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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敘事詩與濟慈之詩人本體的認同： 

以〈賽姬頌〉及〈夜鶯頌〉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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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濟慈是個敘事型的詩人：說故事是濟慈寫詩的主要創作方

式及成就。在其詩〈睡與詩〉，他有如下的詩行：「閱讀一個

永遠在改變的故事」(第 91 行)。此詩句表明了濟慈對敘事與

人生經驗的密切關係。而濟慈用敘事手法探討詩人角色的本

質，與其對該身分的認同和自我呈現。職此，本文將以裘蒂‧

樂忒 (Judy Little) 及當代敘事學家詹姆士‧斐倫 (James Phelan) 

闡揚的「抒情敘事詩」來研讀〈賽姬頌〉及〈夜鶯頌〉。 

於研究濟慈之詩人特質時，〈賽姬頌〉及〈夜鶯頌〉是兩

首關鍵詩；但其表現的詩人本體卻迥異，甚或矛盾。亦即，本

文將探究這二首抒情詩中的敘事成分，俾膫解濟慈的詩人身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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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濟慈 (John Keats) 是個敘事型的詩人 (narrative poet)：說故事 

(story-telling) 是濟慈寫詩的主要創作方式及其成就處。在其詩〈睡

與詩〉(“Sleep and Poetry”) (1817)，濟慈有如下的詩行：「閱讀一

個永遠在改變的故事 (The reading of an ever-changing tale)」(第 91

行)。
1
 此一詩行表明了他對敘事與人生經驗之間關係密切的觀念。

而濟慈用敘事手法探討詩人本體或詩人身分 (poetic identity), 即詩

人角色的本質與發展，與其對此身分的認同和自我呈現。 

於此，首先得處理兩個概念：(一) 何謂敘事？(二) 何謂本體或

身分 (identity)，抑或代言之為特徵？此兩個概念為此論文的主軸，

由此主軸再開展與推進本論文的主題：抒情敘事詩與濟慈之詩人本

體的認同。當今敘事學的權威性專家之一杰若‧普林斯  (Gerald 

Prince) 在其《敘事學辭典》(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中，如此

界定「敘事」一詞：「由一位、二位或多位的敘事者 (narrator) 對

一位、二位或多位的聽眾（或讀者）(narrate) 敘述 (recounting) 某

件或多件真實的、或虛構的事件」。此處普林斯所謂的敘述指的是

敘事的產品或是過程、受物 (object) 與行為 (act) 間的關係、結構

與構築的過程 (structuration) (2003: 58)。
2
 另位執牛耳的敘事學家

米可‧芭爾 (Mieke Bal) 雖未在其《敘事學》(Narratology) 裏清楚

定義「敘事」，但她卻廣納性地闡論，以為一個「敘事」有三個元

                                                   
1
 所有本文所引用的濟慈之詩文行數，均與英文標準版本傑克‧史令傑 (Jack Stillinger) 
所編訂的《約翰‧濟慈詩作全集》(John Keats: Complete Poems) (1982) 相同；唯中

譯處由本文作者翻譯。以下簡稱史令傑版本。 
2
 原文：“The representation (as product and process, object and act, structure and 
structuration) of one or more real or fictive events communicated by one, two, or 
several (more or less overt) narrators to one, two, or several (more or less overt) nar-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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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包括敘事文本 (narrative text)、故事 (story)、與邏輯串連的事

件 (fabula) (2009: 1-14)。這三個元素又因敘事者的立場和敘事的內

容與方式交互混合，而使得敘事變化多端、五彩繽紛。其〈概論〉

中並提到若干與敘事相關的關鍵字，如時間、空間、順序 (order)、

與關連性 (relevance) (2009: 11)。芭爾所強調的此些重點字與其理

論確實應和了普林斯在《敘事學辭典》中另個精簡的詮釋：「敘事」

即是故事與言談方式 (discourse) (Prince, 2003: 59)。代言之，所謂

的敘事環繞著二個字運轉：「what」(要說什麼故事？) 與「how」

(要如何說故事？)。如果敘事者想對聽眾說故事，除了要找個有趣

或新穎的故事題材外，更重要地，為了要吸引聽眾的注意，說書者

得用合宜或甚至別出心裁的方法來進行。因此，如何讓故事具有敘

事性 (narrativity)，即其敘事具有時間維度、可推進演變事件或情

節，且牽涉衝突 (conflict) (Prince, 1982: 145-161, 2003: 65)；並能

含有對情節的評論與鑲嵌的 (embedded) 敘事 (Herman, Jahn, & 

Ryan, 2010: 387)，考驗著敘事者的能力。而如說書者善於掌握聽眾

的情緒反應，能在其敘事中使用驚奇 (surprise) 或懸疑 (suspense) 

(Prince, 2003: 96)，那麼其敘事性的強度會增強，該敘事就會精采。

再更進一步言，若衝突的場景錯綜複雜、歷經諸世，那麼敘事性就

不只是精采兩字可形容，甚至可流傳萬世、發人深省。最膾炙人口

的敘事，如中國戲曲中的《竇娥冤》和《趙氏孤兒》，抑如西方文

學中的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與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均有崇高的

地位。 

雖然本文擬欲討論的主題濟慈和其詩作中所表現的生命故事 

(life story)，即其生命經驗的敘事，似乎無上述跨越多維次時間的向

度，然其敘事的手法確實運用了基本的敘事原理。更重要的是，他

的作品在探討身為一個人的存在問題，而這是宇宙人生議題中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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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課題；且因其身分是位詩人，於是濟慈在其詩文中自然顯示出

他對此角色的看法及認同，而他的詩人本體也因此有別於其他的詩

人。然而，此話怎說呢？依據《牛津英語辭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對本體或身分的定義，該字指涉的是「某人或某物其自

身、而非其他的事實；個別性，個性。」
3
 易言之，如精研德勒茲 

(Deuleuze) 的文化學家伊恩‧布坎南 (Ian Buchanan) 所闡明的：「本

體」即是一個人是誰的形象 (image) (2010: 24)。在此些理念的架構

之下，本文將以濟慈的兩首抒情詩：〈賽姬頌〉(1819) 及〈夜鶯頌〉

(1819) 中的敘事，即前述的順序、時空、變化、關連與因果的呈現，

來探究其詩人本體。
4
 

然而，〈賽姬頌〉及〈夜鶯頌〉依文體上的定義是頌詩，為抒

情詩的一種；亦即此詩體除了詞藻優美與壯偉外，個人的主觀性、

想像力與情緒是顯著的特色 (Harmon, 2012: 280-281)；因此本文的

研讀方法會被質疑。所以，此處有說明的必要並且引進一個新的理

念：「抒情敘事詩」(lyric narrative)。傳統上言，抒情詩與敘事詩是

兩種不同的詩體：如前述，抒情詩側重內心與主觀性 (subjectivity)，

即個人對人／事／物／地所流露的情感，如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

而敘事詩則強調對人／事／物／地的外在呈現，也就是要客觀、冷

靜地觀察、分析與描寫；且敘事詩往往有個故事或情節的存在，如

荷馬的二首史詩《伊里亞德》與《奧德賽》即是敘事詩的圭臬。然

而學界自 1980 年代起，此種截然的二分法似已遭到挑戰；文學批

評家開始將此兩種看似不同的文體並列一起，而有了「抒情敘事詩」

                                                   
3
 請見《牛津英語辭典》(identity, n., 2015)。原文：“the fact that a person or thing is 
itself and not something else; individuality, personality.”  

4
 此處對〈敘事〉的理念，亦綜合融通了如下敘事學家的學說：翁振盛、葉偉忠 (2010: 
26-29); Abbott, 2008: 16-20; Cobley (2001: 6); Onega & Landa (199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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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名詞。如，第一位有系統地討論濟慈敘事之技巧的評論家裘

蒂‧樂忒 (Judy Little) 在她的書中篇章〈抒情敘事：《聖安格妮絲

之夜》，《無情的美女》，《拉米亞》〉(“Lyric Narration: The Eve 

of St. Agnes, La Belle Dame sans Merci, and Lamia”) 初用此詞，並論

證言，濟慈在其敘事詩中運用抒情的技巧 (1975: 88)。樂忒主張其

敘事詩中有抒情的成分，因為濟慈在說故事時，雖具體、細部地交

代情節；他仍會有意或無意地傳達或投射其個人的感情，或是用夾

有情感與情緒的語詞，希冀引發讀者的共鳴，或啟發讀者去思考此

些字詞或表達方式的意義和指稱。代言之，樂忒在評析濟慈的敘事

與抒情技巧時，即在論證其詩作中的主觀性與客觀性 (objectivity)，

或個人 (personal) 與非個人 (impersonal) 的層次與面向。事實上，

這個議題自十八世紀起，即廣為被討論，因此康德即著專書《判斷

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 闡述其主張。
5
 文學批評潮流也在

1980 年代起，用交融的方式看待文學作品中所表現的主觀性 

(subjectivity) 與客觀性 (objectivity)；如素享盛名的企鵝版之《文學

術語與文學理論辭典》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即將主觀性與客觀性並列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用以定論文學作家在創作的同時，是兼具主觀性與客

觀性的 (Cuddon, 1999: 874)；亦即創作者無法清楚切割其主客觀層

面。在此套用華茲華斯的名句來印證如上論點：「半創造、與感知」

(half-create/And what perceive) (Wordsworth, 2008: 134, line 

107-108)，也就是說，文學家在描述外景時，實際上亦在寫其內在

感知；而內心世界又由外相顯現。 總括地說，好的作品是一種主

                                                   
5
 亦可見《普林斯頓詩與詩學百科全書》(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2012) 的精要解說 (Greene, Cushman, Cavanagh, Ramazani, & Rouzer, 
2012: 250-251)。 



232 歐美研究 

客觀性揉搓與平衡、抒情與敘事的交合狀態。未來本論文將就此些

議題進行剖析。 

承上言，二十一世紀以來，學者陸續就這個新興的「抒情敘事

詩」提出和而不同的見解，旨在懷疑與重新思考抒情詩與敘事詩之

間的關係。如，研究濟慈的哈佛學派中主要健將之一，也是詩學專

家的海倫‧范德勒教授 (Helen Vendler) 在其所著的專書《詩作、

詩人、詩》(Poems, Poets, Poetry) 中，以為敘事詩與抒情詩間有相

似性。其言如下：「敘事詩與抒情詩有時會有重疊的部分，因為大

部分的敘事詩涵蓋了感情及反思和情節；而大部分的抒情詩多少都

有個隱含的情節」(2002: 108)。
6
 專精跨領域的敘事學家大衛‧赫

曼 (David Herman) 等學者合編的《魯特芝敘事理論百科》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亦用「詩中的敘事」

(narrative in poetry) 的詞條倡議詩歌中有敘事 (Herman et al., 2010: 

356-358)。而主攻文體之混合與交融的文藝復興學者海勒‧杜博 

(Heather Dubrow) 更進一步闡述如上概念。她以湯姆斯‧懷俄特 

(Thomas Wyatt) 的詩〈我的琴，醒來吧〉(“My lute, awake!”)，倡

導敘事詩與抒情詩的高度重疊性，及兩種詩體間的交互作用 (in-

terplay) 與合作 (cooperation)；杜博甚至認為「抒情詩」與「敘事

詩」融合所產生的「抒情敘事詩」預告了未來的文體 (anticipatory 

amalgam)。
7
 而早在杜博之前，敘事學家詹姆士‧斐倫 (James Phelan) 

                                                   
6
 原文：“Narrative and lyric sometimes overlap, because most narrative poems include 
feeling and reflection as well as plot, and most lyric poems have an implied plot of 
sorts.” 

7
 杜博的理論如下：「抒情詩與敘事詩彼此可以有進一步的共同議程，如此一來 [兩
種文體] 則會互相重疊……但在令人訝異的數量中，[兩種文體之間] 合作取代了拉

攏，且交互作用比阻斷是更好的一個形容。這些例子不但鼓勵我們重新思索抒情詩

與敘事詩的孿生與交纏，也引起我們對一種我所謂的『預告的綜合體』的注意」(ly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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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表率般地，首先以「抒情敘事詩」為題目，並用美國詩人羅伯特‧

佛斯特 (Robert Frost) 的〈家葬〉(“Home Burial”) 來研究抒情詩與

敘事詩的緊密關係。斐倫以為〈家葬〉是首混合形式的詩 (hybrid)，

因其敘事中有抒情性 (lyricality) 與畫像 (portraiture)，即詩人在記

敘該對夫妻對喪子之痛的情緒反應 (2004: 633-635)。於此，本文

因礙於篇幅與論文方向所限、且避免誤導讀者，僅將重點側重於斐

倫提及的抒情性。
8
            

依此脈絡言，上述學者均認為敘事詩與抒情詩之間的界限並不

清楚，即兩種詩體可以互有連繫  (interrelate) 與互相貫通  (inter-

penetrate)。因此，詩人在敘說故事時，他可站在個人的立場、用感

性的文字表達他對該人／事／物／地的看法；而在抒情詩時，亦可

科學化與邏輯性地交代人物的長相、事情的來龍去脈、物件的顏色

大小、山川地景的面貌。簡言之，敘事詩與抒情詩二種文體並不互

斥與悖逆，反倒可以水乳交融，且相輔相成。 

這種敘事中有抒情，抒情中含敘事的技巧，在其他浪漫詩人的

作品中亦可見到。舉例言，開創、引領浪漫詩派的二位巨匠，華茲

華斯 (Wordsworth) 與柯立芝 (Coleridge)，在其具有革命性、進而

改換前期詩風的《抒情歌謠》(Lyrical Ballads) 中，已蘊涵了「抒情

敘事詩」的概念。該詩集中的作品表現了華茲華斯或柯立芝對人／

                                                                                                           
and narrative may further common agendas, in so doing often overlapping . . . . But 
in a surprising number of other cases, cooperation replaces cooption, and interplay is 
a more apt description than interruption. Such instances not only encourage us to re-
think the twinning and twining of lyric and narrative but also draw attention to the 
version of it that I term “anticipatory amalgams”) (2006: 256)。 

8
 斐倫所謂的畫像技巧即是所謂的視覺藝術描繪 (ekphrais) 的一種藝術表現；而濟慈

的〈希臘古甕頌〉(“Ode on a Grecian Urn”) (1819) 則可依此觀點切入探討其抒情

與敘事交揉之特色。讀者可參考 Greene et al. (2012: 393-394)；或《魯特芝敘事理

論百科》有關藝術描繪 (ekphrais) 的詞條 (Herman et al., 2010: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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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地的想法；但實際上，詩人也在其詩文中表現了他的情

感，誠如該創作集的題目中「抒情」所標示的一樣。職是，華茲華

斯的 〈亭潭寺〉(“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在詩體上雖為敘事詩，但行文中，詩人流露的真情，令讀者動容。

華茲華斯因觸景生情，記述他自己與其妹重返五年前造訪亭潭寺的

經驗。文中，我們看到詩人感念其逝去的歲月與童真，並寄望來年

的情思。而華茲華斯的另首更震攝人心、具有史詩般磅礡氣勢的敘

事長詩《序曲》(The Prelude) 除了記載詩人一生的生命、生活和哲

思外，更將詩人敏銳、纖細和豐富的情感表露無遺，尤其關於詩人

的心靈與大自然之間的交流。而華茲華斯最有名的抒情詩〈我如浮

雲般地獨自漫遊〉(“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反映詩人在鄉

間、大自然中自在翱遊、瞥見水仙花的樂趣外，亦記錄了周遭的地

景。在《抒情歌謠》中，另首有名的敘事詩，柯立芝的〈古舟子之

歌〉(“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呈現的是一位懺悔的水

手：他在對婚禮的賓客說故事時，其故事內充滿了他對殺死信天翁

的愧疚。而他的一首抒情詩〈子夜霜〉(“Frost at Midnight”) 在顯現

一個父親對其兒子祝福之際，柯立芝也在詩中娓娓道出其成長於城

市的經驗。綜言之，以上所援引的例子在證明抒情詩中可含敘事，

使抒情詩更易具像化；而敘事詩中可有抒情成分，令敘事詩變得更

觸動人心，或益具說服力。 

故，基於上述的理論，本文以「抒情敘事詩」這個名詞，來詮

釋及分析〈賽姬頌〉及〈夜鶯頌〉二首頌詩。即本文除了將檢視此

二首頌詩中的抒情面向外，亦將探究其中的敘事成分，與其交融和

互成的部分，俾了解濟慈對其詩人角色的本體概念和其如何展現自

我。國內外濟慈研究中，迄今尚未有依此角度探討及解析此兩首作

品，因此本文擬對此些詩作提供一個新的思維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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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慈的生命歷程即是個坎坷的故事。在其決定放棄成為一個醫

生而選擇做詩人時，這個「成為一個詩人」的心念是種殷切的渴望。

於此前題下，他的自我期許受到了許多挑戰，特別是在 1818 年的

秋天《黑木愛丁堡雜誌》(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與《期

刊評論》(Quarterly Review) 對其第一首初試啼聲的長詩《恩迪米翁》

(Endymion) (1818) 無情的詆毀。這是濟慈的生命低潮之一。此外，

最了解他的小弟湯姆 (Tom Keats) 的肺癆也愈來愈病入膏肓。另，

他的創作泉源似已乾涸，因濟慈無法繼續構思其具有雄偉氣勢的史

詩〈海柏龍：殘篇〉(“Hyperion: A Fragment”) (1818 年動筆；1819

年放棄)，而必須放棄。在此禍不單行的時期中，簡短及抒情的頌詩

給了他一個情感及創作的出口 (Sheats, 2001: 87)。然而，濟慈亦在

此些頌詩中加上了敘事的元素，因此他的頌詩中會表現出他個人對

詩與詩人角色的理念與理想。 

如同其他的抒情詩，〈賽姬頌〉及〈夜鶯頌〉亦用到抒情詩所

使用的技巧：如隱喻、祈求 (invocation)、意象等；但是，此兩首

詩亦說故事。而兩首故事的情節，一言以蔽之，是濟慈在問一個問

題：我是如何的一個詩人？異言之，濟慈是如何思索、定義與書寫

其生命的故事篇章？ 

在研究濟慈對其終身職志的詮釋時，〈賽姬頌〉及〈夜鶯頌〉

是兩首關鍵詩；但此二首詩所表現的詩人本體的概念卻是迥然迴

異，甚至互相矛盾。於此，需先解釋為何選取此二首詩來解讀濟慈

詩人角色的認同。濟慈之所以是位英國浪漫詩派的大家，即在於他

豐沛的想像力、深切的美或藝術的覺知力與強烈的感性。賞析其經

典詩作時，最初的代表作品即為他的春天頌詩；濟慈學家史都特‧

史柏利 (Stuart Sperry) 甚至美譽為「偉大的春天頌詩」(the Great 

Odes of the Spring)，因此些春天的詩作特別映現了如上的濟慈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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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vii)。而〈賽姬頌〉和〈夜鶯頌〉在濟慈詩人本體的詮釋上具

有指標性的意義。除了它們為最先完成的二首抒情詩外，
9
 〈賽姬

頌〉在其格律上具有承先啟後的地位，因此詩令濟慈逐漸演化出其

獨特的濟慈頌體 (Keatsian ode)；
10

 且更猶如催化劑般 (Bate, 1963: 

498)，令濟慈的想像力開始馳騁，因此在短短的兩個月內亦完成了

奠定其不朽詩人名望的〈夜鶯頌〉、〈希臘古甕頌〉(“Ode on a Grecian 

Urn”)、與〈憂鬱頌〉(“Ode on Melancholy”) (Stillinger, 1982: xxx)。

而〈夜鶯頌〉則開創了其詩中含有論辯 (debate) 的特色；並因他的

高妙技法而使此詩與後來亦有此特徵的〈希臘古甕頌〉成為英詩中

的瑰寶 (Bate, 1963: 500)。在此些前題下，這兩首詩於濟慈的傑作

中有顯著的地位。尤其此兩首抒情頌歌中所含的敘事詩風互異，而

這正是本文擬探討的重心。換言之，此二首詩預告了濟慈身為一個

詩人其角色的複雜、風格的多樣性，和豐富的想像力。 

如上述，在此二首抒情敘事詩中，濟慈對其詩人角色的認同卻

歧異；以下將就此主題分述之。於〈賽姬頌〉中，本文擬就兩方面

來探索此論文主題：(一) 詩人如何呈現與塑造賽姬；(二) 濟慈為何

是個現代詩人。賽姬此角色反映出濟慈在努力成為一個詩人時，他

所有的焦慮與野心。在歌頌賽姬時，其個人的立場及表達的方式顯

示出濟慈是個有別於傳統的詩人。同時，他也在展現其逐漸增強的

自我意識和自信，詩中所透露出詩人的聲音 (poetic voice)，映照出

濟慈如何地從一個自我懷疑的詩人變成一個自我肯定的詩人；此種

轉變可從如下的詩行看出：「用我受到啟發的眼睛，我看、我歌」

(I see, and sing, by my eyes inspired) (第 43 行)。反之，在〈夜鶯頌〉

此詩裏，詩人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態度。在冥想夜鶯的歌聲時，濟慈

                                                   
9
 見史令傑版本的排序法。 

10
 濟慈頌體的格律為 abab cde cde。見 Bate (1962, 1963: 495-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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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的是一種相互牴觸、好壞參半的複雜情緒。因此，在冥想的過

程中，他改變了他的立場三次。所以，到整首詩的最後，詩人仍無

法確定他較喜歡夜鶯的世界或是其世俗的世界。濟慈的此種猶豫不

決，反映出他模稜矛盾的詩人本體。 

貳、〈賽姬頌〉 

濟慈的〈賽姬頌〉表達了他個人對詩人角色的理念，即此詩用

抒情的方式展現濟慈做為詩人的一個故事章節：濟慈想像他自己如

何成為一個現代詩人。依批評大家海洛‧布魯姆 (Harold Bloom) 之

言，即詩人如何接受遲來的重擔 (the burden of belatedness)，11
 且

能以遲來者 (latecomer) 的身分在詩人傳統中，去開發新領域；如

詩人自己形容的：「在我內心尚未走過的地方」(In some untrodden 

region of my mind) (第 51 行)，並以此為傲。濟慈是如何說故事的？

答案很簡單，他用了一些巧妙的技巧：「懸疑」、「驚奇」與另類

的敘事起頭。前已提及，普林斯以為「驚奇」或「懸疑」可增加故

事情節的張力。因此，為了增加其情節的敘事性，濟慈故弄虛玄；

且他不以傳統的時序來開展其敘事。相反地，他用了一個林中的邂

逅作為開端。如此一來，他即逐步掌控聽眾或讀者的情緒反應，而

能吸引讀者進入其故事中。 

的確，〈賽姬頌〉的敘述很有邏輯性和吸引力：首先，他技高

地賣了個曖昧的關子：「確定我今天作了夢，或是我看到／有翅膀

                                                   
11

 海洛‧布魯姆 (Harold Bloom) 在其深具影響力的著作《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1973) 對濟慈的遲來者的心結 (latecomer complex) 有很精闢的論

證。近年來，在此議題上有所立論的學者為馬丁‧阿斯克 (Martin Aske) 與安德魯‧

貝涅特 (Andrew Bennett)；其中貝涅特以「讀者的焦慮」(anxiety of audience) 闡
述濟慈對其晚入詩門的自我覺知。見 Aske (1985: 1-7); Bennett (200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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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賽姬張著眼睛？」(第 5-6 行)。此行詩不但點出了該詩的主題人

物，也讓整個故事似乎一開始即籠罩在如真似幻、虛實交雜的狀況

中，懸疑因此產生。更令人驚艷地是，此種技法已在暗喻與呼出本

詩擬討論的濟慈之詩人本體中的懷疑質性。再來，他形容自己在森

林中巧遇邱比特與賽姬。於是，另個懸疑又自然出現：讀者會很好

奇地想知道，該樹林是否會出現像但丁《神曲》中所出現的象徵性

的野獸，或是該森林具有莎翁 《馬克白》中伯南森林的指涉？無

論如何，在賣弄完關子後，濟慈隨即進入故事的情節，而使真相大

白：起初，最主要的問題似乎起源於他無法即刻辨識出賽姬。還好，

詩人隨即反應過來而稱呼賽姬為「他 (邱比特) 的珍愛賽姬」(第 23

行)；而這種手法即製造出一種驚奇。於此，本詩除了有亮眼的敘事

性外，故事的鋪陳很顯然地有別於傳統的邱比特與賽姬的故事：未

來濟慈要述說的這個故事不是一個詩人「不經意地在樹林裡漫步」

(第 7 行)，然後遇到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再由此去推移敘事；而是

詩人在此詩一開始即向賽姬致歉，預告此詩異於傳統的情節發展 

(第 1-4 行)。這種創新的楔子，即已顯示出濟慈特殊的想像力，也

印證出他與一般詩人不同的地方。並因濟慈是個當代詩人，故他不

用世傳的方式描繪蓊鬱的樹林；而用別於常法的創作：濟慈形容他

不住在一般的森林中，而是居住在由「如枝椏般的思想」(第 52 行) 

所叢集的森林裏。所以，他的敘事會是一個現代版的故事。因有這

個伏筆，此詩的情節發展會引起讀者的興趣，而想要一讀入勝。然

而，如同肯尼夫‧阿拉特 (Kenneth Allott) 及約翰‧包納德 (John 

Barnard) 所指出的，濟慈研究的批評趨勢似乎低估了〈賽姬頌〉。

阿拉特甚至稱呼此詩為濟慈偉大的頌詩中的「灰姑娘」(1959: 74; 

Barnard, 1993: 104)。但是，在審視濟慈如何建立其詩人的身分時，

〈賽姬頌〉是首極重要的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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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賽姬這個形象與其故事，濟慈告訴讀者一個他的故事：他

想要成為如何的詩人。濟慈參考羅馬作家阿普列尤斯 (Apuleius) 的

《金驢記》(The Golden Ass)、法國作家藍普葉 (Lemprière) 的《古

典字典》(Classical Dictionary)、和愛爾蘭女詩人泰瑪莉 (Mary Tighe) 

相當傳統的敘事詩《賽姬》(Psyche)，進而改寫並重新創作邱比特與

賽姬的故事。雖然評論家注意到濟慈借用泰瑪莉的文句，如「未曾

走過的森林」(I, 4)，「小徑尚未被走過」(III, 129) (Bate, 1963: 493)，
12

 

或是「因喜悅而昏倒」(VI, 384)，但他們尚未就濟慈轉化泰瑪莉的

愛情追尋，並將之用來表現其為詩人的本體認同而作廣泛的討論。

以下，本文將就這個議題，以賽姬的塑造和濟慈身為一個現代詩人

的特質來進行探索；即此章節將論證濟慈是如何以第一人稱、主觀

的立場，採集與融合客觀的傳說，來想像與建構一個別於傳統的新

賽姬戀史。換言之，濟慈如何用外在的客觀事實，來彰顯其內在欲

建立、甚至強化的詩人本體；因之，〈賽姬頌〉可恰切、如實地應

證「抒情敘事詩」的定義。 

在濟慈追尋其詩人本體的過程中，詩人因其靈視的想像力 

(visionary imagination) 而始能創作；對濟慈而言，這個靈視想像力

的意象至為重要。在其書《作者》，安德魯‧貝涅特 (Andrew Bennett) 

提醒我們先知的傳統 (視詩人為先知)，在浪漫時期中是重要的一個

概念 ( 2005: 3, 36)。自浪漫詩人，尤其自濟慈的立場言，一個詩人

必要有靈視的想像力。詩人受到自然界的美之觸發而有靈感的意

                                                   
12

 此指原詩的第一章第四行；以下詩句均依循此例證解讀。而關於泰瑪莉 (Mary 
Tighe) 的詩集版本，請參閱黑瑞忒‧林肯 (Harriet Kramer Linkin) 所編的《泰瑪

莉的詩選暨信件集》(The Collected Poems and Journals of Mary Tighe) (Tighe, 
2005)。所有本文所引用的泰瑪莉的詩選均出自於此版本；唯中譯處由本文作者翻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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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濟慈早期的詩作，如「我踮著腳尖站在小山丘上」(“I stood 

tip-toe upon a little hill”) (1817)、及《恩迪米翁》即已呈現；這個

意象也出現在他後期的作品，如本文所討論的〈賽姬頌〉。包納德

認為華茲華斯的《遠足》(The Excursion, IV. 687-756, 840-881) 是

濟慈有此意象的原型：一個詩人的想像力因與大自然有共鳴而受啟

發  (Barnard, 2006: 499-502)。但是，這個因詩人遊移的眼／我 

(wandering eye/I) 而與大自然之美有所互動，進而有創造力的意

象，其實早在威廉．卡德溫  (William Godwin) 的《萬神殿》 

(Pantheon) 中有所闡述，濟慈在青少年期已讀過此書  (Barnard, 

1993: 39)。依卡德溫的說法，只有當一個人的「想像力變得有點靈

視想像的」，他才能充分欣賞大自然的美  (Barnard, 2006: 

499-502)。在此前提下，濟慈的〈賽姬頌〉反映出靈視想像力與大

自然之間的相互關係；主觀性與客觀性也就因此顯現。因詩人「無

意地」(thoughtlessly) 在森林中閒逛，而「看」到了白鴿，一個大

自然的生物 (客觀的事實)；所以，詩人運用其想像力，把白鴿看成

是賽姬的化身 (主觀的投射)。 

如前已提及，濟慈對賽姬的想像讓其有機會可投射作者的意圖

於此神話人物上。范德勒解讀詩人「無意的閒逛」反映了濟慈仍居

住在「幼兒期或是無思考的房間」(infant or thoughtless Chamber) 

(Vendler, 1983: 58)；易言之，她認為濟慈的此種表達方式意含他是

個尚未歷練、不諳世事的詩人；仿若華茲華斯於〈亭潭寺〉中自我

的分析 (第 68-84 行) 般。但是，本文卻提議另種不同的看法。本

文主張詩人「無意的」閒逛其實是種「有意的」行為；而這個行為

顯示濟慈想表現他新的詩人本體；換言之，濟慈把他身為一個遲來

者及尚未在文學界立足的事實與尚未被神格化的賽姬作聯想。尤

其，如前所述，此詩是成就濟慈的第一首成名作，故在詮釋濟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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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身分與角色認同，其重要性愈突出。 

而濟慈和賽姬在地位與背景有相似處；這可從三方面分述如

下。第一、他們二位在正典中都被遺忘或是尚未被認可：一位是在

詩人榜上；另一位則在神祇譜裏。或許濟慈會被賽姬所吸引之故，

是因他們都未有正式的名分；因此，濟慈透過賽姬這個人物表達了

他的抗議及自我期許：雖然他尚未被視為是典範的詩人，但他有潛

力，就如同賽姬未來會被冊封在群神譜中。濟慈的這種想法可在他

於 1819 年 4 月 30 日寫給其大弟喬治 (George Keats) 及弟妹的信

件中得知。他宣稱：「我更甚於正教，所以不會讓一個意 [異] 教

徒的神給忽視掉」(Rollins, 2001: II, 106)。
13

 濟慈為賽姬辯護，認

為她該被尊為女神。換言之，如果濟慈頌揚賽姬，此即意味賽姬可

被視為「正統的」女神，因賽姬已具有一個女神的特質。於此情境

中，在〈賽姬頌〉此詩中，濟慈敘說賽姬的故事並表達他對賽姬未

被晉升為神的遺憾：祢較月神斐比 (Phoebe) 與黃昏女神 (Vesper)

「更美」(第 26-28 行)，但為何祢沒有「廟宇」、沒有「堆滿鮮花

的神壇」、和「處女合唱團吟詠甜蜜的歌聲／在子夜時刻」(第 28-30

行) 來向祢表示敬意，詩人如此問著？雖然以不同的措辭，但濟慈

使用平行手法來質疑賽姬被忽視的地位，因此他二次代表賽姬表達

抗議：她「沒有聲音、沒有詩琴、沒有吹管、沒有焚香／自擺動的

繩鍊上的香爐飄送香氛」(第 32-33 行) 來頌揚她；而她也「沒有聖

祠、沒有樹叢、沒有神諭、沒有亢情／來自發白嘴唇祭司的囈語」

(第 34-35 行) 來崇拜她。這些在表面上，公正持平的敘事，反映了

                                                   
13

 原文：“I am more orthodox that [than] to let a hethen [heathen] Goddess be so ne-
glected.” 所有本文所引用的濟慈信件均參閱海德‧羅林 (Hyder Edward Rollins) 
所編的權威版本 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1814-1821 (2001); 唯中譯處由本文作者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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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慈保持了身為一個藝術家非個人化的層面和客觀的立場。但，如

深思此些重複的語句 (repetition)，卻可感知此些詞語下仿彿摻有主

觀的個人情愫，亦即語句的複現似乎加強了濟慈對未被神格化的賽

姬之同情。依據專研小說技巧的評論家黑利斯‧米勒 (J. Hillis Miller) 

的理論，語句的重複在敘事中是種重要的母題 (motif)，因其牽涉到

「再尋找」(re-seeking) 的意念 (Miller, 1982: 1-21)。而「再尋找」

可讓我們重新檢視前一個觀點是否會在後一個觀點圓熟後，被取代

之。如此的圓熟和改變的過程是文章情節有所突破或有新發現的必

然階段；而此功用正巧顯現在這個詩節中。也就是說，這些複述表

示了濟慈發現與認同賽姬堪憐的處境。  

其次，賽姬的神話與濟慈的「磨練靈魂之谷」 (the vale of 

Soul-making) 的人生哲學有相關性。文批家如米瑞姆‧阿拉特 

(Miriam Allott)、里昂‧渥道夫 (Leon Waldoff)，但尼爾‧渥肯金 

(Daniel Watkins)，與克里斯‧史提亞 (Kris Steyaert) 均有觀察到此

點 (Allott, 1970: 515; Steyaert, 1996; Waldoff, 1985: 106-108; Wat-

kins, 1989: 96-97)。確切如此，賽姬的考驗，就如同她的名字「靈

魂」(soul) 所含義的，是其靈魂的磨練。然而，有意思的是，濟慈

並未在其頌詩中寫到賽姬的試煉。雖然史提亞特別指出賽姬的冥界

考驗，並論證她的試驗剝奪了讀者瞭解賽姬個別性的機會 (Steyaert, 

1996)； 但是，史提亞並未將賽姬於冥界試驗的意義與濟慈的「磨

練靈魂之谷」的人生哲學 (Rollins, 2001: II, 102) 串連並驗視。在

此，本文將就這個似乎被遺忘的層面提出一個觀點：雖然濟慈並未

描寫賽姬的冥府磨難，然賽姬的地府之旅對濟慈的思維模式有種影

響力；而此種影響力反映在其書信上。代言之，賽姬在被封為神祉

之前，必得在冥界的黑暗苦日中歷盡坎坷；濟慈因此將賽姬的幽冥

之旅與他的生命歷程畫上等號。於此，本文需再強調一次，這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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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一個原型的情節上：冥府之旅；所以，我們在此詩的最後一

個詩節，可窺見濟慈所描述的冥府世界：「黑壓壓的樹林」(第 54

行) 與「嶙峋陡峭的山脈」(第 55 行)。 

由上得知，賽姬代表靈魂，而濟慈用此神話人物來確認他自己

有能耐可接受靈魂的磨練和可努力而得到詩人的本體特質。所以，

賽姬的擬人化可幫助濟慈接受失敗、攻訐、或是任何意想不到的打

擊，如同他在 1819 年 4 月 21 日寫給其大弟與弟妹的信上之言： 

叫這個世界為，如果你願意的話，「磨練靈魂之谷」……他

們不是靈魂，直到他們已得到其本體特質，直到每個人都有

個別性？……你沒有看到世界的苦難和麻煩是必須的，進而

教育每個人，使其變聰明與磨練其靈魂？(Rollins, 2001: II, 
102)

14
 

如同賽姬得到陰界或是幽冥中接受試煉般，濟慈也在黑暗中摸索，

不管是情感上或是事業上。他於 1819 年 3 月 19 日至 4 月 15 日寫

給其大弟與家人的長信上表達了他的擔憂與害怕：「我仍年輕，故

可隨便亂寫──在完全漆黑中努力地利用微弱的光源──我不知道

我的方位在哪裡，因我不知道任何人的意見，也不知道如有的話，

是否 (對我) 有肯定」(Rollins, 2001: II, 80)。
15

 濟慈那種心靈混沌

不明的壓迫感極大，因為他再次強調其心靈之光的失落：「我幾乎

是在黑暗中寫作」(2001: II, 82)。如果帶進前指的「黑壓壓的樹林」

                                                   
14

 原文：“Call the world if you Please “the vale of Soul-making” . . . they are not Souls 
till they acquire identities, till each one is personally itself? . . . Do you not see how 
necessary a World of Pains and troubles is to school an Intelligence and make it a 
soul?” 

15
 原文：“I am however young writing at random—straining at particles of light in the 
midst of a great darkness—without knowing the bearing of any one assertion of any 
one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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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嶙峋陡峭的山脈」，在字面上，此些形容詞是客觀的地景描述；

然而在個人及象徵意義上，這些語詞卻反映出詩人內心的恐懼與沉

重的心理壓力。濟慈可能藉景喻情，透露他對其創作生命行旅的疑

懼，因為前途是「黑壓」與「陡峭」，充滿了許多不可知的變數與

艱辛。在此時期，濟慈對生命感到一種倦怠，因他懷疑身為一個人

的完美性，所以思忖人類不過是個「可憐的兩腳動物」(poor forked 

creature) (2001: II, 101)。簡言之，濟慈在心靈的黑暗中寫作和掙

扎，表示了他不知道他的人生方向與成功的可能性。然而，此頌詩

有一個令人欣賞的地方，即是濟慈如何借用賽姬的故事，寫出其創

作過程中的嘗試與失敗 (trial and error)，直到他找到了他自己的人

生定位──他與一個「聖潔的是神靈出沒的樹枝」(第 38 行) 的神

話世界切割，即他不再用傳襲的方法來寫〈賽姬頌〉，而能堅定地

表明用其受到啟發的眼睛看與歌；因此，此詩反射出他的主觀意識

及現代感，而這即是如下文段將探研的。  

第三個以及最後一個要探討的面向是在正式入冊一事上：濟慈

與賽姬均是遲來者。這個論點讓我們知道為何濟慈要歌頌賽姬，而

此頌揚轉換了他的詩人聲音。史柏利論評濟慈讓賽姬正名是個困難

的任務，因為他有過去歷史的負擔 (1973: 255)。但，本文卻以為濟

慈在此舉上確是別出心裁。賽姬很晚方被奉為神明，並非因其缺乏

資格，因濟慈已將賽姬描繪得比其他的女神「更美」(第 28 行)。賽

姬未被奉祭為神明，實因其在眾神譜中缺一個位子：賽姬本來是凡

人，而她一直要等到天帝宙斯賜與永生，才能成為女神。濟慈也有

類似的困境：即令他有詩人的特質，他仍是個尚未被認可的晚到

者。然而濟慈要為其詩人的地位努力，因為沒有天帝來授予他詩人

的頭銜。 

身為一個遲來的詩人，在建立其詩人身分時，濟慈要比其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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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分確立的詩人要面對更多的衝突、懷疑，且有較高的自我期許。

異言之，濟慈很在意那些前輩詩人的榮耀，並且在欲求新進詩人的

頭銜一事上也很焦慮。這也就是為何當濟慈向他的好友巫豪斯 

(Richard Woodhouse) 抱怨他無法找到任何獨創的題材寫作時，巫

豪斯試著鼓勵濟慈，要他不要放棄寫詩。巫豪斯給濟慈的信上寫

道：「我由衷地相信，詩的豐富性無法被窮盡，而它也是永遠取之

不竭的」(unexhausted & inexhaustible) (Rollins, 2001: I, 380)。所

以，可能是因為濟慈憂心他太晚入行，才會認同賽姬。對濟慈言，

雖然賽姬是「最美的天仙」(第 24 行)，也是奧林匹斯山諸女神中「最

耀眼的」(第 36 行) 神明，但因她尚未被冊封，因此她必須變成「最

後產生的」神祇 (第 24 行)。賽姬為遲到者的概念在詩文第 36 行：

「雖然太晚發古老之誓言」，與第 37 行兩個「遲」的字眼：「對

音柔的弦琴言，你太遲、太遲了」顯現無遺。在濟慈的例子中，他

知道他的遲來者的地位 (或是他沒有地位)，因此他擔心此事實。職

是，濟慈對身為遲來者與尚未定位的詩人身分有了雙重的疑慮。但

是，在此詩的後半，自第 43 行開始：「用我受到啟發的眼睛，我

看、我歌」，代入了一個轉換後的新聲音，而這是一種自信和宣示

著作權 (authorship) 的聲音。 

身為讀者的我們如何理解此詩及濟慈事業上的這個轉捩點

呢？而這轉變可切入另個議題：濟慈為何是個現代詩人？
16

 首先，

我們看到濟慈對其自身的定位：如前述，他已與「神靈出沒」神話

世界切割，故將自己定位於出生在「離開遙遠的暮日／自快樂的眾

                                                   
16

 研究濟慈的主要文評家均同意濟慈為現代詩人 (Barnard 1993: 102-03; Sheats, 
2001: 87-91; Sperry, 1973: 248; Waldoff, 1985: 118; Watkins, 1989: 88-106)。但

悌穆胥‧克拉克 (Timothy Clark) 的《靈感的理論》(The Theory of Inspiration) 卻
認為濟慈是位後現代詩人 (1997: 26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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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中」(第 40-41 行) 的時空。濟慈的如此書寫使此詩聽起來似乎充

滿了失落感，但同時也帶進了他身為一位當代或現代詩人的自覺。

之前，本文已討論濟慈異於前人傳承的起頭方式，於此再繼續探究

此主題。如同貝涅特對「現代詩人」一詞所歸納出的定義：「(現代

詩人 ) 是自發的、具獨創性的、和有表達能力的」 (autonomous, 

original, and expressive) (2005: 56)。於此，我們可發現這首詩有兩

個情節（double plot）同時進行：一個故事情節與濟慈覺知的失落

感及與「快樂的眾神」之分離；另一個是：詩人化身為一個「自發

的」與「具獨創性的」人物。這兩個情節雖有前後的順序，但不分

軒輊、反而互為因果，且可互相成就 (Harmon, 2012: 366; Prince, 

2003: 23, 73)。換言之，濟慈的詩人本體表現在其與過去傳承的關

係：他的現代感的自我只需切斷與過去承傳的臍帶，其新世代的詩

人身分則會出現。因此，在〈賽姬頌〉中，濟慈巧妙地將此二個同

等重要的情節交織在一起：詩人如何偶遇賽姬，編織曲折的情境，

再以喜劇收場。而濟慈的高超技法即在於他如何運用敘事，於無形

中消長了彼此的力道；且由事實層面轉入內化的聲音，再由內發的

覺知變為外在的呈現。下文將再繼續論證此點。 

在討論濟慈的「現代」作者身分，有兩個面向可循：第一、在

〈賽姬頌〉中，濟慈的想像力與性別問題和主動性有關係。於此問

題上，濟慈與賽姬有別：在被冊封為神之前，賽姬為凡人，而她有

女性的安靜和被動 (Steyaert, 1996; Watkins, 1989: 99)。依此角度

言，她沒有任何人詠讚她。濟慈看到了這一點，因同情賽姬，而頌

揚她。如是，濟慈用詩人的身分為賽姬築造一個「神廟」(第 50 行)，

因此確立了她的合法地位。在此情境中，「用我受到啟發的眼睛，

我看、我歌」在作者身分的建立上是最強而有力的詩行。如上論，

一個詩人必要有靈視的想像力，他才有資格成為詩人；因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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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到啟發的眼睛，我看、我歌」，這行詩即是此詩的敘事中心。

此行詩清楚宣示了濟慈的主動、自信與其詩人本體。雖然渥道夫、

史提亞與保羅‧胥茲 (Paul Sheats) 都觀察到了濟慈於此行中所表現

的自信，然而他們尚未自著作權的觀點來論證。因之，本文建議這

行詩表達了濟慈的詩人身分與責任，因他展現身為作者的主控權與

自主性。在客觀、非個人面上，濟慈用他的靈視想像力為賽姬創造

了一個地方、一個名字、與一段歷史。同時，於主觀、個人面上，

濟慈與賽姬形象重疊合一，以藉由賽姬來頌揚自己，並為其建立了

一個詩人的事業。易言之，此詩行表明了濟慈以一個詩人的角色訴

說賽姬的故事 (淺層面) 與他的故事 (深層面)。 

在檢視第二個面向，以證明濟慈是個現代詩人時，會牽涉到他

的個人特質與表達的立場。史柏利指出濟慈成為一個吸引讀者的詩

人，是因該頌詩中有「內化與主觀性」(Sperry, 1973: 255)。包納德

則辯證，以為此詩反映出作者孤立的自我意識  (Barnard, 1993: 

103)。然而，本文卻持有不同的觀點：濟慈把賽姬變成一個「現代」

女神，因此與之自視為「現代」詩人的身分相平行。濟慈會用他溢

切的表達技巧和豐富的想像力──「運作的頭腦所搭起的花圈棚

架」(the wreath’d trellis of a working brain) (第 60 行)──為賽姬蓋

起一座「現代」的寺廟。這座廟宇不是蓋在石頭上，也不蓋在某個

地方，而是蓋在一個詩人心中「尚未走過的地方」。因此，賽姬變

成濟慈的私人女神。此外，獻給賽姬的花永遠不同，因為幻想園丁 

(the gardener Fancy) (第 62 行)，或是濟慈的想像力，即其「幽暗的

心思」(第 65 行)，會一直不斷地創造與反創造 (compose and de-

compose)。因之，濟慈的賽姬神殿自然把賽姬與其他傳統祭祀女神

的方式分開；所以，賽姬變成了一個「現代」的神明。濟慈想像力

中的現代性，再一次表現在其詩人的聲音上，進而展露了其逐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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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作者意識與自信。 

在〈賽姬頌〉中，著作者的聲音 (authorial voice) 於濟慈的詩

人本體的演變上是個關鍵性的主題。史柏利觀察到第四個詩節的開

端，濟慈的作者意識逐漸增加 (Sperry, 1973: 255)。胥茲甚至認為

濟慈在敘事技巧上反映出他是個滿腔熱情的叛逆者，而且精於行文

掌控 (Sheats, 2001: 87, 89)。史柏利與胥茲二位文批家確實對濟慈

的敘事有中肯的評述。於此詩中，濟慈的詩人本體的自信展現與其

詩文的發展有平行、並列的關係：自第二個詩節起，詩中的語調即

已往上揚升，並在第四個詩節達到頂點。象徵性言，在此詩一開始

時，說書的詩人尚未肯定自己；而這種不確定性特別可從他看到賽

姬的反應得知。包納德主張濟慈的幻夢─幻象 (dream-vision) 是詩

人質疑幻象真實性的舉動 (Barnard, 1993: 101)。但是，要瞭解幻象

的話，最好自濟慈的詩人本體的轉化來審視。也就是說，濟慈若不

是過於謹慎而變得膽怯，即是自我懷疑；我們可由下列詩行來進一

步瞭解。仿若他可能會褻瀆賽姬女神般，詩人為此請求女神的寬恕 

(第 3 行)。濟慈的怯卻或疑慮反映在他看到賽姬這個影像時，他困

惑了。如上述，詩人懷疑他是否有看到賽姬：「確定我今天作了夢，

或是我看到／有翅膀的賽姬張著眼睛？」(第 12 行)。 

上文提及，擁有想像力是一個詩人基本的特質。如果一個詩人

會懷疑他的靈視想像力，即表示該詩人對其詩人本體的認同缺乏自

信；因此，這兩行詩暗示了濟慈的自我懷疑。但是他的這種結結巴

巴、疑惑未定的語調逐漸消失，而顯現出自信的聲音。尤其是，他

的自信證明了他身為現代詩人的心態 (psyche)。就如同史柏利堅信

的，在所有濟慈的頌詩中，自〈賽姬頌〉的第一個詩節移轉到第二

個詩節是「最」顯著的例子，因其「標示了自無知轉換到有知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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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Sperry, 1973: 252)。
17

 代言之，濟慈拋棄了神話的觀點，而用

歷史、現代的角度做敘述。異於《恩迪米翁》的是，他不僅運用神

話故事，更嘗試重新定義神話的列名傳統，以給賽姬一個正式的名

分。因此，即令濟慈是個遲來的詩人，他的敘事也讓濟慈與前輩的

詩人不同。他對賽姬的崇敬讓其可堅定地為賽姬發聲；而且依他的

知識與經驗，給賽姬一個現代的詮釋。當在第二個詩節，濟慈表達

他對未被膜拜的賽姬之同情時，詩人清楚地表達了他對賽姬深切的

同理心；而詩人作者聲音由此開始。在第三個詩節時，詩人更展現

自信；就如此詩行「用我受到啟發的眼睛，我看、我歌」所傳達的，

濟慈立志歌頌賽姬，所以他續言：「讓我做你的詠唱團」(第 44 行)；

而此舉動加倍強調了他的自信。在第四個詩節時，濟慈的自信達到

最高點，因他宣告：「是，我會做祢的祭司」(第 50 行)。這行詩象

徵了濟慈承擔作為先知詩人的責任與信心，因為他與「發白嘴唇」

的先知 (第 49 行) 合而為一。第一個字「是」特別展現濟慈的果斷，

因他變成賽姬的司鐸 (客觀面)；而從濟慈的角度言，亦是他自己的

司鐸 (主觀面)。於此敘事上，濟慈與賽姬的形象再一次重疊合一，

主客觀交融成互有關連、彼此成就的抒情敘事。代言之，在事相上，

賽姬的神化，要靠濟慈的歌詠；而詩人在客觀描述賽姬的本生故事

時，又因賽姬的傳說與詩人的生命故事諸多雷同，故詩人投射其個

人的情感和主觀的想法時，自然呼應了頌讚文體中所強調的主觀

性、想像力與情感。 

在〈賽姬頌〉，濟慈融合了敘事和抒情，顯出他的主客觀面、

個人與非個人化的表現：他以一個擁有靈視想像力的敘事詩人來呈

現他自己；同時，他也把身為一個遲來者與尚未被列入正典的焦慮

                                                   
17

 原文：“the exchange of innocence fo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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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到賽姬的身上。於是，在記敘賽姬的故事時，他亦流露了個人

的情緒。在該詩結束前，濟慈已肩負起一個作者的角色，並因詠頌

賽姬而有詩人本體。此詩使濟慈產生了堅定的自信，因此〈賽姬頌〉

的意義非常的重大，尤其〈賽姬頌〉是他的春天頌詩的第一首 

(Rollins, 2001: II, 105)。此詩表現與達成了詩人的自我期許；而此

詩也促使他去創作其他的頌詩 (2001: II, 106)。在此詩中，濟慈展

現了作者權威，俾益未來他在〈秋頌〉(“To Autumn”) (1819) 上展

現了他成熟的詩人本體。 

參、〈夜鶯頌〉 

如果〈賽姬頌〉顯示出濟慈尋求一個堅定的詩人聲音與成就，

那麼，〈夜鶯頌〉卻透露出一種完全不同的語調：濟慈的猶豫不決；

而此躊躇是因夜鶯的意象喚起濟慈益加增長的混亂情緒。在此前提

下，這首抒情詩的敘事成分，用一種類似「幻夢敘事」(dream narra- 

tive) 的架構表現了濟慈矛盾的詩人本體。 

何謂「幻夢敘事」？依據《魯特芝敘事理論百科》，「幻夢」

(dreaming) 的定義是「一種由知覺、感覺，與其他心理活動所產生

的幻覺狀態」；
18

 而此種狀態與「願望滿足」(wish-fulfillment) 有

關 (Herman et al., 2010: 126)。此個理論自然根源於佛洛伊德對夢

的詮釋與心理分析。
19

 雖然普林斯曾詰問「夢」是否為敘事，且直

言不諱地否定這個理念，然而此議題仍有討論的空間 (2010: 126)。

本文於此非要參與此個辯論，但卻擬採用「幻夢敘事」的定義來解

                                                   
18

 原文：“a hallucinatory state based on perception, sensation, and other types of 
mental action.” 

19
 見 Freud (2010)，尤其第三、五、六及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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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夜鶯頌〉中的抒情敘事，以豐富對此名頌的賞析。 

在幻夢敘事的理論中，有兩個主要的術語：移位 (displacement) 

與濃縮 (condensation) (Buchanan, 2010: 95, 135-136; Herman et al., 

2010: 126)，即個人的「本我」(Id) 在現實面 (reality) 未得到滿足

時，因此於夢中轉化 (transform) 情境，此種轉化的過程即所謂的

「夢中運作」(“Dream-Work”)，而此種方式可使個人的願望滿足 

(wish-fulfillment)。換言之，作夢時，夢中所出現的景象是有所指涉、

具意義的  (meaningful)；即是因果互聯的  (Herman et al., 2010: 

126)。而它出現時，已不再只是單一的景象，而可能是串連的夢中

情思 (dream-thought)、或恐是個合成的 (composite) 景象。夢中情

思的組合和其界線的模糊可讓原本清楚、且定位明確的景象重新壓

縮 (condense)、洗牌、移轉 (shift) 或以亂碼出現；簡單地說，即一

切與常態常理相反。濟慈的〈夜鶯頌〉所呈現的敘事與「幻夢敘事」

的理論相同；故本文於此用「幻夢敘事」來解析此詩中所用的文學

技巧和模稜兩可之詩人本體。 

評論家形容濟慈的〈夜鶯頌〉是首「象徵性的辯論」；
20

 而本

文以為這種辯論根源於詩人的內心掙扎，因此辯論成為此詩的主軸

情節。對濟慈言，夜鶯為理想、永恆與藝術／音樂的表徵，所以，

詩中的辯論以詩人對夜鶯所作的回答為中心；易言之，辯論讓此詩

的情節繼續發展下去，且解釋了情節發展上的突然轉折。傳統上，

文批家以「削減法」(Randel, 1982: 52; Wasserman, 1953: 178-223) 

來論證詩人如何自覺他內心的衝突，並嘗試找到一個更適合的方

式，來解決其自身的問題。然而，一個基本的概念似乎被忽略了：

                                                   
20

 見 Randel (1982: 55)，此論文原收錄於 David Perkins 的《永恆的追尋》(The Quest 
for Permanence (1959: 299)。柏欽主張濟慈為現代詩的主要先驅之一，因為在其詩

中，他用了「象徵性的辯論」(symbolic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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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對夜鶯的歌、其意義和個人本身的欲求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與

立場。濟慈權威專家之一華‧傑克森‧貝特 (W. Jackson Bate) 曾就

「夜鶯」這個比喻做了精闢的分析。他認為夜鶯是一隻鳥，而鳥兒

會飛，所以，我們見不到牠。且牠的歌聲亦同樣地讓我們只聞其聲，

但卻不見其蹤；代言之，「夜鶯」這個意象本身就虛無漂渺。尤其，

貝特再指出，夜鶯的歌聲高低鳴囀，因此聲浪亦上下迴旋  (Bate, 

1963: 502)。依此論點，濟慈的情緒隨著夜鶯和其歌聲而起伏不定 

(mood swing)，他的情思自然無法一言概之，或許常有正反翻轉、

相互抵觸的時刻。亦即濟慈的夜鶯似如雪萊 (Shelley)〈雲雀頌〉

（“To a Skylark”）中的雲雀，讓詩人想像了 (envision) 一種理想的

境界，所以濟慈可以敘事之，並坦露他對現實的看法。然鳥兒的這

個象徵 (symbol) 本身即很飄忽不定，因此詩人會時常自我對峙，

特別是此詩以問句作為結束，更突顯了濟慈的舉棋未決。文批上

言，濟慈確是大師，因其已就夜鶯的意象預示了 (foreshadow) 一

個吸引讀者的抒情敘事。因此，本文將論述的是，〈夜鶯頌〉這首

詩在情節推移時，詩人的立場前後有明顯的不同：詩人三次改變態

度，而這些轉變顯出其心意未定；而此詩最後以作者困頓與猶疑的

詩人本體做結束。 

相對於其他兩個立場言，詩人的第一個立場很是一廂情願：它

顯示了詩人對夜鶯世界的渴望，與其想要逃離現世的想法。他認為

鳥兒的世界比其世界更好，因此在前六個詩節，濟慈表達了他對此

兩個相異世界的看法。詩人的第二個立場則二分法：此立場自一開

始，即潛伏在這首詩中，而在第七個詩節完全浮現；而此一現象，

表示了詩人心境的改變。在此階段，詩人發展出一種超越的思維方

式：他認為其世界與夜鶯世界是獨立不同的存在，而其塵世不見得

會劣於鳥兒的世界。然而，在此詩的最後兩行中，濟慈第三次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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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立場，並且在此最後的立場中，呈現了他前後不一的情結。

因此，此詩的結尾表現出詩人的內心衝突與尚未化解的僵局。 

詩人一廂情願的立場可在第一及第二個詩節中看出。如前所

述，在此初期階段，詩人渴望居住在鳥兒的世界中，故他可以逃離

莫名難懂的塵世。因此，第一個詩節反映出詩人對其世界的不滿。

一開始，濟慈即用史詩開場的方法，「自中間開始」(in medias res) 作

敘述：「我的心在痛，一種昏沉的麻木刺痛了／我的感官」(第 1-2

行)。范德勒認為濟慈從故事的中間情節切入，表示他急迫地想與鳥

兒的世界有所連結；因為在他出言之前，似乎他已與夜鶯世界交融

在一起了 (Vendler, 1983: 97)。的確，范德勒的說法很有說服力：

在第一階段，詩人對鳥兒的世界沒有任何的成見或假設；相反地，

濟慈的一廂情願似乎顯示他一開始即愛上了夜鶯的世界。本文之前

提及，外在事物的敘事可反映個人私密性的情感。因此，濟慈的此

番公開表白，可使讀者臆測到詩人定有心曲待吟，因為一個人不會

無故心痛，他必是受了苦；易言之，此客觀的書寫是主觀的外現。

且，如同〈賽姬頌〉般，濟慈不以傳統的時序鋪展其故事，卻用了

敘事詩至寶史詩的開場白方式，直入故事情節中心：「我的心在

痛」。如此一來，詩人不僅迅速抓住讀者的注意力；且因這個開頭

太令人心驚，故格外令人印象深刻。所以，讀者除了即刻的關注外，

更會與之產生共鳴 (relate to)，因為看倌也有心痛的時刻。代言之，

此詞語引發了共通性，而就讀者的透視觀點而言，這個形容從外相

客觀的閱讀，轉入了內相主觀的感覺；濟慈的功力由此可見一斑。

此外，因故事「自中間開始」，故詩人得倒敘 (flashback)。且在倒

敘的同時，他又必得交代現在與過去 (或許亦有未來) 的關係，因

此其敘事猶如梭子來回地爬梳情境，使敘事的結構逐層而漸進、而

景深則愈入內庭，終究到了情節的核心。這種敘事的構築與技法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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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深化了濟慈身為一個敘事型詩人的形象。然而，此詩開頭的前

幾個字雖顯示了詩人的沮喪：「我的心在痛」；但是，未來情節的

發展卻令人意外，因如下詩行表達出另種，甚至是反向的情緒。詩

人的痛苦非是因身心的煎熬或是肉體的劇痛，而是一種如吸食鴉片

般的幻樂 (第 2-3 行) 所喚起的「痛苦」：他是因沉醉在夜鶯的鳴

唱中所帶來的快樂中，而產生了痛苦。換言之，此詩一開端即以仿

若吊詭 (paradox) 的形式出現，令人耳目一新。在論述「吊詭」技

巧上，克林夫‧布克斯 (Cleanth Brooks) 即大力鼓吹詩的語言是吊

詭的語言 (1975: 3-21)。因為人類經驗的多面向、多層次與重疊性，

在作文學敘述時無法絕對與武斷地清楚描繪該經驗，於是，詩人在

詞語的掌控上，會有悖論，不論是一個詩句或前後意義的連貫。如

此的技巧是個強而有力的手段，因其探測了語言的限度 (Harmon, 

2012: 350)；如再延伸，也會牽涉到主觀面、個人與非個人立場。

所以，在〈夜鶯頌〉中，如此吊詭、曖昧的說法增加其敘事的可讀

性與複雜性，而且詩人的情感與情緒也就難以單向呈現。因此，這

種似是而非的語句，亦暗示了未來濟慈會有矛盾的詩人本體之可能

性。此詩的情節推進時，濟慈再繼續以這種模擬兩可、相反的形容

詞來形容他的情感：「不是因為嫉妒你的快樂，／而是在你的快樂

中，我實在太快樂」(第 5-6 行)。我們可以知道他因夜鶯的歌，而

感覺到快樂；但從另個角度言，因鳥兒的歌，詩人知道他所居住的

世界中缺乏此快樂。簡言之，他的感受有種二元的對立與共存，因

痛苦與歡樂交雜在一起。我們可以知道詩人有必要仔細地釐清其情

感，因為一種較顯明的情緒可能蓋過或隱藏了另種微妙幽晦的情

思，而易產生混淆。職是，詩人對二個世界的前後不一之說辭彰顯

了他的兩難，充分表示出其無法冷靜、客觀地形容其感覺。 

前已提及，詩人「自中間開始」的這一手法可使我們聯想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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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頌詩與濟慈之間或許有關係：詩人想瞭解為何他因諦聽夜鶯的歌

曲而有不同的體驗，及此些體驗對其心緒的衝擊。就如史詩英雄般 

(舉例言，伊尼亞斯 [Aeneas])，濟慈努力想要清楚界定他的真實情

感：「不是因為嫉妒你的快樂，／而是在你的快樂中，我實在太快

樂」。詩人想自外相上往內求；以便明白事實層面所帶給他的個人

意義。同時，也仿彿史詩英雄一樣，詩人也有他的宿命：依濟慈的

例子言，他必要與夜鶯的「快樂」合而為一。換言之，在評論此段

敘事時，我們注意到一方面詩人要保持客觀，以靜心欣賞夜鶯歌曲

的美妙，而不妒羨夜鶯，即所謂的非個人化的藝術表現；但同時，

如承續上面吊詭的論點，他又必要能深入地感知 (empathize)，方能

去體驗鳥兒的快樂，而他也才能快樂；猶更甚言，他能將快樂給滿

溢出來，而才能「實在太快樂」。而這種同感共鳴 (empathy) 表現

了另種個人化的藝術。因濟慈可以感受到鳥兒「在夏季時，放開喉

嚨高歌」(第 10 行) 的快樂，故這又是另個主觀中含客觀，客觀中

夾主觀，即抒情與敘事交融的另一例。 

詩人對夜鶯世界的熱望可以再自他的驚嘆句與平行句的敘事

技巧中看出來。在濟慈熱愛夜鶯之歌的前提下，於第二個詩節中，

可引進另個詩人的渴念：對溫暖的南方之殷望。如同渥道夫所觀察

的，在第二個詩節的第 14 與第 15 行，以驚嘆句的「噢」(O) 表示

了他對某物的渴求或某物的缺乏 (Waldoff, 1985: 121)。雖然「噢」

這個字看似簡單，但在敘述時，其實簡單的字反而更可清楚地指出

事實真相，特別是此字是個直接表達個人情緒的驚嘆字眼，因此，

則愈外延出其主觀性；讀者的好奇心反而被挑起，越想仔細探討為

何詩人想融入鳥兒的世界。在此詩節中，除了「噢」這個字外，其

平行手法也強調了濟慈的嚮往；而平行技法的重要性已在前文論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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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求一口葡萄美酒！已在…… 

噢，求一杯斟滿的南方之溫暖。(第 11、15 行；斜體字為本文

作者的強調)  

 

自這二個驚嘆平行句中，我們可察覺詩人想與鳥兒的世界合為一體

的熱望，因詩人欲酌飲來自夜鶯世界的葡萄美酒，且希冀住在鳥兒

的溫暖國度。此處得說明一個重要的文批概念：在濟慈嘗試與模仿

的其他前輩詩人中，莎士比亞是其首要的對象；
21

 但濟慈之成為典

範詩人亦因其能推陳出新，甚至發展出濟慈頌體。異言之，莎翁式

的十四行體 (Shakesperean sonnet) (Cuddon, 1999: 813-814) 之文

意結構在此詩節中充分展現，亦即此詩節可分為兩組各具一個獨立

想法的四行體 (quatrain)，及一個作為結尾的偶句 (couplet) 以解答

或評議前面之看法；然而，濟慈對頌體的創新也就是此十行詩的結

構。濟慈頌體雖較莎氏的十四行體少了一個四行體，但此型式卻無

損其擬欲表達的立場；反而因此結構精萃了他的文意 (semantics) 

及意象 (imagery)，更突顯詩人想傳遞的訊息。尤其，因頌體本身

可允許較十四行體更長的長度，故詩人可有更多的想像空間，以更

完整地發揮主題和個人情思。所以，在論述濟慈頌體詩律時，〈賽

姬頌〉仍屬實驗階段；但〈夜鶯頌〉中，濟慈頌體的格律已完全成

熟，故詩人進而沿用到其他的春天頌詩 (除了另個時期所創作的〈秋

頌〉外) (Bate, 1963: 498)。由上得知，因莎士比亞式的四行體之故，

此詩的邏輯結構性很強：在前四行，詩人描述其欲品酌來自花神之

田園鄉間、和深埋地下的沁涼陳年葡萄美酒 (第 13、12 行)，並於

                                                   
21

 有闗莎士比亞對濟慈的影響，請見早期的文批家 John M. Murry 之書: Keats and 
Shakespeare (1925), Studies in Keats (1972), Studies in Keats, new and old (1974)；及

當代學者 R. S. White 之書 Keats As a Reader of Shakespeare (1987), John Keats: A 
Literary Lif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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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時歡唱與舞蹈 (第 14 行)。而後四行，濟慈則形容他對溫暖的

南方的愛戀，憧憬他可以嘴上有紫色的酒漬，以暢飲杯上水珠溢滿

的葡萄酒 (第 18、17 行)，而這葡萄酒是來自缪思女神 (Muses) 賜

予詩人靈感的神泉 (Hippocrene) (第 16 行)；因之，在此詩節結束

前，詩人作了個小小的結論：他希望能酌飲來自神泉的葡萄酒，並

隨夜鶯隱遁幽深的林中 (第 19-20 行)。總括一評，此詩節的兩組四

行體再次形成平行的結構，亦即濟慈對鳥兒世界的嚮往，藉由喝酒

的意象，愈彰顯之；而同時，此意象也喚起並隱蘊一種「藉酒澆愁」

的指事，亦即詩人可用酒精麻痺自己，故可不用面對現實。在此「酒

精」是種暗喻 (metaphor)、形而上式的 (metaphysical) 譬喻，因為

神泉的葡萄酒是啟發其想像力，飲酒則迷醉自我的意識；也就是

說，詩人擬欲訴說的敘事終究只是一種替代式 (vicarious) 的實現，

而不能於現實中獲得。換言之，自此詩節起，濟慈有遁世的渴念 

(escapist wish)，而如此的幻想則營造出一個複雜的、吊詭的對應敘

事 (或相反敘事) (counter-narrative) (Herman et al., 2010: 287)。這

個技巧可使二個敘事共生共榮、互相突顯和對比；即詩人一方面希

求夜鶯世界的美好，但同時也記敘其俗世的苦難。代言之，詩人希

望忘掉「真實世界」的同時，反而更引領他去欣賞「日曬的歡樂」

所帶出的感官享受 (第 14 行)。如下將更詳盡論證這種對比的心境。 

第一個詩節中的「喉嚨」需要特別的說明，因為它與濟慈的詩

人本體有關。文批家馬賽 (F. Matthey) 就這個詞，提出了一個深思

熟慮的看法：「由夜鶯的喉嚨自在歡唱的歌，轉成了喝酒的象徵。

此二行詩意含完全的放任與深深的寬慰；而這兩行詩皆與喉嚨此字

有關」(轉引自 Lau, 1983: 59, note 21)。
22

 如果本文擴展馬賽對「喉

                                                   
22

 文中所指的那二行詩為第 11 行的「一口葡萄酒」(a draught of vintage) 與第 10 行

的「完全敞開自在地歌詠夏天」(Singest of summer in full-throated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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嚨」的理論，則「喉嚨」一字與濟慈對詩人角色的理念相關。如同

范德勒所主張的，夜鶯是個「自然界 (天生的) (natural) 詩人」，

因此它是人類詩人的模範。故，它的聲音是「純粹自我表現的聲音」

(Vendler, 1983: 81)。鳥兒的歌啟發了詩人，因此詩人有能力去歌詠

夜鶯。換言之，夜鶯的自在鳴唱，代表了詩人無拘無束的幻想與想

像力，而這些能力是濟慈所羨慕與想擁有的。在此含義下，「在夏

季時，放開喉嚨高歌」的詩行，提醒了讀者〈賽姬頌〉中與詩人本

體有關聯的詩行：「用我受到啟發的眼睛，我看、我歌」。在〈賽

姬頌〉中，一個詩人的靈視想像力是詩人的基本特質；而在〈夜鶯

頌〉裏，濟慈強調詩人的另個特徵：詩人清晰的 (口齒) (articulate) 表

達能力。也許濟慈受了卡德溫的《萬神殿》中有關於缪思之神泉的

描述，而認為靈泉也會給予詩人聲音及口齒的伶俐 (Barnard, 2006: 

679)；易言之，一個詩人必得像夜鶯一樣，可以自在並完全地表達

他自己。但在現世中，濟慈卻無法擁有與夜鶯一樣的表達能力；相

反地，他可能因其初啼的失敗 (指其詩《恩迪米翁》受攻訐)，而或

恐懷疑自身的語意表達能力。因此，他才想要自悲傷，甚至寒冷的

俗世中「逐漸消逝」(第 20 行)，以能住在夜鶯的領土中，甚至「消

融」(第 21 行) 在那兒。因此，和鳥兒的國土有關的字眼，如「夏

天」、「日曬的」與「溫暖的南方」均影射與對照了與詩人的塵俗

世界相反的情境。 

詩人對其世俗世界的不滿可自其充滿敘事性的第三個詩節看

出。渥道夫宣稱此詩節「最纏擾人心」(haunting)，因它描述了濟慈

對其世界痛苦的觀察 (Waldoff, 1985: 122)。確實，此詩節充滿了敘

事性，因濟慈用如下的敘事與評論反映了他對塵世的想法與感覺。

在他的塵囂俗世裏，詩人聽不到快樂的聲音。相反地，他卻被迫要

聽人們的呻吟，因為病痛與死亡主宰了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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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兒，人們坐著並聽彼此的呻吟； 

癱瘓的人顫動著幾根、悲傷的、及最後的灰髮， 
那兒，年青人臉色變蒼白，如幽靈般地瘦，並死去；(第 24-26

行) 

此段中的每一行是一個悲劇情節的縮影：第一行他想像了我們無視

於他人的痛苦；第二行他想像了生命的結束；第三行他想起了宣判

年輕人死前，變「蒼白，與如幽靈般地瘦」的樣子，而此些人生情

境是極度的不公平。這兒，每一行均表示出濟慈的客觀描寫，且第

25-26 行亦投射出詩人的主觀立場。因此，癱瘓的人只能坐以待斃，

而無法起而行地自由移動；這是個可悲的事實。另，即令青年擁有

青春與活力，也無法逃脫死亡的魔掌；反可能受到命運的玩弄，而

變得瘦削、不成人樣，是十足「活的死人」。綜言之，詩人的世界

缺乏了鳥兒與其世界所代表的朝氣、快樂的動力及自由。此外，如

前所論，濟慈頌體有個結尾的偶句；故濟慈就前述的情境下評：「那

兒美永遠無法張著她的眼睛，／而新愛因無法留到明日而痛苦」(第

29-30 行)。在娑婆人世，愛與美隨著時間而消失，只剩絕望與無常；

這是詩人所驚懼與欲遁世的殘酷事實。 

當濟慈怨嘆鳥兒與他的世界是分離、不同的，詩人有更多的悲

嘆：而詩人如此的反應是因思想原則 (thinking principle) (Rollins, 

2001: I, 281) 的必然性；夜鶯的世界沒有這個原則，但人類的世界

有。易言之，在第三個詩節，詩人已處在「初淺思想的房間」裡 

(Chamber of Maiden Thought) (280-281)。乍看之下，如果就字面上

解析濟慈對思想層次上的定義，這個詩節顯示詩人已較〈賽姬頌〉

中的自我認同更上一層樓；然而，實際上言，此一更高的境界並未

為詩人帶來更豁達的襟懷。相反地，此一級層的思考反而讓詩人陷

入苦境，因為思想原則促使詩人去思考，即其開始運用覺知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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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道生命與娑婆世間的無奈與苦難。所以，夜鶯的鳴唱使詩人察

覺了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這個世界充滿了悲慘、心碎、痛苦、

疾病及壓迫」(281)。異言之，去思想、去思考即內化了詩人對生命

中不可承受之輕或擬探討之生命重擔的負面事實；因之，他有如此

的詩行：「去思考則令人悲哀／呆滯的眼神所透出的絕望」(第 28

行)。在滾滾紅塵中，詩人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愛與美；他所見的只

是生老病死與無盡的悲痛。然而，夜鶯的世界中卻無此些愁苦煩

憂，但卻滿盈了永恆、歡悅與美。因此，他並不想待在此房間，但

希望能逗留在「幼兒期或是無思考的房間」。如果詩人可居住在鳥

兒的世界，他不需要想到人們的痛苦，更不需要耗神或自我折磨地

去思索苦難的因由與解救之道。反之，他可以享受由夜鶯所象徵的

自由與快樂。於是，在此詩節中，詩人看起來很苦惱，因他想斷絕

與其現世的關係，並夢想逃離世塵。於此階段，濟慈對鳥兒的歌所

有的反應，與詩人在其〈睡與詩〉中所暢言的抱負相違背。在〈睡

與詩〉中，詩人提及他會先抒寫「花神，與老牧神」(第 102 行) 世

界中田園式的簡樸與快樂，然後再進而描寫「劇痛，衝突／人們的

心」(第 24-25 行)。但是，現在他的情緒壓力過大，因此他在找尋

如何逃脫其充滿苦難的世界。在〈夜鶯頌〉中，自此詩節開始，濟

慈成功地將抒情與敘事的技巧交融：他確切地表達客觀的現實面，

且真摯地傾訴他個人的看法和內在情愫。 

在呈現內外在、主客觀交互作用的層面上，第四個詩節是個重

要的詩節，尤其它更指證出濟慈的詩人特質和本體。首先，第四個

詩節再次用外相的字眼反映了主觀的迫切心境，奏效地反映出詩人

迫不急待地想進入鳥兒的領土。我們可自二個方面來看：第一，詩

人兩次用了「離」的字眼，來強調他的殷盼：「離！離！因我想飛

向你！」(第 31 行)。第二，他的渴望因一突兀的詩行而變得更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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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與你在一起了！」(Already with thee!) (第 35 行)。胥茲認為這

是崇偉的頌詩在起頭要做改變時會用的技巧 (Sheats, 2001: 91)。然

而，此文句也證明了濟慈的敘事能力：因此詩行壓縮了時空，且僅

用了短短的三個字即把詩人送到了夜鶯的國土。如前述，精采的敘

事根因於敘事性的層次、複雜性及廣度。是故，雖然在表面上，此

詩行似乎矇混人般的簡單 (deceptively simple)，因其未交代詩人幻

想之旅的行程、工具和路途的所見所聞等，但其實它卻表示了二個

現象：(一) 此行展露了濟慈「化繁為簡」的能力。眾知「化繁為簡」

的能力不是常人、泛泛詩人所擁有的或敢採用的，因為越簡單的事

物和原則，反而越難以概括及更易造成敗筆；(二) 濟慈的高度聚焦

力。對濟慈言，〈夜鶯頌〉主要是表現他個人對俗世與夜鶯的世界

之觀感；因此，詩人省略瑣碎的細節，卻著墨在其主題上。如此一

來，暨不失焦與未離題，反強調了重點。濟慈的此種作法，就猶如

禪宗的「直指人心」般，立刻導引讀者直入殿堂、一窺究竟；而他

的高妙技法即證明了名家的地位。 

再接續言，第四個詩節特別聚光在鳥兒代表詩人的象徵所在，

和此象徵與詩人本體之間的關係。如上述，夜鶯是自然界的詩人，

因此人類詩人只能以詩與鳥兒溝通。於是，在第 33 行，詩人用「乘

著隱形的詩翼」進入了鳥兒的疆域。這一行除了點出濟慈的詩人本

體與他的想像力外──濟慈是詩人，因此他如想翱翔天際，只能用

幻想的羽翼，故「詩翼」是無形的──；另，這個比方更隱喻了詩

人已幻化為鳥 (或許是另隻夜鶯？)，故他可與夜鶯同雲遊於其應是

光燦美麗的理想國度。然而，以下情節的發展卻出乎人意料之外：

濟慈所歌詠的鳥兒世界不是其主觀所想像的。如此一來，他有了認

知方面的心理衝突，使其敘事出現了變數。就如第 38 行所顯示的：

「那兒沒有光」，暗指詩人將大失所望；因為鳥兒的疆界是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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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日的地方。維多‧雷姆 (Victor J. Lams, Jr.) 和渥道夫認為這一行

詩表示了濟慈對華茲華斯探索人類心靈黑暗面的描寫 (Lams, 1973: 

426; Waldoff, 1985: 122)。但胥茲論辯此種狀況為「存在意義的完

全喪失」(Sheats, 2001: 91)。然本文卻以為這行詩表徵了詩人在黑

暗中的摸索；即，詩人對夜鶯所代表的理想之搜尋。如依此言，這

個面向可讓我們與詩人在創作〈賽姬頌〉時，他的心靈探索做連結；

而此點已在前論證了。簡言之，〈賽姬頌〉及〈夜鶯頌〉兩首詩均

表示了濟慈對其詩人本體的追尋。如再回原點審視對此詩行上述的

四個不同的詮釋，可發現此四個觀點均聚合在濟慈的主觀意識上；

也就是說，此詩行又是另個外現透隱內思的例子，是行成功的抒情

敘事詩句。而在看詩人於第二個階段的心境轉變中，第 38 行是第

一個線索。在此行中，除了光源缺乏外，詩人的措辭也指涉出其個

人的心意，如其用了「但」這個字，因此字喚起了現實感。在表示

否定時，「但」是個強而有力的字眼；且因它是個極簡的字，相對

言，反精簡有力。此字的出現代表濟慈的心態已在改變，也再次影

射他可能會面臨難題。即言這個字在表面上雖僅在說明鳥兒國度的

黑暗，但在底層下，詩人的主觀意識卻似已快出現亂流。此外，下

文的語詞亦交混了主客觀的界面，如出現在「幽黑的蓊鬱與迂迴的

苔徑」(第 40 行) 中的語彙：濟慈仍在呈現夜鶯的疆土；然客觀的

「幽黑」與「迂迴」，會給人一種主觀性且負面的聯想。這二個字

暗示如果詩人想探索鳥兒的世界，該世界可能是個迷宮，故他需投

注許多心力，而結果可能是無功而返、或是功敗垂成。然而，詩人

此刻仍未留意此些負向的字詞；所以，他仍沉迷在其遐思中。  

在第五個詩節，即令前述的現實感已初萌，詩人對鳥兒的世界

仍相當的執著。在這個詩節裏，詩人依然為夜鶯的世界著迷，因它

是個「有柔和的香氣」(第 42 行)，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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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山楂和野薔薇 

蓋在葉子下迅速凋萎的紫羅蘭； 
五月中旬最大的小孩， 

正在綻放的麝香玫瑰，上面的露珠有如酒般。(第 46-49 行) 

這個詩節除了在客觀的敘說中揉合了主觀的情思外，亦提供了一個

解讀時空的重要向度。詩人先描述其周遭的環境，再提及他對季節

的直覺感受；一個敘事即因此而展開。史柏利以為這個詩節是一個

成功的共感覺 (synesthesia) 的意象 (Sperry, 1973: 265)。但是，或

許可有另個解釋：表面上，濟慈成功地建造了一個莎士比亞般的花

園 (Allott, 1970: 528)。
23

 然而，在深層的含義中，他的幻想第二

次破滅，而現實感再度入侵。在描繪愉悅的夏夜時，此詩行「夏日

傍晚蒼蠅的纏飛」(第 50 行)，在未來濟慈的醒悟中，變成了第二個

象徵性的線索。對此，范德勒以為蒼蠅的嗡嗡聲表示了詩人正處於

其「天堂般的幻想」之最後階段 (Vendler, 1983: 92)。但如上述，

此詩行或許隱喻了醜陋的現實，而這是濟慈的個人感知。蒼蠅的嗡

嗡聲破壞了美麗的景象，營造出與前文大相徑庭的強烈對比，而形

成了一個相反敘事。由此可知，嗡嗡的蒼蠅聲之意涵很深，因其象

徵了夜鶯的世界並非完美。此外，該字眼「纏」(haunt) 也加強了

令人厭惡的感覺。這些外相交雜了個人的感受，為將來詩人必得改

變立場而心情惆悵預留了伏筆。但是，到目前為止，詩人並未留心

此線索；他仍一樣地情執於鳥兒的世界。 

全詩中，第六個詩節是最可看出詩人主觀的情思。詩人對夜鶯

世界的認同於此時達到了高峰；於是，其內心深處的想法即逐漸浮

上檯面。在描述外境時，鳥兒的世界喚起了詩人的死亡欲望 (death 

                                                   
23

 濟慈或許受到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II, i, 249-52)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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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h)；而這個死亡欲望再一次突出夜鶯的疆域和詩人世界的對立，

亦即詩人的死欲讓全詩的抒情敘事達到了顛峰。在此詩節，詩人對

其不完美的塵世心灰意冷，因之他想有個安樂的死亡：「子夜即無

痛地停止呼吸」(第 56 行)。在詩人聆聽鳥兒的歌聲時，他有了死欲，

而想要一個「自在的死亡」(第 52 行)；所以，詩人「用冥思的韻辭」

(第 53 行)「呼求」死亡的名字。鳥兒的歌讓詩人隱埋許久的死欲浮

現到表面；故，下面的詩行強調了他的死欲：「現在比往常更想死」

(第 55 行)。對死亡，他不再「只愛戀一半」(第 52 行)，但卻全心渴

求死亡。在詩人的死欲上，最顯著的對應敘事出現在此詩節的最後

兩行：「你仍然歌唱，而我卻聽不到──／在你肅穆的安魂曲中，

我變成了草皮」(第 59-60 行)。夜鶯的歌使詩人變成了「草皮」(第

60 行)，而它的歌變成了輓歌。此偶句的最後一行特別反映出詩人

對其塵世的不滿：此行再度壓縮了時空，只聚焦在最主要的意象「死

亡」上；故此處所用的敘事技巧與其「已與你在一起了！」的手法

相呼應。然而，他急切地想與鳥兒結合為一的心態已在此詩節之後

漸漸改變；最後，詩人對夜鶯的世界有了一個新的體認。所以，第

七個詩節在詩人心念的改變上是個轉折點：詩人有了新的處世角

度。 

在第七個詩節，詩人對鳥兒的世界有了一個包容或是超越的見

解；這在詩人對夜鶯世界的態度上是第二個變換。此詩節一開始，

詩人仍繼續讚揚夜鶯的象徵。如史柏利所稱呼的，這隻「仍在演變

的鳥兒」(evolving)，已變成不朽的象徵 (Lams, 1973: 263)。客觀面

言，這隻「永生的鳥」(第 61 行) 免除了死亡的威脅和「飢餓世代」

的「踐踏」(第 62 行)，而這些悲慘是詩人所熟知的。鳥兒超越了歷

史及地理的藩籬，而且也打破了社會地位的高低。它亦去除了正統

與異教之間的偏見，和混淆了仙界與真實世界間的界線 (第 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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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另外，鳥兒也讓詩人想到更古遠的人類故事；換言之，外相上，

鳥兒的歌把許多不同的社群串連在一起。它的歌提醒了詩人死亡的

必然性與共通性：每個人終究會死。就如同雷姆與范德勒的洞察，

夜鶯的歌中有種兄弟情誼 (Lam, 1973: 432; Vendler, 1983: 94)。亦

如麥可‧歐尼爾 (Michael O’Neill) 所論述的，每個人都會像代表原

型遊民的路得 (Ruth) 一樣 (2010: 539)，因居住在一個「陌異的」

(第 67 行) 地方，而憧憬「家」，不管是一個具體的或是形而上的

家。從敘事學角度看，路得的故事是個聖經典故，因之是個「互文」

(intertextuality) (Herman, 2010: 257)；而這個鑲嵌的故事，令〈夜

鶯頌〉增加了敘事層次，令其「故事中有故事」。所以，在此頌歌

裏，我們第三次看到了濟慈傑出的敘事能力：他用了三行詩濃縮了

他對鳥兒之歌的反思；他的技巧猶如一個小說家： 

或許同樣的曲子找到路徑 
藉由路得悲傷的心，當，想家時， 

她流淚站在異鄉的玉米田中；(第 65-67 行) 

路得的故事即是我們的故事，因上述詩行對我們傳遞了一種深切的

情感。此外，每個人終究會回到永遠的家：死亡。因此認知，詩人

意識到了鳥兒歌聲所連繫的不同情境；進而知曉到他與路得之遭遇

雷同：時空將兩人移位 (displace) 於他方，令兩人均身處異域。換

言之，從空間的角度，他與遠古及神話的世界有所連結。詩人再次

確定一個事實：因「同樣的」(第 68 行) 與「常常的」(第 68 行) 字

句的關係，所以他知道了即使在仙界，也可聽到夜鶯的歌。因此，

結尾的偶句：「法術下的魔幻窗子，對著海沫開著／兇惡的大海，

在淒涼的仙界」(第 69-70 行)，就如同警鐘驚醒了詩人，而迫使詩

人完全進入到第二個階段。簡言之，此詩節的外在敘事，交混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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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感知；再次印證了主觀中有客觀，且客觀中有主觀。於此詩節中，

勞貝絲 (Beth Lau) 認為恩迪米翁曾走過的地方即是此些詩行所描

寫的令人懼恐的疆界 (1983: 61)。但，范德勒則用兄弟情誼的觀點

來解讀此二行詩；她以為窗戶後面沒有人存在 (1983: 94)。雷姆則

論為此些詩行喚起詩人極度的悲哀 (1973: 431)。雖然本文同意雷姆

的論點，因為詩人現在瞭解在仙界裏，亦有悲苦；然而，本文想表

明此二行詩亦令詩人想到潛藏的危險。或許仙人們也有許多的苦難

與痛苦，就如同「兇惡的大海」和「淒涼的」(forlorn) 的語彙所暗

示的。於此，詩人開始了解任何世界中均有痛苦與苦難，而他的世

界不是唯一的。 

第八個詩節包括了矛盾與對立兩個立場，而這些態度出現在詩

人的心情轉換中的第二與第三個階段。在第七個詩節中，那個強而

有力的字眼「淒涼的」，把詩人帶回他早先的心境：「淒涼啊！這

個字如同警鐘／把我敲回原本的自我」(第 71-72 行)。用范德勒的

雋稱，詩人是個「固著於土地的」(earthbound) 詩人 (Vendler, 1983: 

83)。依此，無論詩人如何殷望鳥兒的世界，他仍無法逃離其塵世；

他必得回到人間。另，也只有他，「唯一的」(sole) 自我，可解決

其生命意義之追尋上會遭遇的難題。有此認知後，詩人果斷地向幻

想 (Fancy) 辭別：「再會！幻想休再如此騙我／如過去它的厲害，

欺騙人的妖精」(第 73-74 行)。詩人以為幻想自一開始直至第七個

詩節均在欺騙他；故，在此時刻，他毫不猶豫地斬斷暇思。 

詩人拋棄了先前相當執著的想像，然後二分法地看世界；所

以，濟慈知道他不想住在鳥兒的世界了。他意識到他的世界與鳥兒

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夜鶯無法分擔他的苦難，或是免詩人一死。

反之，夜鶯漠視他的情感。因此，他兩次向鳥兒道別。「再會！再

會！」(第 75 行) 的語詞成為詩人決定棄離夜鶯世界強而有力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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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推動力；沒有絲毫的懊悔，他讓鳥兒自行飛走了。詩人如此的舉

動，象徵性言，是詩人想「深埋」在第一階段時，過去的他和對鳥

兒世界未成熟的想法，並希望獲得新的自我。這些「悲傷的頌歌」

(第 75 行) 與「深埋」(第 77 行) 的用語可反映詩人想丟棄他的舊我。

此時，詩人不想與夜鶯「消逝」不見，但卻允許鳥兒自行「消逝」。

因此，在鳥兒消失前，它飛越過草原、小溪、山丘、河谷的林中空

地 (第 76-78 行)。湯姆斯‧馬法南 (Thomas McFarland) 以為這種

日常生活的熟悉景觀不具任何意義，所以最好將此刪去  (1981: 

235-36)。但是研究濟慈的大家傑克‧史令傑 (Jack Stillinger) 卻認

定此些描述顯示了詩人較喜歡人間 (1982: 469)。筆者以為如上的解

讀均合理：簡言之，濟慈本欲自鳥兒世界獲得願望滿足，以代償其

於塵世的匱乏；然，這終究只是幻夢一場，他仍得回到現實。在此

架構下，在第 79-80 行時，詩人有了一個新的思考向度；而它讓詩

人有了新的立場：詩人的心意未定且互相抵觸。 

由上文推知，詩人有內心的衝突：在詩人本體上，濟慈與自己

辯論他該選擇那種觀點。他猶豫未決，而此種模擬兩可的心態令詩

人第三次改變立場。詩人質疑他的想像之旅是真，抑或是幻：「這

是一種幻像，或是一個醒時的夢？／飛逝的是音樂：──我是醒著

的或是睡著了？」(第 79-80 行)。如果詩人的想像之旅是真的，他

應該自此旅中學到智慧，且有包容與超脫的視野，就如布雷克 

(Blake) 在《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與《經驗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 所假設的一樣？或是他仍與以前一樣，然後清描淡寫地

把那段暇想當作一個「醒時的夢」？因此，詩人加入了一種形而上

及互相對立的辯論。在下一行詩中，這種兩極化再度被強調：「我

是醒著的或是睡著了？」對詩人而言，他搖擺不定的態度並非是外

在感官對於夢／睡或是醒來的感覺，但卻是個攸關其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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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地，他尚未統合他自其靈視的旅程中學習到的課題，因此他自

我懷疑。如果他有統整第二個階段對立的能力，他可能就會因此感

到快樂，而不會帶出最後的偶句；但詩人似未滿足這種二分法；他

仍依戀第一種單純的執著。因此，在偶句的前半，他如此地惋惜：

「飛逝的是音樂」(第 80 行)。易言之，他的心靈仍徘徊在鳥兒的國

度裏，因為他仍眷懷夜鶯的歌曲。 

詩人對鳥兒的歌留連忘返 (tarrying)，而此情景的底下含義，可

自他在 1817 年 11 月 22 日寫給其好友貝利 (Benjamin Bailey) 的信

得知 (Lau, 1983: 48)。
24

 在此信上，濟慈說：「你曾有否因舊旋律

而驚喜──在個令人愉悅的地方──因一個悅耳的聲音，再次感受

到當你的猜測和推論初次觸動你的靈魂時」(Rollins, 2001: I, 185)。

此信反映出音樂對濟慈的魔力，但在〈夜鶯頌〉的最後一行──「飛

逝的是音樂：──我是醒著的或是睡著了？」──卻描繪了詩人因

鳥兒的歌聲而陷入的窘境：他應棄絕第一個觀點，而選擇第二個。

但詩人太全神貫注於夜鶯的旋律與其所喚起的理想裏；因此，即令

他感知到鳥兒世界的不完美，他仍忽視了二個負面的意象：黑暗 (第

四個詩節) 與蒼蠅的嗡嗡聲 (第五個詩節)。然而，在對夜鶯歌聲的

詮釋上，詩人逐漸認知到他的態度前後不一，因此有了新的煩惱；

換言之，此詩的最後兩行讓詩人有了矛盾的詩人本體。 

在此，詩人疑惑未決的詩人本體或許可再加上另個要素：時間

的因素。此詩文的時間似乎是在半夜 (第 56 行)，而此刻正是日夜

交替、萬物生滅、混沌未明之際。因此，象徵性言，此時間點即呈

現一種吊詭、相剋與兩難。依此推知，此刻的敘事或可指涉出個人

的優柔寡斷，如莎翁的馬克白，即於子夜時刻，在女巫前顯露了他

                                                   
24

 此觀點得自於勞貝絲論文的觸發；故在此向其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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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猶豫驚懼。
25

 代言之，當個人要做決定時，此時刻也許令人有壓

力；職是，詩人的心境於此時刻是躊躇的，故其看法前後矛盾；總

括言，詩人已糊塗了。他的心境已改變且仍在改變；他的詩人本體

在演進與退化。「醒時的夢」巧妙地指出他的疑惑心境與未統合的

詩人本體：如果那是一個夢，則詩人不會是醒著的；假如他醒著，

他就一定不會作夢。但是詩人正好陷於極端互斥的兩難。形而上

言，詩人在決定他應該選擇鳥兒的世界或是他的世界。他無法居住

在鳥兒的疆土，但他也不喜歡他的世界。換句話說，不管詩人做任

何決定，這之間沒有妥協與互容。唯一的選擇即是繼續地自我辯

論。因此，詩人僅能以「我是醒著的或是睡著了？」(第 80 行) 來

做結尾。顯然地，詩人最終仍未知道他的詩人本體為何。  

因為濟慈三次改變了他的立場，所以〈夜鶯頌〉是首模擬兩可

的詩；最後一個詩節甚至有二個改變。敘述故事的詩人憧憬鳥兒的

世界，並厭離其塵世。但是，他也發現鳥兒的世界並非如其所想像

的完美。他處在一個愛惡並存的情境中；換言之，此抒情敘事詩結

束前，詩人仍未找到解決方案，卻只能回原點，並同樣地困頓、猶

疑、迷惘與答辯。他對其詩人本體並未有明確的解答，反而是開放

性的結束；或許詩人將此問題留予其他的春天頌詩去回應。 

然而，濟慈此種開放性的心緒，其實奠基了他成為一個偉大的

詩人。這兒，我們必須提到莎士比亞。如前述，濟慈的典範詩人是

莎翁，因為莎翁能以一種同理的 (sympathetic)、與入情的想像力 

(empathetic) 去描繪人事物地。舉例言，他對每個人物的性格、言

語談吐、長相舉止、行為動作、內心所思的刻畫完全不同、且栩栩

如生。也就是說，莎翁能先「入」[即主觀性]，再「出」[即客觀性]，

                                                   
25

 見莎士比亞《馬克白》(Macbeth IV, i) (Shakespear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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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與交揉主觀性與客觀性，令抒情與敘事吻合外相事實、內心情

境，且服膺真理，而能引發共鳴。而莎翁的此種能力來自於他開放

的胸襟。簡言之，莎翁不因主觀的情知而忘記客觀的因素，也不因

要如實呈現外相時，而忽略內心的感受。即如濟慈讚其的「否定的

消極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莎翁「能夠處在不確定、神秘、懷

疑中，而不汲汲營營去尋求事實與理由」(Rollins, 2001: I, 193)。
26

 

代言之，莎士比亞不會煩躁不安地、執著地用知識來證明他的看

法，因為他可以否定我執的情緒與見解，卻對一切經驗採取客觀、

放開的態度，故其能包容模擬兩可與矛盾並存的人物與事件。如再

引用濟慈的理念來論證此觀點，即莎翁未有華茲華斯樣的「唯我獨

尊」式的崇高 (the wordsworthian or egotistical sublime) (Rollins, 

2001: II, 387)；卻是一種包容納受的廣闊襟懷。亦即莎翁已消彌了

人我、好壞、善惡的分別對立與執著，而達到一種無我 (impersonality) 

之境界，即主客觀平衡、無形地交融，並相輔相成；而這是濟慈所

祈願的「詩人之品格」(the poetical Character) (Rollins, 2001: II, 

386)。在〈夜鶯頌〉中，濟慈的情思辯證即是一種主觀上的「否定

再否定」、解構再解構的過程，以能有客觀的選擇；而這些自我辯

論即建立在敘事上的抒情和抒情中所顯的敘事。詩人不斷地懷疑與

推翻前個客觀情境中所感知的主觀立論，因此最後他可以在三較外

在的情境後，而選擇塵世。易言之，詩人不再欣羨夜鶯的世界，卻

轉而能對現世有更深一層、更高境界的體悟。〈夜鶯頌〉中的論證

同時呈現出抒情與敘事兩者的交互與合作外，不但提昇了濟慈身為

詩人角色的哲學形式的認知，也反映出莎翁般的開放性思維。 

                                                   
26

 原文：“capable of being in uncertainties, Mysteries, doubts, without any irritable 
reaching after fact &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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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由上論證，〈賽姬頌〉與〈夜鶯頌〉這兩首頌詩可說是成功的

「抒情敘事詩」。每一頌詩各兼具了兩種傳統文體的特色；而濟慈

的高妙呈現，使得看似不同的抒情詩和敘事詩可有效地互融。因

之，於表相上，詩人雖誌記其個人的森林之旅及交代賽姬的本生故

事，然他卻不時地藉景物人像傳遞弦外之音。而在低吟其對夜鶯世

界之艷羨與忌妒時，濟慈卻細膩地織繪了鳥兒國度表相上的美麗與

永恆，並對應娑婆人世的苦難。即在敘述兩首頌詩的情節時，詩人

放進了個人的感情，而使此兩品頌讚貼觸人心；於娓娓道出其內在

主觀的感知時，濟慈則用諸多客觀的細節，以具像化其抒情。此兩

賦頌詩的確在抒情中含敘事，而敘事中夾抒情；或言，主觀中容客

觀，客觀中納主觀。也就是說，作為一個藝術創作家，濟慈除了無

縫地織合兩種不同質性的詩文外，也讓個人與非個人的層次與面

向，涉入程度與距離，毫不突兀地調整、轉換，甚且模糊、移開或

合併。職此，其敘事平順自然，充分證明了濟慈是位傑出的敘事型

詩人。 

尤有甚者地是濟慈於其敘事中表達了他對詩人本體的定義，並

據此發揮想像力。如果依保羅‧李克爾 (Paul Ricoeur) 在其精探敘

事與個人本體的《自我如他者》(Oneself as Another) 中之言：「敘

事建構了人物的本體……故事的本體造成了人物的本體」(1995: 

147-148)，
27

 則濟慈說了兩個故事；而此些敘事中表現了他的詩人

身分，外現出其詩人本體的不同風貌：〈賽姬頌〉展示了自信的、

愉悅的詩人情感；但〈夜鶯頌〉則顯露出矛盾、猶豫的情思。這種

                                                   
27

 原文：“The narrative constructs the identity of the character . . . . It is the identity of 
the story that makes the identity of the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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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詩人本體其實反映出濟慈是個有全然相

異特質的詩人。易言之，他的詩人本體可納括兩極的思緒和立場，

因此深具潛力及多樣性。因此些特質，未來他的頌詩中，如〈希臘

古甕頌〉或〈秋頌〉，可再度呈現他種、另類的風格和詩人本體，

特別是〈秋頌〉，已契入了一種天人合一、無我的境界 (Hartman, 

1975: 146)，而擁有了其所嚮往的，即莎翁的「否定的消極能力」。

而這種境界和功力根源自他的初期春天頌詩的敘事技巧。總言之，

〈賽姬頌〉與〈夜鶯頌〉在我們探究濟慈不同的詩人本體時，具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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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ric Narrative and Keats’s Poetic Identity 
—“Ode to Psyche” and “Ode to a Nighting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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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ats is a narrative poet: storytelling is a mode central to the 

practices and achievements of John Keats. In “Sleep and Poetry,” he 
refers to life as “The reading of an ever-changing tale” (line 91). This 
line suggests his sense of the centrality of narrative to human experi-
ences. Yet the Keatsian narrative is a medium for Keats to explore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his poetic identity. In this context,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lyric narrative”—a theory 
first applied by Keats scholar Judy Little and promoted by narratolo-
gist James Phelan: similarities and overlaps found between narrative 
and lyric poetry, this paper will read “Ode to Psyche” and “Ode to a 
Nightingale” in the light of this theory to discuss Keats’s narrative 
skills in these two lyrics. 

These two poems are indispensable in examining Keats’s poetic 
identity because each poem presents a different side of Kea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wo aspects of “Ode to Psyche”: the figuration of 
Psyche and Keats as a modern poet. While striving for his poetic iden-
tity, the figure of Psyche reflects Keats’s anxiety and ambition. Keats’s 
personal and expressive stance shown in celebrating Psyche makes him 
an unconventional poet. At the same time, he demonstrates his grow-
ing consciousness and confidence in his poetic voice as he transforms 
from a self-doubting poet to one who says, “I see, and sing, by my 
own eyes inspired” (line 43). In “Ode to a Nightingale,” the po-
et-narrator exhibits a differing outlook. Here the narrator’s attitud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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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ly ambivalent while meditating on the nightingale’s song. He 
shifts his stance three times and, at the end of the poem, the narrating 
poet cannot clearly say whether he prefers the bird’s realm to his 
mundane world or not. Keats’s indeterminacy displays an ambivalent 
poetic identity. 

 
Key Words: Keats, lyric narrative, poetic identity, “Ode to Psyche”, 

“Ode to a Nighting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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