然要講，完全不知從何說起，

又擔心講得零零落落，很可能更引起你的不快，遂一時就沒

說了。費茲威廉是我表哥，更是先父遺囑的執行人之一，因

而有關威克姆變更意願，及額外要求各種權益等，整個來龍

去脈，他理所當然都知道。若你因厭惡我，導致認為我講的

話，只是詭辯，根本不值得一信，則不妨逕自問他，我猜想

你應信得過他。 

信末達西祝福伊莉莎白，並簽上名字。 

 

38 

伊莉莎白在收下達西的信時，並不期待他會再度求婚。

此人那麼傲慢，他會對她開口求婚，已是高難度。她毫不留

顏面地拒絕他，他必然覺得受到莫大的羞辱，豈有可能再度

嘗試?對於自己在拒絕求婚時，將長期對他的不滿，一鼓腦

全宣洩出來，讓他很難堪，造成毫無轉圜餘地，她並不後悔。

這人做事太惡劣了，不值得饒恕，該給他一點懲罰。在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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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她不以為會有令她感到新奇的內容。她僅好奇，他將如

何陷入無法自圓其說的困境。不料信中他的陳述，完全出乎

她的意料之外，她迫不及待地讀完。一開始她很生氣，他居

然東拉西扯，企圖辯解，真沒羞恥心！她懷著強烈的偏見，

準備逐條反駁達西的狡辯。她初讀信時很心急，如今既然要

反駁，就仔細重讀一遍，愈讀則反駁成功的信心，便愈動搖。 

首先，達西說，他無法肯定珍已傾心於賓利，不以為她

對賓利已有深刻的愛。誰不能肯定啊？伊莉莎白起初很不服

氣。但後來猛然一驚，因她想起在認識賓利之始，參加梅里

墩的那場郡年度舞會後，她曾跟夏洛特說，珍向來笑臉迎

人，性情又較冷靜，因而由外表，並不易看出珍對賓利較另

眼相看，外人遂不見得會太快發現珍已陷入愛河。當時她還

略帶得意地說，這對珍是一種保護，因若情況有變，珍便不

會太難堪。但那時夏洛特卻認為，感情含蓄並非只有好處，

亦存在壞處。因掩飾感情，可能會使男生不易明白女生的真

正想法，萬一放棄追求而離開，不就糟了？姐姐一向內斂，

極少顯露強烈的感情。內心明明深愛著賓利，外表卻表現平

淡。賓利不再回來後，她內心痛苦萬分，但神情舉止，卻仍

顯得怡然自得，一副未受影響的樣子。看來達西所講，不是

完全沒道理。她嘆了口氣。 

至於在尼德斐莊園的那場舞會裡，當天家人惹出的風

波，伊莉莎白至今仍清晰記得，她自己那時其實也很擔心，

唯恐達西跟賓利姐妹，會嘲笑或鄙視她的家人，因他們的確

製造出許多脫序行為。只是由於是自己親人，且他們旁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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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作風，由來久矣，她也無可奈何。於是那場不堪回首的

舞會，她只能當鴕鳥，儘量不去想它。達西既然在信裡提起，

她心平氣和地回想一番，臉不由自主地紅了起來。 

再來有關威克姆的事，跟伊莉莎白從威克姆處聽來的版

本，除了老威克姆盡忠職守，及老達西對威克姆仁慈外，其

餘就大不相同了。兩人中必有一人說謊！她第一個反應是，

威克姆可信，達西則憑空捏造出一個荒誕的故事。但威克姆

拒絕擔任牧師，又收下巨額 3 千英鎊做為替代。這種毫不含

混的細節，一般人通常不至於捏造，否則極易穿幫。當初她

告訴姐姐，威克姆在姨媽家對達西大肆批判，姐姐曾說達西

怎麼看都不像是惡人，應有些誤會。後來當母親、自己及妹

妹們，個個都討厭達西，姐姐仍堅持在弄清楚前，不能就率

爾定達西的罪。但當她問威克姆達西剝奪他該有的權益之動

機何在？他沒提其他理由，只說達西嫉妒他，因老達西對他

非常好。那時她對威克姆好感十足，他不論說什麼，她都深

信不疑。現在想，那有兒子跟個外人向父親爭寵？老達西將

主要的家產都留給達西，顯示他極獲父愛。而達西信中有關

錢之補償的事，威克姆卻從來沒講。當然或許基於什麼難言

之隱，使他不想說，也不能排除。只是如此一來，達西便沒

那麼罪大惡極了。她實在不願減少對達西的厭惡，但看起似

乎不得不如此。 

威克姆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在達西筆下，他顯然不知

量入為出，一旦錢花完(伊莉莎白她不禁想到母親繼承到的遺

產，也不過 4 千英鎊，而他一開口，達西便給他 3 千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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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開始打些壞主意。哈特福郡的人，對威克姆的以往，似乎

都不了解，只知他的朋友，將他自倫敦找來，加入駐守本地

的民兵團。那表示之前他並無穩定的工作。再度，她不得不

承認，達西說他過著悠哉悠哉的日子，應非瞎說。第一次見

到威克姆，交淺卻言深，他便跟她說一大堆達西之短，及曾

對他做了無法饒恕的迫害。但一直到在這封信裡，達西可從

未論斷過威克姆，人品顯然高下立判。更不要說威克姆曾神

勇地講，他不必躲著達西，心虛的人才須躲。結果尼德斐莊

園的舞會，他受邀卻未出現。借用他自己說過的話，不正是

心虛嗎？唉！這麼明顯言行不一的人，她不解自己過去怎對

他從不起疑？是因陷入戀愛中而盲目嗎？只是她並不覺得

自己曾愛上他。 

伊莉莎白在前一天與費茲威廉的交談中，由他的神情，

已約略感覺到，達西妹妹曾發生過某些事，但他並沒透露內

情。現在看來，那不足為外人道的事，很可能就是被威克姆

誘拐。達西要她去跟費茲威廉查證，她確實有此衝動，她向

來愛打破沙鍋問到底。何況費茲威廉已告訴她，他為達西妹

妹的監護人之一，所以若她曾被誘拐，毫無疑問，他不可能

不知道。但再一想，達西若非對表哥會支持他的說法，相當

有把握，否則豈敢冒險，建議她去向他求證？所以，問後的

答案，已可預期。再說去打聽達西妹妹的隱私，不但尷尬，

且一旦證實為真，也就證實自己器小。還是大方些，不去問

才為上策。伊莉莎白又想起，威克姆為了錢去追金小姐，金

小姐不過繼承 1 萬英鎊，而達西妹妹的財產，可多達 3 萬英

鎊呢！達西指出威克姆打她的主意，如今怎麼看，都的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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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會幹的事。 

賓利早就對達西的品德，給了百分之百的保證。只是伊

莉莎白不信而已。在與他接觸的過程中，達西除了傲慢讓人

反感外，他可曾做出缺乏原則，或不合社會規範的事？沒

有！至少她沒看過。他總顯得溫文儒雅，他的親友不是喜

歡、重視，就是尊敬他，熟識他的人，都樂於跟他在一起。

要是他真如威克姆所描述，品德無比低劣，怎可能瞞過他所

有的親友？天啊！說達西傲慢，自己才冥頑不靈，這些客觀

的事實她都不予理會，對他一直懷有偏見！她感到無比的羞

愧。 

姐姐將每個人都當做好人，禮貌且客氣地對待所有人，

即使見到有人做了明顯不對的事，也會善意地以為，可能背

後有什麼原因，不會就因此討厭他。這常讓伊莉莎白很不以

為然，擔心姐姐會吃虧上當。她對自己觀察事物本質的能

力，相當自豪。特別是識人的能力，信心十足，自覺不會看

走眼。因而她欣賞威克姆，即使他放棄追求自己，改追瑪莉

金，她也未改變對他的看法。當舅媽覺得他拜金時，她仍替

他講話，因她認定他是善的。另一方面，當一群人不約而同

讚美達西時，她卻覺得他們愚昧，個個都被達西騙了，看不

清他的真面目。現在，她總算知道愚味的人是誰了。以往判

斷錯誤時，她會以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的自嘲，輕易放過自

己。如今才知，自己根本是糊塗一世，聰明一時。 

伊莉莎白又重看了一遍信。家人的言行讓達西很鄙視，

她感到極不舒服，覺得那是自己的親人，他怎可如此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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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立即想到，自己可是更嚴厲地斥責他迫害威克姆。他講家

人的缺失，難以令她否認，因的確是事實，自己卻冤枉了他。

達西恭維她跟姐姐，說什麼人人讚美。能讓這位心高氣傲的

人，說出這麼推崇的話，她當然很高興，且相信他是真心的。

只是姐姐的美滿良緣，卻被家人破壞殆盡。自己素來的好名

聲，顯然也不會不受牽累。她沮喪極了。 

在外面漫步了將近兩小時，伊莉莎白一再回想信的內

容，並設想未來各種可能的發展。終於她感到疲憊了，且出

門也已夠久了，該回去了。她調整情緒，儘量顯得輕鬆自在

地走進屋子。沒必要讓人看出，剛才她心理曾受到巨大衝

擊。我頂的住，她告訴自己。夏洛特見到她，立刻說“現在

才回來，讓你的眾仰慕者惆悵了。”原來她不在時，羅辛斯

莊園的兩位紳士已分別來過。達西見她不在，只坐了一小下

便走了，符合他的風格。她現在仍不覺得適合見他，有些事

她尚未想清楚，目前見他會很尷尬。費茲威廉則待了至少 1
小時，沒見到她不太甘心，還差點要去找她。伊莉莎白嘴上

表示相當遺憾，心裡其實很慶幸。如今他在她心中，已無一

席之地了。她現在只掛念著那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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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是星期六，一大早羅辛斯莊園的兩位紳士，便按計

畫離開了。柯林斯維持他一向禮數周到的作風，到他們馬車

會經過的路口，誠摯地送行。回家跟妻子報告後，又趕到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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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向凱瑟琳夫人報告。能報告些什麼呢？不外是兩位紳士

顯得精神飽滿、馬車跑起來輕快，因而旅程必然舒適平安

等。從莊園回家時，他宣佈一大好消息，即兩位外甥走後，

凱瑟琳夫人感到寂寞，下星期將安排時間，邀大家到大宅與

她共進晚餐。 

一見到凱瑟琳夫人，伊莉莎白忍不住想，她差點已是夫

人的準外甥媳婦。而夫人會怎麼看她呢？氣壞了，覺得她的

外甥沒眼光又沒品味。或者，可以接受，開始教她怎麼管理

僕人，及如何安排宴席等。她藉著想這些天馬行空的問題，

以疏解心中仍存有的少許沮喪。凱瑟琳夫人得知伊莉莎白星

期六便要前往倫敦，接了姐姐後一起回家，便一再留她，說

她在此地，只待 6 星期太短了。夫人說，6 月初她要去倫敦，

如果伊莉莎白能再待 1 個月，則連同夏洛特的妹妹瑪利亞，

都可跟她一起走。她的馬車座位寬敞，長途旅行，坐起來很

舒服。伊莉莎白謝謝她，但表示已跟姐姐約好了，父親也會

派馬車在位於哈特福郡的某地等她們，因此還是依原定行程

返家較宜。夫人聽後只好讓步，但關切她們的旅程，問了許

多問題，也給了不少建議，包括指導她們如何打包行李。伊

莉莎白想，看來夫人並不討厭有她作伴，略感欣慰。 

伊莉莎白有時無法專心聽凱瑟琳夫人的提問，因她仍在

想著那封信，尤其與珍有關的部分。達西的信，讓賓利在她

心中恢復了好名聲。從去年底以來，她不知暗地罵了賓利多

少回，覺得他先騙了姐姐的感情，再狠心拋棄她。如今發現，

他是被好友誤導，其實一直鍾情於姐姐，從未變心。這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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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子，珍卻陰錯陽差，無法與他在一起，她頗為姐姐惋惜。

而這又肇因於，她親人愚昧又無禮的舉止。其他事情她可以

釋懷，唯獨姐姐的幸福被毀，她一直感到悲痛無比。幸好，

夫人大部分的問題，都是自問自答，讓她有時能魂飛象外。

夫人雖注意到，她偶而精神不太集中，卻以為她是為了即將

告別這裡而感傷。 

時候已不早，該走了，伊莉莎白誠心謝謝凱瑟琳夫人，

這些日子以來的招待。一向高高在上的夫人，極難得的親切

起來，希望她們過去幾星期，在這裡過得很愉快，相信她們

行李只要依她的方法，便能打包穩當，祝福兩人一路平安，

還邀她們明年再來漢斯佛德作客。夫人的紆尊降貴，令伊莉

莎白有點受寵若驚。心想，她似乎沒那麼難相處嘛！而平常

不太與人打交道的狄柏小姐，也盡了對她而言最大的禮數，

分別跟兩人握手告別。 

星期六早上，伊莉莎白與柯林斯最早出現在餐廳，這剛

好給他機會發表冗長的感言。他先謝謝伊莉莎白來看他們，

再說可惜他的房子太小，無法讓她住得夠舒服。接著說幸好

能不時到凱瑟琳夫人的莊園作客，那裡就寬廣又景色怡人

了，算是住他們家的好處之一。然後講到重點，說她一定已

發現他們得天獨厚，能與凱瑟琳夫人有如此親近的關係，給

生活帶來多麼大的幸福，因而住的房子再怎麼小，便都無關

緊要了。又說，他相信堂妹必然已看出，夏洛特的婚姻生活，

一定都沒有不好。他們兩人心意相通，彼此能聽到對方心靈

深處的呼喚。他請堂妹將他們婚姻的魚水和諧，帶回哈特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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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給親友知道。最後他祝福堂妹，也能擁有同樣美滿的婚姻。 

餐後一段深情告別後，柯林斯送伊莉莎白與瑪利亞上

車。可以揮手自玆去了嗎？還不行！要等他再度一番臨別依

依後，才能啟程。瑪利亞舒了一口氣，她說“沒想到 6 個星

期，這麼快就過去了。我們在羅辛斯莊園，共吃了 9 頓飯，

還喝了兩次茶。回去後，我有多少事要講啊！”伊莉莎白在

心裡補了一句，“而我有多少事要瞞啊！”一路無話，離開

漢斯佛德不到 4 小時，就到了倫敦舅舅家，她們將在此停留

幾天。 

珍看起來氣色不錯，伊莉莎白有很多話要跟姐姐講。達

西求婚的事，令她相當得意，她當然急著想跟姐姐分享。只

是究竟要說到什麼地步？頗使她猶豫不決。過去她從未有事

隱瞞姐姐，只是她實在不想光跟姐姐說，她指責達西有關威

克姆的事，而不提她指責達西與賓利有關的事。但講賓利的

事，不管如何，都無法避免再度刺傷姐姐的心。豈能為了自

己的虛榮心，而讓姐姐難過？她得好好想清楚才行。 

5 月的第二個星期，3 個女孩子從伊莉莎白的舅舅家出

發，前往哈特福郡的某小鎮。班納特派的馬車，會在那裡等

候她們。抵達約定的旅館，伊莉莎白欣喜發現，兩個較小的

妹妹，凱蒂及莉迪亞，也隨著馬車來接她們 3 人。彼此見面

都很興奮，互相擁抱。莉迪亞迫不及待地跟姐姐報告，她們

不在期間，發生那些大事。先說最大的一件，再過兩星期，

民兵團便要離開梅里墩了。“真的嗎？”伊莉莎白很高興。

莉迪亞說他們要移防到布萊頓(Brighton，英格蘭東南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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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濱城市)附近，她很希望父親能帶大家去那裡度假，以能跟

那些軍官重相逢。母親已被她說動了，但關鍵是說服父親，

這就交給母親去處理了。伊莉莎白不禁皺眉，母親一向寵愛

莉迪亞，只是在梅里墩出的洋相還不夠多嗎？追逐那些軍官

去布萊頓，不怕再發生什麼事嗎？難道又要再出一次醜？ 

莉迪亞接著又對著伊莉莎白說一件八卦，“威克姆娶瑪

莉金的危機解除了，他又回歸你的了。恭喜！她已到利物浦

(Liverpool)去投靠她叔叔。威克姆得救了。”“瑪莉金也得

救了。婚姻若基於一方覬覦另一方的財富，是很危險的。她

能及時脫身，十分明智。”伊莉莎白頗替她慶幸。“她那麼

喜歡他，卻這樣說走就走，未免太傻。”莉迪亞很不以為然。

善良的珍接口說，“希望雙方都未曾投入太多感情。”“我

敢打包票，他對她從未有一絲感情。那種滿臉雀斑，又難伺

候的女孩，他怎可能看得上？”伊莉莎白很驚訝，自己居然

冒出這麼粗俗的話。之前他的任何行為，她都往正面看待，

現在則對他已無法再有好評了。粗俗的用語，乃反映她目前

對威克姆的看法。 

莉迪亞似乎有講不完的話，“你們離開那麼久，有碰到

什麼有趣的男生嗎？我以為你們兩人中，至少有一個會釣到

金龜婿。伊莉莎白，柯林斯見到你，有覺得還是娶你比較好

嗎？姨媽直到現在，仍認為你該嫁給她，她說他條件那麼

好，個性又好，何況還可因此保住龍柏園。我是不贊成啦！

跟他在一起，有什麼樂趣啊？還是達西？你信裡說他也在那

裡，你們兩人迸出愛的火花了嗎？珍，你即將 23 歲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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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喔！很快就要變成老小姐了。天啊！如果我到 23 歲還沒

結婚，那就慘了，絕對不可以。我要是能比你們都早結婚，

那就太棒了。對了，我現在跟很多軍官都很熟，特別是佛斯

特上校一家，他太太跟我好得不得了，我們都愛玩愛鬧，常

黏在一起。”佛斯特上校不久前才結婚，妻子仍很年輕。人

來瘋的莉迪亞，一路講個不停，凱蒂則在一旁幫忙補充及提

示。威克姆的名字常會被提起，伊莉莎白不想聽都不行。姐

妹們嘻嘻哈哈，時間過得飛快，很快龍柏園便到了。 

幾個月不見，班納特太太對珍的美貌如昔很滿意。班納

特則高興伊莉莎白回來後，有人可陪他講話，他已悶太久

了。盧卡斯差不多全家出動，來班納特家接瑪利亞，一個個

都急著想知道夏洛特日子過得如何？班納特太太提供豐盛

的午餐，為女兒接風，也招待盧卡斯一家，一張大餐桌擠得

滿滿的。 

曲終人散，家裡總算安靜下來。客人才一走，莉迪亞立

即催促姐姐們，快快著裝，一起走路去梅里墩。伊莉莎白毫

不遲疑地拒絕了。班納特家的女孩，離家 6 星期(姐姐還更

久)，回來後，在家居然連半天也待不住，就趕著去招蜂引蝶，

這像話嗎？街坊上的三姑六婆，不當茶餘飯後的閒話才怪。

當然，她還有個不願去梅里墩的理由。沒錯，她不想碰到威

克姆。民兵團再兩星期就要離開，令她慶幸。在他們走之前，

她要儘量避開威克姆。而在他們走之後，她希望日子就此平

靜下來，凡跟他有關的事，都不要再來煩她了。 

莉迪亞跟凱蒂出門後，伊莉莎白在客廳陪伴父母。她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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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母親一直努力地勸說父親，下個月帶全家去布萊頓度假。

只是不愛旅行的父親，一直沒有屈服，而意志堅定的母親，

也一直沒有放棄。 

 

40 

已經憋在心裡將近兩星期了，於漢斯佛德所發生的事，

再不告訴姐姐，她快受不了了。伊莉莎白先講第一天，達西

到柯林斯家求婚的經過，與姐姐有關的部分，則暫時跳過不

說。善良的珍，倒是未對妹妹既然嚴厲指責達西，何以卻未

提到賓利，感到懷疑。她聽完後的震驚，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的。不過因基於對妹妹的偏袒，她很快便回復正常。妹妹魅

力無限，不會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子，天下沒有幾個。所

以達西求婚，乃理所當然，不足為奇。她同意他的表達方式，

實在不夠高明，而且以為妹妹必然一口答應，未免太過於自

信。但拙口笨舌的人，通常不詭詐，而自信屬於成熟男子的

優點。至於未留後路式的求愛，更顯示他性情的坦率，她反

而以為此人有不少可取處。過去當妹妹很厭惡達西時，她仍

一直對他保持好感。如今在他身上，又加了同情，因妹妹的

拒絕，將讓他難過透了。 

伊莉莎白問姐姐，會不會怪她拒絕達西？珍說不會。那

會怪她如此尖銳地指責他虧待威克姆嗎？珍仍說不會。伊莉

莎白說，“太好了！只是等我告訴你，第二天發生什麼事

後，你就知道我錯了，而且錯得離譜。”她遂開始講那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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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有關威克姆的部分，她對信的內容已記得滾瓜爛熟了。

珍再度震驚不已，她實在不願相信，世界上竟然有這麼多惡

行，且全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達西獲得平反，她覺得很好，

卻未因而欣喜。她不希望世上有惡人存在，也想為威克姆洗

清罪名，當然前提是，仍能維持達西的清白。伊莉莎白說，

“你這樣行不通的，兩人中只可能有一個是好人，你必須做

出選擇，含混不得。你曉得我早已選定了，達西是好人。” 

過了好一陣子，珍開口了，“怎樣都沒想到威克姆的為

人，竟然如此惡劣。達西長期被你誤解，已很可憐了。而在

知道你對他的印象，竟然從一開始起便那麼壞後，就更可憐

了。最後，還被逼到不得不講出他妹妹的私事，唉！這真太

令人難過了。相信你現在也很同情他了。”藏在心裡多日的

話，總算傾吐出來了，伊莉莎白心情輕鬆，又可以開玩笑了。

她說，“看你對他既憐惜又同情，我的同情便可省下來。有

你這位大好人的同情就夠了，不然他就太幸福了。” 

“可憐的威克姆，只要曾跟他相處過的人，莫不以為他

正直善良。他的舉手投足，是那麼誠懇溫柔。萬萬沒想到，

他會做出那些事。”珍不勝唏噓。伊莉莎白說，“這兩位男

士的教育，我看都出了問題。一個明明很善良，外表卻顯現

不出來。一個徒具良善的外表，卻從不行善，盡幹壞事。”

珍說“我可從不像你一樣，認為達西缺乏善的外表。”伊莉

莎白自嘲地說，“我的聰明真是天下無敵，毫無理由就討厭

他到底。還一直臭罵他，從不為他講一句公道話。我想，應

是厭惡他、臭罵他，會更激發我的聰明才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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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說，“你向達西提到威克姆時，居然那麼嚴厲地指責

他，他這輩子恐怕沒這樣被羞辱過。結果最後發現，他遭了

不白之冤，這真太不幸了。他風度不錯，就那麼乖乖地讓你

罵，沒當場翻臉，實在是好人”伊莉莎白認錯了，“我講話

太尖酸刻薄了，這都是對人懷有偏見造成的。而偏見已使我

自食苦果，比翼雙飛的機會沒了，只好繼續孤單地飛。對了！

我該不該向諸親友，揭發威克姆的真面目呢？”珍躊躇了一

陣子，回答“達西講他的那些事，好像不適合公佈，這樣將

讓他太丟臉了。你認為呢？” 

伊莉莎白說，“信雖是給我的，但達西並沒授權我將它

公開。尤其信中又涉及他妹妹，更須為她保密。反正威克姆

即將離開，他是什麼樣的人，對這裡的居民，很快便不重要

了，乾脆就不說了。真偽總有澄清的一日，等眾人恍然大悟

時，我便能以先知自居了。”“你說得對，得饒人處且饒人，

就算他再惡，我們也不必毀了他一輩子。何況，說不定他已

對過去所做的事後悔了，正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放他一

馬，免得他走投無路。”妹妹願意與人為善，令珍很高興。 

伊莉莎白藏在心中的秘密，已向姐姐透露了一半，感到

通體舒暢。至於達西信裡跟賓利有關的部分，她以為暫時不

說較好。賓利其實深愛姐姐，並未移情別戀，都是被達西誤

導，但現在告訴姐姐這些有什麼用呢？除非賓利重新來追求

姐姐，否則透露這部分，不過讓她更難過而已。不論什麼樣

的綿綿情話，由賓利口中說出，姐姐才感甜美，別人轉傳沒

用。不妨待事過境遷，有情人終成眷屬後，她再將賓利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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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軟，人家隨便一說就信了，當趣事告訴姐姐。 

一個星期過去了，民兵團在梅里墩待最後一星期。凱蒂

及莉迪亞，每天唉聲嘆氣，她們很想追去布萊頓，只是她們

的父親一直不答應。她們的母親，對女兒的悲傷，感同身受。

因 25 年前，那時她還小姑獨處，有一民兵團離開時，她哭

了兩天，還以為自己的心已碎了。伊莉莎白聽著兩個妹妹此

起彼落，為民兵團的離開哀嘆，而母親不但不勸阻，還把薪

助火。她愈發覺得達西的反對，是多麼有道理，她已百分之

百原諒他干涉他朋友的婚事了。 

莉迪亞不再悲傷了，因民兵團佛斯特上校的妻子，邀她

同去布萊頓。她欣喜若狂，不斷誇獎佛斯特太太，這是她現

在最崇拜的人。看到女兒恢復歡笑，班納特太太也高興起

來。莉迪亞不顧平常跟她孟不離焦，焦不離孟的姐姐凱蒂之

感受，不斷又跳又叫，感謝上帝聽到她的祈求。弄得未受邀

的凱蒂傷心萬分，抱怨不停。珍跟伊莉莎白不斷勸說凱蒂都

沒用，她一直忿忿不平。 

雖然知道若被莉迪亞發現，一定恨死她，伊莉莎白仍忍

不住，偷偷跟父親建議，別讓莉迪亞去布萊頓。她覺佛斯特

太太雖已結婚，卻仍很貪玩，且愛胡鬧，跟這種人交往毫無

好處。莉迪亞本來就沒有自制力，若隨著佛斯特太太出遠

門，沒有家人在旁叮嚀，布萊頓的誘惑又比小鎮梅里墩大多

了，她將不知放縱到什麼地步。伊莉莎白強調，“莉迪亞旁

若無人的舉止，常令人側目。這將對我們有傷，事實上，傷

害已經造成。”“已經造成？”班納特重覆一遍，咀嚼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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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中的含義。“怎麼了？你有幾個愛人被嚇跑了？古人還有

坦腹東床呢！見到有成員偶而隨性，或放浪形骸一下的家

庭，就嚇跑的男生，氣魄不夠，成不了大事，不要也罷！甚

至，不論是誰，一旦露出恐慌的神色，你就該把他們當掉，

不必等他們嚇跑。被嚇跑的有那些？把名單給我。” 

伊莉莎白覺得父親沒進入狀況，可能因莉迪亞是老么，

他一直視她為小孩子，小孩子能搞得出什麼名堂？因此何須

擔心？她對父親說，“我是講一般的情況，並非針對我自

己。我並沒受害過。莉迪亞快 16 歲了，已不算太小了，行

為舉止卻不像個淑女。她喜歡去追逐男生，人家不會以為是

小孩子在嘻戲，而會覺得她放蕩，缺乏教養。這會讓她自己

及我們全都都蒙羞。她無知、懶散，且愛慕虛榮，除了年輕

及長得不錯外，簡直一無可取。她希望被重視，希望有人喜

歡她。於是拼命想引人注意，有時不惜搞怪，結果引來的是

輕蔑。凱蒂雖是姐姐，但老愛跟著她混，從不想學好，誤入

歧途不過是早晚的事。親愛的爸爸，你真的覺得，她們不會

害家人丟臉嗎？” 

班納特看伊莉莎白，很為妹妹的行為擔心，遂安慰她，

“放心吧！你和珍不會受到影響的。就算你們有兩個，甚至

3 個，傻里傻氣、跌蕩放言的妹妹，認識你們的人，也不會

因而不尊重你們。是她們丟人現眼，不是你們。莉迪亞想去

布萊頓，就讓她去吧！連體嬰走了一個，只剩凱蒂，什麼怪

也做不成。家裡能清淨下來，大家樂得輕鬆，這樣不是很好

嗎？眼不見為淨，你怎會不喜歡？再說，佛斯特上校是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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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寸的人，想必會在莉迪亞闖下大禍前制止她，不至於坐視

不管她。他管不動妻子，管莉迪亞應輕而易舉。而且，不要

忘了，莉迪亞有個防身法寶，那就是她沒有財富。她能有什

麼了不起的嫁妝？你母親大約會留 8 百英鎊給她吧！但不知

什麼時候她才拿得到。這樣的身價，再加上如你所說的，她

無知、懶散，且愛慕虛榮，女紅及家事，也都不會，缺點一

堆，她看得上的男生，沒一個可能看得上她。尤其在布萊頓，

身價高的淑女可多著呢！安啦！” 

父親這麼說，伊莉莎白雖相當失望，卻也無可奈何，只

好作罷。她天性達觀，既然已盡到做姐姐的責任，就不再為

妹妹的事傷神了，把自己顧好較重要。 

 

41 

伊莉莎白跟父親的私下談話，幸好莉迪亞不知道，否則

她不氣壞才怪。她對布萊頓之行滿是憧憬，在那到處是軍官

的海水浴場，她幻想自己是眾人的焦點，軍官們對她莫不趨

之若鶩。而她每天從早到晚，除了跟一個又一個的軍官調

情，及吃喝玩樂外，其餘什麼事都不必幹。班納特太太對自

己可去布萊頓，已徹底絕望。嫁到一個不愛旅行的丈夫，能

去那裡？沒有一個地方去得成。莉迪亞算是替她實現夢想。 

伊莉莎白這陣子多次碰到威克姆，以前跟他在一起，會

滿心喜悅，與他有說不完的話，現在這種感覺則完全沒有

了。其實他仍如以往的溫柔體貼，只是如今她怎麼看，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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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相當做作，她已厭倦他的虛假。在沒有其他獵物時，他

會對她獻殷勤。就像現在金小姐離開他了，他又來噓寒問

暖。以前她會被他打動，如今了解他的過往，看到他故技重

施，她心裡滿是不快。上他的當已夠多了，他仍以為她很好

騙嗎？民兵團在梅里墩待的最後一天，威克姆跟幾位軍官，

包括佛斯特夫婦，受邀來龍柏園晚餐。班納特太太準備一桌

子的美食，為他們送行。 

威克姆問伊莉莎白，她在漢斯佛德過得如何時，她回答

達西跟費茲威廉上校，也在羅辛斯莊園待了 3 星期。又說他

們差不多天天見面，且反問他認識這位上校嗎？威克姆臉色

變了一下，隨即鎮定下來，微笑地說，過去常碰到，一個相

當有紳士風度的人，不過好一陣子沒見到了，還問她覺得這

個人怎麼樣？伊莉莎白對他讚不絕口，威克姆表面顯得不太

在意的樣子，但伊莉莎白看得出，他心裡其實七上八下的。

威克姆說，他的作風跟他表弟相當不同。伊莉莎白說，“兩

人風格的確差很多，不過任兩人本就都不相同。費茲威廉一

下子便能跟人很熟，但達西是個慢熟型的人。但只要與他相

處夠久，他的態度會隨著跟人的熟悉程度而進步。”威克姆

的表情逃不過伊莉莎白的注意。他說“真的啊！那請問…”

他停頓一下，換個較輕鬆的語氣，“是他不再擺出高高在上

的態度了嗎？他現在能勉強放下身段，稍有禮貌些了嗎？江

山易改，本性難移。人到這個年紀，差不多已定型了，我不

期待他本質上會有什麼進步。” 

伊莉莎白說，“他沒變，跟過去一樣。你說的沒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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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個樣。”威克姆不知該附合她的話，還是該表示不同

意見，他被她搞糊塗了。伊莉莎白補充說，“還有，我剛才

可能沒說清楚。我說他的態度，會隨著跟人的熟悉程度而進

步，並不是指他禮貌上的提昇。而是指當你愈認識他，對他

的性格便愈了解，那時就不會覺得他難相處了，反而會認為

他其實很隨和。”威克姆臉色頓時變紅，看得出他的情緒有

點激動，也產生警戒心。伊莉莎白心裡暗笑，知道他緊張了。 

威克姆沉默幾分鐘，可能在清理思緒。然後他恢復了平

靜，用一向溫柔的口吻說，“你一直知道我對他的看法，如

果他長了些智慧，使得行事多少像個正派人士，我將很替他

高興。畢竟我們曾是像兄弟般的好朋友。而且他變好後，就

不再會再有其他人如我一樣，遭受他曾加在我身上的迫害

了。不過你要知道，他跟他姨媽在一起時，行為很可能會收

斂些，因他對這位姨媽還蠻尊敬的。而且，他企圖跟他表妹

狄柏小姐成親，總得偽裝得溫順一點，以討姨媽歡心。你千

要不要被他騙了。” 

又在胡言亂語了！伊莉莎白知道，威克姆再度想將話題

引至他的“傷心事”。他以為只要一提這個“傷心事”，必

能使伊莉莎白心軟。唉！玩來玩去就是這招，沒有新花樣！

她將笑忍住，只微微點個頭，做為回應，她已不想隨他起舞

了。再也拐不成她了，威克姆立即領悟。之後，他跟別人談

笑風生，卻不再靠近她了。伊莉莎白則根本已不在乎他，懶

得再跟他虛與委蛇了。他們臨走時，彼此行禮如儀地告別，

雙方都希望，這是最後一次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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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斯特夫婦離去時，將莉迪亞一起帶回梅里墩，因隔天

一早，他們便要從那裡出發，前往布萊頓。莉迪亞跟家人分

別時，並未顯出絲毫的哀傷。止不住的興奮，使她不停吼吼

叫叫的。唯一哭的是凱蒂，不過她哭，倒不是因捨不得莉迪

亞走，而是仍處在又羨又妒的狀態。她一直不服氣，為什麼

佛斯特太太不邀她？她還比莉迪亞大呢！班納特太太祝福

小女兒玩得愉快，還告訴她年少就是該輕狂，少壯不玩夠，

老大徒傷悲。要她年輕時，千萬別錯過任何玩樂的機會。這

個勉勵其實是多餘的，因莉迪亞在玩樂方面是大行家，豈需

誰的指引？至於兩個長姐的叮嚀，對莉迪亞亦是多餘的，因

她的心早已飛到布萊頓，她都能感受到海風習習了，行為方

面的規勸，她完全充耳不聞。 

莉迪亞臨走前，答應要常寫信給母親及凱蒂，詳細報告

在布萊頓的生活點滴。結果，她的信不但久久才來一封，且

都十分簡短，沒什麼實質內容。另一方面，伊莉莎白跟舅舅

與舅媽的北方之旅，即將成行。只是舅舅因工作的關係，無

法離開太久。旅遊時間較預計的縮短後，行程也跟著更改，

大湖區不去了，最北只到達比郡。那裡景點不少，且舅媽可

回她以前住過的地方，懷舊一番，也找老朋友追憶往事。新

的計畫是 7 月初啟程，並在 1 個月內回到倫敦。伊莉莎白起

先很失望，因她對大湖區優美的風景，一直很嚮往，而她評

估即使去那裡，旅遊時間應仍相當夠。但她知道人該知足，

這樣就已經很好了，不能讓舅舅及舅媽，以為她太貪心。 

要去達比郡，給伊莉莎白一些聯想，因潘伯利莊園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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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莊園的主人，曾是她最“厭惡”的人。她每次想起，

就覺得很滑稽。這個人毫無徵兆地向她求婚，被她狠狠地拒

絕，加上一頓訓斥。後來卻發現，他人其實還不壞。唉！無

可奈何，她沒有閃電，打雷前沒人會先替她照射清楚。 

約定的日子到了，嘉迪納夫婦攜 4 個孩子，從倫敦來到

龍柏園，孩子將交給珍照應。這個穩重又甜美的大表姐，帶

這 4 個小表弟妹，不但大人放心，小孩也會很喜歡。舅舅及

舅媽在龍柏園停留一晚，隔天早上，伊莉莎白便與他們出發

了。沿途經過的風景名勝就不說了，舅媽最想去的，是位於

達比郡的小鎮藍頓(Lambton)，那裡她有些舊識。拜訪完老朋

友後，舅媽提議次日去潘伯利看看，因離藍頓不到 5 英里(約
8 公里)。她對外甥女說，“都來到這裡了，你不想去看你久

聞其名的地方嗎？那裡與幾位跟你熟識的人有關，像威克姆

就在那裡度過他的青少年。”伊莉莎白表示沒特別想去，她

說這趟出遊，已看過太多豪宅了，長得都差不多。舅媽表示

潘伯利莊園不一樣，它不僅是富麗堂皇，它的庭園及林園，

都比其他庭園優美，要她再考慮一下。 

伊莉莎白不說話了。達西求婚及那封信的事，她並未告

訴舅媽，至今她仍只跟姐姐說過。所以她現在對威克姆已毫

無興趣了，舅媽當然不知。不論潘伯利莊園再如何吸引人，

只是參觀時，若碰到達西怎麼辦？在不屑地拒絕他的求婚

後，卻在未被邀請(就不說偷偷了)下，去他的莊園，這代表

什麼？光這樣想她就臉紅了。而若碰到他，要用怎樣的姿態

跟他相處？她想把在漢斯佛德，曾跟他打交道的經過，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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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媽。但在舅媽提議去拜訪潘伯利莊園後才講，又覺有點突

兀。最後伊莉莎白決定，先暗中打聽達西在不在再說。除非

必要，否則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就不說了。 

晚上伊莉莎白找個機會跟旅店經理聊聊，很自然就談到

潘伯利莊園。與那座鬱鬱蔥蔥、如詩如畫的莊園為鄰，當地

人都與有榮焉。她順口詢問那裡景色如何？莊園的歷史有多

久？地主是誰？主人一家夏天會在那裡嗎？最後一個問題

的答案是令她滿意的“不會”，她放下心來。隔天舅媽又問

起要不要去莊園？伊莉莎白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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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伯利莊園的水石清華，及旖旎風光，的確令人爽心悅

目，嘉迪納夫婦均讚不絕口，伊莉莎白也覺得不虛此行。比

起其他莊園，這裡最勝出的是天然美景，少掉人工笨拙的破

壞。她突然有個念頭，成為潘伯利莊園的女主人，好像很體

面。馬車接近大宅時，她開始忐忑不安，萬一旅店經理弄錯

呢？畢竟他並非在莊園工作，她十分擔心會遇到屋主，那將

不知如何是好。 

管家雷斯諾(Reynolds)太太，穿著樸實無華，但氣質相當

優雅，客氣有禮地接待冒味上門的他們。富而無驕不足以形

容，而是富而好禮，伊莉莎白在心裡肯定。她參觀屋子，一

面走一面佩服。不少莊園顯得富貴又俗麗，擺設令人眼花撩

亂。這裡沒有金碧輝煌，所有家具及布置，皆內斂質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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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優雅，且具藝術氣息。從園林規畫、屋裡擺設，至管家等

人員之素質，再再顯示主人的品味不凡。有這樣獨特的莊

園，伊莉莎白卻從未見達西吹噓炫耀，她對他愈來愈有好感。 

伊莉莎白眼見舅舅及舅媽，都津津有味地欣賞莊園，不

禁淘氣地想，“我本有機會成為這裡的女主人，我本可以莊

園女主人的身分，在這裡熱情款待舅舅及舅媽。舅媽一定樂

壞了，會常來探訪我！”世事多變，她有些感嘆。只是她立

即想到，“算了！不可能，我若嫁到這裡，跟他們連來往都

不行了，又豈會被允許，邀他們來作客？”這樣一想，她頓

時覺得舒服不少，不再感到懊惱。伊莉莎白很想問管家，主

人是否真不在家，只是卻難以啟口，幸好舅舅問了。管家回

答不在，又補充說明，“你們來的不巧，就是明天，他會帶

著好幾位朋友一起回來。”兩人在問答時，伊莉莎白東張西

望，好似在欣賞大宅裝飾，但其實暗中慶幸，真來的太巧了，

若晚一天就糟了。 

壁爐上方有幾張小肖像畫，舅媽叫伊莉莎白過去看，原

來其中有一幅是威克姆的。舅媽問她覺得畫得如何？這時管

家走過來說，“這是已故主人財務總管之子，老主人曾費心

栽培他。可惜他後來相當放蕩，現在從軍去了。”舅媽面帶

微笑看著外甥女，但伊莉莎白這時心中五味雜陳，無法回以

一笑。管家指著另一幅肖像畫，說那就是她的主人。舅媽問

伊莉莎白像不像？由於此隱含伊莉莎白認識她家主人，管家

對伊莉莎白因而有些肅然起敬。她問“這位年輕的小姐，你

認識達西先生嗎？”伊莉莎白不由自主地臉紅了起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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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認識。”管家問“那麼，小姐，你不覺得我的主人長

得一表人材嗎？”“是啊！不錯！”伊莉莎白勉強回答，心

想“千萬別再多問了。” 

管家繼續說，“我見過的男士裡，他絕對是長得最英俊

瀟灑的，樓上有他另一幅更大的畫像，能看得更清楚。屋子

裡的畫像，一直維持老主人時代的狀態。老主人很喜歡這些

畫像。”伊莉莎白想，難怪威克姆的畫像至今仍在。管家接

著引導他們去看達西妹妹的畫像。“達西小姐也像她哥哥一

樣好看嗎？”嘉迪納問。“喔！那當然。而且她擁有各種你

想得到的才華，整天彈琴唱歌不停。家裡有台剛買不久的鋼

琴，是主人送給她的。她明天會跟主人一起來。”看起來管

家不是對主人兄妹很引以為榮，就是跟他們感情很好，相當

樂意談論這對兄妹。嘉迪納持續發問，管家愈講愈起勁。不

必說，伊莉莎白自然也聽得很起勁。 

“他們常待在這裡嗎？”嘉迪納問。“主人每年差不多

有一半的時間在這裡，達西小姐則每年夏天會來。我希望他

們能待得更久。”“如果你主人結婚了，你應就會較常見到

他吧！”嘉迪納如此研判。管家答道，“我也這麼認為，但

就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我實在想不出有誰配得上他。”

嘉迪納夫婦相視一笑，伊莉莎白忍不住說，“你對他很推崇

嘛！”管家回答，“當然啦！不過我可一點都沒誇大，每個

認識他的人，也都會這麼說。”伊莉莎白很不以為然。但管

家底下繼續講的，讓她更驚訝，“我從沒看過他動怒，連罵

人都沒聽過，而我可是從他 4 歲起，就進到這個家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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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管家對達西的其他讚美，這是最讓伊莉莎白訝異的。她一

直以為他脾氣不好，原來連這點也錯看他。她渴望多聽些有

關他的事，但最好是讓舅舅或舅媽發問，而不是由她問。這

時舅舅幫了她。 

嘉迪納說，“不會有太多這麼好的人，雷斯諾太太，你

很幸運，能遇到這種主人。”管家點頭表示附合，“那的確

是，走遍全世界，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主人了，我非常幸運。

人家說 3 歲看大，小時候脾氣好，長大後脾氣還是好。他一

直是那麼溫和，心地又那麼寬厚。”伊莉莎白幾乎瞪著她看

了，心想“她講得是我認識的那個達西嗎？”嘉迪納太太

說，“他父親是個溫良敦厚的紳士。”舅媽至今尚未見過達

西，但老達西的事蹟，她倒是知道不少。“是的，夫人，的

確如此，而他的公子跟他一模一樣。他們對窮人，總是那麼

親切和藹，盡力幫助。” 

伊莉莎白一面專注聽，一面覺得極不可思議。她早已接

受達西並非惡人了，但不表就以為他是個大善人。至少仍認

定他個性不好，待人傲慢，因而對待下人，一定是頤指氣使，

不會體恤他們，下人私下必然對他抱怨連連。何以管家卻對

她的主人，讚不絕口？一副能遇到他，乃三生有幸的樣子。

她想再多了解他，可惜管家開始介紹各幅畫的內容，而那些

她目前並無興趣。這時舅舅再度出手相助。管家對主人，居

然能有那麼多稱讚，且看起來均發自肺腑，讓頗見過世面的

嘉迪納，覺得相當不尋常，因而他也對達西充滿好奇，遂將

話題又引回主人身上。這正中管家下懷，因她對主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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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得不得了，對他的誇獎，仍意猶未盡，講再多遍她都樂

意。 

“他是好地主又是好主人，沒有比他更好的。他不像時

下的年輕人，只顧自己，想來想去都是本身的利益。佃農跟

僕人，沒有不說他好話的。我知道有人批評他傲慢，但沒有

這回事，他絕不傲慢。依我的淺見，他就只是話少，不像一

般年輕人，半瓶水響叮噹，隨時都能嘰嘰喳喳，嘮叨個不

停。”伊莉莎白想，“將他講得像是十全十美，無人不愛

了。”在往前走時，舅媽附在在伊莉莎白耳邊說，“把他捧

上天無妨，但這麼好的人，對我們那位可憐的朋友，做出那

種令人髮指的事，又怎麼解釋？”伊莉莎白道，“或許我們

被矇騙了。”舅媽說，“不太可能吧！那是本人說的，應相

當可靠。”伊莉莎白不說話了，心想“這倒未必。” 

到樓上後，管家領著眾人，到一間窗明几淨，且清爽舒

適的起居室。這是新近布置好的，極為典雅別緻，一看就是

女孩子的房間。管家說，達西小姐去年來莊園，看中這間，

達西依妹妹的想法，將房間重新裝修。伊莉莎白走到一扇窗

戶邊，遠眺莊園景色，真是心曠神怡。她對管家說，“他是

個好哥哥，很疼妹妹。”達西小姐即將抵達，管家期待看到

她進房時的雀躍之情。她說“主人對他妹妹好得不得了，只

要能讓妹妹高興的事，他立即去做。” 

畫廊裡有歷來家族成員的肖像畫，其他的畫伊莉莎白並

不多看，她一眼便找到管家剛才所說，達西那張較大的畫

像。這張不但比樓下的那張，能看得更清楚，且他臉上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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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她記得有時他注視她時，就是帶著這樣的一抹微笑。

她在那張畫像前站了幾分鐘，凝視著那位曾被她“驅離”紳

士的畫像。臨離開畫廊前，她又去看了一次。她不知她為什

麼會這麼做，也不知何以此刻她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了。而也

應就在這兩次凝視後，她對達西產生一股極溫柔的情感，這

當然是以往她對他所不曾有的。事實上，也是她對任何男士

不曾有的。過去她對威克姆及費茲威廉，最多就是有好感，

並未真正產生什麼感情。 

能被管家真心讚美是極不容易的。一個人的管家，可能

比他的朋友，更清楚他的真面目。這位聰慧的管家，對其主

人的稱讚，使伊莉莎白對達西，有更深刻的了解。身為地主、

主人，及兄長，多少人仰賴他，他們的幸福，皆掌握在他手

上，他要承擔多大的責任啊！而管家給他的，是一再的肯

定。這麼好的人，居然向她告白，她豈能不感激？而當她站

在他的畫像前，感覺他眼睛注視著她，且對她微笑，她想起

他告白時的熱切情意，內心興起一波又一波的喜悅、悸動，

及澎湃。那些她之前以為不當的措詞，已都不重要了。 

參觀完大宅後，回到一樓大廳。管家將訪客託付給園

丁，由他負責林園的導覽，管家則告退。 

 

43 

園丁帶著眾人穿過草坪，往小溪走去時，伊莉莎白心念

一動，停下腳步，回頭望一眼。從這裡可清楚看到大宅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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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及舅媽，也隨著她停下來回頭看。咦？通往屋後馬廄的

路上，遠遠出現一個人，那是誰？伊莉莎白慢慢能看清楚

了，嚇了她一大跳，神出鬼沒，竟然是達西。達西的視線跟

她對上了，有一瞬間，他驚訝得立定站住。自從漢斯佛德一

別，這幾個月來，兩人彼此腦海裡全是對方，卻都不預期，

會在此時此地相遇。達西很快就恢復鎮定，大步朝他們走過

來。出於本能，伊莉莎白本來轉回頭，想繼續往前走，但立

即領悟逃不掉，醜媳婦總得要見公婆，於是轉過身來面對他。 

達西走近後，禮貌地問候伊莉莎白，她不知所措地回

應。沒見過達西的嘉迪納夫婦，雖覺得他長得跟剛才肖像中

的人物很像，一時卻不易相信眼前這位就是屋主。尤其不久

前，管家才明確地說，他隔日才回來。但看到外甥女與他交

談，及園丁畢恭畢敬的態度，當然便知道他是誰了。嘉迪納

夫婦很識趣，刻意站遠一點，讓兩人單獨講話。 

伊莉莎白其實希望舅舅及舅媽幫忙應付，因她跟達西兩

人都很不自在。達西反覆問候伊莉莎白的家人，至於她何時

離開龍柏園、在達比郡有去那裡嗎、住那個旅館、喜歡此地

嗎？更是一直翻來覆去地提問。雖達西外表仍顯得很平靜，

但伊莉莎白明顯看出，他心神不寧。不過對於他的狼狽，她

卻笑不出來，因她的表現同樣失常。她幾乎是低著頭，不敢

看達西，腦中一片混亂，心想“我怎麼在這裡出現？還趁他

不在？他會如何想？天啊！真是丟臉丟透了！”她這輩子

從沒這麼尷尬過。 

自伊莉莎白認識達西以來，之前他幾乎不曾跟她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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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即使連問候她的家人也很少，在漢斯佛德有一次，但不

像這次問得很仔細。“非必要”的話，他向來是不愛講的。

這轉變讓她相當驚訝，如今他比較“人性化”了。但雖他的

提問，都是那麼簡單，但此時心裡七上八下，感到無比不安

的她，卻對每個問題，皆回答得結結巴巴。最後，達西似乎

不知該問什麼了，兩人不發一言地站了一陣子後，他彷彿大

夢初醒般，突然向她告退，走向大宅。 

在遠遠觀看的舅舅及舅媽，過來與仍呆立在原地，望著

達西背影的伊莉莎白會合。他們讚賞達西，從儀表、長相，

至談吐，樣樣誇個不停。只是伊莉莎白一句都沒聽進去，她

陷入既羞愧又惱怒的漩渦中，默默地跟著大家走。但心裡如

翻江倒海般地想過來想過去。他一定很瞧不起她，以為她既

拒絕了他，卻又想了解他到底有多富有，偷偷跑到家裡來

看，難道還想糾纏他嗎？而為什麼挑這種時機來？特地想碰

到他嗎？真有夠蠢的！她痛恨自己。若早個 10 分鐘來，就

很順利了。之前他們沒向管家表明身分，因而他不會知道來

參觀的人是誰。10 分鐘！上天要懲罰她嗎？因她太壞了，上

次對他那麼疾言厲色。她不斷在心裡責怪自己，覺得今後在

他面前，再也抬不起頭來了。 

但伊莉莎白仍忍不住想到達西的改變。他變得那麼謙

遜，溫和地問候她的家人不說，還跟她寒喧。雖都只有簡短

幾句，卻已相當難得了。他好像變成另一個人了！她想起在

漢斯佛德時，不論是求婚，或隔天將信交給她時，他的口氣

都是硬邦邦，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求婚沒有柔情蜜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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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也沒有低聲下氣，只能說那是達西風格。如今改變多大

啊！為什麼會這樣？她難以理解。難道他也是因她不預期地

出現，一時嚇到了，高傲的態度擺不出來？ 

園丁一路介紹景色，嘉迪納夫婦不斷讚嘆，有時且提些

問題。伊莉莎白隨口附合，或簡短講些話，但心思卻飄得老

遠。她很想知道，達西現在在想什麼？對她的看法如何？還

很珍惜她嗎？他的日子過得快樂嗎？有什麼事讓他煩惱

嗎？他雖態度十分客氣，比以往客氣百倍，但看起來並非鎮

靜自若。是因不喜歡見到她嗎？或對她懷有怨恨？畢竟她拒

絕他的求婚，且還狠狠指責他一頓。唉！凡走過的必留下痕

跡，她現在就是在嘗自己種的苦果。舅媽問她怎麼心不在

焉？她收回心神，不能讓他們查覺她有心事。 

園丁告訴他們，莊園繞一圈有 10 英里。不妨估計一下

面積。如果莊園是正方形，而 10 英里約為 16 公里，即每邊

長約 4 公里，如此面積約 16 平方公里，相當於 1,600 公頃(比
5 個紐約中央公園(Central Park，約 315 公頃)還大。只是不擅

走路的嘉迪納太太，已走不太動了，她提議不要走太遠。於

是眾人先沿著小溪走一段後，然後再往大宅走，馬車在那附

近等候。伊莉莎白想道，“太好了！莊園的參訪，即將結束，

可離開此地了。”喜歡釣魚的嘉迪納，觀察溪裡不時出現的

鱒魚(trout)，興趣濃厚。就在這樣慢慢往回走時，達西居然

又從遠處向他們走過來。 

伊莉莎白此刻的震驚，並不亞於剛才達西首度出現時。

心想“怎麼又來了？他想幹什麼？要問我們為何還不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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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這個人，還整我不夠嗎？”她一時緊張不已。但轉念一

想，“好吧！這是他的家，他隨時想到那裡都可以，沒什麼

大不了的。”她提醒自己，這次務必冷靜從容，且保持最佳

儀態。不可如之前的驚慌失措，讓他看扁。於是她帶著燦爛

的笑容，一無所懼地迎向他。 

達西仍是客客氣氣，溫和有禮。問她逛得累不累？想進

去大宅休息嗎？或需要他補充介紹嗎？禮貌不可輸他，伊莉

莎白開始讚美莊園安適和平的美，令人心醉神迷。講到這

裡，她突然警覺。糟了！這樣猛誇獎莊園，會不會讓他以為

她別有居心？太噁心了，她再也講不下去了。趁她一時沒說

話，達西請她介紹同伴，舅舅及舅媽此時都站在稍遠處。這

時伊莉莎白才想起，她尚未介紹他們給達西，這實在很失

禮。但當然也是因他昔日，甚至在求婚那天也是如此，都擺

出高姿態，一副她的親戚，沒一個讓他瞧得起的樣子，使她

壓根沒想過要介紹。如今他竟然主動且禮貌地表示，想認識

他們，她在心裡笑了起來，難道他以為他們是什麼上流人士

嗎？ 

伊莉莎白立刻介紹舅舅及舅媽，說他們住在倫敦，舅舅

在經商。她偷偷瞄他一眼，想知道他會有什麼反應？會覺得

他們的低下身分，辱沒了他嗎？避之唯恐不及，想趕快脫身

嗎？很後悔認識他們嗎？她腦中浮現一個又一個的猜想。豈

料達西非但沒走開，還親切地跟嘉迪納攀談起來。啊！在他

面前，不會讓她感到臉紅的親戚了，她有了耶！伊莉莎白忍

不住欣喜若狂。她站立一旁，專注地聆聽他們的談話。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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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博學多聞，才智品味皆相當出眾，又進退有據。他跟達西

談得很融洽，不論談吐及應對，均讓伊莉莎白頗引以為榮。

後來話題轉到垂釣，達西熱誠地邀請嘉迪納，只要他在鄰

近，隨時歡迎他到莊園釣魚，且表示釣具莊園都有，他可逕

自拿去使用，並指引他那裡較適合垂釣。 

由於提到釣魚，嘉迪納遂隨著達西，再度往小溪走去，

舅媽挽著伊莉莎白的手臂，跟在後面。她不時看一下外甥

女，訝異達西的舉止，跟外甥女以往所描述的大不相同。伊

莉莎白雖什麼都沒說，但心裡卻相當得意，對達西的表現萬

分滿意。她已毫不懷疑，他對待舅舅親切友善，完全是給她

面子。達西的確變了。她反覆思量，“為什麼他會有這麼大

的改變？而又變到什麼地步？他現在變得如此溫和，是為了

我而改變的嗎？喔！不可能！我在漢斯佛德曾那樣斥責

他，他不恨我就已難上天了，豈會為我做這麼大的改變。無

論如何，他不可能仍愛著我，天下沒這種人。” 

看了一下水邊的植物後，嘉迪納太太實在走不動了，於

是由丈夫攙扶著她，換成伊莉莎白跟達西走在一起。經片刻

沉默後，伊莉莎白覺得，不管他怎麼想，還是該讓他了解，

她來這裡前，有先確認他不在家。所以她一開口便表示，他

此時返家，大出她意料之外，因她來之前，已先問過投宿的

旅館，得知他這時不會在莊園。她又說，進入大宅參觀時，

她舅舅也問了管家，得到的答案，亦是他明天才會回來。達

西回應，“管家說得沒錯，本來的計畫的確是這樣。但因後

來發現，有些事得跟總管商量，因而提早一天回來。”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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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就只有我先回來，其他 4 人仍明天才返回。而裡面除一

位外，你都認得。”伊莉莎白一聽，便知道她認得的人是誰

了。達西接著說，“我想你猜到了，就是賓利跟他姐妹。”

伊莉莎白微微點個頭，並看了達西一眼。由他的表情，她判

斷他與她一樣，思緒都回到上次兩人提起賓利的時候。她不

禁百感交集。幸好，人面依舊在，沒有不知何處去。 

一陣停頓後，達西說，“明天到的 4 個人裡，那位你不

認得的，對你慕名已久，很渴望能認識你。若你允許，趁你

們還待在藍頓期間，我想將舍妹介紹給你。希望你不會覺得

我的要求太多。” 

 

44 

達西告訴伊莉莎白，他妹妹對她慕名已久，很渴望認識

她，這讓她大為驚訝，趕緊答應。只是在過於興奮下，胡言

亂語，自己也不知講了些什麼。達西的妹妹想認識她，不管

到底有多想，都一定是因達西的緣故。而他想介紹妹妹給

她，這可說是他對她最高的恭維，光這樣想，就很令她高興

了。她幾乎不敢相信，有受寵若驚，亦有極為滿足的感覺。

得到這種高規格的待遇，走在他旁邊，都有些不太自在了。

顯然即使他對她不管有多少不滿，並沒真正厭惡她。她不禁

舒了一口氣，太棒了！ 

兩人默默走到馬車邊，嘉迪納夫婦還落後在 1/8 英里(約
200 公尺)外。等他們走近時，達西誠懇地邀請大家進屋去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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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喝茶並享用一些點心。不過嘉迪納太太婉拒，表示已耽

擱達西太久，且她有些累，想回旅館休息。於是雙方極禮貌

地告別，然後達西分別扶兩位女士坐上馬車。車子起動時，

他鞠躬跟大家再見。 

這趟拜訪潘伯利莊園，不要說對伊莉莎白，對舅舅跟舅

媽也是一段驚奇之旅。舅舅先發表評論，“他的舉止無懈可

擊的完美，雖是豪門世家，但彬彬有禮，且不擺架子，實在

難得。”舅媽跟著說，“他是有些威嚴，但那就是富貴人家

的氣質，倒不會讓人覺得高高在上。我現在同意管家的觀

點，他只是話少一點，但絕對不能說是傲慢。”舅舅又說，

“他親自接待我們，並且不只是表面的客氣，而是體貼到無

微不至。這讓我很驚訝，因他跟伊莉莎白又不是特別熟。”

都已求婚了，還不算熟？伊莉莎白聽了，感覺自己的臉上一

陣燥熱。豈料舅媽又說，“伊莉莎白啊！他是沒有威克姆那

麼好看啦！但除了非奶油小生，也是一表人才，待人又如此

溫文有禮，百分之百的謙謙君子。而且比起威克姆，他更有

陽剛之氣。我相信年輕女孩，少有不心儀的。你怎會常說他

很討人厭呢？” 

伊莉莎白想這下糟了！遂為自己辯解一番，說她在漢斯

佛德夏洛特家作客時，與他曾碰過幾次面，那時就覺得他有

點討人喜歡了。況且以往他都有些矜持，從未像今天那麼親

切。反正，舅舅及舅媽幫欣賞他，對他讚不絕口，只要伊莉

莎白現在沒討厭他，其餘她怎麼講，他們並不會想去追根究

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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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說，“雖他顯得很熱情，我們卻也不宜過於一廂情

願，畢竟貴人多忘事。像他邀我去釣魚，只能聽聽就好，因

他們這種人，一旦忙起來，怎可能還記得我們這類窮酸人

家？”伊莉莎白相信達西不是個輕諾寡信的人，但卻沒說什

麼。舅媽接著說，“他看起來不像會殘酷待人，搞不懂何以

那樣對待威克姆。只是管家把他捧上天，實在太誇張，讓我

都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不過，這至少顯示他是一位寬厚的

主人。而在一般僕人的眼中，這樣的主人，便被他們認為是

全天下最好的人了。”這時伊莉莎白覺得她該開口了。她將

所知達西與威克姆互動的內情，婉轉說出，包括有關財務方

面的細節。至於威克姆曾企圖誘拐達西妹妹的事，當然略過

不提。她沒透露消息來源，只說絕對可信。舅媽聽後相當驚

訝，感嘆知人知面不知心，沒想到威克姆竟能說謊不臉紅。

她過去跟他很談得來，對他被達西“欺負”，常感同情，不

料真相卻如此不堪。 

白天的散步，雖讓舅媽有些勞累，但晚餐後精神又來

了，再度出門去拜訪舊識。跟著去的伊莉莎白，對這些新朋

友卻心不在焉。因白天發生的事，仍令她回味無窮。達西的

大轉變，使她一想再想，並揣測有此變化的原因。而達西是

個真誠的人，他希望介紹妹妹給她認識，伊莉莎白自然相信

他心口如一。她不但非常期待，且不斷想著背後的意涵。她

本以為，達西會在妹妹抵達潘伯利莊園的隔日，也就是後

天，才帶她來訪。因總要讓妹妹休息一天，而他不會想拖延。

於是她決定後天要守著旅館，絕不跑遠，只是她並未告訴舅

媽她的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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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達西在妹妹抵達的當天，即次日接近傍晚時，就

帶著她來了。那天下午，原本伊莉莎白與舅媽的朋友，幾個

人在附近隨意走走，才剛回到旅館，準備更衣後，大夥共進

晚餐。達達的馬蹄聲，將她吸引至窗口，她赫然發現，一輛

輕便馬車駛來，車上坐著一位紳士跟一位她不認識的淑女。

紳士正是達西，因而那位淑女，不必猜了，就是他心愛的妹

妹。這人做事倒是比她以為的，更劍及履及，伊莉莎白不禁

為他折服。但事不宜遲，得迅速進入戰備狀態。 

伊莉莎白趕緊通知舅舅及舅媽，貴客將臨。這麼殷勤！

這麼迫不及待！大吃一驚的舅舅及舅媽，雖之前從未由外甥

女處，接收到任何暗示，但由她此刻忐忑不安的神情，加上

昨天與達西碰面時，他接待她的態度，立即對整件有新的看

法。除了他鍾情於外甥女外，不會有其他可能。兩人正這樣

想時，伊莉莎白心中的慌亂感，也逐漸加強。“人家可以羽

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自己怎麼如此不鎮定？”

她不但訝異，且相當氣自己。不過來個客人，幾個月前，在

夏洛特家時，他不是曾數度來找她？這次就僅多個妹妹同行

而已。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以往伊莉莎白根本未將達西

放心上，自然在他面前很自在。如今於不知不覺中，他在她

心中激起了漣漪，使她開始在乎他。甚至令她最擔心的是，

如果達西出於偏愛，在他妹妹面前，把她說得太好，而期望

愈高，失望便將愈大。往昔她對自己讓別人有好印象的能

力，是頗有自信的，此刻信心卻動搖了。她來回踱步，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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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使自己冷靜下來，但看到一旁的舅舅及舅媽，對她不尋常

的行為，露出狐疑的表情，卻更加慌亂了。平常沉穩的外甥

女，對達西來訪的這種倉皇反應，讓舅舅及舅媽，充滿想像。 

達西兄妹一起出現了，本來惶恐不安的伊莉莎白，驚訝

地發現，這位新朋友喬治安娜，尷尬的程度絲毫不輸她。初

識威克姆的次日，在姨媽家，這位仁兄曾強調達西小姐的傲

慢。如今她發現完全不是那回事，此人究竟有什麼是不說謊

的？喬治安娜雖才剛達 16 歲，體態卻已有成年女子的模樣。

她比伊莉莎白略高些，容貌稱不上很美，但明眸皓齒、優雅

婉約，且透露出聰慧及個性良好。即使她話極少，跟她哥哥

一模一樣，但伊莉莎白與她見面不久，便開始喜歡她了。 

達西告訴伊莉莎白，賓利也要來看她。她才表示歡迎之

意，就已聽到急促的腳步聲，而迅即賓利便走進房間。看到

賓利仍如以往的親切友善，伊莉莎白對他的所有不滿，全都

拋到九霄雲外了。嘉迪納夫婦久聞賓利大名，對他相當感興

趣。兩人冷眼旁觀整個局面，達西的愛慕很明顯，他們相信

他已墜入愛河，外甥女的反應如何，則尚不確定。至於曾讓

另一外甥女朝思暮想的賓利，他們衷心希望那份感情能死灰

復燃，如果這樣，那就太完美了。 

伊莉莎白儘量招呼客人，想博得每個人的好感。起初她

慌亂時，在這方面的信心嚴重不足，但現在她已鎮定下來，

且很快便發現自己過慮了。因客人個個顯得賓至如歸，那種

因能跟她在一起的喜悅神情，絕非虛假。另一方面，伊莉莎

白從見到賓利那刻起，便熱切想知道，他是否與她一般，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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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飛向了姐姐？感覺上是如此，這令她高興。但無論如何，

一點都沒跡象顯示，他對喬治安娜有一絲愛意。過去賓利的

妹妹卡洛琳，引導珍相信喬治安娜是她強大的情敵，看來她

是蓄意誤導珍。既然賓利並未移情別戀，伊莉莎白遂更加留

意，想由賓利的談話內容，確定他是否仍懷念姐姐。 

當話題不經意地提到珍時，賓利說，“上次見到她，是

在尼德斐莊園的舞會，時光飛逝，已過了好久。”伊莉莎白

正在思考如何回答待，賓利又接著說，“我們從去年 11 月

26 日後，便沒再見過面，已超過 8 個月了。”記得這麼清楚！

驚訝之餘，伊莉莎白感到相當欣慰，因這表示他對珍，應是

朝思暮想，天天數日子。之後，賓利趁其他人沒注意時問她，

她的所有姐妹，目前是否都在龍柏園？這問題聽起來毫不可

疑，但由他的舉止及眼神，她自然知道，他關切的就是珍一

人。 

伊莉莎白即使不望向達西，也知道他一直熱烈地與舅舅

及舅媽交談。過去的傲慢，現在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了。他

有如換個人似的，努力想認識舅舅及舅媽，並博取他們的好

感。幾個月前，他不但很鄙視她的親戚，且還理直氣壯，認

為那些人就是該被瞧不起。她想到那場在夏洛特家裡，兩人

的脣槍舌劍，相較於這兩天他令人激賞的表現，怎會變化如

此大？過去他從不想去討好任何人，對不熟的人，跟他們連

禮貌性的談話，他都覺得是多餘。如今，卻顯得無比渴望去

討她的親戚之歡心。而誠於中，形於外，他表現出來的，是

那麼自然，一點都不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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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禮貌性的拜訪將告結束，在起身準備離去時，達西

找他妹妹喬治安娜過來，要她跟他聯袂邀請嘉迪納夫婦連同

班納特小姐，在他們仍待此地的期間，就他們方便的時間，

找一天到潘伯利莊園晚餐。喬治安娜雖有些羞澀，仍聽從哥

哥的吩咐。嘉迪納太太看著外甥女，想知道這個完全因她而

產生的邀宴，她是否樂於接受？伊莉莎白卻將臉別向一邊，

裝做沒看出舅媽的意思，不給任何表示。嘉迪納太太對外甥

女還算了解，推測她這樣的舉動，不過是女孩子的矜持，絕

非想拒絕。而丈夫那邊更不必說，與這兩位年輕紳士多打交

道，他不可能不喜歡。就做主答應下來，日期且訂在後天。 

能有機會與伊莉莎白再度碰面，賓利顯得十分雀躍。他

說他仍覺得意猶未盡，還有許多話要跟她說，也想多知道賀

德福郡那些老朋友的近況。伊莉莎白心中暗喜，她將此解讀

成，他希望多談些姐姐的事。賓利今天的表現，讓她無法對

他有任何不滿，她又開始欣賞他了。 

客人離開後，伊莉莎白很想獨處一下，她得讓自己沉澱

下來，以將一些事想清楚。於是只跟舅舅及舅媽坐了一會

兒，才聽完他們對賓利的讚美，便以更衣的理由告退了。體

貼的嘉迪納夫婦，倒沒想去逼問伊莉莎白，要她多透露些內

情。況且事情已很明顯，外甥女與達西，絕不只是普通的熟，

他已深深愛上她了，這點他們百分之百確定。另外，兩人對

達西，也有更透澈的了解。他的應對進退，讓他們找不出任

何缺點。他的溫仁謙遜，及殷勤有禮，屢令兩人動容。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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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他們的觀察及所聽到的，來描述達西，賀德福郡認識他

的人，將不知兩人講的是誰。 

嘉迪納夫婦，現在已完全相信雷斯諾太太了。這位從達

西 4 歲起，便認得他的管家，長期替他做事，而通常主人在

僕人面前，不但不會且很難偽裝。所以她對達西個性的了

解，其實遠勝過一般的朋友，何況她看起來，是一相當值得

敬重的人，應不打誑語。因此她的意見，不能隨便忽視。昔

日威克姆對達西的批評，已可拋棄了，一點都不值得採信。

這幾天嘉迪納太太在藍頓遇到的老朋友，對威克姆莫不給出

負評。尤其幾年前他離開達比郡時，留下好多債務，更令當

地人相當不齒。而那些債務，後來全是達西替他償還。但根

本就不是達西的責任，他只是不忍鄉親損失。達西的樂善好

施，一直是嘉迪納太太在藍頓之友人，所津津樂道的。 

至於達西的缺點呢？他能被嫌的，說來說去，無非就是

傲慢。但如管家的解釋，這主要是因他話少。本來寡言便易

被視為傲慢，特別是當地位高者話少，常會讓自覺身分地位

較低者，視為傲慢。只是不管怎麼樣，他現在看起來，話並

不算少了，還極樂意與人交談。他們得到結論了，達西絕對

是一好對象，如今就看外甥女是否接受他了。 

至於伊莉莎白又怎麼想呢？當晚她躺在床上，左思右

想，翻來覆去，差不多過了兩個鐘頭才睡著。她確定她已不

討厭達西了，甚至早在幾個月前，於看了他的信後，她就不

再討厭他了。而也差不多在同樣久之前，她便開始覺得羞

愧，為對他的誤解感到羞愧。自從相信他品德高尚後，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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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裡不太願意承認，她對他產生了敬意。這兩天的相處，

看到他的和藹親切，加上管家對他的推崇備至，顯示他個性

裡，具有柔軟的一面。這讓她對他在敬意外，又多了一份溫

暖的感情。但最重要的是，除這些外，她對他極為感激。不

只是感激他曾愛過她，而是感激在她對他那麼壞後，他至今

仍無怨無悔地愛著她。 

在達西向伊莉莎白求婚時，她不但拒絕，且還尖酸刻薄

地指責他。那些指責，當時毫不留情地將他的自尊踐踏在

地。只是後來卻發現，從頭到尾冤枉他了。被如此不公平地

對待，他該恨她的。若他恨她，她心甘情願承受。但沒有，

他只寫封信說明，之後即使她未回覆，當然也未道歉，他依

然愛她。這樣的寬宏大量，換成自己，她不以為做得到。這

次意外的相遇，達西並沒露骨地想親近她，表現追求之意。

他只是儘力博得她親戚的好感，且努力使他妹妹接近她。這

麼高傲的人，能有這麼大的改變，她不只是驚訝，還相當感

激。改變背後的力量，一定是愛。顯示他對她，內心充滿熱

烈的愛。由於對他尊敬又感激，她對他產生關懷之意，關懷

他的終身幸福。但理智的她，覺得仍須先弄明白，她到底有

多希望達西的幸福，是仰賴她來完成？他曾向她求婚，她拒

絕了。此刻她相信她仍有能力，使他再度求婚。但為了雙方

的長久幸福，她必須先釐清，有沒有發揮此能力的必要。 

另一方面，臨睡前，嘉迪納太太跟外甥女也談妥了，明

天早上，該去潘伯利莊園回訪達西小姐。她今天才剛抵達，

就來拜訪，展現極高的禮貌及誠意。他們的禮節，豈能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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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年輕的女孩？伊莉莎白當然很高興有此決定。次日一大

早，嘉迪納先生便自行先出發，因前一天達西等人來時，訂

下了釣魚之約。 

進入大宅後，伊莉莎白跟舅媽，被引導至客廳，達西小

姐與賓利姐妹，及那位跟她在倫敦，照顧她生活起居的安妮

斯利(Annesley)太太，已在那裡等候她們。喬治安娜極為客氣

又禮貌地接待客人，只是她顯得相當靦腆。不過兩位客人，

對她年紀輕輕，便得擔任偌大莊園的女主人，皆很同情她的

處境，絲毫不去挑剔她的接待不夠熟練。相對於喬治安娜的

熱誠，賓利姐妹都僅屈膝為禮，並未呈現重見故交，該有的

熱情。伊莉莎白現在已確定卡洛琳之所以厭惡她，乃出於嫉

妒，嫉妒達西的善待她。不過她決定不去在乎卡洛琳。伊莉

莎白早就看出卡洛琳並非一值得深交的朋友，如今她既表現

得如此疏離，也就無必要去討好她。 

喬治安娜不擅長引起話題，眾人坐定後，有一陣子的沉

默。這時就能看出安妮斯利太太是個多可貴的幫手了，她會

設法帶動談話。她文雅可親，知道如何協助她的小主人兼學

生。伊莉莎白暗暗點頭，心想“比起賓利姐妹，她才是真正

具備良好教養的人。”伊莉莎白知道，卡洛琳雖沒說話，但

一直留意她與喬治安娜在談些什麼。直到過了約一刻後，卡

洛琳才冷淡地問候伊莉莎白的家人，伊莉莎白的回應裡，當

然也不會帶有太多感情。 

當眾人都在享受僕人送上的點心時，伊莉莎白並未停止

她忙碌的思考。她知道大宅的主人隨時會回來，她到底是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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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或希望見到主人？該如何面對他？達西先前跟賓利與嘉

迪納先生在河邊釣魚，得知伊莉莎白她們要來，時間差不多

時，便請賓利幫忙招呼嘉迪納先生，他則回大宅。當他出現

時，伊莉莎白已想好，要如何跟他相處了。她知道自己是眾

人注意的焦點，但她決定暫時拋開得失心，放空自己，就輕

鬆自在地與達西互動。 

達西進來後，先向嘉迪納太太及伊莉莎白致意，並問妹

妹有沒有協助他好好招呼他們？將一切看在眼裡的卡洛

琳，在滿滿的妒意下，講話便不會好聽。她說“伊莉莎白小

姐，駐守梅里墩的民兵團是不是已離開了？這對你的家人，

是很大的損失吧！”在達西面前，她不敢提到威克姆的名

字，但伊莉莎白立刻明白，她話中隱含的人物是威克姆，跟

他有關的種種回憶，一時間讓她很不舒服，覺得這位小姐，

未免太過惡毒。不過兵來將擋，她的沮喪只有那麼一瞬間，

她立即恢復神采奕奕，從容地應付過去。在回答時，她不由

自主地望向達西，發現他漲紅了臉，正注視著她，似在專心

聽她如何回應。再看喬治安娜，窘迫到低下頭，根本不知該

怎麼辦。 

卡洛琳只知威克姆與達西間有紛爭，她相信錯在前者，

至於紛爭的內容，包括威克姆在金錢方面的貪婪，及幾年前

曾企圖誘拐喬治安娜一事，她卻一點都不知。她原本只是想

刺一下伊莉莎白，讓她驚慌失措下，言行及舉止皆丟掉淑女

的形象。發生在妹妹身上，曾令達西焦慮萬分的那件事，他

只對伊莉莎白說過，從未向賓利家透露。這種“家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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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沒必要大聲嚷嚷。若卡洛琳知道，威克姆曾帶給她傾心

的那位紳士極大的憤怒，她絕不會做此影射。伊莉莎白的鎮

定，讓達西及喬治安娜的情緒，皆很快恢復平靜，卡洛琳則

因羞辱伊莉莎白不成，既失望又惱怒。但因她雖不了解內

情，倒是知道達西不喜威克姆，所以並不敢繼續去扯有關威

克姆的事。 

主動挑釁的卡洛琳，可說賠了夫人又折兵。她原本想破

壞達西對伊莉莎白的好感，不料因伊莉莎白舉重若輕地回

應，不但讓她啞口無言，且讓達西更喜歡伊莉莎白了。而害

羞又拙於言辭的喬治安娜，也對伊莉莎白的冷靜沉著，及口

才辨給，佩服不已。 

由於僅是基於禮貌的回訪，嘉迪納太太與伊莉莎白，沒

有待太久，便起身告辭了。她們離開後，氣不過的卡洛琳，

便開始批評伊莉莎白。從穿著打扮，到談話內容，她都有意

見。還說伊莉莎白氣色不佳，且皮膚太黑。喬治安娜只是不

說話，並未附和她。達西則根本懶得理她，只淡淡地說，夏

天旅行，本來就會曬黑。卡洛琳又繼續挑剔伊莉莎白的長

相，包括五官及身材，她都覺得很糟。確定達西已愛上伊莉

莎白的卡洛琳，努力想扳回劣勢。只是她的戰略有誤，因中

傷伊莉莎白，並無法凸顯自己的優點。由於她講個不停，終

於讓達西顯得有點不高興了。她以為產生效果了，可惜達西

仍決定保持沉默。 

這位因嫉妒而失去理智的小姐，既不會察言觀色，也不

懂得適可而止，硬是想逼達西說話。卡洛琳說，“記得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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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賀福德郡，我們才剛認得她時，於得知她在當地社交圈，

有美女之稱後，你說‘如果這樣也能算美女，那她母親就可

說是機智過人了。’”達西再也忍不住了，他說“你講得一

點都沒錯，剛認識她時，我的確曾那麼想。但沒過多久，我

便認為她是我所見過最美的女人了。”說完他便走了，留下

一臉愕然的卡洛琳。她這是自作自受，達西一直想容忍她的

猖狂，但她就是不甘心。最後達西終於如她的意開口了，卻

說出令她傷心欲絕的話。坐在一旁的喬治安娜，覺得伊莉莎

白的口能舌便，當然值得效法，至於哥哥，雖非口如懸河，

但幾句話言簡意賅，立見效果，也值得學學。 

 

46 

回到旅館後，嘉迪納太太與伊莉莎白，相互交換這次拜

訪的心得。在大宅待的時間雖不長，仍有夠多的心得。她們

評論遇到的每個人及每件事，連點心與水果都談到了，因新

鮮及美味，均令人齒頰留香。只是宅中的某位紳士，卻有意

無意地被略過。兩人皆希望對方先提起他，但雙方的希望皆

落空。所以伊莉莎白不知舅媽對該紳士的最新看法，嘉迪納

太太也不知外甥女現在的心意。 

有好幾天沒收到珍的信了，自抵藍頓以來，伊莉莎白每

天都在等待，痴痴地等。拜訪潘伯利莊園的隔天，由於當晚

要赴莊園的邀約，因而白天就不擬跑遠。早餐後，3 人正在

準備外出散步時，僕人約翰(John)送來剛到的信件。伊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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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一看雀躍不已，因她同時收到兩封珍的信，相隔一天寄

的。其中一封被註明是誤投它處，珍有時地址寫得過於潦草

難辨。有什麼重要或有趣的事，讓珍連續兩天寄信？真令人

好奇。善解人意的嘉迪納夫婦，讓外甥女留下，獨自享受讀

信之樂。只是兩封信帶來的，卻非喜悅，而是震驚。 

怎麼辦呢？伊莉莎白完全亂了方寸。舅舅！她一讀完信

就往外衝，她必須趕緊找到舅舅。結果才到房間門口，約翰

推開門，達西迎面而來，兩人差點撞在一起。怎麼這麼不會

挑時間？她當下需要的是舅舅。達西看她張皇失措，大吃一

驚。他還沒開口，伊莉莎白便匆匆地說，“請原諒，我現在

不能陪您，家裡出事了，我得去找舅舅，我沒時間了。”說

完便想閃開達西往外衝。“怎麼了？發生什麼事？”達西嚇

了一大跳，抓住她手臂，雙方這時皆不管什麼禮儀了。 

伊莉莎白一時不知該如何講那件複雜的事，但達西已鎮

定下來，他說“我不會耽誤你的時間，但請讓我或者僕人，

去幫你找嘉迪納先生。你這時最好坐下來休息，你看起來不

太舒服，目前不適合出門。”伊莉莎白猶豫了，但她發現自

己雙膝正在顫抖，此刻她去找舅舅，顯然不是最好的主意，

便快速點點頭。於是達西叫來約翰，緊張之下，伊莉莎白氣

喘吁吁，結結巴巴地講了好幾次，才將事情交待清楚。達西

則在旁一再叮嚀，要約翰務必儘快達成使命，不可延誤。 

約翰走後，伊莉莎白撐不住了，整個人幾乎要垮下來，

她慢慢扶著椅子坐了下來。達西看她異於往常，不禁憂心忡

忡，輕柔地問道，“要我找女僕來嗎？要不要喝…？來杯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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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怎麼樣？還是你隨身有帶什麼藥物嗎？可讓你紓解一

下？”一連問了幾個問題。“謝謝您，但真的不必。”伊莉

莎白強打起精神，“我沒事了。只是剛收到珍的信，傳來家

裡的壞消息，讓我急得要命，遂失態了，請您見諒。”她講

到這裡，淚水便止不住的流下。達西仍不知發生什麼事，只

能含糊地表達關心，心裡也很著急。 

伊莉莎白總算又開口了，她說“珍在信裡提到一可怕的

消息，我最小的妹妹莉迪亞，就是老讓我們擔心的那個，跟

威克姆私奔了。我從漢斯佛德回家的兩個星期後，原本駐紮

在梅里墩的民兵團，移防到布萊頓一帶。小妹一向愛跟那些

軍官在一起，於是隨著佛斯特上校的妻子去布萊頓。這位上

校的年輕妻子，相當貪玩，做事不知克制，說愛胡鬧也不為

過。我曾跟家父建議，千萬別讓莉迪亞去，沒家人看管著，

她難免出事。家父卻要我不必杞人憂天，他認為上校會盯著

她，不至於讓她闖下大禍。還說她既沒錢，又是普通人家的

女兒，沒人有興趣誘惑他。沒想到前幾天，莉迪亞與威克姆

悄悄離開布萊頓，目前行蹤不明。小妹留信給上校妻子，說

他們去蘇格蘭。但上校由威克姆的好友丹尼那裡獲知，他們

根本不是去那裡，而且威克姆一點都沒有想娶小妹之意。上

校一聽，知道大事不妙。他先發封快信到我們家，簡單說明

發生的事，然後去追他們。向來寵愛小妹的家母，收信後急

得要命，每天以淚洗面。家父則剛開始時，尚不覺得太嚴重，

以為只是年輕人做些不經大腦的事。但後來發現，他誤判情

勢了！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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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這裡，伊莉莎白有點激動，她停頓下來，達西立刻

端杯水給她。喝了幾口水後，她心情平靜些，接著說，“上

校跑了好幾個城鎮，到處打聽，卻無法掌握他們確切的去

向。珍本以為，威克姆不是那麼壞的人，而且既然無利可圖，

他有什麼動機去誘拐小妹？說不定他真的愛上小妹了。他若

能娶小妹，結局便皆大歡喜，不過空緊張一場。後來上校到

龍柏園，將他所知的一切，全告訴家父及家母。他強調威克

姆絕非一可信賴的人，且他不相信他們會結婚，因威克姆不

可能娶一沒多少財產的人。家母一聽就病了，是真的生病，

不像以往的無病呻吟。平常極樂觀的家父，亦大受打擊，珍

說她這輩子從未見他那麼沮喪過。他一向以家人能隨心所欲

不逾矩而自豪，沒想到這次事情失控了。 

我四妹凱蒂受到家人的責罵，因她事先便知道他們要私

奔的一些蛛絲馬跡，卻都沒透露。不過姐妹總會互相掩護，

那也是無可奈何。現在家父已跟上校前往倫敦，大海撈針地

找小妹。珍很焦慮，束手無策，她信中要我們趕快回家。因

上校不能在外待過久，職責在身，他已必須回布萊頓了，無

法繼續協助尋找小妹。家父平常不愛管事，對這類事經驗不

足，珍擔心他在太過憂傷下，恐怕更無法好好處理小妹的

事。她希望幹練的舅舅，能出手相助。” 

達西無比震驚，伊莉莎白難過的事，完全出乎他意料之

外。這時她又激動起來，說“都怪我，我本來可以阻止這件

事。我早已由你那裡，清楚他的為人，但想與人為善，除珍

之外，並沒讓其他人知道。否則這件悲慘的事，就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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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深切自責。其實以莉迪亞的個性，既不懂事又一意

孤行，再怎麼警告她須遠離威克姆，都不可能有用的。達西

說“我很遺憾發生這種事，只是你確定情況真的這麼糟嗎？

會不會他們只是想暫時拋開一切，出去玩一玩，現已回到布

萊頓了？”伊莉莎白說，“我相當確定他們刻意躲藏。上校

追到接近倫敦的地方，之後就斷了線，不曉得兩人躲到那

裡。” 

“那你們打算怎麼做？”達西問。伊莉莎白嘆口氣，說

“我希望我們半小時內可以出發，但我實在不知趕回去後，

又能做些什麼？威克姆那種人橫行無忌慣了，只追求利益，

怎可能白憑無故聽你的？何況又如何找到他們？根本毫無

管道。天啊！太可怕了！都是我的錯！”她仍在自責，且將

威克姆想成一很難對抗的人。屏氣凝神聽她講的達西，並沒

有回答，他來回踱步，顯然在謹慎思考對策。見他表情沉重，

伊莉莎白的心情，不由得也跟著由惶恐轉為沉重。她覺得她

在他心中的份量與評價，都正快速下降。莉迪亞的事，給她

們家帶來的大羞辱，再度印證，自己的家庭成員，果真缺陷

不少。因此他這時應已確定，兩家的背景及作風，實在相差

太遠，完全不適合結合。而直到此刻，她才終於明白，她愛

上他了，迫切地想與他在一起。但可惜她也理解，自己錯失

時機了，心願已無法達成。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

然。唉！一切都結束了。 

家裡發生變故，她豈能仍想著自己？伊莉莎白用手帕蒙

住臉，也讓眼淚不至於流下。莉迪亞的事、自己的事，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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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海裡不斷交錯，經過幾分鐘的沉默，達西出聲了。“我猜

你早就希望我走了，我現在對你即使有再多的關懷，都無實

際的幫助，所以我沒沒有理由繼續待在這裡。要是我能說些

什麼，以撫平你的傷痛就好了。但在府上發生不幸時，我不

會用這種口惠來折磨你，這樣做不過在博取你的感激罷了，

對你並無任何實質的幫助。”他又說，“你要趕回家，因此

舍妹今天應沒有榮幸在寒舍見到你了。”伊莉莎白擦乾眼

淚，滿懷歉意說，“請代我向令妹表達誠摯的道歉，我真的

很想再見到她，她相當討人喜歡。但請您就只說，因有事急

著處理，家裡要我們儘快回去。請務必替我們隱瞞我小妹的

事。” 

達西立刻請伊莉莎白放心，他說他了解事情的嚴重性，

絕對保密到底，連妹妹都不透露，並再度安慰她。達西並請

她代向嘉迪納夫婦致意，於深深望了她一眼後，鞠個躬，便

轉身離開了。 

 

47 

達西離開後，伊莉莎白知道一切都結束了。他們最近幾

次碰面，那種親切融洽的氣氛，應不會再有了。她回想自兩

人認識以來，她的情感變化實在太大了。她對他並非一見鍾

情，甚至曾有段時間很厭惡他，一點都不想見到他。但現在

卻很期盼能與他繼續交往，珍惜任何與他在一起的機會。跟

威克姆還較像一見鍾情，從一開始，她便對他頗有好感，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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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跟他在一起。只是後來卻發現他的人品糟透了，看來自己

識人的眼光，並非太高明。由此得知，一見鍾情不一定導致

好的結局，有時細火慢燉反而較好。直到今天之前，她以為

與達西的交往過程，印證不經一番寒澈骨，焉得梅花撲鼻

香。她原本慶幸，與達西間，將逐漸柳暗花明，修成正果，

可惜卻被自己的家人破壞了。莉迪亞的醜行，會讓他徹底認

清自己家人的本質。他必定失望透頂，覺得這是一對他極不

適合的家庭。如今他一走，將不會再回來了。 

民兵團仍在梅里墩時，莉迪亞曾為不少軍官著迷。但她

一會兒喜歡這個，一會兒喜歡那個，沒有定性不說，伊莉莎

白且不曾看出，她對威克姆有特別著迷。但伊莉莎白也知

道，一旦那個男生多加把勁，莉迪亞便很容易傾心於他。只

是威克姆會想娶莉迪亞嗎？珍在信中對此表示樂觀，伊莉莎

白卻很難同意。就算莉迪亞有足夠的魅力，能迷住威克姆，

她沒有財產，又如何能讓他願意娶她？伊莉莎白既想不透，

只能求趕快回到家裡，分擔珍的憂慮，並協助處理家務。家

裡現在一定亂成一團，父親不在家，母親不但管不了事，還

需人照顧，一切全仰賴珍。 

嘉迪納夫婦匆匆回來了，雖然伊莉莎白自認跟去通知的

僕人約翰交待得很清楚了，他們卻仍以為是外甥女病了。見

到伊莉莎白，才欣喜情況並非如此。伊莉莎白快速跟他們說

明，究竟發生什麼事，並讀了幾段珍的信給他們聽。嘉迪納

夫婦聽後極為難過，莉迪亞雖不是他們最疼愛的外甥女，但

畢竟涉及嘉迪納的姐姐一家，他們當成自己的事，感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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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於是決定立刻收拾行李，趕至龍柏園。嘉迪納太太突然

想到，當晚的潘伯利莊園之約怎麼辦？她對伊莉莎白說，

“約翰告訴我們，你指派他來找我們時，達西先生正在這

裡，真的是這樣嗎？”伊莉莎白回應，“是沒錯。而且我全

跟他講了，他已了解我們今晚無法赴約了。”“全跟他講

了？”嘉迪納太太回房整理時咀嚼一下這句話，“他們兩人

的交情，究竟好到什麼地步？” 

回程在馬車裡，時間充裕，嘉迪納夫婦與伊莉莎白仔細

討論這件事。舅媽指出，珍不以為威克姆有多壞，不相信他

會誘拐莉迪亞，會不會事情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糟？伊莉莎白

則表示，善良的珍，很少覺得那個人是壞到骨子裡。但她認

為雖外表看不出來，但威克姆人品就是極差。他做過不少壞

事，一點都不可信。為免上當受害，對他最好敬而遠之。 

“你怎麼那麼清楚？”舅媽感到好奇。伊莉莎白臉紅起

來了，她不願說出消息來源，只強調威克姆做事只顧自己的

利益，又翻雲覆雨，可說完全不守道德禮法。而他能言善道，

常能將曾做過之惡事，講成對他有利。只是滿口謊言，一點

都經不起考驗。像是達西對他已仁至義盡了，但他回報的，

卻是對達西極盡詆毀之能事。這些都千真萬確，她也全告訴

珍了，只是珍對人都往好的方向想。威克姆如何造謠生事

呢？她舉一例子。他曾說達西小姐極傲慢，很難相處，讓她

信以為真。但舅舅及舅媽也都見過達西小姐了，應看出恰好

相反。她可愛、善良，又端莊有禮，沒有人會不喜歡她。伊

莉莎白說，威克姆還有許多信口雌黃的事，她就不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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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絕不能相信這個

人。 

舅媽好奇“你們住在同一屋簷下，莉迪亞對這些事，何

以都不知情？”伊莉莎白說，“就是糟在這裡。連我也是直

到快離開肯特郡，才了解威克姆的真面目。回家後，得知民

兵團快調離了，於是我只告訴珍，至於其他人，我們兩人商

量結果，決定都不講了。得饒人處且饒人，給他留點餘地，

而且看他換個新環境，會不會重新做人。畢竟在哈特福郡，

原本大部分的人，對他的印象都不錯，沒必要在他離開前，

揭發真相，讓大家失望。即使莉迪亞後來跟佛斯特太太一起

前往布萊頓，我也沒想過要向她透露威克姆的真正人品，因

我完全沒料到他會去誘拐莉迪亞。事前我並看不出，他們彼

此有喜歡對方的跡象，否則我們家就不會輕易讓她去了。”

伊莉莎白又說，“事實上，民兵團剛來梅里墩時，當地不少

女孩，都被威克姆吸引了，很慚愧，包括我自己在內。但他

一點都未顯得對莉迪亞較特別。民兵團裡的有些軍官，看起

來還對她較有興趣。” 

由於的確有段距離，即使拼命趕路，中途仍須住宿一

夜，人馬皆要休息。終於在隔日傍晚，馬車平安抵達龍柏園。

嘉迪納夫婦的 4 個孩子，皆很驚喜父母提早回來。伊莉莎白

匆匆吻過每個孩子，就趕緊將珍拉到一旁，問她目前的情況

如何？珍扼要說明，父親人在倫敦，但仍未查出莉迪亞及威

克姆的蹤跡。不愛寫信的父親，雖寄了封信來，但只有短短

幾行字，且表示除非有要緊的事，否則便不再寫信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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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擁有的音訊並不多。 

“母親怎麼樣？你們都還好嗎？”伊莉莎白很關心家

人。珍回答，“母親的身體倒是還健朗，只是心情不佳，一

直待在房間不願出來。但看到你們趕回來後，應會很欣慰。

瑪莉及凱蒂也都很好。”“你呢？你氣色看起來似乎不太

好，這幾天獨撐大局，累壞了吧！”珍再三強調她很好，母

親雖不能管事，但僕人個個仍相當盡職，家裡一切井然有

序，她並不累，身體毫無問題。 

嘉迪納夫婦對每個孩子都親親抱抱後，靠了過來，伊莉

莎白與珍的對話只好暫停。舅媽將剛才伊莉莎白問過的問

題，又重問一遍珍。之後一群人一起去探望班納特太太。她

愁苦多日，如今看到房間擠滿了人，相當滿意。而她的反應，

正如眾人所預期，哭哭啼啼，心疼她“最乖巧”的女兒，將

威克姆罵個不停。她責怪眾人糊塗，沒一個認清他會幹出什

麼事，都不知須提防他。然後怨嘆自己命苦，大家都不同情

她，無人幫她照顧她心愛的莉迪亞。佛斯特夫婦她也沒放

過，他們沒看好莉迪亞，該負最大的責任。當然她不會自責

小女兒之所以會做出如此驚天動地、傷風敗俗的事，乃因她

長期的溺愛。她也不會懊悔，當初極力支持莉迪亞前去布萊

頓的，根本就是她自己。 

被多人圍繞，有眾星拱月的感覺，精神放鬆的班納特太

太，想像力遂豐富起來了。她說“班納特先生一旦找到威克

姆，一定會與他決鬥。然後啊！當然被威克姆一槍斃命，我

也就成了寡婦。葬禮還沒舉行，盧卡斯爵士一定趕著發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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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而他女婿及女兒，隔天便上門了。這對狠心的柯林斯夫

婦，急著接收根本不屬於他們的龍柏園。我們母女就要被掃

地出門了！弟弟啊！弟妹啊！如果你們不對我好一點，我就

不知該怎麼辦了？我已走頭無路了！我只能追隨班納特先

生去了。”她開始嚎啕大哭。眾人忙著安慰她，紛紛說，這

種事絕不可能發生。嘉迪納更向她姐姐保證，姐姐的事，他

向來擺第一。他明天就去倫敦，就算散盡家財，也在所不惜，

一定會找到莉迪亞。 

嘉迪納太太帶著 4 個小孩，暫時留在龍柏園。有她在應

可幫不少忙，且可大幅減輕珍及伊莉莎白的壓力。嘉迪納則

於隔天一早，便前往倫敦。他到的第一件事，便是說服姐夫

搬離旅館，住到他們家。既方便照料，有事也好商量。班納

特尋人的辦法，是打聽每家旅館，看莉迪亞他們是否曾投

宿。嘉迪納覺得這方法並非很有效率，但既然姐夫熱中於此

法，他也就儘量協助。 

嘉迪納很快便寫信回龍柏園，向大家報告尋人的最新狀

況。只是由於他才剛抵達倫敦，除了說他已去信佛斯特上

校，打聽威克姆可能藏身於倫敦的地點外，並無太多新鮮事

可報告。伊莉莎白期待舅舅的第二封信，能有好消息。還沒

再度收到舅舅的信，倒是來了封柯林斯的信。班納特離家

前，交待珍替他處理所有的信件，因此珍便拆開來。這位古

怪的牧師，會說些什麼呢？伊莉莎白很好奇，坐在姐姐旁

邊，跟她一起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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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斯這封匪夷所思的信，本來伊莉莎白以為，只有一

開始“親愛的堂叔”那幾個字不刺眼，讀完整封信後，卻覺

得他所表達的思維，讓這幾個字也變得很諷刺。信的內容如

下。 

昨日收到來自哈特福郡的信，得知貴府近日遭遇的不

幸，小姪聞後極為震驚。以我們的親戚關係、小姪的社會地

位，及小姪的職務，小姪覺得有義務安慰您，並給您一些建

議。小姪與內人夏洛特，對您及您的家人，現在所承受女兒

失足的苦難，都深表同情。令嬡帶來的恥辱，將有如烙印，

不論相隔再久，都永難磨滅，因而痛苦亦將不易消失。 

底下小姪將開導您，使您的悲傷情緒，得以緩解。堂叔

及堂嬸為人父母，在如此痛心疾首的情況下，相信必會因小

姪的懇切開導，而得到一些安慰。坦白說，相較於目前貴府

所面臨的困境，令嬡若是蒙主寵召，一了百了，反而皆大歡

喜。從夏洛特那裡得知，令嬡的行為，之所以如此放蕩，會

做出這麼驚世駭俗的事，並非偶然，一言以蔽之，乃是父母

過度放縱的後果。要知一味溺愛，從來不是一好的教養方

式。這點很多父母，即使已養育多位子女，可能仍不清楚。 

當然，為了減輕堂叔及堂嬸的內疚，小姪傾向認為，醜

行發生的原因，乃令嬡天性邪惡。否則怎會在不過 16 歲的

年紀，就犯下此滔天大禍？希望這樣說，會讓您心裡舒服

些。無論如何，貴府的遭遇，無法不令人憐憫。小姪自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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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人，加上聽到小姪轉述的凱瑟琳夫人及其千金，一致同

意，一旦發生這種事，這家庭將萬劫不復了。凱瑟琳夫人還

鐵口直斷地說，誰會想跟出了這種女兒的家庭聯姻？聽了凱

瑟琳夫人的真知灼見後，原本同情貴府的小姪，深感慶幸。

因小姪不得不想起去年 11 月訪貴府時，本擬執行的計畫，若

不是鎩羽而歸，小姪如今將捲入與您同樣的恥辱中。而尊貴

的凱瑟琳夫人，也必將棄絕小姪了。感謝讚美主！ 

親愛的堂叔，請接受小姪的建議，那種不值得為她傷神

的女兒，就不必為她煩惱了，讓她自行解決自己種下的惡

果。您就海闊天空、自由翱翔，當做沒這個女兒。 

伊莉莎白及珍，看完信後，彼此面面相覷，真不知這位

牧師，平常是如何講道的？不過畢竟是自家妹妹，做出這種

有違社會風俗的事，他人再多的鄙視，都只好承擔下來。 

收到佛斯特上校的回信後，嘉迪納再度寫信至龍柏園。

可惜他能報告的事依然不多，因佛斯特上校即使再努力打

聽，卻發現真正清楚威克姆底細的人，幾乎沒有半個。因而

無人能提供，他究竟躲在倫敦何處的任何蛛絲馬跡。不過自

從他行蹤不明的事公開後，布萊頓許多人頓足捶胸，原來上

他當的人，還真不少。這位外貌忠厚老實、討人喜歡的軍官，

如今他的債主紛紛出現。在債務中，有些是賒帳，有些是賭

債。光是賒帳，他隨民兵團到布萊頓，還不到兩個月，就超

過 1 千英鎊，不知他錢怎麼花的，生活真是奢華。賭債更不

用說了，雖然不易取得精準的數據，但相信絕對多得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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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伊莉莎白並未感到訝異，因她早已完全了解這個

人了。善良的珍，則大出意料之外，不知該如何替他找理由。

事實上，不僅在布萊頓，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威克姆在梅里

墩的很多店家，也累積下不少債務。由於當初少有人不被他

吸引的，梅里墩大部分的商家，都不介意讓他賒帳，現在傳

出他不知去向後，無不煩惱跟誰要錢去？ 

嘉迪納的信中，還是有一值得重視的訊息。他說，姐夫

在他多次懇求下，總算答應離開倫敦，已訂於隔日啟程返回

龍柏園。這件尋人事宜，就留給他全權處理。幾個女兒，以

為母親會很高興父親即將回來，因之前她萬分擔心他的安

危。豈料班納特太太得知丈夫要回來後，卻大呼小叫，“怎

麼可以？沒找到我可憐的莉迪亞，就想回來？絕對不行！他

離開倫敦後，誰去跟威克姆決鬥啊？誰去逼威克姆跟莉迪亞

結婚？都沒人同情我！嗚呼！…。”當然不管她怎麼反對，

都已來不及阻擋班納特在次日回家。 

既然班納特要回來，嘉迪納太太遂表示她也該回家了，

時間同樣安排在隔日。她至離開時，仍搞不清楚伊莉莎白與

達西目前的關係。外甥女從不主動提起他的名字，顯得莫測

高深。她起先以為(且期待)兩人感情已入佳境，現在卻不十

分確定了。她原本猜測他們匆匆趕回來後，他的信一定飛快

就追來。結果在她待龍柏園的期間，沒聽說有來自潘伯利的

信。於是她帶著一肚子的狐疑，攜 4 個小孩上了馬車。 

伊莉莎白很欣喜父親回來，父親已恢復平素那種什麼都

無所謂的冷靜。他如往昔，不多說話，除了用餐，就一人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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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房。幾個女兒都搞不清楚父親現在的心情。當伊莉莎白

找到機會，問很少出遠門的父親，這趟倫敦之行，是否備受

折騰？他回答“沒什麼，即使吃苦受難，也是我自己造成

的，怨不了別人。”伊莉莎白趕忙安慰父親，千萬別這麼說，

這絕不是他的錯。班納特仍很平靜，他說“你早就勸我別讓

莉迪亞去布萊頓，我沒接受。我對自己女兒不夠了解，而世

道多荊棘，且人心險惡，又遠超過我這鄉巴佬的想像。身為

一家之主，我該受譴責的。如果有人要恥笑我們家，就恥笑

我吧！如果你們因而蒙羞，甚至影響到終身大事，全都怪

我。” 

班納特回來的兩天後，黑暗中終於出現了曙光，嘉迪納

的信到了。信是給班納特的，他看完後，不發一語，遞給兩

個女兒。伊莉莎白與姐姐擠在一起讀。 

我現在能告訴您有關小外甥女的消息了，底下為到目前

為止的進展，希望您會滿意。自從您離開後，我們很快便得

知他們在倫敦的住處。詳細情況，等下次碰面時，再向您秉

告，在此就不贅述了。我已見到他們兩人了，…。 

讀到這裡，珍便興奮地說，“如我所預料的，他們結婚

了。”伊莉莎白心想，天下那有這麼好的事？她繼續往下讀。 

他們還沒結婚，也看不出有此打算。不過如果我斗膽替

您與他們協商出來的約定，您可接受，則我預期他們很快就

會結婚。他們有兩個要求，都是有關小外甥女的權益。第一

個是將來，在您與家姐過世後，確保她能從家姐 4 千英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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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中，與她的其他姐姐，分到等量，即沒有差別的一份。

第二是您於在世期間，每年給她 1 百英鎊。經審慎考慮後，

我代您答應他們的要求。從以上的說明，您可看出威克姆並

未獅子大開口。過去人人對他痛恨無比，認為他罪大惡極，

可能並不盡公平。 

如果您同意這樣的協定，並授權給我，則我將指示秘書

訂出一份正式的協議書。您無需再跑一趟倫敦，就靜候事情

圓滿落幕。後續瑣碎的事，皆交給我處理。附帶一提，威克

姆在還清他的所有債務後，尚餘一些錢，可安頓小外甥女的

生活。希望您對情況沒有原以為的糟，感到欣慰。另外，我

們認為外甥女不必回龍柏園，就直接從寒舍出嫁，應是較好

的安排，這點希望您也同意。以上是所有的報告，企盼您的

回覆。 

“大費周章，把大家耍得團團轉，就為了這麼一點錢？

只要這麼簡單的條件，就願意娶她？有這種可能嗎？真的如

此容易？”伊莉莎白簡直難以置信。珍則很高興，“威克姆

果真沒那麼惡劣，我們都錯怪他了。”她立即向父親道賀，

伊莉莎白則請父親儘快回信。她問“那些條件您一定會接受

吧！”“接受？他要求這麼少，我幾乎想說太羞辱我了。”

班納特又說，“不過，我當然一定會弄清楚，你們舅舅究竟

花了多少錢，才擺平這件事。還有，我該怎麼還他？”“舅

舅有出錢！這是怎麼回事？”珍嚇了一大跳。 

伊莉莎白被點醒了，“有道理，他根本沒錢，如今居然

能還清所有的債務後，尚有餘錢，這不是舅舅幫的忙，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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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誰？只是舅舅這麼慷慨相助，不是害慘自己嗎？”班納特

點頭同意，“威克姆如果沒拿到 1 萬英鎊，就答應娶莉迪亞，

那我得說他是個大傻瓜了。唉！我才剛開始要有這個女婿，

就必須把他想得那麼壞，實在令人遺憾。”兩個女兒大叫，

“1 萬英鎊！我們家連一半都還不起。”班納特沒有回答，

他得去寫信了，雖然他一向很討厭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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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轉折之快，令人無法想像。僅僅在 1 個鐘頭前，這

個家庭還被愁雲慘霧籠罩著，現在卻撥雲見日了。班納特進

入書房後，他的兩個女兒仍繼續討論。伊莉莎白先開口，“真

的要結婚了！終於解脫了，好像在夢中。雖然這是個很卑鄙

的人，雖然這個婚姻，幾乎不可能會幸福，但我們卻必須感

謝，感謝這個願意娶莉迪亞的人。唉！我難以理解我們究竟

在高興些什麼？”珍說“他對莉迪亞應仍有相當愛意，否則

不會娶她，我只能這樣安慰自己。我現在已相信舅舅的確有

出手相助，但仍不相信他有能力拿得出 1 萬英鎊。他怎有這

麼多錢？何況他有 4 個孩子要養，說不定將來還會更多。我

估計舅舅應該連 5 千英鎊都拿不出來。” 

伊莉莎白說，“如果我們知道威克姆的債務有多少，以

及他安頓莉迪亞到底花了多少錢，便能估算出舅舅付出多

少。舅舅跟舅媽的恩情，我們此生是無法回報的。莉迪亞若

沒有悔改之心，那就太對不起舅舅跟舅媽了，也因而不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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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幸福了。”善良的珍說，“由威克姆願意娶我們妹妹，便

可相信他已將整件事想通，知道錯在那裡，然後開始立志為

善。一旦他們兩人結婚後，願意遵守禮法，低調地過日子，

他們昔日那些不當的行為，很快便會被人們忘記。我對他們

相當有信心。”伊莉莎白卻沒那麼樂觀，“他們惹起的風波

實在太大，不論過多久，都很難被遺忘。” 

既然是好消息，兩個女兒覺得該去告訴母親了，她們拿

著信上樓，瑪莉及凱瑟琳正在陪伴母親，安慰不斷訴苦的母

親。都聚在一起正好，講一遍就夠了。珍才唸到舅舅那句“預

期他們很快就會結婚”後，班納特太太便欣喜若狂。她對威

克姆開出的條件，毫不關心，只要她心愛的莉迪亞能結婚，

就讓她心花怒放了。“太棒了！我有女兒要結婚了，才 16
歲，真了不起！我親愛的弟弟，我就知道你會把事情搞定。

喔！我好久沒見到莉迪亞了！還有威克姆，我太想見到你們

兩人了。禮服呢？這是我 5 個女兒裡，第一個要結婚的，得

有套好禮服才行，我要寫信給我的弟媳。伊莉莎白！趕快去

找你父親，問他打算給她多少錢結婚。等等！我自己去問。

喔！莉迪亞！我心愛的莉迪亞！” 

看母親過於激動，珍不斷安撫她，且提醒都是因舅舅的

不吝相助，支付威克姆大量金錢，才會有如此美好的結局。

班納特太太說，“身為舅舅，理應為外甥女這麼做，不然由

誰去做？你們知道，若不是他成家，又有小孩，我們便會繼

承他的所有財產。不是別人，由我跟我的孩子繼承。但這麼

多年來，除了幾件沒值多少錢的禮物外，這可是第一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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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從他那裡，得到一些還算有用的東西。”4 個女兒，彼此

面面相覷，沒有一個覺得母親這樣講合適。 

班納特太太仍沉浸在喜悅中，“威克姆太太！女兒們！

有沒有很好聽啊！今年 6 月，莉迪亞才剛滿 16 歲呢！我太

高興了，馬上就會有個女兒出嫁。從珍滿 16 歲起，我就期

待有女兒步入禮堂了。親愛的珍，我沒辦法寫信了，我來唸，

你寫。不對，我們先來擬婚禮該準備的東西，衣服及陪嫁物，

很多須用訂的，得趕快下訂單。你們父親要出多少錢？喔！

不必急，等下我再跟他講，反正該出的錢就要出，一個便士

都不可少。”停頓一下，她又說“太多事要做了，我得趕緊

通知你們姨媽、盧卡斯太太，…，要通知的人可真多。準備

馬車，出門對我是好的，呼吸新鮮空氣。”她已兩星期沒下

樓了。 

班納特剛結婚的頭幾年，完全不認為積蓄的必要，何必

當守財奴？他的想法其實很簡單。總會生個兒子，那麼一旦

他比妻子早過世，長子繼承龍柏園，他的遺孀及年紀尚小的

孩子，便能得到照料，生活不是問題。不料 5 個女兒接連出

世，然後呢？該來個兒子了吧！結果卻連女兒也都沒有了。

是老天爺在跟他開玩笑嗎？他覺得毫無道理的事，就是發生

了。而隨著孩子的增多，開銷日益增大，當確定不會有兒子

後，此時才想要開始節約，開始存錢，豈有那麼容易？幸好

家裡經濟大權，一直握在班納特手中，否則以他妻子的不知

撙節用度，早就負債累累了。 

由於沒有兒子，且家無積蓄，班納特太太才會經常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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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等丈夫過世，她們母女被趕出龍柏園後，就會淒淒慘慘

戚戚了。至於班納特，之前尚不以為自己缺錢，因錢反正夠

用。在妻弟為他保住莉迪亞的名節後，才醒悟若他早有遠

慮，存下夠多的錢，則今日要讓全英國最差勁的男子，娶他

女兒為妻，就不必虧欠妻弟了。但過去這二十多年，他從未

想過自己的女兒，會有一夕間，要花掉他 1 萬英鎊的一天。

莉迪亞有權參與分配遺產，對他並無影響。將來留下的錢，

4 個人分或 5 個人分，都是女兒間的事。每年給她 100 英鎊

也沒什麼，因她現在每年花的錢，就已接近 100 英鎊了。但

究竟花費多少，才讓威克姆願意當他們家的女婿，他一定得

弄清楚。妻弟出的錢，他現在雖償還不起，但一定會還的，

不還不行。 

班納特太太踢到鐵板，莉迪亞的婚禮將沒新衣可穿，因

他丈夫連一便士都不願意出。對班納特太太而言，女兒在婚

禮上沒有新衣，這恥辱比兩星期前，女兒跟威克姆私奔還

大。她跟丈夫吵了又吵，班納特卻鐵了心，且加碼不准那對

夫婦踏進龍柏園。 

為莉迪亞的新衣傷神？伊莉莎白一點都不想。在母親所

製造一波又一波的混亂中，她不時陷入沉思。早知私奔事

件，這麼快便能解決，她其實不必向達西透露。初獲消息時，

她慌了手腳，未能深思熟慮，她愈想愈懊悔。她並不擔心達

西會將此事外傳，很少人像他那麼能守密。但讓他得知莉迪

亞的醜行，更印證自己家人被鄙視，不是沒道理的。那後果

就不能說不慘了，因如柯林斯信中所說，“誰會想跟出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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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女兒的家庭聯姻？”唉！真沒必要透露給他知道。 

在達比郡時，伊莉莎白確定達西對她有了感情，盡力想

贏得她的心，極力想使她高興。對此，她自然相當感激。但

她並不會因而天真起來，以為經過一再的打擊後，他仍會痴

痴地等待她。他們原本可幸福地在一起，但現在卻連能跟他

再相見，她都已不敢奢望了。3 個多月前，她毫不留情地拒

絕他的求婚。如今如果他再度求婚，她卻會欣喜又感激地接

受。對他而言，這是多麼大的勝利。但伊莉莎白自認現在很

了解達西了，她知道他不會拿翹、趁機擺出高姿態，或者酸

她幾句。他很寬宏大量，不會去提那些讓她窘迫的往事。不

過她其實不介意他得意，因之前她也曾感到得意。更何況，

他的確有資格得意，她會怡然看著他得意。只是一切都是空

想，她再也見不到他了，他沒機會在她面前得意了。 

這一年來，陸續跟幾個男士交往的經驗，伊莉莎白現在

已不再懷疑了，就各方面來說，達西是最適合她的。兩人的

個性並不相同，有些特質且差異很大，但卻有互補作用。她

的輕鬆活潑、懂得生活情趣，及喜愛開玩笑，可讓嚴肅的他，

舉止更平易近人，且讓生活增添不少樂趣。她的善解人意，

配上他的仁慈，可行出很多善事。而他的睿智、廣博的知識，

及豐富的人生經驗，可引領她向前行，及提升她的思想層

次。兩人應是一對絕配，但沒有了。因另一對不恰當的結合，

使這恰當的一對，反而無法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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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納特再不愛寫信，也仍儘速寄出他的感謝信。而嘉迪

納的回信，更是很快便抵達龍柏園了，他做事一向很敏捷。

這封信主要是通知班納特一家，威克姆將離開民兵團了。千

夫所指，無病而死，出了這麼嚴重的醜聞，在原本的民兵團

恐怕待不下了。有人協助威克姆，加入駐紮在北方的正規軍

隊。雖得到遙遠的北方，但至少如果願意的話，可重新做人。

否則待在有熟人的地方，將一輩子被人指指點點。嘉迪納

說，威克姆已提供其所有債主的名單，及各欠下的債款。他

保證每位債主都能拿得到錢，但先得跟各債主確認金額。在

布萊頓的部分，他請佛斯特上校協助，信已寄出。在梅里墩

的部分，則請姐夫協助。待一切確定後，一星期內，便會搞

定，債務全將結清。最後，嘉迪納說，妻子告訴他，莉迪亞

希望在離開南方前，能回龍柏園一趟，見見家人。 

班納特跟他的女兒，都看出讓威克姆遠走高飛的好處。

至於班納特太太，當然相當失望，她本來想在鄰近龍柏園的

區域，幫女兒及女婿找棟房子，她完全不管他們是否負擔得

起。如今房子沒必要找了，因他們要搬到遠方。今後不知多

久才能見一面，她開始難過了。幾個女兒都向父親爭取，讓

小妹在前往北方前，能回家一趟。起先班納特嚴厲拒絕，但

經不住妻女一再懇求，遂在寫信給妻舅時，同意婚禮結束

後，這對新人可以來訪。雖替妹妹向父親講了不少好話，兩

個大姐姐以己度人，都以為莉迪亞回到家裡時，必然很難

堪。伊莉莎白且很納悶，威克姆怎會還好意思來她們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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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 10 天？ 

家裡派馬車到約定的地點，去接這對新婚夫婦。班納特

太太以無比的熱情，歡迎她的小女兒及小女婿，班納特則表

情嚴肅，幾個姐姐都也沒有很自在。充滿結婚喜悅的莉迪

亞，像隻花蝴蝶，抱這個親那個，當然除了她父親之外，他

一直板著一張臉。威克姆顯得輕鬆自信，親切溫暖地與每個

人打招呼。兩人如此從容的態度，更讓班納特臉色難看。珍

相當震驚，跟她預期見到的情景，完全相反。她原本還想，

若他們滿懷羞愧，坐立不安，她一定要出手相助。畢竟是自

家妹妹，而新姑爺來者是客，更要善待他，這場歸寧，務必

得讓兩位新人覺得很受歡迎。伊莉莎白也很氣惱，這麼多人

為她焦慮、為她付出，莉迪亞卻看不出有一點愧疚。相隔數

月，她毫無改變，依然我行我素，且不斷旁若無人地大呼小

叫，要每個姐姐都恭喜她。她還問母親，這裡的鄉親，是否

都知道她結婚了？ 

相較於珍與伊莉莎白的侷促不安，威克姆則一直保持微

笑，神色自若。他恰好坐在伊莉莎白旁邊，問她當地幾位他

熟識者之近況，其中包括若干債主，還說要去拜訪他們。替

他擔心會被人指指點點？伊莉莎白覺得一群人都太多慮

了。這對夫妻的沉著，真能媲美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晚餐

時，莉迪亞要大姐讓位，因她結婚了，該坐在原本珍身為大

姐的位置。伊莉莎白都快受不了了。他們待的那幾天，愛炫

耀的班納特太太，經常帶著小女兒外出，四處走訪。不必聽

莉迪亞吹噓結婚有多好，讓幾個未婚的女兒鬆了口氣。班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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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太太也常在家裡辦聚會，大家也都覺得這樣很好，避免光

是自家人在一起的尷尬。 

有天早上，莉迪亞與珍及伊莉莎白坐在一起。莉迪亞描

述她的婚禮，伊莉莎白完全不想聽，她上次講時，伊莉莎白

特地走開了，這次仍不感興趣，但莉迪亞不管，逕自講她的。

講啊講，就提到達西。“達西也參加？”伊莉莎白驚訝萬

分。莉迪亞說，“是啊！他跟威克姆一起去。可是天啊！我

居然說出來，我一再答應要保密的，卻全忘了。這下威克姆

要怪我了。”珍當機立斷，“如果這件事該保密，那此話題

便該停止，我也不會往下問。”“當然，什麼都不該問。”

伊莉莎白有止不住的好奇心，當下便想知道究竟怎麼回事，

卻只能隨著珍這樣說。莉迪亞其實並不在乎保密的約定，她

說“謝謝你們不問，否則我一定什麼都講出來，那威克姆就

會氣壞了。”雖小妹如此鼓勵，但姐姐已說話題該停止，伊

莉莎白只好趕緊走掉，這是她讓自己不繼續追問的唯一辦

法。 

達西參加她妹妹的婚禮？家人出了這麼不名譽的事，她

想當然耳，以為他必然更鄙視自己的家庭，豈料他卻去參加

醜行事件兩位主角的婚禮。除了舅舅一家外，連自己家人都

沒去，他怎麼會去呢？再說這場婚禮毫不招搖，他為什麼會

知道？而夾在一群非親非友的人中間，又有何樂趣？以他的

個性，怎會樂意出現在那個場合？何況新郎是到處詆毀他，

且曾企圖誘拐他妹妹，是他最不想見到的人，如今卻去參加

他的婚禮？他這完全不合常理的行為，代表什麼意義？她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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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種猜測，有些猜測讓她很開心，心裡飄飄然，卻覺得不

太可能，自己立刻否決。她想破頭，也想不出還算符合邏輯

的原因，又忍受不了讓此謎題一直存在。疑惑難解，只好寫

信去問她親愛的舅媽了。 

伊莉莎白跟舅媽說，莉迪亞不經意地透露達西參加她婚

禮的訊息。請舅媽告訴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除非有夠強

的理由，必須連對她也保密。而若真有那麼強的保密理由，

她就放棄自己的好奇心，舅媽不必介意。信寄出後，她自言

自語道，“如果你不跟我講，那我便不得不走旁門左道，從

莉迪亞下手了。不會有多困難，她根本等著我去問，但就須

避開珍了。”舅媽的回信，很快便收到了。伊莉莎白匆匆到

屋後樹林，那裡人煙稀少，她能好好享受讀信之樂。信厚厚

一疊，使她相當確定，舅媽沒有拒絕她的請求。她找個地方

坐下，開始看舅媽怎麼說。 

萬萬沒想到，會收到你這封詢問的信。因我們一直以為

達西的參與，是因你的關係，於是才會一真跟他配合。達西

應只比我們晚一天離開達比郡，前往倫敦。透過楊格太太，

他獲知威克姆與莉迪亞的住處。楊格太太曾為達西小姐的家

教，後來因故被辭退。達西找她打聽，是因知道她與威克姆

交情匪浅。但也因如此，起先楊格太太守口如瓶，經過兩三

天(達西可能下了些功夫)，她才鬆口。達西找到兩人後，一

開始想說服莉迪亞回家，不斷跟她曉以大義。她卻不肯離開

威克姆，且認為他們最後一定會結婚，至於會是什麼時候，

她並不以為要緊，就任由威克姆安排。既然這樣，達西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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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促威克姆，儘速迎娶莉迪亞。但他立即發現，威克姆根本

沒有意願。後來威克姆坦白承認，他之所以離開民兵團，且

不打算回去了，是因有些債主逼得很急。但他還不知能去那

裡。 

威克姆為什麼不想跟莉迪亞結婚呢？你父親雖不富

有，但若他們結婚，還是可以在經濟上給他們一些幫助。背

後原因，達西也問出來了。原來人心不足蛇吞象，你父親那

麼一點錢，威克姆根本看不上，他仍冀望找到一富有的女

子，只是他目前並未探尋到滿意的人選。談了幾次後，這個

貪得無厭的人，總算將他的要求，減到一合理的數目。之後，

達西才將交涉經過，完完整整地告訴你舅舅。他解釋這件事

全都是他的錯，他必須彌補。你覺得奇怪嗎？怎麼會與他有

關？怎麼會是他的錯。 

這是個太愛自責的人！達西說，威克姆素行不良，卻不

為人知，導致有涉世未深的女孩吃虧上當，甚至做出不符社

會規範的行為，這全怪他的傲慢。他原本以為夜路走多了，

總會遇到鬼。威克姆若不知收斂，持續做惡多端，則真面目

終有被發現的一天。他若主動公開威克姆的劣跡，反而有失

身分。他認為就是由於他的傲慢，才害了莉迪亞。只是我們

豈能那麼沒良心，接受這件事的責任在他呢？ 

達西什麼都一手包辦，你舅舅雖能力有限，卻也很樂意

為小外甥女出些錢。但達西堅持由於全是他的錯，責任該全

由他承擔，否則便沒有公平正義可言，他且要求萬不可透露

他有參與此事，因他不過是彌補所犯的錯。你的來信，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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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很高興，因他終於能卸下不屬於他的功勞，否則你們都

以為他出了多少力，但真正出了大力的，其實是達西。功勞

應給該被感謝的人，這才是公平正義啊！達西這個人，若有

什麼可被我們抱怨的，就是太堅持，一直堅持全由他負責，

一直堅持為善不欲人知。只是雖讓你知道詳情，但你最多只

能告訴珍，其他人就都不要講了。畢竟保密是達西的要求，

我們須尊重他。 

除替威克姆還債外，達西並替他在新堡(Newcastle upon 
Tyne，泰恩河畔新堡，簡稱新堡，在英格蘭東北泰恩-威爾

(Tyne and Wear)郡，已接近蘇格蘭)買了軍職、另給莉迪亞 1
千英鎊，且出席他們的婚禮。不必說，婚禮的費用也是他出

的。你見過這種人嗎？將過錯全攬到自己身上，功勞卻都給

別人，而且體貼又設想周到。如果不是我們想到其中可能有

你的因素，便不會一再讓步了。 

最後舅媽寫著，“親愛的伊莉莎白，如果我趁這個機會

說，我多麼喜歡他(我以前都不敢說)，你會生我的氣嗎？他

對待我們的態度，就如同在達比郡時一般，那麼親切誠懇、

那麼令人愉悅。他才智出眾，卻不露鋒芒，他見解獨到，卻

謙沖為懷。我從沒見過這麼好的人，我實在太欣賞他了。若

真要挑剔的話，我唯一能指出的，就是他少了些活潑。不過

這絲毫都不是缺點，只要找到一位適當的妻子，很快就可教

會他。總要讓他的妻子有發揮本領的空間。請不要怪我講得

太坦白，千萬不可罰我以後不准去潘伯利莊園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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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白情緒激動地讀完舅媽的信，有喜悅，亦有難

過，一時分不清何者多些？原來威克姆會與莉迪亞成婚，達

西出了大力，這是她始料未及的。但要找到威克姆，他必須

先去跟楊格太太周旋。這位女士，曾協助威克姆誘拐他妹

妹，以致被他辭退，肯定是他所深惡痛絕的人。而想當然耳，

她必也對達西滿懷怨懟。如今他卻得自眨身分，去跟她低聲

下氣，一再懇求，說不定還得用錢收買，以不高尚的手法，

才能得知威克姆的藏身處。至於威克姆，更是一位他連名字

都不願提的人，他卻必須去見他，跟他談判，一談再談，卑

躬屈膝，有如在求他施捨，最後還得替他清除債務，並另奉

上安家費給他。這些對他而言，都是多大的屈辱啊！ 

當年他自己妹妹被誘拐時，事情處理容易多了，因她及

時懸崖勒馬，使誘拐不成。於是他只須辭退楊格太太，且警

告威克姆，他仍能維持高高在上的顏面。這回此一別人妹妹

的事，說起來與他根本不相干，反而讓他須向人打拱作揖，

出力不夠，還得出錢。而這兩個人，他當初說不定還斥責他

們，並要他們離他遠一點，不要再出現在他眼前。他為什麼

得受此屈辱？難道不是為了她？她雖很怕這不是事實，這樣

想，乃往自己臉上貼金。但亦知他不是為了她之可能性相當

小，她不該沒良心，想逃避感謝。他為她做了這麼多事，她

是該喜悅。但想到她卻曾把他罵得有如他是天下最惡的人，

而罵他的兩點理由中，有一點是為威克姆抱不平。她羞慚

外，亦非常難過。為這麼高傲的人，須一再被作踐而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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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與舅媽，皆認為達西跟伊莉莎白間有情愫，甚至已

將兩人湊成對了。他們有此期望，令她覺得有趣。只是他會

再度求婚嗎？光是這樣想，就令她喜上眉梢，編織許多情

節。但她隨即提醒自己，不可能了。他那麼介意姻親的身分

地位，促成威克姆娶她妹妹是一回事，畢竟這是兩個身分地

位不高的人結合。但與他成為姻親，對他不又是一大羞辱

嗎？難道他為自己受的糟蹋還不夠多嗎？唉！協助解決她

妹妹的問題，卻將她推離他更遠了，這麼想使她又難過起

來。他說相助莉迪亞，是彌補他的錯，那她犯的錯，又如何

彌補呢？ 

聽到有人走近的聲音，打斷伊莉莎白的沉思。這時她不

想與人交談，遂站了起來，往家裡的方向走去。沒走多遠，

威克姆便追上了她。寒暄後，他說“聽說你去過潘伯利莊園

了？”伊莉莎白表示肯定。他說“真令人羨慕。要不是舊地

重遊，常會令我感傷，否則我們在前往新堡時，就順道去拜

訪。對了！你應見到管家雷斯諾太太了吧！她一直很喜歡

我。但我猜她沒向你提起我。”伊莉莎白說，“她提到你

了。”他問“那她怎麼說？”“她說你從軍去了。”雷斯諾

太太說他“後來相當放蕩”，伊莉莎白就不提了，但她希望

威克姆能聽出，雷斯諾太太並未講他什麼好話，因而能快快

走開。 

威克姆卻不死心，又說“上個月我竟然在倫敦見到達

西，他前後跟我碰了好幾次面。不知他究竟為了什麼事到倫

敦？”“說不定在忙他自己跟狄柏小姐的婚禮吧！”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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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見到威克姆，那是在姨媽家，他曾說達西跟他表妹，也就

是凱瑟琳夫人的女兒狄柏小姐，將親上加親。她後來知道完

全沒這回事，但此刻卻故意這樣講，調侃他一下，且加了一

句，“從潘伯利莊園，大老遠跑去倫敦，想必有些特別的事

吧！”故意刺他一下。不過此人臉皮之厚，卻是天下無敵，

居然若無其事地回應，“那是一定的。”接著說“嘉迪納夫

婦提到，你們在潘伯利莊園跟藍頓，都有見到他。”“對，

他還介紹他妹妹跟我們認識。”“你喜歡她嗎？”“喔！非

常喜歡。”“聽說她在這一兩年長進不少，我上次見到她

時，她仍一點都不討喜。很高興你喜歡她，希望她會變好”

“那當然，她已度過最難熬的日子了。” 

威克姆仍未想結束談話，他說“你們有沒有經過京浦墩

(Kympton)？”“應該沒有。”“會提那裡，是因我本來能得

到京浦墩教區的牧師一職。那地方風光旖旎，景物美好，而

牧師公館，不論外觀或內部設計，都美侖美奐，待遇更極優

渥。從各方面來看，那職位都很適合我。”“你到底有多喜

歡講道？”伊莉莎白問。“相當喜歡。我生來就該從事聖

職，講道不過是其中的一項工作而已，因此為它辛苦沒什麼

好抱怨的。我一心想接那極適合我的職位，不料卻被剝奪

了。你有聽達西提起此事嗎？” 

到現在還在講這件子虛烏有的事？伊莉莎白很受不

了，她說“我有權威消息來源，那職位只是有條件地保留給

你，並非一定得給你。”“你也聽說了？是的，的確有此一

講法。你可能記得，去年第一次談及此事時，我便跟你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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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伊莉莎白又說，“我確實還聽到，有陣子你對獻身當

傳道牧師，似乎不像現在那麼感興趣，且聲明不擔任聖職

了。因而牧師職位留給你的約定，也就取消了。”“這你也

聽說了！這講法並不是全無依據。你或許記得，一開始談及

此事時，我就跟你這麼說了。” 

家門口到了，點到為止，為了妹妹著想，伊莉莎白不為

已甚，沒必要太刺激這個“妹婿”。她帶著微笑說，“就這

樣吧！威克姆先生，我們已是一家人了，過去的事今後都不

必再提，何須為以往瑣碎的事拌嘴？一起望向未來吧！”說

完她伸出手。威克姆不知眼睛該看那裡，但仍紳士式地親了

一下那纖纖玉手，然後兩人走進屋子。威克姆對這番對話相

當滿意，各自表述，他覺得面子仍有保住。自此，他不再去

煩伊莉莎白，免得自討沒趣。而能讓這位臉皮厚如犀牛皮的

人閉嘴，伊莉莎白也很高興。 

幾天後，便到了威克姆與莉迪亞出發的日子，班納特太

太忍痛要與這對新人分別。她清楚丈夫不論何時，都絕無可

能聽從她的請求，帶家人去新堡拜訪小女兒夫婦。所以這次

分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相見了。班納特太太喊道，“親

愛的莉迪亞，你們什麼時候會回來呢？”莉迪亞似乎不像她

母親那麼在意分別，“老天！不知道耶！可能兩三年內都沒

辦法吧！”班納特太太又說，“那一定要常寫信給我們。”

“我會盡量啦！不過你知道，已婚婦女並沒太多閒暇的時

間。姐姐們倒是可常來信，她們反正沒什麼事。”威克姆的

告別，遠比他妻子更具感情。他態度誠懇，跟每個人都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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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漂亮又動聽的話。 

女兒及女婿才一走，班納特便按捺不住了。“我能有這

個賢婿，真是上輩子修來的福氣。你們看他，堆著噁心的假

笑，對每個人都深情款款，多令人感動啊！不會有比這更好

的女婿了。去跟盧卡斯爵士說，他的女婿一定比不上我的。”

班納特太太則連續有好幾天情緒低落，直到某日她妹妹菲利

普斯太太來訪，告訴她再兩天，賓利就要回尼德斐莊園，他

要在那裡打獵幾星期。於是她的日子又開始充滿活力了。 

當晚珍與伊莉莎白獨處時，珍說“別擔心我，我對他要

來這個消息，已無感覺了。我還慶幸這回只有他自己一個人

來，這樣我們就會比較少與他碰面。我並不是怕見他，而是

不想讓別人有八卦可講。”雖一副古井無波的樣子，但伊莉

莎白卻輕易看出，姐姐心裡一點都不平靜。她自己尚不知該

如何看待這件事，若不是前陣子在達比郡見到他，她可能相

信他這次來，就只是純打獵，沒有其他的目的。但她現在很

清楚，他對姐姐仍一往情深。因而此趟來，究竟是已得到他

朋友的“許可”，可與姐姐交往，或者豁出去，不管他朋友

怎麼想了，這她難以判斷。另一方面，她有點同情賓利，明

明那是他合法承租的房子，應該隨時想住就去住，結果人還

沒到，就引來各種揣測。經常成為眾所矚目的人物，這樣的

人生實在有夠累。她就不去跟他裝熟了，讓他好好度假。 

賓利抵達的前一天，興奮的班納特太太，慫恿丈夫隔天

便去拜訪他，要搶在別人之前。班納特立即拒絕了，他說“別

又來了。去年你逼我去拜訪他，還承諾若我去見他，他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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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我的一個女兒。結果呢？什麼也沒發生，反而是沒拜訪

的，拐走我一個女兒。蠢事做一次就夠了。”班納特太太繼

續鼓動三寸不爛之舌，但丈夫充耳不聞。 

珍受不了了，她對伊莉莎白說，“我真希望母親不要一

直提他，她應是好意，但實在令我很難受。他還沒來，我便

已開始期待他早點回去，讓我回歸快樂的生活。”伊莉莎白

完全不知該如何安慰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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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丈夫寧作壁上觀，班納特太太只好獨立作戰。在打

聽出賓利已到達後，她立即盤算，請帖幾天後送出較宜。在

那之前，她想應沒機會見到他。此因丈夫不願去拜訪他，而

她認為，若沒受到邀請，且又不是回訪，他沒有道理會主動

來訪。 

不料在他抵達的第 3 天上午，那時請帖根本還沒送出，

班納特太太從樓上窗戶望出，看見賓利騎著馬往家裡前來。

她不由得大喜，趕緊呼叫眾女兒過來看。珍顯得若無其事，

仍坐在原位。伊莉莎白到窗邊一看，原來達西跟著一起來

了。看來在母親眼中，只有賓利一人，對達西則視而不見。

她不發一語，坐回姐姐旁邊。凱瑟琳也到窗邊，她說“咦？

有位紳士跟他一起來，那會是誰啊？”她母親說“不曉得，

應是他的某個朋友吧！”凱瑟琳繼續看，“像是以前曾跟他

來過的那人，叫什麼？高個子，很傲慢的那位。”班納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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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叫道，“老天！達西！就是他。好吧！賓利的任何朋友，

我們都得歡迎，否則若只有他一人，我才不會讓他進我們家

的大門呢!” 

珍既驚訝又關切地望著伊莉莎白。她以為這是妹妹在肯

特郡，接到達西的解釋信後，兩人首度碰面。殊不知在達比

郡時，他們便已見過幾次了。兩姐妹均忐忑不安，也皆為對

方不安。但珍其實並不清楚，妹妹此刻真正的心境。因伊莉

莎白還沒有勇氣，將舅媽的那封信給姐姐看，也尚未告訴姐

姐，她對達西的心思已改變。所以珍仍以為，達西不過是個

求婚被拒者，而這才是妹妹見到他尷尬的主因。至於達西的

隆情高義，全家都欠他一份情，此事珍自然仍不知情。有太

多事，都還藏在伊莉莎白的心裡。 

達西回到尼德斐莊園，並主動來拜訪龍柏園，這讓伊莉

莎白很訝異。訝異程度不亞於在達比郡時，首次看到他作風

改變。很快，伊莉莎白的不安消失了，她臉上充滿光彩，發

自內心的喜悅，讓她的眼神更明亮。她開始相信，即使出了

莉迪亞那件天大地大的事，他對她的感情與期侍，也仍未動

搖。拜訪龍柏園，沒有第二個目的，就是來看她。但生命真

的如此美好？為免希望愈大，失望愈大，她覺得仍宜先觀察

一下再說。 

兩位紳士進來後，珍臉色雖略微蒼白，但比伊莉莎白料

想中的鎮定，接待他們時，還算從容。她如以往，舉止得宜，

既未顯出心懷怨懟，也沒有表現得太殷勤。伊莉莎白則在不

失禮數的情況下，選擇儘量少說話。她帶著平常一點都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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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專注，忙於手上的女紅，只偷瞄了達西一眼。旁人或許

以為，他這時不過如昔日的嚴肅寡言，但她看過他在潘伯利

時的親切模樣，猜想應是面對她母親，他無法維持在她舅舅

及舅媽面前的輕鬆態度。這很可能為真的猜測，讓她相當心

痛。伊莉莎白亦偷瞄賓利一眼，她發現他高興中帶著困窘，

不禁有點同情他。 

這是兩姐妹的狀況，她們的母親呢？她當然沒有空著，

只是她招呼賓利的態度，殷勤到近乎諂媚，讓她的兩個女兒

都想找個地洞鑽進去。至於她對待達西，則冷淡到近乎無

理，也同樣讓兩個女兒羞愧不已。尤其是伊莉莎白，她曉得

要不是達西，她母親最鍾愛的女兒，現在早已身敗名裂，讓

全家都受人鄙視，她那還能到處炫耀小女兒結婚了。但母親

居然對恩人，擺出無比厭惡的態度，她既難過又痛苦。 

達西向伊莉莎白問起嘉迪納夫婦的近況，她回答時稍微

慌亂。但之後他便幾乎沒開口了。雖他與她坐得相隔較遠，

兩人講話並不方便，但在達比郡時，卻不是這樣。那時他跟

她，及她的舅舅與舅媽都能侃侃而談。伊莉莎白雖專注於手

上的活兒，但偶而會抬頭望他一下。發現他並未特別盯著

她，有時會看向珍，大部分的時間，都低著頭，似陷入沉思。

顯然今天他不像上回在達比郡碰面時，那麼想讓周遭的人愉

快。她失望透了，然後又對自己居然感到失望而生悶氣。“我

能期待些什麼呢？”她想。“只是既然不理我，那他又為什

麼要來呢？”她沒心情跟其他人對話，只想跟他說說話，但

卻幾乎沒有勇氣開口。除了問候他妹妹外，就沒再說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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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對牛郎織女，都交談不多，但班納特太太卻跟賓利聊

個不停，最後講到她得意的事了。她說“我的小女兒已結

婚，你一定在報上看到了。‘泰晤士報’(Times)，及‘信使

報’(Courier)，都有刊登婚訊。可惜兩報皆沒遵照一般的格

式，只寫‘最近喬治威克姆先生與莉迪亞班納特小姐成

婚’，很奇怪，就登這樣而已，連結婚日期、家在那裡，甚

至她父親的名字，一樣都沒提，除非是很熟的朋友，否則怎

麼可能搞得清楚，究竟是誰家的女兒結婚。這啟事是舍弟嘉

迪納起草的，我一直納悶，一向幹練的他，怎麼這回辦事如

此不力。你有看到嗎？”賓利表示看到了，並向她恭喜。伊

莉莎白根本不敢抬頭，所以她不知這時達西的表情到底如

何。 

班納特太太還沒講夠，“女兒覓得好歸宿，當然令人欣

慰。但同時她必須離家那麼遠，也著實令我難過。他們要北

上去新堡，一個遠得不得了的地方。威克姆在那裡的部隊，

不知會待多久，我都不敢想了。你可能也聽說了，他已離開

布萊頓的民兵團，加入正規軍隊，聽說是朋友幫他的。感謝

讚美主！他是有些朋友，畢竟他為人那麼好，但他其實該有

更多朋友才對。”伊莉莎白知道這番話，是針對達西講的，

因她母親及兩位妹妹，至今仍以為達西曾“迫害”威克姆，

讓他當不成一待遇優渥的牧師，否則他便不必去從軍了。伊

莉莎白羞愧到幾乎坐不住了，她不能讓她母親繼續講下去，

免得冒出更難聽的話。她必須更努力找話說。 

伊莉莎白問賓利，打算在此地住多久？賓利回答不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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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要是來打獵，可能會待上好幾星期。他一講完，話題

又立刻被班納特太太搶走了。她熱情邀約，“賓利先生，如

果你莊園的鳥兒都獵光了，請一定要來這裡。在我們的莊園

裡，你可盡情享受狩獵之樂趣。我確定班納特先生，會將最

好的鷓鴣(partridge)全留給你。”母親對賓利的百般巴結討

好，讓伊莉莎白更覺悲慘。不過 1 年前，就是因這樣的討好，

獲得良好的回應，於是家人沾沾自喜，產生一些應屬合理的

盼望，最後卻掉入絕望的深淵。畢竟合理的事，不一定會發

生。她很擔心歷史將重演，那麼這次帶來的痛苦，就更難承

擔了。她對自己說，“跟這兩個人，不要再有任何瓜葛了。

也許跟他們在一起，會有很多喜悅，但再多的喜悅，也不足

以填補最後那看不到底的深淵。” 

不過伊莉莎白預期日後會有的莫大淒慘，轉眼間卻讓她

覺得，有可能會減小些。因她欣喜地發現，賓利應已重新燃

起對姐姐的愛慕之心。賓利初進來時，有些靦腆，畢竟他去

年一別就不回來，有失道義。另一方面，有了去年的經驗，

珍今日並不多話，不想讓人看出她喜怒哀樂的情緒，因而兩

人間，一直沒什麼交談。但賓利雖得應付聒噪的班納特太

太，眼光卻經常盯著珍，且關心她的一舉一動。這到後來已

相當明顯，伊莉莎白已不可能看不出來了。 

兩位紳士起身準備離去時，班納特太太邀請他們，下星

期二來家裡晚餐。她說“賓利先生，這是你欠我的，先還掉

再說。去年你到倫敦辦事前，答應一回來，就會來與我們共

進晚餐。結果呢？就沒下文了，直到今天才出現。你沒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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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諾言，我可是失望至今。你不彌補我不饒你。”賓利聽

到她這樣講，一時愣住了，似乎很多往事，都浮現在他眼前。

他勉強說了幾句表達歉意的話，兩人便走了。其實班納特太

太很想當下就留他們吃飯，隨時弄出一席豐盛的飯菜，對她

乃輕而易舉。不過，她嫌少掉兩道大菜的宴席，對款待那位

她一心想籠絡的紳士，有點遜色。她也企圖讓那位年收入 1
萬英鎊的傲慢紳士，因胃口滿足而甘心俯首。 

兩位紳士離開後，伊莉莎白走到屋外，想讓心情沉澱一

下。“如果他來卻不想講話，嚴肅又冷淡，那來做什麼呢？”

達西今天的表現，她實在難以理解。“他在倫敦協助解決莉

迪亞的事時，能親切誠懇，讓舅媽對他喜歡得不得了，那對

我怎麼就不行？從頭到尾不苟言笑，像跟我不熟的樣子。怕

見到我？還是不喜歡我？如果這樣，那又為什麼要來？”她

怎樣都想不透。這時珍走過來了，帶著喜悅的笑容，顯然她

對這次會面的結果，比她妹妹滿意多了。她說“太好了！頭

過身就過，今天度過，往後就沒問題了。他們不是鬼怪，我

發現自己很厲害，可從容自在地跟他們相處。今後他們即使

來再多次，我都不怕了。就當他們是普通朋友，輕鬆地接

待。” 

伊莉莎白大笑，“的確是普通朋友，真有夠普通的。珍

啊！小心一點。愈以為安全就愈不安全。”珍不太服氣，“親

愛的伊莉莎白，別再把我想成弱雞，我已脫胎換骨了。你知

道，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懂得險路勿近，不會再遇到危

險而不自知。”“危險何在？你會碰到最大的危險，根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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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自己打造出來的，怨不了別人。珍啊！請相信我，你會

讓他像過去一樣，深深愛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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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到了，這是兩位紳士約好到家裡晚餐的日子。上

星期他們來訪時，賓利仍如往昔的活潑開朗，讓班納特太太

對他與珍的姻緣，重新燃起希望。她告訴自己，這回絕對不

能再讓機會溜走了。 

進餐廳時，伊莉莎白注意觀察，賓利是否會如去年，坐

上他的寶座，即她姐姐旁邊的位子。起先賓利有些遲疑，不

過珍正好環顧四周，又剛好露出一個微笑，這微笑被他接收

到了。於是不再遲疑，他逕自往珍走過去，坐在她身旁。明

智的決擇！伊莉莎白好像是自己戰勝般，望向他的朋友，他

的朋友顯出有如看到趣事般的神色。若不是她留意到，賓利

也同樣瞄了達西一眼，且表情裡帶著略微提防的笑容，她便

會以為賓利事先已得到他朋友的許可。要是在以前，賓利都

唯達西馬首是瞻，現在看起來有些自主性了。在餐桌上，伊

莉莎白發現賓利對姐姐溫柔體貼，愛慕之情已經任誰都能看

出了。這樣的觀察，讓她覺得愉快。可惜這是整個晚餐中，

唯一令她愉快的事。因她其實有些沮喪，達西坐在桌子的另

一邊，她母親的一側，跟她相距頗遠。母親跟他交談不多，

態度也很冰冷。伊莉莎白很心痛，她有時想不顧一切地告訴

他，並非全家都不知道，也不感激他的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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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晚豈能就這樣白白度過？除了剛進門時，彼此客氣

地寒暄幾句外，伊莉莎白祈禱今晚，她與達西能有聊一聊的

機會。晚餐結束，一群人要轉進客廳用茶。但行動緩慢，她

跟珍早已將茶及咖啡都準備好了，但客人仍被她母親拖在餐

廳。她焦慮不安，差點要發狂了。只剩這個機會了，還不快

點進來？她暗下決心，“如果他再不來找我，那我就永遠放

棄他。”終於眾人進入客廳了，珍負責沏茶，伊莉莎白則負

責倒咖啡。 

達西端著咖啡，踱到房間的一角。伊莉莎白的目光追隨

他，嫉妒跟他說話的每個人，她已幾乎快沒耐心了，倒咖啡

這個工作，她從未這麼討厭過。更糟的是，她又因自己如此

患得患失，而暗中生氣。她想“一個已被拒絕過的男子，我

怎可期待他重申愛意？那有一個男子，會這麼不顧尊嚴？他

還願意來我們家作客，就已相當不錯了，難道我還能奢求他

卑微地再度求婚？我的要求太過分了！”她努力想將達西

拋出她的腦海。然而當達西將咖啡杯拿過來時，她又振奮起

來。把握機會，她問“你妹妹還在潘伯利嗎？”“是的，她

會待到耶誕節。”“你們都走了，現在只有她一個人在家

嗎？”達西說“有安妮斯利太太陪她，我可以放心。”伊莉

莎白已沒話講了，一陣沉默後，他走開了。她又開始氣自己，

居然才講這幾句話？怎麼留不住他？她對自己的魅力，失望

透頂。 

喝完茶，班納特太太吆喝大家打牌。伊莉莎白以為達西

該過來跟她會合了，兩人同桌應理所當然吧!沒想到為了儘



 

 273 

快湊足人數，他被她母親拉走。完了！沒希望了！她在心裡

哀嚎。兩人被困在不同的牌桌上。令她欣慰的是，她發現達

西由於頻頻望向她這桌，在不夠專心下，一再輸牌。慘到只

能因他輸牌而高興，她覺得自己很可笑。 

班納特太太本想留兩位紳士吃宵夜，良辰美景，連秉燭

夜遊都不為過，豈可這麼早就放走客人？可惜他們的馬車已

來接人了。但她還不至於失望，因情況的發展，已令她相當

滿意了。今晚她觀察得夠仔細，足以讓她相信，賓利遲早是

珍的囊中物。她要更加把勁，常把他找來家裡，絕不讓煮熟

的鴉子飛了，而美食自然不可少。 

曲終人散後，珍對伊莉莎白說，“今天不錯，希望能常

有這種老朋友相聚的機會。”伊莉莎白聽了抿嘴一笑。珍

說，“伊莉莎白，不可這樣笑我。你難道懷疑我嗎？我現在

心無雜念，就是享受跟一聰明又討喜的年輕男子談話之樂。

他的舉止彬彬有禮，但適可而止，知道保持距離，看不出有

其他意圖。我相信他一點都沒有想讓我陷入情網的念頭，他

只是生性友善，樂意將愉悅帶給身旁每個人，不是嗎？”伊

莉莎白笑了起來，“珍啊！你有點殘忍耶，叫我不要笑，卻

又拼命逗我笑。”珍嘆了口氣，“唉！要讓別人相信你的心

意很純真，有時還真難。”伊莉莎白益發覺得好笑，“的確

很難。”珍說，“那你為什麼想說服我，我的感受比我承認

的還強烈？”“我才沒有要說服你，一點都沒有。但看著好

了，你會說服自己的。” 

幾天後賓利單獨來訪，達西怎麼沒來？原來那天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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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前往倫敦辦事，10 天後才會回來。賓利待了 1 個多小時，

談興很高。班納特太太留他晚餐，但他稍後與人有約，這天

不行。最後講好，隔天再來。隔天用完晚餐，喝完茶後，班

納特依他的老習慣，進入書房，享受一人坐擁書城之樂。班

納特太太設法支開其他女兒，以讓賓利跟珍獨處。她這種如

催熟水果的伎倆，無人看不出，她卻以為神不知鬼不覺。珍

很不喜歡，且覺得這樣很丟臉。她以眼神及唇語，央求伊莉

莎白別走。可惜沒用，班納特太太硬將伊莉莎白叫出客廳，

但在母親沒注意後，伊莉莎白又回到客廳。與其遵從母親自

以為是的命令，她寧可順從姐姐的請求。 

這一晚，賓利的風采迷倒眾人，且不必邀請，便自動留

下享用宵夜，一切都如班納特太太的意。唯一遺憾的是，他

沒有求婚。幸好，他又訂下隔日的約會，一早便會來與班納

特一起去打獵。而從這晚賓利離開後，什麼心無雜念、心無

他念、心如止水，或清心寡慾之類的話，珍都再也不提了。

顯然如幾天前伊莉莎白的預言，珍已說服自己了。而雖姐妹

兩人，當晚並沒再討論與賓利有關的事，但伊莉莎白樂觀地

相信，大事即將底定，除非達西提早回來。她本擔心會有“外

力”干擾，但仔細一想，又覺得根本不必杞人憂天。她幾乎

已敢確定，達西的想法應早就改變了，且她相信兩位紳士已

談過，而達西必然支持賓利的選擇。 

隔天賓利準時赴約，與班納特一起耗掉差不多一整天，

兩人相處愉快。賓利個性隨和，從不擺架子，加上人夠聰明，

禮貌也一流。班納特平常話不多，但愛損人，常覺別人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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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愚蠢。一天下來，跟賓利卻很有話聊，兩人可說相談甚歡。

甚至一整天，班納特都未能挑出，他有任何一句話是愚蠢

的。賓利自然又留下來晚餐，而喝完茶，班納特太太也自然

又發揮巧思，將礙眼的人全支開。 

伊莉莎白寫完一封信後回到客廳，一開門，便發現姐姐

跟賓利站在壁爐邊，似在談什麼嚴肅的話題。由兩人看到

她，立即匆匆隔開些，伊莉莎白便了然於心。賓利固然有點

窘，但伊莉莎白覺得姐姐才更窘，什麼心無雜念，就此完全

破功了。看到兩人均很尷尬的樣子，伊莉莎白正想退離客

廳，賓利突然在珍耳邊悄悄講了幾句話，隨即走了出去。珍

不可能保密，她過來緊緊抱住妹妹，興奮地說，“我們訂婚

了！真的不是夢！不敢想像，我是世上最快樂的人了！”伊

莉莎白立刻恭喜姐姐，她的高興程度，一點都不亞於姐姐。 

珍接受完妹妹的道賀，說她必須趕緊去告訴母親。伊莉

莎白獨自一人待在客廳，回想過去幾個月來，一直佔據她心

中，經常讓她煩惱的姐姐之婚事，如今總算以喜劇收場。之

前達西的干涉，事過境遷，就當做是上天給這對佳偶的考驗

吧！她很欣慰兩人均做了最明智的選擇，聯手撥雲見日。沒

過太久，賓利出現了，他剛才當然是去向班納特請求，將女

兒嫁給他。兩人打了一天獵，發展出惺惺相惜的情誼。因而

這個請求，不必說，很快就被同意。賓利眼笑眉飛地問伊莉

莎白，“你姐姐呢？”“在樓上，去找我母親。恭喜你啊！

姐夫。”賓利樂不可支地接受準小姨子的祝福。然後開始講

個不停。他有多幸福、珍有多少優點、他沒跟她在一起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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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想念她、她會帶給他無比的快樂、他也一定會好好愛她、

他們成立的家庭，將是全世界最美滿的，…。 

伊莉莎白完全相信賓利講的一切。珍集美麗、智慧，及

好性情於一身，一個家有這樣的女主人，豈會不幸福快樂？

況且兩人個性相似，興趣相近，將來夫唱婦隨、琴瑟和鳴，

乃可預期。很快家人便都聚在客廳了，喜氣洋洋。賓利受到

一個又一個的祝賀，笑得合不攏嘴。珍心滿意足，無比的幸

福感，讓她臉上一直浮現甜美的光彩，更顯得美麗動人。小

妹結婚，大姐也被訂下了，令凱蒂無限嚮往，希望儘快輪到

她。大功告成，班納特太太對自己運籌帷幄的本領，佩服之

至，覺得可睥睨一切了。莉迪亞跟威克姆已被她遺忘了，珍

現在升格為她最寵愛的女兒，而賓利自然是天下最好的女

婿。眼見一家洋溢著快樂的氣氛，伊莉莎白決定，達西曾插

手姐姐的事，至少要保密好一陣子，免得家人要更討厭他了。 

才不過幾星期前，當莉迪亞剛與人私奔時，班納特家被

視為當地最淒慘的一戶，龍柏園好似充滿穢氣，人人避之唯

恐不及，引以為戒。如今則成為全世界最幸運的家庭，龍柏

園祥瑞喜氣沖天，每天賀客盈門，人人羨慕不已。 

 

54 

與珍訂婚後，賓利差不多每天一大早，便到龍柏園報

到，其他事對他而言，彷彿突然都不重要了。這天應是第 7
天了，他才剛到不久，與班納特家的女士們，同在餐廳閒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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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窗外傳來的馬車聲，引起眾人的注意。只見一輛 4 匹馬

的大車，駛進草坪。這麼早會有客人來？而這麼氣派的馬

車，也不像是班納特家認識朋友的。既然不是熟人，兩人就

沒必要留下來接待。一寸光陰一寸金，賓利遂建議珍，一起

到屋後樹林散步，把握兩人相處的時光。家裡有班納特太

太、伊莉莎白，及兩個妹妹招呼便夠了。 

來者何人？車門打開，原來是凱瑟琳狄柏夫人。伊莉莎

白萬分驚訝，沒想到高高在上的凱瑟琳夫人，會大老遠來

訪。班納特太太雖不認識客人，但一看那個氣派，便知來了

位貴婦，她受寵若驚，不敢怠慢。伊莉莎白趕緊為母親介紹。

夫人無禮地環顧四周，說“莊園跟房子都很小，你們這麼多

人，擠成一團受得了？”班納特太太陪著笑說，“夫人，我

想百分之百是比不上您的羅辛斯莊園啦！但我向您保證，比

起夏洛特的娘家盧卡斯小築，我們的莊園跟房子都大多

了。”夫人又批評房子的格局等，班納特太太也都一一解

釋。之後，夫人拒絕喝茶及嚐點心，雖然班納特太太熱心地

推薦點心之美味。 

批評夠了後，夫人要伊莉莎白陪她去屋外走走。伊莉莎

白至此仍不知她來的真正目的，難道她因剛好經過附近，遂

藉替夏洛特帶信，然後趁機“檢視”其住家？但現在看起來

不像，因她一直沒拿信出來。好吧！來者是客，伊莉莎白順

從地跟隨夫人走出去。由於夫人今日比以往更傲慢、更討人

厭，她決定不浪費精力，去討好這位莫名其妙跑來的貴婦。 

沉默一陣子後，夫人開口了，“班納特小姐，你不可能



 278 

不知道我為什麼來這裡？你的心，及你的良知，一定都已告

訴你我來的理由。”再不能更震驚了，怎麼一副興師問罪、

準備審判她的樣子？伊莉莎白說，“夫人，您太抬舉我了，

我沒有未卜先知的本事，怎知道您今天會來？我完全不明

白，何以能有這個榮幸，在我們這麼小的家中見到您。”夫

人以憤怒的語氣回答，“班納特小姐，你得知道，我不是可

以隨便被戲耍的。雖你缺乏誠意，但我是不會的。我做人的

原則是誠懇坦白，今天專程來找你，也仍不會違背這一原

則。兩天前，我獲知一警訊。就是除了你姐姐高攀上一小小

的富豪外，你也極可能會跟我的外甥達西結婚。我知道這一

定是假消息，絕無可能發生。若我相信這種可恥的謊言，對

我的外甥將是一大侮辱。但我還是決定立刻趕來，要跟你當

面將事情弄清楚。” 

震驚不已的伊莉莎白，頓時漲紅了臉，但她一無所懼，

輕蔑地說，“既然您視為謊言，根本不相信，那我實在想不

透，為什麼要大費周章，辛苦跑這麼一趟？難道有什麼寶貴

的建議要給我嗎？”“你立刻公開聲明，此婚訊純屬虛構，

完全沒有這回事。”伊莉莎白冷冷地說，“謠言止於智者。

如果真有這種消息在傳播，那您慎重其事，專程來龍柏園，

見我及我的家人，不就剛好證實這件事為真嗎？”“如果？

所以你假裝對此事一無所知嗎？這不實的消息，難道不是你

們一家，處心積慮到處散佈的嗎？你難道不知消息已傳開了

嗎？”“夫人，很抱歉，從您的口中，我才第一次聽說此事。

散佈消息的，顯然不是我們家。何況我們家，也從不擅長處

心積慮。”“很好！既然如此，那你能宣稱此事，乃毫無根



 

 279 

據的謠言嗎？”“我不會假裝我跟夫人一樣坦白，什麼私事

都拿出來講。若無緣無故地宣稱某事，難道不會令人覺得莫

名其妙嗎？反正您可以任意要求，或任意發問，至於做不

做，或答不答，都在我。” 

夫人氣壞了，她說“這我可不能容忍。班納特小姐，你

必須回答我，我的外甥是否已向你求婚了。”“夫人，您剛

才不是才斬釘截鐵地表示，此事絕無可能嗎？”夫人簡直拿

伊莉莎白沒辦法。她說“應該是這樣沒錯，如果他的理智還

沒消失的話。不過一定是你拿出誘惑男人的看家本領，猛撩

撥他，才讓他昏了頭，忘了他對自己及家人，都有很大的責

任，於是掉入你設下的陷阱。”“如果我真的如您所講，像

蜘蛛精一樣，能騙倒他那麼聰明理智的人，那我怎會承認

呢？” 

“班納特小姐，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竟敢這樣跟我講

話。他父母皆已過世，我幾乎是他世上最親的長輩，我絕對

有權關切他的終身大事。”“但卻無權過問我的。再說您採

這種高高在上的態度，反而不會使我屈服。您休想從我這裡

挖出什麼真相。”“你聽清楚了。門當戶對！人貴自知，自

知者明，古有明訓。因此不要妄想高攀，既不可能，也沒有

好處。再說達西跟我女兒早已訂婚了，沒你攪和的空間了。

怎麼樣？你還有什麼話可說？”“只有一句。如果真是這

樣，對您那位已訂婚的外甥，您又何必擔心他會向我求

婚？” 

夫人遲疑一下，決定說了。“他們間的婚約比較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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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上加親，是我們姐妹兩共同的心願。從這對表兄妹還很小

時，我們就計畫等他們長大，就讓他們結婚。眼見心願即將

達成，卻冒出你來阻撓，豈有這種事？憑你卑微的出身、貧

寒的家庭，且跟我們家族又毫無關連，你怎麼覺得你能參一

角，破壞一美好的姻緣？他們早已訂婚了！”“您講兩遍

了，但那又怎麼樣？是您們兩個母親講好，可不是他們兩

人。您們做什麼決定，不但與我不相干，且若達西能自由選

擇，而他選擇我，我又有什麼不能接受的道理？我可沒跟誰

從小就訂婚了。” 

夫人很堅決地說，“基於家族的名聲及利益，我不允許

這樣的事發生。你如果不聽勸，硬要我行我素，那就走著瞧，

別期望他有任何親友會接納你。這個家族沒人會理你，連你

的名字都不會提起。”“嗯！如果這樣的話，的確很不幸。

您們都不理我，是我莫大的損失，我日子將難過了。不過當

達西的妻子，一定也有相當多的好處。正負相抵，看來應該

仍還不錯，沒什麼好不滿的。”“你這固執又任性的女孩，

我以你為恥！你是這樣回報幾個月前，我對你的照顧嗎？真

是忘恩負義！”停頓一下，夫人緩和些了，她說“我們坐下

來談吧！班納特小姐，你知道我是不習慣被拒絕的。我今天

來這裡的目的，你應已相當清楚了。沒達到目的，我是不罷

休的。千萬別以為你憑巧言如簧，便可使我放過你。讓步從

來不是我的作風。” 

伊莉莎白並不退縮，她說，“唉！您這樣陷入進退兩難

的困境，著實令我同情。不過同情歸同情，仍不會讓我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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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的。”夫人怒了，“不准打岔！安靜聽我說。我女兒跟

達西，是天作之合，任誰都不能否認。他們的母親，來自同

樣高貴的血統。兩人父親那邊的家族，雖無貴族頭銜，但也

都出身歷史悠久，且令人尊敬的世家。除家世顯赫外，兩人

的父母雙方，更都有嚇壞你的財富。這樣的珠聯璧合，你打

著燈籠都找不到第二對。因而兩人的家族，無不贊成他們結

為連理。但誰企圖分開他們？你！一個沒有使人眼睛發亮的

背景、沒有拿得上檯面的親友，也幾乎沒有財產的女孩。這

能被允許嗎？當然不行！你應知道什麼才是適合你的對

象，往那方向去找，不要妄想脫離你所屬的階層。” 

伊莉莎白說，“即使嫁給您外甥，我也不會沾沾自喜，

以為飛上枝頭變鳳凰，脫離了那一個階層。他固然是紳士，

我也是個紳士的女兒。我們是平等的，沒有誰階級比較高。”

“沒錯，你是一位紳士的女兒。但你母親呢？你的親戚呢？

像是舅舅、舅媽、姨丈，還有姨媽呢？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家

的狀況。”“不管我的親友是些什麼人，只要您外甥對他們

沒意見，願意接受他們，那就與您無關了。”夫人不耐煩地

說，“你現在跟我講清楚，你們是不是已訂婚了？”伊莉莎

白原本覺得，她根本沒必要回答此一問題。但略微思考後，

她回答“沒有。”她不想落人口實，說她故弄玄虛，企圖打

模糊仗。夫人對此回答，看起來很滿意。“那你能答應我，

永遠不跟他訂婚嗎？”伊莉莎白感到啼笑皆非，她毫不遲疑

地說，“這種承諾，我是不會許的。” 

“班納特小姐，我本來以為你是個明理的女孩，沒想到



 282 

如此蠻橫不講理。不要誤判情勢，以為我會讓步。在你許下

我要求的承諾前，我是不會離開的。”“我確定永遠不會給

您這種承諾。我絕不可能在威脅下屈服。您想要達西先生娶

您的女兒，所以一直逼迫我退讓。但即使我依您的要求，給

了承諾，就能使他們結合嗎？如果他愛上我，而我拒絕他的

求婚，您以為他就會逕自把感情轉移到您女兒身上嗎？夫

人，請不要介意我這麼說，您用來支持您那無理請求之依

據，實在太荒謬，荒謬到令我覺得好笑。另外，如果您以為

靠恫嚇幾句，就會使我照您的意思去做，那未免太不了解我

了。您外甥到底有多同意您這樣干涉他的私事？這我無從判

斷。但我肯定您毫無立場來過問我的事，一點都沒有。所以

我必須請求您，到此為止，不要持續在同樣的話題上打轉，

這樣太傷神了。夫人，我們進屋內喝個茶吧！” 

這位氣呼呼的夫人，現在一滴茶都不想喝，她仍有話要

說。“別急，我還沒講完。你小妹跟人私奔的醜聞，你以為

瞞得住嗎？我可是一清二楚。即使後來結婚了，那又怎麼

樣？不過是花錢消災，你父親跟你舅舅，為此應付出慘痛的

代價吧！如此傷風敗俗的女孩，想當我外甥的小姨子？天下

豈有這種可能？即使沒出這種令家庭丟盡顏面的事，她丈夫

是什麼人，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他父親曾替我外甥已故的父

親處理財務，地位這麼低的人之子，加上品德又差到底，能

成為我外甥的連襟嗎？天啊！你們怎麼可以將污穢帶進潘

伯利莊園？要讓清白幾百年的莊園，自此蒙羞嗎？”伊莉莎

白憤慨地說，“您講完了嗎？您無所不用其極地羞辱我，我

已沒必要繼續聽了。現在請回屋子裡去吧！”她站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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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也跟著站起身，兩人回頭往屋子走。 

夫人仍怒不可遏，“所以你打定主意，完全不顧我外甥

的名譽了！你這冷血又自私的女孩。你有沒有想過，一旦他

娶了你，人人都將鄙視他嗎？”“夫人，我沒別的話要說

了，我的意思都已表達得很清楚了。”“那你決定要得到他

了？”“我豈有這樣說？我只是打算依自己的意願行事，追

求自己的幸福。而不是聽您，或其他不相干的人之意見。”

“哼！有夠狂妄自大！什麼道義、名譽，及感恩，你沒一項

在乎，就是一心要摧毀他的人格，摧毀他的社會地位。”“您

這就錯了。道義、名譽，及感恩，我沒有一項不在乎。我也

不認為若我與達西成婚，會違反任何一項做人處世的原則。

況且，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包括他家族的成員在內，都很有

理性，不會因我們結合，就以為什麼大災難發生了。那些會

鄙視他或不理我的朋友或親戚，不要也罷！” 

處於盛怒中的夫人說，“這是你的總結？你已給出最後

的決定了？很好！那我知道該怎麼做了。班納特小姐，別以

為你的野心，有可能得逞，天下沒這麼好的事。我今天是來

試探你的，我本來期待可跟你講道理，但顯然不行。你看著

好了，我的意志絕不容挑戰。” 

兩人走到停在門口的馬車前，夫人轉過身來，“我不向

你也不向你母親告別，不要覺得我無理，你們根本不配得到

我的禮數。我今天非常不滿意。”伊莉莎白沒有回答，到這

個地步，再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了。她也不覺有必要，繼續嘗

試說服夫人回屋子去坐坐。欠身為禮後，她默默走回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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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伊莉莎白單獨進來，班納特太太好奇地問，“凱瑟琳

夫人怎麼就走了？”她還沒回答，班納特太太便自問自答，

“嗯！她一定是要去倫敦，所以急著離開，對吧！她應是來

跟你說，柯林斯夫婦生活很好。她匆匆趕路，還特地繞過來

找你，人真好！有錢人，長得這麼標緻，又如此多禮，真難

得。”班納特太太對夫人讚不絕口。伊莉莎白急於脫身，不

得不撒個小謊，表示母親講得完全沒錯。然後她回房間，一

個人靜一靜。那些不愉快的對話，自己吞下就好了，她一句

都不會告訴母親。 

在凱瑟琳夫人面前，伊莉莎白口才辨給，毫不退讓，把

夫人氣得牙癢癢。但當她獨處時，一股不安的感覺，卻久久

無法消失。到底他們訂婚的消息是如何冒出來？她左思右

想，覺得有兩個可能。達西是賓利的好友，而她是珍的妹妹，

既然一對成了，人們遂湊出另一對。此一可能，正是所謂空

穴來風。第二個可能，則是從盧卡斯小築“製造”出來的。

經由家書，夏洛特得知珍與賓利訂婚的消息。而她一向認為

達西心儀伊莉莎白，去凱瑟琳夫人家作客時，不經意地說出

她的猜測，遂被關切女兒婚事的夫人當真。至於莉迪亞的

事，夫人當然也是從夏洛特或她丈夫柯林斯那裡得知的。 

凱瑟琳夫人的干預，她那套“摧毀他的人格，摧毀他的

社會地位”，及“人人都將鄙視他”之類的謬論，是否會影

響到達西，伊莉莎白不知道。但畢竟兩人的背景差異不小，

她視為謬論，達西不見得也同樣認為。而他究竟有多聽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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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媽的建議，她也不確定。夫人離開龍柏園後，必然前往倫

敦，如果達西被他姨媽說服，那他跟賓利約好 10 天後回來(現
只剩 3 天了)，應就不會遵守了。所以，伊莉莎白有結論了，

“這是一指標，如果這幾天內，由賓利那裡傳出，他不會回

來了，我便知怎麼一回事。如此我對他，就不必再有期待了。

在我已願將心交給他時，若他放棄不要，我也就不須為未能

與他結合而遺憾了。” 

家中其他人得知，凱瑟琳夫人來了一下，只跟伊莉莎白

講些話，就匆匆離開後，都很訝異。但班納特太太告訴大家，

夫人趕著去倫敦。但她特地繞過來，跟伊莉莎白說柯林斯夫

婦生活很好。伊莉莎白難得發現，向來自以為是的母親，也

有幫上她忙的時候。因家人對母親的講法，都深信不疑，而

她也就免除被東問西問的尷尬。 

隔天早上，班納特將伊莉莎白找進書房。見到父親手上

拿著一封信，她猜測找她一定跟那封信有關。她突然想到，

這個時間點，是凱瑟琳夫人的信嗎？她不禁沮喪起來，看來

得好好解釋了。班納特說，“我剛收到這封信，由於跟你有

密切關係，所以該讓你知道。看了這封信，我才知道我們家

一直有些事在進行，可惜我後知後覺。但無所謂，我很高興

有兩個女兒即將出嫁。恭喜你！你釣得了金龜婿。”伊莉莎

白臉頓時紅了起來，原來信並非來自凱瑟琳夫人，而是她外

甥。她一時不知該高興，他自己把事情講出來了，還是該生

氣，怎麼信不是寄給她？她父親繼續講了。 

“你看起來胸有成竹，你們年輕女孩，對感情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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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都相當了不起。不過這位愛慕者是誰，相信你猜不到。

對了，這封信是來自柯林斯。”“柯林斯！他要做什麼？他

有什麼好寫的？”“他當然有重要的事要講。他先恭喜我的

長女即將步入禮堂，這部分就跳過，免得你不耐煩。”班納

特開始唸跟伊莉莎白有關的內容，邊唸邊給評論。 

‘在您的長女，確定將卸下班納特這個姓氏後，聽說您

的次女，使用此姓氏的時間亦不久了。她傳聞中的對象是

誰？即使全國來看，都稱得上是年輕女孩，夢寐以求的白馬

王子之一。’班納特問，“伊莉莎白，你猜出是誰了嗎？”

她沒說話，他繼續唸，‘這位出身豪門世家，年輕英俊的男

子，若到貴府求婚，當然不可能被拒絕，那一家會拒絕他呢？

但我必須善意地提醒，若未經深思，便率爾接受他的求婚，

後果恐將不堪設想。這是您與伊莉莎白堂妹，不能不留意

的。’ 

“伊莉莎白，怎麼樣？曉得這位紳士是誰了吧！”他繼

續唸，‘我之所以提醒，乃因這樁婚事，他的姨媽凱瑟琳狄

柏夫人並不贊成。’“伊莉莎白，你看！這個‘他’指的是

達西！嚇你一大跳吧！柯林斯，或者盧卡斯家的人(假設那是

他的消息來源)，從我們認識的中人，除達西外，還能選中誰，

會使這件事更可笑呢？那一個女子，不被達西挑出一大堆毛

病呢？至於你，他恐怕還沒拿正眼瞧過你吧！太可笑了！”

伊莉莎白試著附合她父親的玩笑，卻只能擠出一個很勉強的

微笑。連她自己都覺得，怎麼笑得如此苦。“你不以為好笑

嗎？呵呵！”“好笑，很好笑！請繼續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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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小姪向夫人提起這一可能的婚事時，她一向慈悲

為懷，立即表示她的立場。因堂妹的家庭，包括經濟狀況、

社會地位，及子女的品德教育，都相當可議，所以這樁被她

視為奇恥大辱的婚事，她絕對無法接受。而尊貴的夫人反對

之事，當然便不該做了。基於與貴府的關係，小姪認為，有

責任將此消息儘快讓您們知道。以免堂妹與她地位崇高的愛

慕者，倉促締結下一不適當的婚事，惹出後續無限紛爭。’

“這是關於你的部分。但他管太多，連莉迪亞他也要帶上一

筆。真是的。”班納特往下唸。 

‘另外，小姪很替貴府慶幸，小堂妹的醜行，已遮掩妥

當，您們的高效率，令人敬佩。但他們婚前同居的事，並不

易隱瞞，小姪擔心陸續會有很多人知道，不過這問題可先放

一邊。小姪關心的是，聽說您讓這對新婚夫婦進入貴府。身

為牧師，任何對行為不檢的鼓勵，小姪皆堅決反對。您是基

督徒，當然該原諒他們，這是我們應有的愛心。但讓他們進

入家裡，就大錯特錯了。甚至在您能聽得到的範圍內，也不

可允許別人提起他們的名字。’“你看他不是太多管閒事

了。而他對基督徒寬容之心的銓釋，是不是很可笑？這封信

剩下的部分，就是講他跟夏洛特日子過得有多好，且期待有

個新生命，我就不唸了。” 

班納特看著女兒，“伊莉莎白，怎麼了？你好像沒有樂

在其中。是不是這寰宇趣聞涉及到你，讓你有些難為情，或

者說不自在？別這樣，生活總要能自得其樂。你不覺得我們

的鄰居相當關心我們嗎？不論我們發生什麼事，都立即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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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女婿分享。你不覺得我們給他們帶來不少樂趣嗎？沒有我

們，他們家書都不知該寫些什麼了。” 

伊莉莎白再度擠出一個小笑容，她想皮笑肉不笑，大概

就是這樣吧！“喔！真是太有趣了，但也實在莫名其妙。”

“沒錯，就是因莫名其妙，才使這件事更有趣。要是他們為

你亂點鴛鴦譜時，聰明一些，點的不是達西，就沒那麼有趣

了。達西條件當然一流，但他從沒看上你，你又那麼討厭他，

居然把你們湊成一對，於是便荒謬得可笑了。我雖不愛寫

信，但從今起，將不會放棄任何與柯林斯通信的機會。當我

讀他的信時，我忍不住喜歡他超過威克姆了。他的可笑，完

勝威克姆的厚臉皮及虛情假意造成的笑果。對了！伊莉莎

白，我很好奇，昨天凱瑟琳夫人究竟來做什麼，是來表示她

反對這婚事嗎？哈哈！” 

伊莉莎白只能笑而不語，而他父親由於根本就覺得不可

能有這回事，所以並未追問，她躲過一劫。只是她從未這麼

哭笑不得過，明明想要哭，卻不能掉一滴眼淚，不但得笑出

來，還須擔心笑得不夠燦爛。當她父親先後說，達西沒拿正

眼瞧過她，及從沒看上她時，徹底傷透了她的心。遺憾的是，

她卻無可奈何，不能反駁，只能氣父親何以如此拙於察言觀

色。過了一陣子，她由生氣轉為害怕。害怕並不是父親拙於

察言觀色，而是她太擅長想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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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每天都來龍柏園的賓利，一直沒有傳話達西不回來了，

反而有天中午過後，達西隨著賓利一起出現。原本在客廳的

伊莉莎白，站了起來，目迎兩位紳士進來。擔憂的事沒發生，

雖欣喜若狂，卻亦心驚膽跳。因她母親隨時都可能將他姨媽

大人來訪的事講出來，那相當於掀開潘朵拉的盒子，她不知

會有什麼後果。幸好，一心只想與珍獨處的賓利，提議大家

去散步。班納特太太並無散步的習慣，三妹瑪莉有自己的事

要忙，四妹凱蒂倒是願意，於是 5 個人一起出發。 

賓利跟珍走得很慢，遠遠落後其他人。伊莉莎白、達西

及凱蒂走在一起。他們話不多，因凱蒂很怕達西，根本說不

出話來；而伊莉莎白有心事，她想今天得將事情做個了斷，

不能再拖了；達西或許也是這麼想。3 人朝著盧卡斯家的方

向走去，因凱蒂想去找瑪利亞。凱蒂離開後，伊莉莎白決定

豁出去了，不在乎別人怎麼想，仍繼續與達西走在一起。她

鼓起勇氣說，“達西先生，你可能會認為，我相當自私，只

顧宣洩自己的感受，而不管這樣做，是否會傷害你的感受。

但我忍了很久，已經沒辦法了，今天我一定要謝謝你，謝謝

你為我那可憐的妹妹，做了那麼多的事。本來大恩不言謝，

你做那些事，也不是為了要讓我謝你。但從知道事情的真相

後，我就一直急著想讓你知道，我有多麼感激，今天終於有

機會了。我其他家人都不知內情，否則就不只我想表示感謝

了。” 

達西異常驚訝，這麼難得跟伊莉莎白獨處，沒想到她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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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冒出這些話。他激動地說，“非常抱歉，這件事居然被你

知道了。如果讓你不舒服的話，我必須向你致上十二萬分的

歉意。沒想到嘉迪納太太，如此藏不住話。”伊莉莎白誠摯

地說，“請別怪我舅媽。先是我小妹無意間說溜嘴，而一旦

知道你涉及其中，我便無法制止自己，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弄

清楚。儘管再多的感謝，都不足以表達我心中謝意的千萬分

之一，但仍讓我代表所有的家人，向你致謝吧。你不只是仁

慈又慷慨，還大費周章，且受盡屈辱，沒有你這樣付出，我

們家是無法度過難關的。” 

達西說“如果你要感謝我，就感謝你自己吧！我不想否

認，做那些事的動機，完全是為了讓你快樂。在此動機下，

即使再費事，即使有再多的屈辱，要甘之如飴，其實一點都

不困難。雖然我尊敬你的家人，但他們並不虧欠我什麼，我

當時真的只想到你。”怎麼講得這麼白？伊莉莎白招架不

住，困窘不已，一時說不出話來。她口才及反應都是一流，

連霸氣的凱瑟琳夫人，都無法讓她閉嘴。脣槍舌劍結果，夫

人只能氣呼呼地離開。不擅言辭的達西，卻讓她的口，頓時

有如被堵住了。見她不說話，經過片刻，達西又說，“你對

待感情向來很實心，不會隨便敷衍或戲耍我。如果你的感

受，仍如 4 月在漢斯佛德時一樣，請立刻告訴我。我對你的

感情及期待，從那時至今，一直都沒改變過。但只要你一句

話，此後我便再也不提這事了。” 

伊莉莎白尷尬得要命，又為他的話焦急，這時她已不能

不開口了，再不說話，萬一他調頭就走便慘了。她硬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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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些話，雖講得結結巴巴，聰明的達西，仍迅速抓到她的意

思。伊莉莎白是說，從 4 月讀了他的信之後，她對他的感覺，

已有極大的改變。他當時的告白，早就令她滿懷感激，且欣

然接受。這番斷斷續續、毫不流暢的答覆，且聲音小到得豎

起耳朵，才聽得清楚，對達西卻有如天籟之音，他從未感到

如此幸福。在伊莉莎白給出正面的回應前，過去幾個月，他

整個人一直像在空中飄浮，不覺生活有太多樂趣。此刻則如

沐浴在愛河中。他感情的閘門打開，熱情洋溢地傾吐自己的

愛意，要是伊莉莎白能看他一眼，就會發現他臉上滿是由衷

的喜悅。只是她自從表達“我願意”後，便一直羞於望向達

西。平常話不多的達西，訴盡心中無限事，伊莉莎白陶醉在

其中，感到無比的甜蜜。 

兩人繼續往前走，並不在乎走向何處。他們曾走過一些

冤枉路，有時還背道而馳，但今後都會走在一起，彼此帶領。

從達西源源不斷湧出的感受中，伊莉莎白領悟，兩人都得好

好感謝他那頑強的姨媽凱瑟琳夫人。如果說她是兩人感情的

催化劑，或稱之為“媒婆”，都一點不為過。與夫人的一場

激辯，讓伊莉莎白釐清思慮，知道達西在自己心中，已佔據

不可取代的地位，即使在強大的壓力下，她也不願聲明放

棄。而夫人在回程時，的確去找外甥達西，跟他說她龍柏園

之行的經過。她原意是告狀，破壞伊莉莎白在達西心目中的

形象，她以為這招是她的殺手鐧。 

夫人轉述與伊莉莎白的對話給外甥，強調這是一頑固的

女孩，想要的東西就緊抓不放，根本不顧自己的身分地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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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值得擁有。夫人對伊莉莎白，不理會她的一再勸說，堅持

“依自己的意願行事，追求自己的幸福”，及不認為與達西

成婚，“會違反任何一項做人處世的原則”，都深為不滿。

夫人以為，達西聽了這些，一定與她一樣，認為這是一狂妄

自大的女孩，即使原本對伊莉莎白有若干好感，也必將打退

堂鼓了，豈料適得其反。 

達西說，姨媽那番話，讓他重新燃起希望，原本他以為

兩人間再無機會了。因之前伊莉莎白，從未暗示對他的看法

已變。他說“幸好，我對你的個性還算了解，你是個坦白的

人。如果你目前對我仍毫無好感，根本不想跟我在一起，你

一定會跟姨媽明說，不至於隱瞞。而當姨媽對你不客氣時，

你可能會講些‘不要以為每個女孩子，都想嫁給你外甥’之

類的話。甚至更難聽的‘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也都可能冒

出，尤其是後來姨媽讓你氣到不行的時候。”伊莉莎白頓時

雙頰飛紅，大笑起來，她說“沒錯，你對我果真相當了解。

我都曾臭罵過你了，在你的親戚面前，再罵你一回，也不會

有什麼顧忌。對不起啦！我不該那樣罵你。” 

達西說，“我罪有應得，挨你的罵毫無怨言。雖你的指

控，有些部分乃基於錯誤的前提，但我當時對待你，及對你

家人的態度及批評，都相當不應該，受到譴責毫無話講。我

後來每次想起過去的言行，都很厭惡自己。你對我的斥責，

有如醍醐灌頂，讓我開始好好反省自己。”沉浸在幸福中的

伊莉莎白說，“我們何必爭執當初誰的錯較多呢？事實上，

我們兩個都有錯，但都過去了。那個不愉快的過程，成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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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的回憶就行了。希望今後我們兩人，都能更有禮貌了。” 

達西說，“話是這麼說沒錯，但我就是很難原諒自己。

只要想起在漢斯佛德那晚，所講那些剌耳的話，甚至在那晚

之前，我屢屢傷人的言行舉止，便一直令我痛苦萬分。我是

那麼傲慢、自以為是，你指責我的話裡，那句‘如果你能更

具同理心’，折磨我至今。雖然是過了好一陣子後，我才承

認那樣論斷我，非常公允。我之前從來不知，自己是個缺乏

同理心的人。”伊莉莎白臉又紅起來，“我記得我說過那些

話，但真的沒想到你會如此在意。”“你可能不知道，你的

每句話，我都銘記在心。你那時應打心底認為，我都只從自

己的立場看問題。當你壓下憤怒，冷靜說出‘對你企圖使我

改變主意，卻不會有任何效果’，令我震驚，那情景我永遠

忘不了。” 

伊莉莎白說，“請別再重複我那晚說過的話，那些就讓

它成為過去，別再想了。其實我早就對曾說過那些話，深感

羞愧，懊惱不已。我既搞不清楚狀況，又太不給你留顏面

了。”這時達西提起那封信，“我精心寫的那封信，是不是

很快就讓你對我的印象改觀了？你讀信時，有完全相信它的

內容為真嗎？”伊莉莎白說，“一開始很不高興，覺得一點

都不可信，純屬狡辯。之後才拋棄先前的偏見，慢慢接受你

的解釋。我必須說，那封信的效果很好。”達西說，“我知

道有些內容會刺痛你，會讓你更恨我。但要交待我的心路歷

程，又不得不完整寫出全部經過，後來我相當後悔，應寫得

更婉轉些。希望你已將信燒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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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擔心我再度看信時會變心，那我當然立刻就將

信燒毀，以防不測。不過，雖然你我都已發現，我並不是個

永不改變看法的人，但我期許自己，能做到大部分的時候，

都堅如磐石，絕不輕易說變就變。也就是我希望自己，能被

以擇善固執來形容。這樣你該可以放心了吧！” 

 

57 

達西說，“我寫那封信時，自覺心平氣和，就是客觀說

明事情的原委。後來卻不得不承認，寫的時候，仍心懷不

滿。”伊莉莎白說，“那封信剛開始讀時，是令人感到執筆

者有些怨氣，但這怪不得你。求婚被拒不說，又被狠狠罵一

頓，天下不會有幾個人受得了。後來娓娓道來，就看不出有

什麼怨氣了，信尾且祝福我，可說以溫馨的方式結束。事過

境遷，我們要將所有的不愉快，都趕緊忘掉。你一定要學我

的哲學觀，當回顧過去時，只想快樂的部分。” 

達西笑了起來，說“我一點都不相信你有此哲學觀。你

回憶裡只有快樂，並不是由於什麼哲學觀，而是你天性裡的

不在乎。很多不好的事，包括你曾做過的錯事，不必過太久，

你便不太在乎了。然後再過一陣子，你就幾乎覺得沒什麼大

不了了。對不喜歡的事，你有短記憶，對喜歡的事，則有長

記憶。這跟只想到快樂的事，並不相同。但我做不到，痛苦

的回憶，不斷闖入我的腦海，無法驅除。” 

達西持續自我反省，他說“我一生都是個自私的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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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起，便受很好的教育，嚴格遵守很多規範。但卻未學到

謙卑，總覺得不論在見解，或自我要求方面，自己均高人一

等，因而在不知不覺中，便自負起來。要不是碰到你，親愛

的伊莉莎白，我就會這樣自我陶醉地過一生。你為我上了一

課，起初並不好受，但最後卻受益極多。當我去找你的時候，

毫不懷疑你會接受我。但你讓我看出，對一值得追求的女

子，自命不凡並不足恃。”伊莉莎白心情愉快，便淘氣起來，

說“你當時真的相信，我會接受你的求婚？”“沒錯。對我

的自負，你很不以為然吧！但我當時就是相信，你一定很期

待我向你求婚。” 

伊莉莎白說，“那我也要反省了。我的言行舉止，一定

有不恰當處，才讓你產生誤會。但我保證我不是故意的，我

從來沒有想騙你。以後我的舉手投足，一定要小心了，對男

士千萬不要過度友善，最好連笑臉也不給。唉！那一晚之

後，你一定恨死我了。”“恨你？一點都沒有。起先或許很

生氣，後來我就開始反省了。”“我其實不太敢問你，但你

知道，不將事情弄清楚，我是不甘心的。在潘伯利莊園相遇

時，你那時怎麼看待我？有怪我不請自來嗎？”“怪你？怎

麼可能，高興都來不及。能在那裡見到你，我欣喜萬分，雖

然也很驚訝。”“你驚訝的程度，不會比受到殷勤款待的我

還大。我不是沒良心的人，我知道我不配受到那樣的禮遇。” 

達西說，“我那時並未想太多，我只是想盡力展現禮

貌，顯示我不是個很差勁的人，既不傲慢，也不為之前的事

有所不快。而且，我還希望讓你看到，你對我的譴責，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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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效果，因此願意原諒我，進而不再那麼厭惡我。至於我什

麼時候又開始對你產生盼望？應是差不多在見到你大約半

小時後吧！你的一顰一笑，深深吸引著我，但我極不願使你

再不痛快一次。那時我並不知你對我的看法已改變，所以完

全不覺得有希望。”達西並不擅長說甜言蜜語，但這番誠摯

的話，令愛開玩笑的伊莉莎白，為之動容。 

達西告訴伊莉莎白，他妹妹喬治安娜有多喜歡她，後來

對與她的交往突然中斷，又是如何遺憾。於是話題很自然便

引到交往為何會中斷，伊莉莎白遂知道，他仍在她住的旅

館，還沒離開時，就已決定要前往倫敦，去追蹤她的小妹。

這說明了何以在旅館時，他來回踱步，陷入沉思，因這絕非

一輕鬆便可完成的使命。而那時她以為他態度嚴肅，是因對

她們家徹底失望，決定遠離她了。伊莉莎白再度表示她的感

激，達西當然不會讓她一直感激下去。 

兩人忙著說話，不知不覺中，已走了好幾英里，看看錶，

該回家了。回程談到賓利及珍。達西很高興他們訂婚了，伊

莉莎白問他是否嚇一跳？他回答，“不會耶！我前往倫敦

前，就知道此事即將發生。”“所以，他有先取得你的同

意？”雖然達西對此說法堅決否認，但伊莉莎白隨即發現，

這應就是實情。達西說，“我去倫敦的前一晚，向他坦白招

供。我跟他說，因之前發生的一些事，使我自以為是的干涉

他的私事，連你姐姐去倫敦，待了 3 個月，我也隱瞞沒讓他

知道。他起先相當訝異，也很氣我，因他從沒想到我會背著

他做這種事。我告訴他，之前我認為你姐姐並未鍾情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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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在我知道我錯了。很容易能看出，他對你姐姐的感情並

未消退。我告訴他，我毫不懷疑，他們在一起會幸福快樂。” 

想到居然有人，可如此輕易地左右他的朋友，伊莉莎白

忍不住笑了。她說“你是根據自己的觀察，還是因在漢斯佛

德那晚，聽我說的？”達西說，“你說了後，引起我的留意。

前陣子兩度去你們家，我也仔細觀察，便得到這個結論。”

伊莉莎白說，“你確定此事後，便讓他也產生信心了吧！”

達西說，“賓利是個很好的人，為人相當謙遜，但略缺乏自

信，有時遂依賴我的判斷。我對他坦白後，他不高興了一陣

子，但現在應原諒我了。你看，我的自以為是，犯下多少錯。

今後會更謹慎。” 

伊莉莎白本想說，“你真幸運，有一個任你擺佈的朋

友。”後來想“算了，這個人一輩子嚴肅慣了，可能還不習

慣被取笑，以後得好好開導他，他一定常被我弄得啼笑皆

非。”他們愉快地聊著，預測賓利與珍會很幸福，但將比自

己的幸福稍少些。喔！家裡這麼快就到了，兩人進門後，暫

時分手。 

才一上樓準備換衣服，珍便問“你們走到那裡去啊？這

麼晚才回來。”伊莉莎白隨便講了一下，珍便算了。等上了

餐桌，同樣的問題再度出現。雖然大家都很好奇，但因無人

往事實的方向去想，所以即使伊莉莎白以“就是走到後來迷

路了”回答，且臉立刻紅起來，也無人起疑。 

這個晚上並沒什麼特別處。已公開的那對戀人，卿卿我



 298 

我當然不在話下，尚未公開的那對，則不多話。達西向來喜

怒不形於色，雖今日求婚順利，他自己在心裡雀躍就夠了，

不必表示出來。伊莉莎白則忐忑不安，她知道自己是快樂

的，但仍不想讓人知道。她不知這件事若公開，家人會有什

麼反應？她清楚除了珍之外，家裡其他人都不喜歡他。她甚

至害怕，以他的財富及地位，都消除不了家人對他的厭惡。 

臨睡前，伊莉莎白向姐姐吐露心聲。珍向來不多疑，但

聽到後，卻瞪著妹妹說，“伊莉莎白，怎麼可能？這是開玩

笑嗎？”伊莉莎白嘆了口氣，說“出師不利。你是我唯一的

指望，如果連你都不信，我就完了。但這的確是真的，他仍

愛著我，我們訂婚了。”珍疑惑地看著妹妹，雖見她不像說

笑，仍緩緩地說，“喔！伊莉莎白，你不會騙我吧！我可是

知道你有多麼討厭他。”伊莉莎白再三跟姐姐強調，不要懷

疑，這是真的。仍是一臉震驚的珍，說“老天爺！會有這種

可能嗎？但看來我該相信你了。我最親愛的伊莉莎白！我相

信你，我要恭喜你。”停頓下來，珍還是忍不住問道，“不

過你確定嗎？原諒我這樣問，你確定跟他在一起會幸福

嗎？” 

伊莉莎白笑了起來，姐姐相信她就放心了。“百分之百

確定！但你高興嗎？你喜歡有這個妹夫嗎？”“喔！非常

喜歡。沒有別的能讓賓利與我更開心了。我們常談起你們，

但每次都覺得不可能。你真的深愛他嗎？做什麼都可以，就

是不要跟你不愛的人結婚。你確定這是你要的婚姻嗎？”

“那當然。等我將一切經過都告訴你，你也會跟我一樣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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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麼意思？”“什麼意思？我必須坦誠，我愛他勝

過愛賓利，恐怕你要生氣了。”“我最親愛的妹妹，正經一

點，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我已經分不清你講的那件事為

真了。請立即讓我知道，所有我該知道的事，一件都不能漏。

你總能先告訴我，你愛上他多久了吧！”“感情當然是逐漸

產生的，所以很難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不過，喔！美麗的

潘伯利莊園，嗯！沒錯！就是從初見潘伯利那刻開始。” 

珍不得不再度懇求她妹妹正經一點。伊莉莎白也覺得夠

了，便不逗弄姐姐了，嚴肅地說，跟達西訂婚的事，絕對是

真的。珍總算不再懷疑，說“我太高興了，你會像我一樣幸

福。我一直對達西先生有相當高的評價。如今更不需別的原

因，單憑他愛你，我便永遠尊敬他。這世界除了你和賓利，

我最愛的就是他了。但伊莉莎白，你可真會保密，把我瞞得

好苦。在漢斯佛德、潘伯利，及藍頓，顯然發生了不少事情，

但你所告訴我的，實在太少了，簡直少得可憐。到目前為止，

我所知全都是別人告訴我的。你說，究竟準備什麼時候跟我

講？” 

 

58 

至此不再有任何隱瞞了。賓利曾受達西的影響離開姐

姐、自己感情曾猶豫不定，伊莉莎白以前都不願提起，現在

全向姐姐坦承，包括他如何盡心盡力地促成莉迪亞的婚事。

珍聽了津津有味，沒有一件事不超乎她的想像。兩人聊到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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闌人靜，珍才心滿意足，放過妹妹。 

第二天一早，站在窗口的班納特太太喊道，“老天啊！

如果那位令人厭煩的達西先生，不要再跟我們親愛的賓利一

起來就好了。黏著不放，每天跟著來做什麼呢？不曉得這裡

沒人歡迎他嗎？難道他都沒別的事可做嗎？伊莉莎白，你得

再陪他去散步了，這樣才不會妨礙賓利。”伊莉莎白聽到這

麼好的建議，差點要笑出來。不過母親老是如此貶低他，也

頗令她煩惱。賓利一進門，就對著伊莉莎白意味深長地笑了

一下，握手時又刻意上下誇張地擺動，顯然他已知情了。然

後他又故意大聲地說，“班納特太太，這附近還有沒有什麼

曲徑小路，好讓伊莉莎白今天再去迷路一下嗎？”班納特太

太不疑有他，說“我建議達西先生、伊莉莎白，及凱蒂，你

們 3 人今天去奧克寒山(Oakham Mount)。那裡有一條不錯的

步道，雖有點長，但沿途風景優美，達西先生一定沒走過。” 

賓利說，“聽起來很吸引人，但似乎會走得有點辛苦，

凱蒂，你吃得消嗎？”凱蒂立即表示她寧可待在家裡。達西

說這一帶的山他都沒去過，登高望遠，看山看雲，他很樂意。

伊莉莎白沒有反對的意思。兩個人一起去，就這麼決定了。

當伊莉莎白上樓為外出準備時，她母親跟在後面，說“女兒

啊！很抱歉又把那討厭鬼丟給你，希望你不要介意。這都是

為了珍，她跟賓利需要獨處，他們有很多話要講，你就幫你

親愛的姐姐一次。我知道你不喜歡他，但反正你走你的，他

走他的，只要偶而稍微應付他，隨便講幾句敷衍的話，沒話

講時就看看風景，這樣才不會把自己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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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的時候，伊莉莎白與達西談妥，今晚由他去徵求班

納特的同意，她則負責告訴母親。父親那邊，伊莉莎白並不

特別擔心，因不管怎麼樣，最後他一定會同意。但她仍不確

定母親知道後，會有何種反應。她常擔心達西的財富跟地

位，都不足以擊敗母親對他的厭惡。但更令她惶恐不安的

是，要嘛強烈反對，要嘛欣喜贊成，母親的表現，都必然不

得體。母親的第一個反應，不論是怒火沖天，或得意忘形，

她都希望達西不要聽見。 

午餐後，班納特依老習慣，進入書房，達西見狀，起身

跟著進去。伊莉莎白不由得心跳加快起來。她不是覺得父親

會反對，而是怕她的選擇，沒讓父親滿意。她是父親最鍾愛

的女兒，她知道她想要的，父親沒有可能不接受。但若她的

選擇，不是父親要的，她會很難過。坐在那裡，她不安地胡

思亂想。終於達西出來了，見他面帶微笑，伊莉莎白懸著的

一顆心，才稍微放下來。達西走到她身邊，附耳悄聲說，“你

父親要你去找他。”這是她預期的。 

班納特正在書房裡來回踱步，看起來嚴肅又緊張。他開

口了，“伊莉莎白，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你怎麼會接受

這個男人？你不是一直很討厭他嗎？覺得世上你最不想嫁

的人，就是他嗎？現在怎麼了？吃錯藥了？”伊莉莎白懊惱

極了，以後對人的批評，萬不可太嚴厲，免得弄到後來，自

己難以轉圜。她慌亂地向父親保證，她一心一意愛著達西。

“所以，你決定嫁給他了！你的房子會比珍大，你的衣服會

比珍多，馬車也會比珍豪華，畢竟他是那麼富有。但光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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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物質，會讓你快樂嗎？”“除了以為我不愛他外，您有其

他反對意見嗎？”“一個都沒有。我們都知道，他是個傲慢

又惹人厭的人。不過，你若真喜歡他，那些便都沒什麼大不

了的。” 

伊莉莎白噙著淚說，“我真的喜歡他，我愛他。事實上，

他毫不傲慢，他相當親切，很多人都誤會他了。請您不要再

這樣講他，不然會令我心痛。”“女兒啊！我已經答應他

了。說真的，像他這種人，紆尊降貴地對我提出的任何要求，

我都那敢拒絕？若你決定嫁給他，我當即同意。雖是答應

了，但身為父親，我仍建議你多想一想。我了解你的個性，

除非你真的尊敬你的丈夫，除非你認為他比你優越，否則你

不會快樂，也不會覺得這婚姻是完美的。光有錢沒啥大用，

若丈夫不被你認為夠匹配，以你素來無友不如己者的作風，

你不會尊敬他，如此你的婚姻那恐怕遲早會產生危機。甚至

最後導致悲慘的結局，都不是不可能。女兒啊！若你的夫婿

不令你尊敬，將是我悲傷的開始，這必須先讓你知道。” 

伊莉莎白情緒激動，她一再向父親保證，達西是她認真

謹慎考慮後的選擇，絕非草率決定。她是經幾個月來的反覆

思考，才下的決定。她解釋對他的觀感，是如何改變，又細

數他的優點，最後終於讓父親放下心來。“女兒啊！我沒有

任何顧慮了，他的確配得上你。不要以為我胡亂擔心，我只

是不希望你嫁給人品不如你者。”為了讓父親徹底安心，伊

莉莎白將達西主動為莉迪亞做的事，全告訴父親。 

再不能更震驚了，班納特說，“還有沒有其他令我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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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都一併告訴我吧！原來這個家，真有很多我不知道的

事。所以，達西找到莉迪亞他們、逼那小子娶她、付清那小

子的債務、給他們安家費，又替那小子買到軍職，獨自完成

所有的事。真是太好了，替我省下一大堆麻煩以及金錢。如

果這是你舅舅做的，我就必須還他，不光是錢，還有人情。

但你的夫婿，就可以免了。對那些陷入熱戀中的年輕人，他

們有個習慣，不徵求你的意見，就為你將事情全都做完。這

樣很好，我沒有不喜歡。明天我會提議將錢還給他，但他一

定會大呼小叫，說他對你的愛，不能以金錢來衡量，然後這

件事便結束了。太棒了！我喜歡這個女婿！” 

班納特突然想起，幾天前他讀柯林斯的信時，他以為將

達西與伊莉莎白湊成一對，很荒謬可笑，但她卻顯得極窘

迫，原來那時八字已有一撇了。這讓整件事更有趣了，於是

他又取笑她一陣子，才讓她離開。在她走出房間時，班納特

喊道，“去跟你的兩個妹妹講，如果有男生要娶她們，叫他

們都進來吧！我現在很擅長處理這種事了。” 

伊莉莎白心中重擔放下一半，但還有另一半，這部分得

完全由她去執行。她原本以為較容易的父親那部分，花費的

口舌，遠超過她的預期，但畢竟解決了。母親那裡，不知會

怎樣，她有些不安。等晚上客人都走了後，伊莉莎白隨著母

親上樓，娓娓道出此大消息。起先班納特太太的反應，讓伊

莉莎白摸不著頭。她剛聽完時，仍坐在那裡，不說話且動也

不動，似乎尚不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過了良久，伊莉莎白

已在考慮，是否該再講一遍了。但班納特太太站了起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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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又坐了下去。如此來回數次後，她總算說話了，在過度

驚訝下，使她一開始講得結結巴巴，但聽得出極高興。 

“我真是蒙上帝的祝福啊！仁慈的上帝！達西先生？

誰想得到呢？有可能嗎？有，這一定是真的。喔！我最甜美

的伊莉莎白，你會變得多富有，多高貴啊！你將有多少錢，

多少珠寶，多少馬車，多少僕人啊！珍擁有的，跟你怎麼能

相比啊！你的零頭而已。人家說什麼？小巫見大巫，對！就

是這樣。我好開心，好快樂。這麼英俊、這麼高大、這麼有

魅力，這麼討人喜歡的紳士，要成為我的女婿了！親愛的伊

莉莎白，我為先前那麼討厭他感到抱歉，你當然沒跟他說過

吧！親愛的伊莉莎白，莊園、在倫敦的房子，及一切高級的

東西，每年 1 萬英鎊的收入。天啊！我會變成什麼樣呢？天

啊！我嫁掉 3 個女兒了！沒人比我更幸福了，我快樂得要發

狂了！” 

看起來母親同意這樁婚事了，沒有任何她預期會有的反

對。伊莉莎白很慶幸母親這番“真情流露”的話，只有她聽

到。她很快回到自己的房間，要將情緒整理一下。誰知不到

3 分鐘，母親便過來了。“我最親愛的女兒，”顯然莉迪亞

及珍現在都靠邊站了，她在母親心中的地位升級了，母親接

著說，“每年 1 萬英鎊，說不定還更多，該怎麼花呢？這真

的跟嫁給一個貴族一樣好了，我從沒以為有這個可能。想到

這裡，我便睡不著了。對了，他那麼有錢，一定很容易取得

特許證(special license)，這樣你們才能儘快結婚，免得夜長夢

多。你知道，對他虎視眈眈的人一定不少。我最親愛的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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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說達西喜歡吃什麼，我明天會弄給他吃。” 

喔！這個徵兆不太妙，她知道母親將如何對待那位紳士

了。不過結果比伊莉莎白預料的好很多，因她母親對這位未

來的女婿極敬畏，深怕若得罪他，將有毀婚之類的不良後

果。所以，除了猛獻殷勤，及拼命推崇他的見解不凡外，並

不敢跟他多說話。 

另一方面，伊莉莎白很欣慰父親努力要多認識達西。沒

過多久，父親便向她保證，他愈來愈敬重達西了。班納特說，

“我對 3 個女婿都很欣賞，我最器重的或許是威克姆，行事

膽大包天，但我喜歡你的丈夫，跟喜歡珍的丈夫一樣多。” 

 

59 

幾個月來的患得患失，如今塵埃落定，再沒有任何須擔

憂的事了。伊莉莎白心情開朗起來，回復往昔的生氣勃勃。

本來常對達西冷眼冷語的班納特太太，自從他與伊莉莎白訂

婚後，看到他都是畢恭畢敬，不敢造次。眾人覺得好笑，不

知她這麼恭敬，是否是因不敢得罪財神爺？伊莉莎白可不來

這套，她一直好奇，他是怎麼愛上她的。“告訴我你是如何

開始的？我要知道，才有辦法讓你持續愛下去。”達西回

答，“很難確定，已經太久了，不知那一句話、那一笑容，

或那一時刻，才是起始點。”“我的美貌並不突出，你抵擋

沒問題。至於我的舉止嘛？說起來我對你的態度，最好也不

過未達無禮的地步。而且跟你講話，不但從沒客氣過，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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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難堪為樂。現在坦白說，你到底看上我的那一點？唐突

無禮嗎？”達西說，“我的確喜歡你的直率活潑。” 

伊莉莎白笑著說，“你太客氣了，將唐突無禮，形容成

直率活潑。其實我猜是這樣。你被討好奉承慣了，長期下來，

厭倦了唯唯諾諾、順從殷勤。我的與眾不同，讓你另眼相看。

儘管你常板著一張臉，偽裝自己拒人於千里外。但你品德高

尚、行事公正，再加上內心溫暖，所以並不討厭我，甚至逐

漸開始喜歡我。雖然你也看不出我有什麼優點，但墜入愛河

的男子，才不在乎女子的優點呢！”“珍在尼德斐莊園病倒

時，你踏著泥濘前來，焦慮萬分，不眠不休地照顧她，手足

之情令人動容，難道這不是優點？” 

伊莉莎白似乎對這項達西眼中的優點，沒有太滿意。她

說“對最親愛的珍，誰不會那樣做呢？好吧！這勉強可列為

一項小優點，我的優點，就仰賴你來認定了。儘量挖掘，標

準不要訂太高。而為了回報你的大恩大德，我也會儘可能嘲

弄你，跟你抬槓。擇日不如撞日，現在就開始好了。我問你，

你為什麼那麼彆扭？你這回第二次到我們家，就是與賓利來

晚餐的那天，為什麼避著我，好像跟我不太熟的樣子。”憋

了幾天，伊莉莎白忍不住興師問罪了。達西說，“我並沒避

著你，你沒什麼笑臉，也不太說話，我那敢親近你？”“那

是因為我很尷尬啊！你不知道，我緊張得很，外表還要裝得

若無其事。”“我也是啊！”“那晚我負責倒咖啡，你怎不

找機會多跟我聊聊？”“這種事，對感情沒那麼強烈的男

人，比較容易些，我就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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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白覺得不能再逼達西了，她說“你倒是都有理

由，而我也都願意接受。但我好奇，對一‘感情強烈的男

人’，你本來還會繼續拖多久？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沒先

謝謝你伸手相助我妹妹，你打算什麼時候才開口求婚？還要

過幾天嗎？我那番致謝詞，對使你開口，肯定有不小的影

響，但我怕過度影響了。我本來不該提起那話題，因你行善

當初，一再要求保密。而若我們的幸福快樂，得基於破壞承

諾，那我做人的道德原則，不是要崩潰了嗎？”達西說“不

要鑽牛角尖了，你的道德原則毫無問題。我姨媽蠻橫地想拆

散我們，因而化解我的一切疑慮，那才是我幸福的關鍵，並

不是你的表達謝意。即使沒有你那番感謝，我也準備要開口

了。我姨媽是喜鵲，她帶回的消息，給了我希望，我立刻決

定要勇往直前了。” 

伊莉莎白高興地說，“你的姨媽凱瑟琳夫人真是大恩

人，我們以後一定要好好謝她。這樣講應讓她滿意透了吧，

因她向來熱愛助人。不過，我還是好奇，你這回隨著賓利，

到尼德斐莊園做什麼？因你原本也不知姨媽會來訪。你是喜

歡跟賓利在一起？想騎馬來龍柏園尷尬一下？或有其他重

要的事呢？”“我唯一的目的，就是來看你。我要弄清楚，

你是否有可能愛上我？至於對外的宣稱，則是幫賓利判斷他

還有沒有機會。”“那你有沒有勇氣告訴你姨媽，這裡發生

了什麼事？”“我需要的不是勇氣，而是時間，這件事的確

該做。只要給我紙，我立刻可以寫信。”“如果我沒有信要

寫，我便可以效法另一位淑女，紅袖添香的作法。也就是坐

在你旁邊，欣賞並讚美你的字漂亮、信寫得整齊、信寫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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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寫得很快等。不過你有姨媽我有舅媽，再不跟她寫信不

行了。” 

舅媽應也算是“媒婆”之一，就是因她來信，透露達西

相助莉迪亞一事，並大力誇獎他，使伊莉莎白由衷感謝他，

並死心塌地的愛上他。但她暗示他跟她之間有情愫，甚至很

希望兩人在一起，因過於直白，使她之前一直難以回信。如

今塵埃落定，她終於可以告訴舅媽，“您的心願達成了。”

這麼愛她的舅舅及舅媽，他們那麼關心的事，自己卻晚了 3
天才要告訴他們，她覺得實在很不好意思。她信的內容大致

如下。 

親愛的舅媽。首先我要深深感謝您沒帶我去大湖區。

唉！我不知聰明如我，當時怎會犯傻，居然想去那裡？若去

大湖區，就去不成您很喜歡的潘伯利莊園了，那就沒有這封

信了。這怎麼說呢？無論如何，您那麼喜歡潘伯利，以後您

們去的機會將多得不得了。像達西便邀您們全家，今年底到

那裡過耶誕節。我好像在胡言亂語，其實我神智清醒，只是

因太興奮，就語無倫次了。我早該回您那封長信，不但滿是

慈愛，又將我想知道的事，全交待得很清楚。我之所以遲遲

沒回信，乃因我有點氣惱。您的信裡，雖洋溢著關於我的幸

福，令人高興，但都是基於一很強的假設，而我擔心那假設

沒有成真，就白高興一場了。如今您可儘量揮灑您的想像力

了，因由於您的金口，信中的假設，已成為事實了。我為曾

對您的氣惱，深表歉意。您一定要趕快再來信，而且要繼續

讚美他，基於任何假設都無妨，因最後皆會成真。而且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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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是您信裡我很喜歡讀的一部分。您的外甥女伊莉莎白

敬上。 

達西給姨媽的信很簡短，因他知道姨媽必定仍在氣頭

上，這封信將是火上加油，不能太刺激他。另外，平常很懶

得寫信的班納特，這回則迫不及待地給柯林斯回信。他說

“我必須請你再度祝賀我，因我的二女兒，將嫁給達西先生

為妻。請盡全力安慰你一向最順從的凱瑟琳夫人，希望你能

如同對我那般，對她曉以大義。我沒聽你的規勸，仍收達西

為半子，使你在夫人面前，無法以辦事幹練自誇，極可能落

入失寵的下場，在此向你表示憐憫。你曾給過我建議，如今

換我來建議你。良禽擇木而棲，我們家的喜事，雖讓你景況

淒慘，但你務必要選對邊。而顯然站他外甥那邊較明智，因

他較可能有更多的好處給你。” 

賓利的妹妹卡洛琳，來了兩封祝賀信，分別給哥哥及準

嫂嫂。雖珍現在已了解卡洛琳為人的虛假，但她仍回封很友

善的信，謝謝這位未來的小姑。達西小姐的信就誠懇溫馨多

了，看得出她不但為哥哥高興，也很欣喜將有伊莉莎白這位

嫂嫂。 

不要忘了還有一對相當關心伊莉莎白婚事的夫婦。在柯

林斯的回信，及夏洛特給伊莉莎白的祝賀信，皆未收到前，

這陣子經常熱鬧滾滾的班納特家，便聽說這對夫婦即將回盧

卡斯小築作客。為什麼如此突然？現在並非長假期，且娘家

也無要事。原來凱瑟琳夫人收到外甥的信後，勃然大怒。雖

達西語氣已儘量緩和，甚至刻意寫得含混，但不管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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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都能看懂，就是他不娶她女兒了。凱瑟琳夫人每天都想找

人出氣，能夠找誰呢？為好友喜訊而高興的夏洛特，覺得乾

脆避鋒頭去，這是她婚後第一次回娘家。 

有喜事時，見到好朋友，當然分外開心，只是付出的代

價並不小。因達西得忍受柯林斯似無止盡的阿諛諂媚，看來

這位牧師，班納特給他有關須選對邊的建議，他迅速接受

了。盧卡斯的話也不會少，其中只有一句讓伊莉莎白覺得中

聽。就是他說達西帶走本地最閃亮的一顆珍珠。達西倒是很

有風度，面帶微笑地應付這對翁婿，一次都沒有聽到一半便

轉身走掉。伊莉莎白對他現在的高度耐心，還蠻佩服的。 

伊莉莎白也有姨媽，即菲利普斯太太，這亦是她可歸入

言行粗俗的親戚之一。幸好姨媽與她母親一樣，對達西相當

敬畏，在他面前不敢多話。整體看來，伊莉莎白覺得情況不

是太壞。只要再忍一陣子，就能前往潘伯利莊園，展開舒適

優雅的新生活。 

 

60 

兩姐妹同時出嫁，那天是班納特太太這輩子最風光的一

天。她的想像力有限，能有賓利為女婿，之前她便已覺得是

萬幸了。沒想到又得到頭獎達西，這是她原本絕不敢想像

的。她接受所有人的祝福，人人推崇她是個好母親，很會為

女兒打算。她欣然接受一切讚美，因她自己也這麼認為。短

短幾個月內，5 個女兒嫁掉 3 個，這是多大的成就啊！剩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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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她已不太在乎了，反正兩個較大的女兒皆有大宅，今後可

輪流住到她們家。她再也不擔心龍柏園的繼承問題，她現在

看龍柏園，那麼小的莊園，實在沒什麼了不起，不知自己以

前怎會視為寶貝？所以她不再如以往的容易歇斯底里，人變

得講理許多，神經衰弱的次數也大幅減少。正經八百的二女

婿，對她情緒的回復正常，應有不小幫助。不過這讓班納特

的居家之樂，也減少大半。他嘲諷妻子的機會，不再如昔日

那麼多了。 

賓利夫婦起先住尼德斐莊園，離娘家跟梅里墩的親友都

不遠。一年後，賓利為了滿足他姐妹的期望，在達比郡的鄰

郡，購買一處地產。珍對新居很滿意，不但寬敞舒適，且離

潘伯利莊園，不到 30 英哩，兩家互訪頻繁。凱蒂大部分的

時間，跟兩位已婚的姐姐住。由於兩家往來的朋友，大多是

較體面的人，這對她談吐及應對進退的提升，有極大助益。

又由於二姐夫的藏書極多，她變得較愛看書了，因而知識逐

漸增加。讀書在於變化氣質，如今她人也較有趣了。她以前

跟著莉迪亞，學到的盡是壞習慣，現在則已有淑女該有的樣

子了。莉迪亞常邀她去他們家住，且說會幫她介紹許多年輕

男士。一開始是她父親不允許，到後來則是她自己不想去，

路途也的確遙遠。兩個姐姐現在是她學習效法的對象。瑪莉

是唯一還住在家裡的女兒。上面不再有姐姐頂著，因而她被

迫需多跟外界接觸。但讀書及彈琴等，她每天仍有許多事可

忙。 

那對最早結婚的莉迪亞與威克姆，結婚並未使兩人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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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太大的改變。威克姆現在確信，他做過的那些齷齪事，

即使伊莉莎白原本不知，如今應全都一清二楚了，因而他並

不想跟她太接近。儘管如此，他仍懷抱著希望，她能說服達

西，給他一些錢。伊莉莎白結婚時，收到莉迪亞內容大致如

下的祝賀信，她才明白他們夫妻，有多高興她跟達西結婚。 

親愛的伊莉莎白。新婚愉快！若你愛達西，有我愛親愛

的威克姆之半，你就一定很快樂。你變得如此富有，實在令

人羨慕。你沒事的時候，希望能偶而想想我們。因如果缺乏

幫助，我不覺得我們有足夠的錢可過活。我親愛的威克姆，

很想在宮廷弄個職位，他不想待軍中了。他的要求不高，一

年薪俸有 3、4 百英鎊的任何職位皆可。不過若你不願意，

就別對達西提此事了。你的妹妹。 

伊莉莎白的確一點都不想跟達西提這種事。只是每隔一

陣子，便有封這類的信，她得一再回信拒絕。不過畢竟是自

己妹妹，她仍不時寄些私房錢接濟他們，她現在很容易便能

有些餘錢。這對夫婦揮霍無度，不顧將來，只想依賴人，令

伊莉莎白很頭痛。他們夫婦經常到賓利家長住。有時久到連

個性隨和的賓利都受不了，必須暗示他們該離開了。但自伊

莉莎白進住後，威克姆從沒來過潘伯利莊園，只有莉迪亞曾

單獨來作客。倒也不是達西不願接待他，而是他根本就不敢

來。不過為了妻子，達西仍不時給這位連襟，在職業上必要

的協助，否則他早就丟了工作。每次換駐紮區，珍或伊莉莎

白，便得幫他們清償帳單。 

從一開始，卡洛琳便嫉妒伊莉莎白，對她總是虛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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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因她早就看出達西對伊莉莎白有好感。獲知達西的選擇

後，讓卡洛琳很失意，傷心了好一陣子。但她相當明智，不

會一直陷在妒羨中，努力修補跟伊莉莎白的關係。找對象不

是那麼容易，潘伯利莊園將來應是社交中心，在那裡較有機

會認識匹配的人，她當然希望能常受邀去作客，或參加那裡

舉辦的活動。最佳選擇沒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她相當識時

務。達西妹妹喬治安娜，現在也都住在潘伯利莊園。如今莊

園熱鬧了，又有哥嫂照顧，沒必要仍一個人住在倫敦。如達

西所預期，姑嫂感情極佳，彼此都很喜歡對方。只是喬治安

娜對嫂嫂常以戲謔的方式，跟她哥哥說話，而哥哥卻毫不以

為忤，起先很驚訝。因她從小對哥哥很敬重，連開玩笑都不

敢，嫂嫂對哥哥居然“沒大沒小”，令她大開眼界。後來她

總算理解，丈夫與哥哥的不同。 

凱瑟琳夫人對外甥的婚姻，極度氣憤。在回覆達西那封

秉告婚事的信中，她坦白的個性顯露無遺。她不但沒給祝

福，且狠狠指責外甥一頓，說他把全家族的臉都丟光了。對

伊莉莎白，更是百般辱罵。有一段時間，兩家因此斷了來往，

連通信也不再。後來在伊莉莎白的勸說下，達西好好跟姨媽

寫封信，當然不是道歉，娶伊莉莎白沒什麼好道歉的，就只

是設法與姨媽和好。 

為了維護尊嚴，凱瑟琳夫人的不滿，仍持續了幾個月。

之後，她才放下身段，來拜訪潘伯利莊園。這一方面是為了

親情，一方面是為了對外甥媳婦好奇，想看她有什麼本事，

能管理這個大莊園？新的女主人與她的親戚，辱沒了這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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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的莊園，令她相當痛心。而重新為女兒狄柏尋覓對象時，

她所知的單身男子，沒有一個她覺得配得上，這也令她無比

煩惱。使她痛心及煩惱的罪魁禍首，都是同一人，真氣壞她

了。雖然如此，她還蠻常來外甥夫婦家。雖然每次來，都東

指點西指點持家之道，但看不出她真的討厭外甥媳婦，也看

不出她真的覺得莊園之管理有何大問題。她來訪時，若遇到

嘉迪納夫婦，也跟他們聊得很愉快。 

嘉迪納夫婦是潘伯利莊園的常客，達西與妻子一樣，真

心喜歡他們。兩人對舅舅及舅媽一直充滿著感激，他們當初

帶著伊莉莎白來到達比郡，才讓有情人終成眷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