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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儀禮》內大量「左執」的寫法，一般以「左執爵，右祭脯醢」之類的形式出

現。由於其出現次數頻繁，形式一致，學者如淩廷堪遂認定左手執爵為慣例。假若

將行禮者的動作逐個剖析，會發現舊說仍有可商之處。根據本文所考，《儀禮》內的

「左執」是一種提示語，指示行禮者當該個環節，須將原本以右手或雙手執持的物

件，暫交左手，以便空出右手來進行接續的動作。 

關鍵詞 

儀禮  左執  淩廷堪  執爵 

《儀禮》十七篇記錄了冠、昏、射、聘、喪、祭等禮的行事之法，對於每一種

禮的儀節都有詳盡的描寫，儼然一部古代典禮的劇本。《禮記．曲禮下》云：「居喪，

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1 禮儀繁瑣複雜，行禮者在行禮之前，也

需要預習其禮，以了解行禮的各個步驟，以免臨時失誤。先秦時期《儀禮》諸篇的

撰作，就是這類行禮步驟的指引。因此，凡進行典禮的關鍵步驟，必然加以記錄。

今檢《儀禮》大量「左執」之文，舊說無解，學者俱直解為左手執持之意。至淩廷

堪（1757-1809）歸納類目，定「左手執爵」為通例，遂為學者所從。但經細心剖析，

                                                 
*  香港中文大學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    本文為 2014 年度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儀禮》復原與當代日常禮儀重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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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3 年縮印清嘉慶二十

年 [1815] 南昌府學本），卷 50，頁 845。本文所引用《十三經注疏》，除特別注明外，一律依據

此版本，為省覽方便，下文只標卷頁，不另說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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淩說可商。職事之故，本文試將《儀禮》有關「左執」的寫法深入分析，以楬櫫其

所陳述之確義。 

（一）舊說獻疑 

綜觀今存《儀禮》十七篇，〈喪服〉一篇記載喪服制度，體例不同，其餘十六篇

都是有關不同典禮的內容。其中對於執持禮器之法，往往加以描述。《儀禮》之中，

隨處可見「左執爵」、「左執觶」、「左執角」、「左手執几」等等的記載。其中又以「左

執爵」、「左執觶」一類最為常見，如〈士冠禮〉禮子時云「左執觶，右祭脯醢」2，

〈士昏禮〉云：「左執觶，祭脯醢」，鄭注：「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3 因此有學

者就認為這是一種執爵的禮例。如淩廷堪《禮經釋例》卷五便說：「凡執爵皆左手，

祭薦皆右手。」案語又云：「〈特牲饋食禮〉尸醋主人，主人左執角，祭酒，啐酒；

尸酢主婦，主婦左執爵，祭酒，啐酒。〈有司徹〉主人獻尸、侑，尸、侑祭酒，皆左

執爵。執爵既用左手，則祭酒亦必用左手矣。」4 淩氏熟讀《儀禮》，歸納多條禮例，

實為《儀禮》功臣。然而百密總有一疏，他所說的「祭薦皆右手」的說法雖然正確，

但說「凡執爵皆左手」，若驗諸《儀禮》所記，則尤有可商之處。  

《儀禮》內大量出現「左執」的描述，而且往往與右手的動作相對。然而，假

若細意考察《儀禮》的行文，逐句剖析相對應的動作，則會發現「左執爵」的含意

並不像淩氏所想像是一種慣例，而是左右手變換的指引。試看〈鄉飲酒禮〉主人獻

賓的描述：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賓進受爵，以復位。主

人阼階上拜送，賓少退。……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賓坐，左執爵，

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

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

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5 

此文「賓坐，左執爵，祭脯醢」乃賓受主人獻酒後，自西方升席之後的動作。〈鄉射

                                                 
2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2，頁 21。 

3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頁 41。 

4  淩廷堪撰，彭林校點：《禮經釋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卷 5，頁 114。 

5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8，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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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主人獻賓，文字大致相同，云「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6，可見賓升席之後，

用左手執著爵，用右手祭脯醢。《儀禮》內的描述一般也是如此，具列如下： 

〈士冠禮〉： 

  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7 

  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8 

〈士昏禮〉： 

  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9 

  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10 

〈鄉射禮〉： 

  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11 

  左執爵，祭脯醢，興。12 

〈燕禮〉： 

  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13 

  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14 

〈大射〉： 

  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15 

  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16 

  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17 

                                                 
6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11，頁 112。 

7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2，頁 21。 

8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3，頁 29。 

9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頁 41。 

10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5，頁 54。 

11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12，頁 133。 

12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12，頁 133。 

13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14，頁 162。 

14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15，頁 170。 

15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16，頁 193。 

16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17，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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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虞禮〉： 

  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18 

  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19 

  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20 

〈特牲饋食禮〉： 

  尸左執觶，右取菹，㨎于醢，祭于豆閒。21 

  尸左執角，右取肝，㨎于鹽，振祭。22 

  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23 

  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

首受，復位。24 

  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25 

  祝左執角，右取肝，㨎于鹽，振祭。26 

  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27 

  主人左執爵，祭薦……左執爵，取肝㨎于鹽，坐振祭。28 

  賓左執爵，祭豆，奠爵。29 

〈少牢饋食禮〉： 

  尸左執爵，右兼取肝，㨎于俎鹽，振祭。30 

  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31 

                                                                                                                                      
17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18，頁 216。 

18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2，頁 498。 

19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2，頁 498。 

20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3，頁 510。 

21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5，頁 530。 

22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5，頁 532。 

23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5，頁 532。 

24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5，頁 532。 

25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5，頁 533。 

26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5，頁 533。 

27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5，頁 533。 

28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5，頁 534。 

29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5，頁 535。 

30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8，頁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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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司徹〉： 

  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㨎于三豆，祭于豆閒。32 

  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33 

  尸左執爵，受燔，㨎于鹽。34 

  侑坐，左執爵，右取菹，㨎于醢，祭于豆閒。35 

  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興；左執爵。36 

  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37 

  尸坐，左執爵，祭糗脩。38 

  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39 

  尸左執爵，受燔。40 

  侑坐，左執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41 

  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㨎于醢，祭于豆閒。42 

  賓坐，左執爵，右取肺，㨎于醢，祭之，執爵興。43 

  尸左執爵，取棗糗。44 

  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45 

  主人左執爵，右取菹，㨎于醢，祭于豆閒。46 

  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㨎于醢，祭之。47 

                                                                                                                                      
31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8，頁 572。 

32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9，頁 585。 

33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9，頁 585。 

34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9，頁 586。 

35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9，頁 586。 

36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9，頁 586。 

37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9，頁 587。 

38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9，頁 588。 

39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9，頁 588。 

40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9，頁 588。 

41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9，頁 589。 

42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9，頁 589。 

43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9，頁 596。 

44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50，頁 602。 

45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50，頁 603。 

46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50，頁 603。 

47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50，頁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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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所臚列的例子，可見大部份都是「左執」一物，然後接以右手的動作，如「右

取」、「右受」、「右祭」之類。有不言右者，省文也。 

 重要的是，細心考察以上所引〈鄉飲酒禮〉的段落，會發現主人獻賓，賓在授

受爵之後，一直未有奠爵之文。換言之，賓在受獻之後，一直是以雙手執著爵。授

受之禮，必以雙手，以免有倨傲之容。如授几之法，〈有司徹〉云：「主人西面，左

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賈公彥（生卒年

不詳）在《士昏禮》「主人拂几，授校，拜送」下疏云：「凡授几之法，卑者以兩手

執几兩端，尊者則以兩手於几間執之，授皆然。」48 又如授弓之法，〈鄉射禮〉云：

「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49〈大射〉亦云：「大射正……左執弣，右執簫，

以授公。」鄭玄（127-200）注：「弣，弓把也；簫，弓末。」50 可見弓之授受，亦

以雙手為正。據此，於〈鄉飲酒禮〉，賓理應也是雙手受爵，雙手執著爵升席，繼而

主人有司為之設置折俎。賓方仍以兩手端爵坐下，經文乃云「左執爵」。單就此段描

述，可證賓一直保持以兩手持爵，而接續的一句「左執爵」，顯然是提示禮行至「賓

坐」的時候，需要將爵由原本雙手執持轉為以左手單手執持。又下文所緊接的「祭

脯醢」，就是將爵交左手的原因。凡祭，皆用右手，已見上文所引諸例。而除了上引

大量「左執爵，右祭脯醢」一類的寫法外，試看上引〈鄉飲酒禮〉有關賓絕祭的描

寫云：「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右絕末以祭」，也明確點明了用右手祭，左手

只是輔助而已。也就是說，由於右手將需要取物行祭，所以爵便有必要暫時交由左

手執持，以空出右手，故此《儀禮》以「左執爵」的方式，作出提示。 

根據文獻所記，凡是執物，皆以右手為便，如無必要，本無「左執」的執物法。

如《禮記．少儀》云：「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

馬則執靮，皆右之。」鄭注云：「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是以右手牽獸為由便，

執持他物當亦然。51 孔穎達（574-648）《正義》云：「皆右之者，謂以右手牽之，由

                                                 
48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頁 41。 

49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12，頁 124。 

50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18，頁 211。 

51  《禮經釋例．飲食例中》云：「凡奠爵，將舉者在右，不舉者在左。」其下淩廷堪案語引鄭注「將

舉者在右」，云：「便其舉也。」又云：「不飲，即不舉也。」（《禮經釋例》，卷 4，頁 98。）明是

以右手舉爵為由便，此乃確證。凡酬酒不舉，但一人舉觶而旅酬始，此觶則奠於觶右，復舉也。

旅酬不祭，則不祭酒，當以右手舉爵。淩氏既知「將舉者在右，便舉也」（〈飲食例中〉），但〈飲

食例下〉又云：「凡執爵者用左手」，似有自相矛盾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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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故也。此謂田犬守犬，蓄養馴善，無可防禦。若充食之犬，則左手牽之，右手防

禦，故〈曲禮〉云：『效犬者左牽之』，是也。」52 在此孔穎達揭示左、右手之用有

主次之別，右手負責較靈活的動作，左手只是輔助而已。如果是牽蓄養馴善的犬，

不用防其襲擊，由便用右手可也；但若是充食之犬，需以右手提防突襲，故此要用

左手牽之，空出右手準備較靈活複雜的動作。又例如《儀禮》中〈鄉飲酒禮〉、〈鄉

射禮〉、〈燕禮〉和〈大射〉都有樂工，樂工有其相者輔助，其相者皆「左何瑟」而

「右手相」。其有左手荷瑟之法，是為了方便「右手相」。鄭注〈大射〉云：「以右手

相工，由便也。」53 以便利之手以相工，因此得用左手何瑟。此外，又如《左傳．

襄公十年》云：「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

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54 也是以左手執櫓，右手拔戟。《管子．

弟子職》云：「右手執燭，左手正櫛。」55《禮記．檀弓》鄭注引作「右手折堲」56，

毛本《禮記正義》引作「左手秉燭，右手折堲」57，而陸德明（556-627）《禮記音義》

引作「左手執燭，右手折堲」58，可見鄭、孔、陸等所見漢唐版本的《管子》，都記

錄以左手秉燭，其原因是要「右手折堲」。堲是轉語，本字為「主」，指燭端火燒之

處。黎翔鳳（1901-1979）說：「《說文》：『主，鐙中火主也。』其轉音為『即』為『櫛』，

而為爇火之處矣。」59 是也。「正堲」鄭玄引作「折堲」，正、折可通，則所謂「正

堲」者，折去燭端燒火處之謂。莊祖述（1750-1816）云：「執燭但用一手，故左執

之，而右正櫛。……秉燭用左手者，以折櫛當用右手也。」60 以上諸例，都是以右

手進行較複雜的動作。同一道理，上引〈鄉飲酒禮〉賓受主人獻酒，一直以雙手執

爵，直至需要祭脯醢這種較複雜的行動，需用右手，才將爵暫時交至左手執爵，以

便空出右手以祭。 

 

                                                 
52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卷 35，頁 633-634。 

53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17，頁 199。 

54  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 31，頁 538。 

55  《管子》，《四部叢刊初編》影瞿氏鐵琹銅劒樓藏宋刊本，卷 19，頁 7。 

56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 6，頁 113。 

57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 6《校勘記》，頁 122。 

58  陸德明撰，黃焯斷句：《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67。 

59  黎翔鳯：《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159。 

60  黎翔鳯：《管子校注》，頁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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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儀禮》「左執」為提示語證 

〈士虞禮〉對這種左右手交替及分工的舉措有更清晰的描述，其於尸入室後準

備九飯前之儀節云： 

尸取奠，左執之，取菹，㨎于醢，祭于豆間。……佐食舉肺脊授尸。尸

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尸祭鉶，嘗鉶。61
 

從這段文字清晰可見，尸取奠醴，接云「左執之」，然後取菹㨎于醢，並且祭於豆間。

既然在原則上須以右手取菹㨎祭，那麼將奠醴「左執之」，就顯然是為了騰空右手，

方便行祭。引文接續的儀節亦相同，佐食將肺脊交給尸，尸接受並振祭，然後「左

手執之」，也是為了空出右手「祭鉶，嘗鉶」，而將嚌過的肺脊暫時交左手拿着，故

此鄭注云：「右手將有事也」，而祭鉶、嘗鉶時則又注云：「右手也」，適足證此。〈少

牢饋食禮〉主人受嘏節又說：「主人……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

掛于季指，執爵以興。」鄭注云：「實於左袂，便右手也。」62 亦是物交左手以便

右手之證。 

 除了「左執之」和「左執爵」之外，《儀禮》中也有其他描述，能夠證明將物

器暫交左手，空出右手以進行其他動作。如〈公食大夫禮〉賓食之前，由贊者為賓

取下黍、稷，其文云：「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

興，以授賓。」鄭注云：「取、授以右手，便也。」63 鄭玄此注，正正與上所引〈少

牢〉「實于左袂」鄭注云「便右手也」之義相同。此例先由贊者將黍取下，然後「實

于左手」；將黍「實于左手」的原因，是因為取畢黍後還要取稷。當稷亦取畢之後，

將已經「實于左手」的黍「反于右手」，然後將兩者一併授給賓。除〈公食大夫禮〉

之例外，又如〈鄉射〉、〈大射〉數獲時，「先數右獲。二筭為純，一純以取，實于左

手。……東面坐，兼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其餘如右獲。」64 與上例

一樣，二筭為純，滿一純則以右手拿起，「實于左手」。同樣，「實于左手」的原因是

為了繼續以右手數獲、取純。 

 在「實于左手」的寫法外，又有說「予左手」的情況，如〈士喪禮〉云：「舉

                                                 
61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2，頁 496。 

62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8，頁 572。 

63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25，頁 304。 

64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12，頁 131；卷 18，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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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右人左執

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65 右人即舉者。這

段引文所述，右人在「左執匕」之前，一直都是由右手執匕，左手執俎。進入堂後

到阼階之前「錯俎」，放好左手拿著的俎，右手仍然持著匕。在這種情況下云「右人

左執匕」，就是提醒要將匕交至左手。交匕至左手的原因是為了「抽扃」，然後又將

抽出來的扃，「予左手」，與匕「兼執」。而將扃「予左手」的原因，就是為了緊接的

「取鼏」動作。由此將逐個動作進行分析，可證「左執」其實即是「左執之」、「予

左手」、「實于左手」的意思。右人在取鼏之後，將鼏「委于鼎北」，沒有「左執」之

類的提示語，顯然仍繼續用右手進行及完成放置覓的動作。放置好鼏後，又云「加

扃」，那麼，原本用左手與匕兼執的扃，就要先交給右手，再用右手「加扃」。 

由此可證，《儀禮》中大凡標明「左執爵」、「左執之」都有著提示作用，指示行

禮者至該節需將物交至左手，強調雙手變換、交替的動作。明乎《儀禮》這種提示

式的寫法後，我們便不能因為書中大量出現「左執爵」而斷言執爵必用左手，更不

能將之視為慣例。事實上，不單是祭籩、豆之節而需暫時「左執爵」，凡右手即將有

所舉措，《儀禮》撰作者必然會有「左執」的提示。如〈有司徹〉儐尸禮，次賓進匕

湆時云： 

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縮執匕俎以

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受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66  

首先，尸站起並將爵交左手，右手取羊的祭肺然後坐下祭之。祭肺後將肺放回俎上，

然後以雙手祭酒。由於祭酒的動作，已由祭羊肺時的「左執爵」，變成兩手執爵，所

以〈有司徹〉文字再一次說「左執爵」，提示尸需要再次空出右手接受次賓所授的匕，

然後祭。同篇記為侑設羊俎，羞羊燔時亦連續出現「左執爵」，情況與上例相似，其

文云：「侑坐，左執爵，右取菹，㨎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興，

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67 侑降筵自

                                                 
65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36，頁 427。 

66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9，頁 585。 

67  次賓向尸羞羊燔之禮，〈有司徹〉云：「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

在右，尸左執爵，受燔，㨎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俎。」尸與侑同樣是左手執爵後，

以右手受燔，並振祭及嚌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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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68 不難發現，每逢經文說「左執爵」

之後，必隨之以右手的動作；而三次云「左執爵」前都是已回復雙手執爵的狀態69，

因此《儀禮》撰者有必要在空出右手以用之前，標示出「左執爵」。 

上文引用了許多例子，說明《儀禮》之內所謂「左執」，大多情況都是一種左右

手變換的提示，提醒行禮者至該時節需要將禮器暫時轉交左手。其要點有三：一是

本無左手執物之法，執物多用右手或雙手，左手只是輔助；二是大凡言「左執」，都

是緊接右手要進行較複雜之動作，如取祭品、擩醢之類，所以要將原本雙手或右手

執持之物暫交左手；三是凡言「左執」之前，都是已經回復右手或雙手執持物品，

所以更能突顯「左執」是一種提示性的寫法。 

明白了這種寫法的含意，對於其他典籍相似之描寫，都能加以釐清。例如《禮

記．少儀》祭軷云：「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

乃飲。」70《周禮．夏官．大馭》也云：「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

乃飲。」71 以上兩例，都云「左執轡」。執轡應用右手，《孔叢子．刑論》云：「以

御言之，右手執轡，左手運策，不亦速乎？」72 是也。而《禮記》、《周禮》所載用

左手執轡者，其文云「左執轡，右受爵」、「左執轡，右祭兩軹」，可見右手將受爵而

以酒祭兩軹，因此需要先將轡由右手交至左手，「左執轡」，方便左手進行緊接的動

作。 

（三）幾個特例 

然而《儀禮》之內，也有言「左執」卻不代表暫交左手的例外情況。如〈公食

大夫禮〉云：「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73 此

例云「右執觶，左執豐」，上面討論到「左執」是提示式寫法，功用是提醒行禮者，

這裡說「右執觶」又云「左執豐」，豈非也是提示的寫法？此例實質是描寫宰夫執持

                                                 
68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9，頁 586。 

69  此為侑設羊俎、羞羊燔之例，侑升筵坐之前拜受主人爵，故直至侑坐下時仍以雙手持爵可知；然

後取麷、蕡祭于豆祭，祭畢右手無事，因此執爵站起時亦理應雙手持爵；至祭肺用右手，肺於祭

後放回俎上，雙手祭酒，因此接續站起準備受羊燔時，亦是以雙手執爵。 

70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 35，頁 636。 

71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32，頁 489。 

72  《孔叢子》，《四部叢刊初編》影葉氏藏明翻宋本，卷 2，頁 26。 

73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25，頁 303。 



《儀禮》「左執」考 

 

11 

豐和觶的手法，而並非一種提示。〈公食大夫禮〉上文云：「無尊，飲酒漿飲俟于東

房。」注：「飲酒，清酒也。漿飲，酨漿也。其俟奠於豐上也。」接著經文又云：「飲

酒實于觶，加于豐。」注：「豐，所以承觶者也，如豆而卑。」74 可見宰夫在「右

執觶，左執豐」前，觶已經盛滿酒而加設於豐之上。豐承著滿酒的觶，宰夫需要用

兩手執持，所以經文便說「右執觶，左執豐」，用左手執著承托觶的豐，再用右手執

扶著豐上的觶，以穩固其觶，以免行走時酒和觶傾倒翻瀉。 

以下再舉兩個《儀禮》「左執」的例子，均需要特別說明。〈特牲饋食禮〉主婦

致爵主人時對「左執」有這樣的記載：「（主人）席末坐卒爵。主婦荅拜，受爵，酌

醋，左執爵，拜；主人荅拜。」75 按上所論，《儀禮》內云「左執」，乃是必有右手

的動作緊隨。但此例記主婦「左執爵，拜」，與一般所見「右祭脯醢」、「右取肺」、「右

受」之類不同。一般男子之拜，當先奠下爵，然後拜，這是基於男子一般空首、稽

首等，需拜頭至手、至地，兩手俱用，所以必需要奠爵於地，然後行拜。但婦人之

拜，肅拜而已，不需跪下。《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83）

云：「肅拜，但俯下手。」76 可見婦人不跪拜，肅拜的形式又比男子之拜要簡單得

多。鄭司農雖然只說「但俯下手」，不言單手抑或雙手，但依《儀禮》這裡「左執爵，

拜」的記載，似乎只俯下右手即能成拜。所以，〈特牲饋食禮〉此例，云主婦「左執

爵，拜」，「左執」仍然是提示式寫法，意味主婦至此要將爵交到左手，方便俯下右

手以拜。 

另外一個需要特別說明的例，就是《儀禮》對筮時抽韇手法的記載。〈少牢饋食

禮〉云：「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77 根據上所論，「左執筮」

是將筮暫交左手，因為下面要用右手「抽上韇」。韇者，函也。用右手抽掉上韇之後，

史的狀態應該是左手執著筮，右手執著剛抽掉的上韇。然後經云「兼與筮執之」，實

質就是將先前暫交左手的筮，交回右手，讓右手同時執著筮和上韇，以這樣的姿態

接受主人命筮。主人命筮之後，下文記史「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

韇，以擊筮」78，由於在接受命筮之前，已由右手兼執筮和上韇，至此時再「抽下

                                                 
74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25，頁 303。 

75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5，頁 534。 

76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25，頁 387 

77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7，頁 557。 

78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47，頁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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韇」。根據上文「抽上韇」的動作，一是以右手抽韇，二是由於以右手抽韇，所以要

將筮先交由左手執著。然而，這裡只是說史「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其實是省去「左

執筮」的動作不寫，事實上因為要用右手抽下韇，必定有「左執筮」的左右手交替

步驟。由於上文已有著明「抽上韇」的完整動作，所以省去了經文「抽下韇」之上

「左執筮」不寫。至於下面緊接的「左執筮」實與上面「抽下韇」沒有關係。受命

之前，左手執筮，右手抽上韇；受命之後，再次將筮交到左手，而再用右手抽下韇。

上文抽上韇之後，將筮交回右手才接受命筮。至抽下韇之後，右手已經同時執著上

韇和下韇，物多，所以筮並不交回右手，而以左手繼續執持，因此經文就說「左執

筮，右兼執韇」。由此可見，這裡的「左執筮」就不是一種提示左右手變換交替的寫

法，而是描寫左手執筮，右手一併執著上、下韇的姿態。既然不是提示的文字，而

特別標明「左執筮，右兼執韇」的緣固大概是避免行禮者仿照上面「抽上韇」的環

節般，在抽韇後將筮由左手交回右手，指示行禮者要用左手繼續執持筮，右手兼拿

著上下韇進行撀筮。 

（四）小結 

總上所論，《儀禮》內的「左執」是一種提示語。當行禮者右手或雙手執物，而

下一儀節動作又需要用右手進行，《儀禮》撰者往往會標明「左執」，指示行禮者將

右手或雙手原本所執持的物件，暫交左手，以便空出右手繼續行禮。除了幾個特例

外，《儀禮》大抵如此。以往學者以《儀禮》內大量出現「左執」，遂視為慣例，實

為未將儀節逐層剖析之故。從本文舉證可見，上述情況大多是「左執爵」，然後空出

右手祭脯醢、祭肺、祭肝等，更能證明所謂「左執」是左右手交替的標誌，意思相

等於「左執之」、「實于左手」、「予左手」。明乎這種寫法後，古籍中其他相近寫法如

《禮記．少儀》、《周禮．大馭》都能得到更確切之解讀。所以，「左執」並非行禮上

執持物件的禮例，而是《儀禮》作者的一種慣用提示語。這種提示語貫穿全書多篇，

顯示出《儀禮》諸篇的一致性，亦揭示了其書作為儀節行進指引的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