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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禮》〈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
儀節之比較研究＊

韓碧琴料

﹔自霎
〈儀禮〉〈少牢緝令禮〉〈特牲饋令禮）（（有司徽〉為（少牢饋食

禮〉之下篇），詳載士階層與太久階層之祭4巴儀節：前賢告懦鮮有 j菜入探
究士、大夫二階層之不同者，故本文之作，局在研究士、大夫二階級儀節
之異同 。

士、大夫以階級不同，故儀節亦隨之而異。大夫饗尸以十一飯，士饗
尸以九飯﹔士無情尸於堂之事，故備速增以盈其禮，大夫別行債尸之禮，
故正祭殺也﹔隆殺之儀，蓋視階級而行之。
本文據已出土之田野資料，結合文獻進行研究，務期博采眾說，細加
剖析，是非判然，年以斷其曲直者，貝1J 哀集資料，明其出處，以供參稽 。

關鍵詞：儀禮、特牲、少牢、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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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特牲韻食禮〉、〈少丰饋食禮〉之經文、記文、鄭〈注〉、賈〈

疏〉，一以十三經 j主疏本為據。
二、書寫之體例，經文 rn 格，記文降一樁，案語 flf 二路。

三、各節之前採胡培望〈儀禮正義〉所定之前日，又標以數字，以示仟禮

之次第。

回、節目以〈少宇饋食禮〉之節目為準’〈特性饋食禮〉之節目異於〈少
平自貴食禮者〉’則於經文或記文之後標之。
五、為比較（特牲饋食禮〉、〈少牢自貴食禮）之儀節，故將相關經文或記
文並列，復注明出處。（〈有司徹〉芝儀節比較，將具文書之）

占三口

前

吉禮為五禮之冠，〈禮記﹒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卷四九第一頁）且「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贅，沒其喪，喪畢

則祭。」（〈祭統〉卷四九第二頁）是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人莫不有
親，親頭而懷追念思慕之情，此人情之常，豈窮達而有所異乎？故而子孫

祭其祖先，報本追遠，禮之當然，亦仁人孝子將其思慕，天理之自然也。
〈儀禮〉〈特牲韻食禮〉、〈少牢韻食禮〉（〈有司徹〉為〈少牢饋

食禮〉之下篇）為士、大夫之祭禮，而以饋食名篇，事死如生之義也。祭
死如生，則必愛其所親，敬其所尊，此韻食之禮所以惠無不均，猶見先王
之遺意焉。近雖有研究祭紀之儀節者，然音未有深入探究士、大夫二階層
祭禮儀節之異 同者 。 故本文之作 ， 旨在 土、大 夫二階級 之儀節作二比較，
以彰顯其異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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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笙祭日
少竿饋食之禮，日用了己。籃旬有一日。笙于門之外，主人朝服，西
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萃，右抽上醋，兼與 if 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了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
尚饗。」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績，左執益，右兼執體以擊

益。遂述命日﹔「假爾大筆有常。孝孫某，來自了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
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0 J 乃釋積，立益。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
益，乃書卦于木，以示主人，乃退，占。吉，則史體益，史兼執益與卦以
善于主人！「占日從。」乃官戚。宗人命嗨，宰命目酒，乃退。若不吉 7

則及遠白，又笙白如初。（〈少牢饋食禮〉以下簡稱〈少牢〉）
特性饋食之禮，不諒日。及笙白，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門外，西面。

于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 。有 司、群執事如兄
弟服，東面，北上。席于鬥中，閩西、閩外。直至人取益于西塾，執之，東

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幸孫某，盡來日某，頭此某
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益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

盔，寫卦，益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益者還，東面，長占。
卒，告于主人：「占臼吉。」若不吉，則籃遠日，如初儀。宗人告事畢。
（〈特牲饋食禮〉以下簡稱〈特牲〉）

案：少牢韻食之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中且 l喃於廟

之禮。羊家曰少牢。」鄭〈注〉：「禮將祭肥，必先擇牲，繫於牢而
勢之。羊家日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賈〈疏〉：「羊家
日少牢者，對三牲具為太牢，．． ．． ．．但非 一 牲即得牢稱，一牲即不得牢
名，故郊特牲與士特牲皆不言丰也。」〈公羊傳〉桓公八年「冬日

蒸。」何休〈注》：「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家凡三牲，日大牢﹔天
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家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牲。」
（卷五頁二）是以羊家日少牢。
特牲饋食 禮，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 侯之士以歲時祭

其祖繭之禮。 」賈〈疏〉：「鄭知非天子之士而云諸侯 之士者，案〈由
禮〉云：大夫 以索牛，士以羊家，彼天子大夫士，此 〈 儀禮》特牲、少
牢，故知是諸 侯大夫士也 。 」 依〈曲禮〉之制，則士亦 可 用少牢蠍？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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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對此辨之甚明：

今素：天子、諸侯祭宗廟以大牢，大夫以少牢，士以特牲，此禮之

定制也。萬氏之說，似為得之。（雜記〉曰：「主九夫之虞也’

（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
卒哭、成事、附，皆少牢。」大夫卒哭、附，亦用大牢。孔〈疏〉
謂加－萃，此亦如士之喪，遣糞用羊系，乃是盛禮，非常禮也。鄭

〈注）

( db 禮）：「夫夫以索牛」云：「索，求得而用之。」不以

未失用牛為常禮矣。〈主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夫夫無故不

殺羊，士無故牢殺九零。」鄭〈注〉：「故謂祭饗。」尤可誰也。

（〈儀爸正義〉卷三七第一頁）
〈孟子﹒梁、惠王下》：「何哉？君所謂騙者，前以士，後以大央：前
以三鼎，而後以主鼎蠍？」趙岐注：「樂正子曰：君所謂騙者，前者

以士槽，后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卷二下第
十三頁）〈禮〉大夫，士降殺以兩，〈士虞〉、〈特牲〉俱為三鼎，
其爵士禮無提﹔〈少軍〉五鼎，其為大夫禮無題 D 又〈士虞）、（特

牲〉尸以九飯，〈少竿〉饗尸以十一飯，足見降殺以兩之意。是〈少

牢〉為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補於廟之禮，牲用羊家。〈特牲〉為諸
侯之士以歲時奈其中且兩之禮，性用一家。

特牲饋食之禮，不報日。鄭〈注〉：「諦，謀也。士賤職褻’時至事
暇，可以祭，則盡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門頭丁、己
之日。」以大夫位尊，故必先報日，士則可以盡則益。胡培萱曰：
「大夫以上，先頭日而後籃日，士則但籃日而不報日，亦尊者禮詳，

卑者禮略。鄭必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室，蓋君祭，大夫士均
有事焉。大夫祭，士或又有事焉。此所以職褻事繁，不能預報祭日，

但可以祭，即擇日而益之，亦不必定用丁、己之日。」（〈儀禮正
義〉卷三四第 二 頁）

〈少牢〉 莖日必用了、己者，鄭〈注》：「內事用 柔日。」〈禮記﹒

曲禮上〉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0

J

fl

＜疏 〉：「外事以剛日

者，外事 ，郊外之事也。剛，奇日也。十日有五奇 五偶，甲丙戊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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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奇為剛也。外事剛義，故用剛日也。．．．．．．內事以柔日者，內事，郊
內之事也。乙了己辛癸五偶為柔也。」（卷三第一四～一五頁）郊外

之事，係指用兵之事，即征伐巡持之等。郊內之事，當指京廟之奈，
即冠昏喪祭之類。〈少牢〉為大夫祭其祖 m商之儀，屬內事，故用柔

日。然而必取丁、己之日者，鄭〈注〉：「取其令名，白了寧，自變
改，告岳謹敬。」是〈少軍〉用丁日至立己日為重日之日，笙京旬又一
日後之祭白吉否？

益祭日之儀，〈少牢〉主人朝服，黃以周云﹔「諸侯視朝之服，惱
衣，案簣，稍帶，案訝，上下周之，其冠或用委貌﹔或用玄冠，．
數東原云：

r 朝服，大夫以上套貌，士玄冠。』」（〈禮書通故〉卷

三第九一＋頁）然息、以為萎貌即玄冠也，異於黃、數二民之說〈士冠

禮〉

「主人玄冠、朝日晨，」

〈注》：「朝日民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

也。」（卷一第四頁）〈玉藻〉﹔「大夫素帶’、辟垂﹔」（卷三十第
五頁）又日﹔「輯，君末，大夫素，士爵訝。 J

（卷三十第六頁）衣

與冠罔色，裳與轉向色：據此，買lj 大夷之明服為：玄冠、玄端、素
裳、素帶、素轉。

〈特牲〉主人冠端玄。鄭〈注〉：「冠端玄，玄冠、玄端。下言玄
者，玄冠有不玄端者。」玄冠一名委貌。〈士冠禮〉﹔「主人益，玄

冠、朝服。」〈注〉：「玄冠，委貌也。」玄端者，玄端 1）﹔名給衣，
〈詩，鄭風﹒惱衣〉：「惱衣之宜兮，」〈傳〉：「惱，黑色，卿士

聽朝之正服也 h 」「玄為六入，惱為七入，衣與冠同，惱與玄色同，
僅一入之差，故惱衣即玄衣，亦即玄端也。〈士冠〉：「主人玄冠、
朝服，」〈注〉：「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
與冠間。」（卷一第四頁）又：「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給

帶，爵諱。（此文之「黃裳、雜裳可也六字，蓋漢人或為士冠記之竄

入經文者＠）〈注〉：「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
士黃裳，下 士雜裳。．．．．．．士皆爵韋為諱。」（卷二 第 三頁）〈禮記戶

玉藻〉：「 諱，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o 」〈注〉：

也，聽之言 蔽也。凡韓以韋為之，必象裳色。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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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著玄冠、惱衣、惱帶、爵輯，裳有三等，各隨其（立而服之。

主莖事者，〈少牢〉為史，〈特牲〉為笙人。史，鄭〈注〉：「史，
家臣主籃事者。」胡匡衷〈儀禮釋宮〉﹔「吏，莖史，即盡人也。」

又云：「古者← 2宜之官通稱史，〈周禮﹒占人職〉『凡←盒，史占
墨。』〈春秋〉每 HE: 皆曰史，又謂掌重者為重史是也。〈左傳》晉趟

車先卡救鄭﹒占諸史趙、史墨、史龜。齊崔武子益之，過因之大過，史

留曰﹔吉，是大夫之家有史主益矣。」（卷六第五頁）又〈禮記﹒雜
記上〉﹔「大夫←宅與葬日，．．．．．．女日益，則史練冠長衣以益。」（卷
四十第十二頁）史為大夫家臣， it\ 服重服 7 因籃改為不純凶之服 i 貝lj
夫失之臣，兼有← Bi: 等官。蓋古者通謂文詞之官為史，兆卦皆有措

辭，故掌←益者亦稱之為史。〈特牲〉之莖人，楊復〈儀禮圍〉〈少
卒〉禮與〈特性〉禮輕重詳略不同：「〈特性〉盤人籃，笙者者，官

名，〈周禮﹒春官〉有盡人是也。〈少牢〉禮史盔，史者，家臣主益
事者，所謂府史是也。」（卷十六第二一三頁）是史為大夫家臣，益
為官：笙服玄端，史著朝服：朝服重於玄端，以〈特牲〉爵士禮也。

〈少丰〉「史朝服，左執盒，右抽上嘿，兼與笙執之，東西受命于主

人。」與〈特牲〉「益人敢益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儀
節相同，唯執益抽嶺之法較詳耳。

〈少牢〉祝辭曰：「孝孫某，來日丁玄，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
妃配 J 某氏，尚饗。」鄭〈注》：「皇，君也。伯某，且字也。」又

云：「其仲、叔、季，亦日仲某、叔某、季某。」案伯、仲、叔、季
乃其行汰，以伯例仲、叔、季也。「某妃配，某氏」’鄭〈注〉
「某妃，某妻也。合食日配，若言姜氏、子氏也。」〈禮記﹒喪服小

記》：「婦耐於祖姑，祖姑有三人，買 IJ1fi付於親者。」（卷三三第十五

頁）足證不一妃也。然據經云：「以某妃配，某氏，」’明所配只一

人也。方琶〈儀禮析疑〉：「古者諸侯不再娶，以勝攝內事，貝IJ 配享

者可定於 一，宗子雖 t 十，無無主婦則卿大夫以下 ，娶有再三者矣，
而配止一 人，故加以某妃配於某氏之上，以別其為 元妃、繼妃也。」
（卷十六 第二頁）是祭品巴時，所配止一人﹔必言其 氏者，以明其為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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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或繼妃也。胡培鞏曰：「據〈小記〉云：『婦耐於中且姑，祖姑三

人。』是三人並配。蓋經言其正，傳記通其變耳。」（〈儀禮正義〉

卷三七第四頁）明所配止一人，故以「某妃配」加於「某氏」之上。
〈特牲〉祝辭為﹔「孝孫某，益來日某，報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
尚饗 0 J 鄭〈注〉﹔「士祭日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
之後，，fi章月之吉祭。」視辭不吉配，知為種月之吉絮，董賣時初籽，

哀末吉、也，故不及配。

〈少牢〉：「遂述命曰：假爾夫靈有常。幸孫某，來自丁玄，用萬歲

事于皇祖伯茉’以茉妃配，某氏，尚饗。」係笈者命堂之辭冠於主人
命辭之上，（特牲〉不述命者，禮時也。

〈少軍）：「乃釋鹽，立益。 J 鄭〈注〉﹔「卿大夫之曹長五尺，立
笈由便。」〈特牲〉！「益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鄭（ ~主〉

「土之笙者坐，著短由便。」胡培翠引〈三正記》曰：「夫子 Zfl 長九

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儀禮正義〉卷三四第四
頁）是士蓄短 7 故坐益﹔大夫蓄長主尺，故立益﹔各由其便也。（楊

仁宇以自然界不見有五尺長之著草，疑｛ ~主〉說有誤＠）
〈少牢〉：「卒益，乃書卦于木，以示主人，乃退占。」漢簡本「

示」上無以字，當以無「以」字為是。
〈少罕〉：「乃宮戒，京人命嗨，宰命為酒，乃退。 J 此儀節為〈特

牲〉所無，蓋大夫禮詳，士禮略也。宗人如〈周禮》都、家宗人之

職，都宗人草都祭司巴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祝之禮，大宗伯掌視樵 j葦，
故京人命株也＠。宰，家宰，春秋時，凡卿大夫私皂，皆有色，其家
又有家宰，巴宰無定數，家宰只一人，所以相家事，主政教﹔〈周

禮》酒人共祭祝之酒，職屬家宰，故宰命為酒＠。
酒即〈酒正〉所謂之事酒。〈周禮﹒天宮﹒酒正〉：「辨三酒之物，

一日事酒，二日昔酒，三日清酒。」鄭司農曰：「事酒，有事而飲
也。」賈 疏 ：「有事而飲者，謂於祭品巴之時，乃至 卑 賤執事之人，祭

末並得飲 之 0 J 又曰：「對事酒為新酵。」（卷五 第 十一一十二頁）
是宰命酒 人 有事新造者為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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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牢〉：「若不吉，貝 lj 及遠日，又盡日如初。」

<7主〉：「遠日，

後丁若後己。」〈特牲〉：「若不吉，買 iJ fil 遠日，如初儀。」〈注〉
「遠日，旬之外日。」二者所言之「遠日」有異。敷繼公〈儀禮集

說〉：「此（〈少牢〉）遠日對益之日而言，即所益不古之日也。」
（卷十六第四頁）〈特性〉之遠日係就所益之日而言，謂近白不吉，

則更盡速日。胡氏〈正義〉﹔「賈氏（士冠禮〉〈疏〉’謂士籃初
旬，不吉即益中旬，中旬不吉，即 ill: l' 旬 D 罔日預笈三旬。大夫則不

井籃於前月，笙來月芝上旬，不吉，至上旬，又靈中旬，至中旬又益
下句。據〈少牢〉云~

〈持社〉云﹔

r 若不吉則及遠日，又莖日如初。』與此經

r 若不古，則益遠日如初儀右。』異。」〈卷三四第五

頁）是（少丰〉之「速日」’係謂此日益不吉，至後日又盒，「遠」

字只莒後字輝﹔故而鄭（注〉（特牲）云：「遠日 7 旬之外日。」
〈注》〈少軍〉云：「連日，後了若後已。」分別極精。

〈少牢〉「笙祭日」儀節中，參與之人為主人、史、卦者、宗人、宰
諸宮。〈特性〉有主人、于姓兄弟、有司、群執事、益人、卦者。

二、笙尸宿尸宿諸官
宿。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莖尸，如~日之禮。命曰：「孝孫某，

來白了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為尸，尚
饗。」笙卦占如初。吉，貝 IJ 乃遂宿尸，祝損。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

「孝孫某，來日了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
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少牢〉）
前期三日之朝，笙尸，如求日之儀。命笙曰：「孝孫某，頭此某事，適其

皇祖某子，盡某之某為尸，尚饗。」（〈特牲〉「籃尸」節）

乃宿尸，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
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拜。宗人檳
辭如初，卒曰 ：「籃子為某尸，占日吉，敢宿。」祝 許諾，致命。尸許
諾，主人再拜 稽首。尸入，主人退。（〈特牲〉「宿尸」 節）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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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檳曰：
「某薦歲事，吾子將討立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

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特牲〉「宿賓」節）
案：〈少牢〉此節名為「笙尸宿尸宿諸官」，〈特牲〉貝 lj 分為「笙
尸」、「宿尸」、「宿賓」三節。

〈少牢〉﹔「宿。」鄭 <i主》：「宿讀為肅。肅，進也。大夫尊儀
多，~日既戒諸官以齋玻矣，至前禁一日，又戒以進之，便去日祭日當

來。」凡祭必先散齋七日，再致齋三日，至致齋之三日，即祭前一日
也＠。察前一日，進戒諸官，使知祭日當東口〈特牲〉「宿賣，賓如

主人日晨，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檳曰：『某薦葳
亭，吾子將消立之，敢宿。』賓如主人服，亦玄冠玄端也。鄭〈注》
「言吾于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鄭意蓋謂眾
賓則不宿也口張爾岐曰：「士前祭二日，選屬吏為賓，特肅一人以備

三獻。屬吏必來助祭，故云：『吾子之。』」（〈﹛義禮鄭註旬讀〉卷

＋五第三頁）是士但宿賓一人，眾賓不宿：六失則統宿諸官，儀益多
也﹔唯大夫尊，宿尸而己，其為賓及執事者，使人宿之﹔士則親自宿
賓。賈〈疏〉：「大夫宿戒兩有，士有宿而無戒，是儀略。」凌廷堪
〈禮經釋例〉：「凡戒賓、宿賓，宿者必先戒，禮殺者則不宿。」

（卷二第十三頁）是〈少牢〉宿戒兩有，〈特牲〉不言戒，文不真

也。
〈少牢〉：「前宿一日，宿戒尸。」前宿一日，即「宿」之前一日，
亦即祭日之前二日，預戒可為尸者﹔所以然者，鄭〈注〉：「皆肅諸

宮之日，又先肅尸者﹔所以然者，鄭〈注》：「皆肅諸官之日，又先
肅尸者，重所用為尸者，又為將尸。」尸祭前二日宿戒，前祭一日又
宿，較他人多一宿戒，蓋用以為尸而重之也。〈特牲〉「宿尸」，不

言戒，文不具也：蓋禮之大例，先戒後宿。唯〈少牢〉大夫不親宿戒
尸，使人宿 之﹔（特牲〉貝 IJ 主人親宿尸，立于尸外 門 外，子姓兄弟皆
從往，立于 主人之後，北面東上，所以北面者，事 神之禮，重其事

也。

~ 9~

10

（國立中興大學臺中夜間部學報〉

〈少丰〉﹔「明日，朝 HK 戶，如莖日之禮。」明日，祭日之前一日。
〈特牲〉：「前期三日之朝，笙尸，如求日之儀。」大夫不前期三日

軍尸者，鄭〈汪〉﹔「大夫下人君，奈之朝乃視 j霍，與士異。」〈
疏〉：「決上篇〈特牲〉士禮云前期三日益尸，此祭前一日笙尸，吉
遂宿尸不問之事。夫子諸侯前期十日←得吉日，買 iJ 戒諸官散齋，至前

察三日，←尸得吉，又或宿諸宮，俠之致齋，主卑不嫌，故得典人君
同，三日益尸，但下人君，不得散齋七日耳﹔大夫尊，不敢與人君
同，直散齋九日前禁一日益尸， rr 宿詰宮致齋也。」賈民中鄭 7 謂大

夫首史實九日 7 致齋－回乏說哥拉：蓋散七日，致齋三日，乃禮之適

例。愚意鄭（ i主〉「大夫下人君」之說為是。
夫失命益之辭，除語京增「以某之某為尸」句外，餘向盤目之辭：土
命堂之辭，語余力日「﹔笠某之某為尸」句外，餘並同籃日之辭﹔且士、

大夫籃尸如初籃日之儀。
某之某者，鄭〈注〉：「字尸父，而名尸。字尸父，尊鬼神也。」
〈禮記﹒曲禮上〉云：「為人子者，．．．．．．祭品巴不為尸。」

〈注〉

「尊者之處，為其失子之道，然則尸← HK 無父者。」（卷一第二二

頁）蓋尸之父若在，必將與祭，則以尊臨其父，為人子者必不安也，
故凡為人尸者，父皆死矣。禮之通例「卒哭乃諱」’諱則不稱名，稱

其字，是以云「字尸父而名尸也。」必連言尸父字與尸名者，鄭〈
注》：「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是大夫，士俱以孫之倫為

尸﹔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曲禮上〉卷三第二頁）必以孫
之倫者，祖孫問昭穆也。

〈少牢〉：「吉，貝 lj 乃遂宿尸，祝檳。」大夫莖吉又遂肅尸，重尸
也。~~肅尸，乃肅諸官與執事，皆由祝為檳者。〈特牲〉則由宗人檳

辭祝致命，無宿諸官之事，蓋與大夫禮異耳。
〈少牢〉祝檳辭為「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
妃配，某氏 ，敢宿。」「某氏」之下當有「籃子為某 尸，占曰吉，」

之文，以文 已具於〈特牲〉，故略之耳。〈特牲〉宗 人檳辭如初莖尸
之辭，唯語 末以「籃子為某尸，占日吉，敢宿。」易 前笙「某之某為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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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尚饗。」’餘並同。〈特牲〉檳辭不及配者，為禪月之吉祭也。
（詳前）

〈少牢〉：「主人退，尸送，揖，不拜。」｛ i主〉﹔「尸不拜者，尸

尊。」〈特牲〉：「尸入，主人退。」〈注〉：「相揖而去，尸不拜
送，尸尊。」賈〈疏》：「鄭（玄）知有相揖而去者，約下篇〈少

牢〉云：

F 主人退，尸遂，揖，不拜。』是也。但彼有送女，此經尸

入後，乃言『主人退』’則「不送可知。此尸不送者，土卑﹔故尸被
宿之俊不送也。大夫尊，故尸雖雯宿，猶送大夫也。」賈氏以土卑六
央尊，故〈特牲）尸不拜送。胡培實〈！接禮正義〉卷三四第八頁駁
曰！

凡送賓之注，送者必俟迫者之遠去而後入，故經每云賓不顧也。此
則同時入退，故 c主》以為相揖而丟，亦以著戶之尊也。（少室主〉宿尸

云﹔「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彼〈注〉云﹔「尸不拜者，尸尊。」此
〈注〉云：「「不拜送，「尊。」義一耳。〈士冠禮〉宿賓及下宿賓，賓
皆拜送，此尸不送不拜，故＜ i主〉云：「尸尊 0 J 此與〈少丰〉文有詳

略，皆互文見耳。此經云：「尸入，主人退。」，則知〈少牢〉亦入退同
時矣。〈少牢〉云：「尸送，揖，不拜。」，則知此尸送亦不拜矣。此經
不云揖，〈注〉云揖者，即據〈少牢〉言之。〈注》云：尸不拜送者，謂

尸不拜而送耳，非謂不送也。不拜，亦據〈少牢〉言之。賈（ ilJrD 誤為尸
不送，遂有士卑大夫尊之說，皆鄭義所無，不可從。

愚以為胡氏所言甚是，〈少牢〉’（特牲〉詳略互見，其義一也﹔賈
氏申〈注〉而併失〈注〉意也。

三、為祭期
既宿尸，反，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

「請祭期。」主人曰：「比于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
「諾。」乃退 。（〈少丰〉）

主人及子姓兄 弟即位于門束，如初。賓及眾賓即位于門 西，東面，北上。
宗人祝立于賓 西北，東面，南上。主人再拜，賓答再拜 。三拜眾賓，眾賓

答再拜。主人揖入，兄 弟 從 ，賓及眾賓從，即位于堂 下 ，如外位。宗人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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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階，視壺濯及豆鐘，反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出，皆復外
位。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家。京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鼎，告絮。請

期，日冀飪。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特牲 〉

「視濯視性」節部分

文旬，詳見下節）

案：〈少牢）：「既宿尸，皮，為期于廟門之外。」鄭〈注》：「為
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為期 J］：夕時也。言 e!t 肅尸，反，

為期，明六失縛，肅尸而己，其為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鄭意以
為期在宿諸官後，大夫親宿尸後尚有使人宿詣宮之事，為期與宿「同
日。士則親宿尸又宿賓，不為期，但請期而己，且于姓兄弟等助禁者
官與育﹔（少罕〉經不見于姓兄弟導面位者，以巴見於（特牲〉，故
略之＠凸

〈少罕）：「主人門東南面」南面為君（立，六失尊，於諸官有君道，

故立於門東南面﹔土卑，則立於門外西面。
（少牢〉﹔「京人日﹔『且明行事。』主人曰﹔『話。』乃退。」鄭
〈注〉：「旦明，旦日質明白」是〈少牢）為期，主人不自定，由宗

人定之。〈特牲〉頁。宗人請期，主人售以羹飪，與夫失禮異耳。凡祭
皆質明行事，故〈少牢〉以旦明行事，〈特性〉不云質明，而云羹飪
者，〈注〉曰：「肉謂之羹。飪’熟也。謂明日質明時，而日肉熟，
重豫勞賓。 J 蓋士乏實多僚友，故重豫勞之。

四、祭日視殺視﹔翟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
北首，東上。司馬釗羊。可土擊家。宗人告備，乃退。雍人概鼎、匕、 i且

于雍賽，雍賽在門東南，北上口凜人概值、廠、匕與敦于凜囊，！稟賽在雍
釁之北。司宮概豆、蓮、句、爵、臘、自單、几、洗、屋于東堂下。句、

爵、鼠、驛實于籃。卒慨，餵豆、道與健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昨階
東南，當東榮 。（〈少牢〉）

厥明夕，陳鼎 于門外，北面，北上，有罵。軒在其南 ，南 II頃。實獸于其
上，東首。牲 在其西，北首，東足。洗設于昨階東南。 壺禁在東序。豆、

筆、捌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 堂 。 主 人及 子 姓、兄弟即位于門

~

12 ~

（儀禮〉（少牢饋食禮〉（特性饋食禮〉儀節之比較研究

13

東如初。賓及眾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
面，南上。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眾賓，眾賓答再拜。主人攝，入。

兄弟從，賓及眾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京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
豆、鐘，反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宗人視牲，告
充。雍正作家。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聶告哀。請期。曰：「羹飪。」告

事。賓出，主人拜送。（〈特牲〉此節標目為「視濯視牲」）
記：設洗，南北以堂 i架，東西當東柴。水在沒束。僅在決束。僅在注西，
南順，實二爵、二姐、四牌、一角、一散。查、骨？禁，餵于東序，南
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平奠’用給，即﹛立而徹之，加勻。（〈特
牲））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鬥外東庚，南面，視側殺。（（特性〉「奈日陳

設及位坎」部 5﹔、文切，詳見下節）
菜：〈特牲〉！「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厲。」〈

注〉：「厥，其也。宿賓之明白夕。」鄭以厥明夕為宿賓明日之夕，

即奈前一日之夕也。是土於祭前一日之夕視牲與視﹔翟’祭日夙興視側
殺﹔大夫則視殺、視﹔還同日口胡培輩〈﹛義禮正義〉亨︱姜兆錫臼﹔
〈周禮》宿視牲，至祭旦而後視殺者，君體尊，故以兩日行之也。士
卑，於君無嫌，得與君同兩日。大夫近君有嫌，貝 lj 避君而不得兩日 D

歷考諸禮皆然。」〈卷三七第九頁〉其說是也。
〈少牢〉「羹定實鼎餒器」節「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鐘之
西，二鼎在家鐘之西。」〈注〉：「魚、時從羊，膚從家，統於牲。」

盛世佐〈儀禮集編〉：「前祭一夕，先陳鼎於門外，北面，北上，至
是移而近鍾焉，便升也。．．．．．．前夕不言陳鼎，以其己見於〈特牲禮〉
也。〈特牲禮〉不言實鼎之法，故詳言之，互相備也。」（卷三七第

三二頁）士、大夫俱於祭前一夕陳鼎於廟門之外。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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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牲〉：「陳鼎於門外，北面，北上。」〈注〉：「門外北面，當
門也。」褚寅亮〈儀禮管見〉：「經不言門之左右東西，則當門可

知，〈注〉義為長。當門，辟六夫也。不南面，辟君也。」（卷十五

第一頁）是士陳鼎於門外，北面，當門也者，辟大夫也：蓋以大夫陳
鼎於門東之故。

〈禮〉大夷、士降殺以兩 7 則三鼎為士，五鼎為大夫。〈特拉〉之
鼎，家、魚、膳也：〈少罕〉之鼎，羊、家、魚、睛、膚也。
〈少牢〉：「司馬釗羊，司士擊家，宗人告備，乃退。 _j

（注〉

「封、擊，皆謂殺之。此實既省，生備九殺之，女互者，省艾也口」
〈周禮﹒小京伯〉﹔「大奈，省柱，視株濯。」（卷十九幫主頁）據
此言之，則大夫實亦先省後殺，所以先言封、擊，次言告備者，以其

同時，故連互言之，以省文也＠ ο 士禮則於索之前夕，京人視牲，告
充，雍正作家，宗人舉獸尾，各備，夙輿視側殺﹔兩日行之。大夫著
朝服，玄冠，惱帶，素裳，素韓視殺、視濯：士則著玄端，視 j翟、視
牲。

犬夫之牲為羊家，分由司馬到羊，司士擊家﹔士則雍正擊家﹔胡匡衷
〈儀禮釋官》云：「雍正，私臣，掌割亨者，雍正即雍人也。〈少
牢〉有雍人，又有雍正，故雍正為雍人之長，此士之宮，當止一人
也。」（卷六第三頁）蓋大夫官多，土卑職褻也。司馬，胡匡衷曰：
「司馬，大夫家臣為司馬者，如〈周禮〉家司馬之職。．．．．．．考〈左
傳〉有叔孫氏之司馬躍庚，又季氏以公鈕為馬正。杜〈注｝

: r 馬

正，家司馬。』是大夫自以其家臣為司馬也。〈周禮〉司馬下有羊

人，祭紀割羊牲，此司馬封羊，蓋兼其職。」（〈儀禮釋官〉卷六第
八頁）司士，賈〈疏〉：「〈周禮〉鄭〈注〉司空奉笨，司士乃司馬

之屬官，今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宮，大夫又職職相兼，可士兼其職
可知，故司士擊家也。」又〈周禮﹒夏官﹒司士〉：「凡祭祝，掌士
之戒會， 詔 相其法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 其 屬而割牲，羞旭
豆。」（ 卷 三一第四一五頁）大夫不能備宮，故家 司馬兼具〈周禮〉

司馬之職 ， 司士亦兼〈周禮﹒夏官〉司士之職也。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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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牢〉：「雍人概鼎、匕、迫于雍蟹，雍賽在門東南，北上。 j

〈注〉：「雍人，掌割亨之事者。」〈說文〉：「慨，樵也。」〈周
禮﹒天官﹒世婦〉﹔「帥女宮而濯概為齋盛。」鄭〈注〉：「慨，拭

也。」（卷八第一頁）教繼公〈儀禮集說〉﹔「瓶，猶拭也，既笙日
而宗人命糕，則有司於祭器皆已濯之矣，故至此但慨之為去塵也。」
又云：「鼎、匕、生且皆牲器，故雍人慨之於雍賽之上，以其類也。」

（卷十六第七頁）六六於笈日時，宗人命蝶，至此始言觀者，以大夫
視濯於祭日也。〈少牢〉〈注〉云雍人掌割亨之事，士則以雍正掌割
亭者﹔二賽皆在廟鬥外東南，唯六末之嬰各日雍囊，土之暴名曰牲

賽。
〈少牢〉：「鷹人概瓶、歐、匕與敦于農囊，鷹賽在雍賽之北。」鄭

{ 1主》，請「庸人，掌米入之藏者

D 」賈〈疏〉亦申鄭 u主〉’謂凜

人草木。放織公〈儀禮集說〉：「凜人與雍人對言，則是掌寫錯之事
者也。」（卷十六第七頁）胡匡衷〈儀禮釋官〉卷六第十頁曰：

考〈周禮〉摩人職？祭把共其接盛，嬉人掌凡祭守己共壘，要F 司農云
錯人主炊官，（特牲〉曰主婦視嬉釁，此經壞人概鼠、獻、匕與敦

於凜釁’則摩人掌為 6喜之事兼錯人之職欺？
〈特牲〉「祭日陳設及位次」節「主婦視館釁于西堂下。」〈注〉

「炊套種日語，宗婦為之。」〈記〉﹔「繕賽在西壁。」〈周禮﹒館

人〉：「館人掌凡祭把共盛。」〈注〉：「炊而共之。」（卷十六第
二三頁）胡培葷〈儀禮正義〉引高愈曰：「主人視側殺，主掃視館
囊，所謂共承宗廟，夫婦親之，內外之義也。」（卷三四第十二頁）

蓋士無館人之宮，故使宗婦為之﹔大夫官多，足供其事也。〈特牲〉
館賽在西壁，是廟門內也﹔〈少牢〉！稟賽在雍賽之北，則廟門外也。

〈少牢〉：「司宮概豆、蓮、句、爵、臘、輯、几、洗、籃于東堂
下。句、 爵 、自瓜、解實于籃。卒概，餵豆、道與儘 于房中，放于西

方。設洗于 昨階東南，當東榮。」〈注〉：「大夫 攝官，司宮兼掌祭
器。」〈 疏 》：「下文司宮廷神席於奧，此又掌豆 鐘之等，故鄭云攝

~

15 ~

16

〈國立中興大學薑中在閣部學報〉

宮。案〈內則〉鄭〈注〉云諸侯兼宮者，彼對天子、天子六卿，諸侯

三兼六卿，此則大夫對諸侯，諸侯具官，大夫攝宮也。」胡匡衷〈﹛義
禮釋官﹜卷六第十頁：〈禮運〉云：「大失具官，非禮也。」孔子讀
管氏官事不攝，焉得儉。此（〈少牢〉）篇司馬釗羊，兼羊人之職：
司土擊蓉，兼司主之職﹔雍人陳鼎，兼甸人之職：！車人概瓶、虹、匕
與敦 F 兼錯人之職 i 司吉又兼事奈詣，皆足為攝宮之誰。
大夫若官官似君，不知攝官以績，必為禍亂之由﹔故大夫雖較諸士人
官多，候大多擂官也。大夫由司莒概九種寮器於東重下 7 句、爵、
鼠、蟬賽于僅，得 ti 醫畢，復將豆、鐘、籃陳設於東虜中之西邊，設

洗於昨階東南，當東槃之處。〈特牲〉則由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

﹛鄭＜ i主〉：「：不言款、制者，省文也。」），及豆、遍，反降，東
北面古濯具。
〈特牲）經文「壺禁于東序」，不言「啊？禁」與陳設之法，故〈記〉
丈補之。設說，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鐘在洗西，南

l頃，中置二爵、三膩、四輝、一角、－散。凌廷堪〈禮經釋例〉卷十

一第七頁云﹔
凡酌酒而飲之器日爵。廷堪案：爵者，實酒之器之統名，其別曰

爵、曰郎、曰輝、曰角、曰散。〈士冠禮〉〈疏〉引〈韓詩外傳〉
曰：「一升日爵，二升曰穌，三升白解，四升白角，五升曰散。相
對爵、解有異，散文則通，皆曰爵也。」
胡培葷曰﹔「各書多詳爵之形，而他少傳焉。據〈韓詩〉說，爵、

臘、蟬、角、散，總名日爵。然則五者，其量所受有大小，而其形制

則一蠍？」（〈儀禮正義〉卷三六第七頁）是爵、鼠、輯、角、散皆
為飲器，以爵為統名，其容則各自有別也。去二爵者，蓋賓獻尸之爵

止，主人當致爵於主婦，故爵二也。云二組者，長兄弟與眾賓長班

同，接並 為加爵，宜各用一鼠，故組二也。云四蟬 者，長兄弟酬賓之
蟬，未奠 於鐘，賓弟子與兄弟弟子己各舉驛於其長 ，其一驛酌奠於劍
南，故驛 四也。云一角者，主人所以獻尸，故角一 也。云一散者，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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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所以獻尸，故散一也。（特牲〉詳述各飲器之數〈少牢〉則文不

具，或亦省文與？
（特牲〉祭之前夕，覆 二 壺（一以盛酒，一以盛玄酒）於耕禁（〈禮

記﹒王藻〉卷二九第一六頁云：「大失側尊用驗，士側尊用禁。」士
禮禁言耕禁者，祭尚厭飯也，得與大失罔器，示不為敗也。）上，陳

設於東序，南順，蓋在南，盡覆不用也 。 明白（祭日）卒奠＠’事
用給，以禦塵﹔董即給荐，未奠不設幕，卒奠乃設之。

（特牲 I

\

a己〉文詳述陳設之法，〈少牢 〉 不言陳設之法，文不兵

也。
五、養定實鼎餵器
奠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鐘之西，二鼎在家鐘之西口司馬升羊右胖 7

牌不升，屑，臂，膀，騁，聽：正脊一，蜓脊一，橫脊一，短脅 一 ，正脅

一，代脅一，告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 一 鼎。司
士升家右胖，脾不升，屑，臂，蹄，縛，倍﹔正脊一，艇脊 一 ，橫脊一，
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舉肺一，祭肺 三 ，實于一鼎 D 雍

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司士又升魚 。 睹。魚十有五而鼎。睛一純而鼎，脂用
壤。卒霄，皆設扁豆幕，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司莒奠
兩點于房戶之間，同臉，皆用霧，無且有玄酒。司宮設春水于洗束，有抖 。

設儘于洗西，南肆。改餵豆、道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 豆 、鐘之
實。小祝設槃區與軍巾于西階東。（

〈 少牢 〉）

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尊于戶東，玄酒
在西。實豆、謹、鉤，陳于房中如初 。 執事之祖陳于階間，二列，北上。
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在。几、席陳于西堂如初。尸盟區水實于槃中，筆
巾在門內之右。（〈特牲 〉

「祭日陳設及位次」節部分文旬，詳見下節）

記：牲賽在廟門外東南，魚、脂釁在其南，皆西面。（

〈 特牲〉）

記：鐘巾以給 也，總襄。菜系栗擇。鍋主用苦若微， 皆 有滑：夏葵，冬
荳。（〈 特牲〉）

案：此節 為〈少牢〉論實鼎之法與豆、謹、盤、區 等之事，性體之 差
等，割制 升載之儀法﹔〈特牲〉不言實鼎之法，故 〈 少牢 〉詳言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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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互見也。
〈大夫〉脂用壤，士措用兔＠，則用靡，大夫禮也，經特著其異

耳。
（特牲﹒記〉﹔「鐘巾以給也，續襄 D 稟蒸栗擇。」〈注〉：「邊有

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可豆豆里之也’是擇互文。舊說云：
據稟者，皆玄被白」裹，阮元〈枝勘言已〉謂當作要：漢簡本作「熹

裹」

0

「緝裹」之文例猶〈詩經. ~印風－綠衣〉﹔「綠衣黃襄」（卷

二之一第八頁）之例，玄被縛襄也。〈禮記﹒雜記上〉﹔「內于以鞠

衣、表衣﹔素﹔少。 J

i 注》

i

「秉沙，右令紗穀之用也 7 穴服首袍

制，不禪，以案紗裹（莒作囊）之，如今種袍裡重繪矣。 J
「袍制謂連衣裳有表有稟似袍 O J

（疏〉

（卷四十第十三～＋四頁）皆足證

明當作「續稟」。

鄭〈注〉「蒸裹」為「﹔需襄」之誤，系或殘渦，或涉下文「蕉擇」而

誤，襄之為里，形誤＠。
（少卒〉攻餵豆適于房中 7 南面﹔士禮不故而實於其處﹔是大夫位尊

禮盛而威儀多也，士卑禮殺而威儀略也。

六、將祭即位設几加句截旭
主人朝服，即位于昨階束，西面 。 司宮廷于奧。祝設几于廷上，右之。主
人出迎鼎。除鼎。士盟，舉鼎。主人先入 。 司宮取二句于優洗之，兼執以

升，乃啟二尊之蓋，奠于臉上，加二句于二尊，覆之，南柄。鼎序入。雍
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組以從 D 司士贊者二人，皆

合執二但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坦以相從入 。 陳鼎于東方，當序
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為下。匕皆加于鼎，東柄。坦皆設手鼎

西，西肆。昕姐在羊祖之北，亦西肆。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盟于洗。長
忙。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昕迫。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

昕，末在上。 舌 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昕 i且橫 之 。皆如初為之于
賽也。佐食遷昕 迫于昨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 上利升羊載右胖，
解不升，肩， 臂 ，騁，膀，倍﹔正脊一，艇脊一，橫脊 一 ，短脅一，正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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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 1且拒﹔舉肺一，長終肺﹔
祭肺三，皆切。肩，臂，睛，搏，儲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下利

升家，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 2且，皆進下。司士三人升魚、晴、
膚。魚用咐，十有五有迫，縮載，右首，進慨。睛一純而且且，見﹔進下，肩
在上。膚九而姐，丹：橫載，革 Ill頁。（〈少牢〉）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視側紋。主掃視繕，嬰于西畫下。亨
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尊于戶束，玄洒在
西。實豆、謹、側，陳于房中如初。執事之迫陳于階間，二咧，北上。盛

兩敦陳子西堂，藉用草。几、席陳子西堂如初。尸盟區水實于槃中，軍巾
在門內之右。祝娃、几于室中，東苗。主婦纏、弊、宵衷，立于房中，南

面。主人及賓、兄弟、群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答有司具。主人拜賓
如初 Y 揖入，即位如初。佐食北面立于中庭。（〈特性〉「祭日陳設及位
坎」節）

宗人遺佐食及執事盟，出。主人降，及賓盟，出口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
鼎，賓長在右，及執事學魚、 1普鼎，除霜。宗人執畢，先入，當昨階南
面。（（特牲〉「陰厭」節部分文旬，詳見下節）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指帶，給擇。唯尸、視、住食玄端、
玄裳、黃芸、雜裳可也，當爵諱。（（特拉〉）

記：牲釁在廟門外東南，魚、暗賽在其南，皆西面。自喜 賽在西壁。（（特

牲〉）

記：邊巾以給也，標襄。案蒸栗擇。劍毛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
荳。（〈特牲〉）

案：〈少牢〉祭時將至，大夫朝服：（特牲〉祭日則主人、祝、佐食
皆用玄端，賓及兄弟助祭者皆用朝服﹔凌廷堪〈禮經釋例﹒器服之例

下〉﹔「凡士祭禮，盡日、笙尸、宿尸、宿賓、視濯視殺、正祭，
尸、主人、住食皆用玄端。」（卷十二第四頁）又曰：「凡大夫祭
禮，皆用 朝服。 J

（卷十二第十一頁）大夫禮盛， 故著朝服以祭：士

卑，故著 玄端以祭也。

大夫由司 宮設起，祝設几﹔士則由視起几﹔蓋大夫 威儀多，官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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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兩官以供其事：士卑，故設席、設几皆由祝為之。

〈少牢〉：「主人出迎鼎，除餌，士盟，舉鼎，主人先入。」〈注〉
「道之也，主人不盟不譽。」〈特性〉﹔「主人降，及賓盟，出。主
人在右，及（主食舉牲鼎，」士禮自舉鼎，與大夫禮異耳。胡培董引高

愈曰：「士祭則親舉鼎，大夫雖使人舉，而必親自導之，敬也。」

（〈儀禮正義〉卷三七第十六頁）犬失敬事，故先入導之也。方石

〈儀禮析疑﹜翠＋六第七頁：土禮以學鼎屬實長位食，及執事之人，
故主人以每行之。大夫不親舉鼎，又除鼎而行入，非以尊而怠於事

也：官宿共亭，則主人專款共內心以與神明艾而僅見，楓間有高 1妻愴
之精愈著矣。實禮百官具 y 百物備不吉而事行者，技而起，言而後事

行者，杖而起，亦此義也。
方民以丈夫不親舉鼎 7 故得專設主心章，其說甚善且

〈少牢〉：「宗人遺賓就主人，皆盟于注，長化。」〈注〉！「長和

者，長賓先，次賓後也。主人不忙，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大夫
不親匕。〈特牲〉則由主人、長賓化，住食升載。〈周禮﹒太僕〉﹔
「贊王牲事」‘、 0主〉﹔「牲事、殺割匕載之屬。」〈疏〉﹔「〈易﹒

震卦〉家云：震驚百里，不喪匕望。〈注〉云：雷發聲百里者，諸侯
之象，人君於祭品E 之禮，匕牲為自而已，其餘不親。彼諸侯親匕，明

天子亦然，是以六僕得有贊牲之事。〈少竿〉不親匕，下人君故也﹔
〈特牲〉親匕者，士卑不嫌也。」（卷三一第十四頁）士卑，不嫌與

君同，故親匕﹔大夫（立尊，嫌與君同，故不親匕，亦親臨之，以示敬

也。
〈少牢〉：「佐食上利升竿心舌，載于昕坦，」〈注〉﹔「牢，羊、
家也。」凡牲，一為特，二為牢。〈特牲〉昕迫但有家心舌，〈少
牢〉昕祖則羊、家心舌俱有。（特牲﹒記〉：「載，心立，舌縮租。」
縮，縱也﹔南北為縮，東西為橫。」謂心立組，舌縮租。〈少牢〉
「末在上 」，即心立也﹔於舌則言「橫之」。舌 有 縮有橫，皆不立
也。〈特 牲 〉云縮，〈少牢〉云橫，皆據迫而言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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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牢〉：「上利升羊載右胖，髒不升，屑，臂，膀，蹲，嘴：正脊
一，艇脊 一 ，橫脊一，短脅一，正脅 一 ，代脅一，皆二骨以並：」

〈注〉﹔「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 。 」胖，〈說文〉：「胖，半體
肉也。」周人尚右，故祭神以右胖也。凌廷堪〈禮經釋例﹒飲食之例

下〉：「凡牲皆用右胖，唯變禮反吉，用左胖。」（卷五第十九頁）
吉禮用右胖，凶禮用左胖凸凡禮用牲，必解之，有析分居廿一體之體

解與析分為七之豚解。牲體前腥骨謂之眩，眩骨三！盾，臂，膀：後
腔骨謂之股，股骨三﹔悴，縛，駱﹔合左右胖為十二。又脅有三：短
脅 F 芷膏，代會 i 合左右胖為汽，則八包。復加正脊，艇脊，橫背二
者罵二十＿＿. 0 載於坦，則用右胖，又髒不升（解賤，近竅，故不升）
故〈少牢）羊、家皆為十一體：〈特牲〉止載家組：用屑，臂，睛，

膀，備，正荐，橫荐，長脅，短脅，則 11: 丸體：蓋士卑禮略殺以兩

也。

（少牢〉羊載於祖，「腸三，胃三」’鼓繼公〈儀禮集說〉﹔「〈少
軍〉之祖五而已 y 腸、胃不得別祖，古文但附於其社包，則其數貶焉，

而且於三，亦如〈特牲〉家企且膚 三 之意也。」（卷十六第九頁）是大
夫本當用腸五、胃主，以附於其牲，故貶焉：士禮止用特牲，故無羊

迫之腸、胃。家無腸、胃者，君子不食 i圓臉，故大夫、士，均無家坦
之腸、胃也。
（少牢〉：「肩，臂，膀，轉，儲在兩端，脊、脅、肺、屌在上。」
漢簡本無上肩字，前人或據今本而失於謬誤，當從簡本無上 肩 字＠。

〈特牲〉：「主婦視繕，賽于西堂下。」館人掌祭紀共盛，士卑無語
人之官，故使宗婦為之。賽于西壁堂之西牆下，以婦人 主 之故也﹔大

夫則凜人掌之，在門外。〈特牲〉：「主婦纜、詐、宵衣，立于房
中，南面。」〈注〉：「纜、算，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

黑，其繪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緒、詐、宵
衣，士妻之 常服也。〈士昏禮〉：「姆總、算、宵 衣，在其右 。 」
〈注〉：「 纜，給髮。算，今時管也。．．．．．．宵讀為 〈 詩〉素衣朱宵之

梢，魯詩以 稍為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稍為領，因 以為名，且相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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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卷五第一～二頁）〈禮記﹒郊特牲 〉

：「繡僻，丹朱中衣，

大夫之悟禮也。」＜？主〉：「繡，讀為絢：梢，繪名也 。 」

（ 卷二五

第十五頁）（玉藻〉﹔「君于狐青裘’豹衷，玄梢衣以向之。」〈
注〉：「梢，綺屬也，染之以玄，於弧青裘相宜。」（卷三十第一

頁）鄭玄謂宵為綺屬，又云繪名：〈說文〉：「梢，生絲也。 」 段
〈注〉！「生絲，呆海之料、也，以此生絲織繪白擒，仍能絲得名也 。
故或云繪告，或云椅厲，綺即文繪也 。 宵，假借字。」宵為綺之假

惜，玄亦黑類，是稍衣，玄衣包。〈少宇〉「主婦被錫，衣移快，薦
自東房， J

（

γ 陰厭節 J

）鄭（注〉﹔「被錫 7 讀寫實意 9 古者或創

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紛為飾，因名震嘗焉。此〈周禮〉所謂次

也。不總算者，女失妻尊，亦衷躺哀而 ｛i 其袂耳。（主者，蓋半士妻之

拱以益之。女三尺三寸，怯尺八寸。」〈周禮﹒失官－追師〉：「掌
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汰。」〈注〉﹔「汰，次第髮長短為之，所
謂贅。」（卷八第十五頁）鄭玄以質解〈周禮〉所謂之次﹔即今假髮
是也。大夫妻尊，故不纜、算﹔大央主與士妻間稍衣， B佳快馬里＠。

士妻之袂，三尺三寸，怯，尺三寸：六夫妻之袂以其丰益之，則拱三
尺三寸，怯尺八寸也。
大夫將祭即位設凡加句載祖，或以位尊禮盛威儀多，故所敘詳備﹔土
卑禮殺威儀略，故僅就 祭 日陳設及位次論之。

七、陰厭
卒霄，視盟于洗，升自西階 。 主人盟，升自昨階。祝先入，南面。主人
從，戶內西面。主婦被錫，衣移快，薦自東房，草草、自盡隘，坐奠于往
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移衣快，執葵渲、嬴瞌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
受，陪設于東，主渲在南，葵直在北。主婦興，入于房。佐食上利執羊
迫，下利執家姐，司士三人執魚、睛、膚 i且，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
祖：羊在豆束 ，家亞其北，魚在羊東，睛在家東，特膚 當 女且北端。主婦自
東房執 一 金敦 君主，有蓋，坐設于羊迫之南。婦贊者執敦 櫻以授主婦。主掃
興受，坐設于 魚祖之南。又興受贊者敦君主，坐設于櫻 南 。又興受贊者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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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坐設泰南。敦皆南首。主掃興，入于房。祝酌奠，遂命（主食啟會。蓋

二以重，設于敦南。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

某，敢用柔毛剛囂，嘉薦普埠，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
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少牢））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主婦盟于房中，薦兩豆：葵
誼、蝸隘，跪在北。宗人遺（主食及執事臨出。主人降，及賓盟出口主人在
右 y 及佐食學位鼎。賓長在右，及執事學魚、措鼎。除軍。宗人執畢克
入，當昨階，南面。鼎西面錯。右人抽扇，委于鼎北。贊者錯迫，力日匕。

乃忱。佐食升昕姐，無之，設于昨階西。平載，加匕于鼎。主人升，入，
復位。迫入，設于豆東，魚、次，賠特子姐北。主鋪設兩敦泰稜于沮南 7 西
上，及兩制翎宅，設于豆高，南隙。視決，酌奠，奠于制商，遂命（左食啟

會。佐食管會于敦南，出，立于戶苗，甫苗。主人再拜稽首。視在左。
卒，主人再拜稽首。（（特牲〉）

記：棘心匕，刻。（〈特牲〉）
記：凡祝呼，佐食許諾。（〈特牲））

記﹔昕祖，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姐。
案﹔凌廷堪〈禮經釋例〉：「凡尸未入室之前，設餵于奧，謂之陰
厭。」（卷九第十二頁）胡培輩引熊朋來云：「陰厭於室之奧，陽厭

於室之屋漏口厭者，言神厭飲也。陰厭末迎尸，陽厭尸已譚，故二厭
之時無尸。〈大戴禮》：無尸者厭也。」復引郝敬曰：「尸未入，神
先降，故有陰厭。尸既出，神未散，故有陽厭。」（〈儀禮正義〉卷

三五第一頁）陰厭時，〈少牢〉：「祝盟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盟，
升自昨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教繼公〈儀禮集

說》：「祝先升，亦大夫禮異也。」（卷十六第十五頁）〈特牲〉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注〉「祝先入，接神，宜在前
也。」大夫、士禮，均由祝先入，蓋接神宜在前也﹔唯士禮，則主人

先升後入 ﹔大夫禮祝先升，大夫禮異也。
〈少牢〉

：「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移快，執 葵誼、自在纜，坐奠

于鐘前。 」 大夫禮盛威儀多，故有主婦贊者一人助 祭。主婦贊者，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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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命婦為之，故亦被錫，衣移袂，即〈特牲〉所謂宗婦也＠。
〈少牢〉主婦親設四豆：主蓮、酷腫、葵渣，嬴瞌﹔〈特牲〉主婦薦

兩豆：葵蓮、蝸瞌：〈特牲〉兩豆，〈少牢〉四豆也。〈少牢〉「主

禮、髓髓，」〈注〉﹔「主誼、瞌睡，朝事之豆，而饋食用之，豐大
夫禮。」〈周禮﹒臨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主渲、誼
誼、昌本、費腎、青誼、鹿腎、斑洹、學脅。」（卷六第一頁）士饋

食禮，唯取莫謹、蝸睦。大芙則益取朝事二豆，蓋豐＊失禮也。
〈少牢〉主婦親設四金敦，宗婦贅三教：〈特牲〉主婦設兩敦，不使

宗婦贊者，蓋以士禮敦少，主婦可親之也。〈少牢〉鄭〈注〉：「款
有首者，尊者器飾包，飾董象龜。」鄭意以為大夫以上，敦蓋有飾，
士則無之；

（禮記﹒禮器〉﹔「管仲鐘蓋朱缸，」

Ci王〉：「縷墓，

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眉龜耳，諸侯飾以象，女子飾以主。」（卷 二 三

第＋七頁）是犬失之敦，通體刻為龜彤，以金飾之也。

〈少牢〉「祝酌奠’」〈注〉：「〈特牲饋食禮〉曰：祝洗酌奠，奠
于制南，重果之。」〈持社〉言「祝洗，酌奠’奠于制南，」〈少
牢〉不言洗，蓋省文耳。鄭 (7主〉亨︱〈特牲〉者，以（少軍〉亦有設

棚，然不在此節，經空其文。故引之以為證。士禮陰厭時已設鍋，大
失陰厭時不設側，兩制至尸入飯時，始設於主誼之南，與士不同也。

〈少牢〉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巔，嘉薦普淳，用薦歲事于
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注〉：「羊日柔毛，家日剛

囂。」大夫禮用少牢一羊、家二牲，祝辭遂為「敢用柔毛剛蠶」
〈 特牲〉無祝辭，蓋文互見也：故鄭〈注〉約〈少牢 〉 之文曰：「祝
祝曰：

r 孝孫某，敢用剛巔，嘉薦普掉，用薦某事于皇祖某子，尚

饗 o 」以士禮用特牲一家，故祝辭為「敢用剛蠶」’異於大夫也。

八、迎尸入妥尸
祝出迎尸于門 外 。主人降立于昨階束，西面。祝先入門 右，尸入門左。宗
人奉槃，東面 于 庭南。一宗人奉區水，西面于槃東。一 宗人奉軍巾，南面
于槃北。乃決 尸 盟于槃上。卒盟，坐奠筆，取巾振之三 ，以授尸，坐取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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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以受尸巾。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昨陷。祝先

入，主人從。尸升益。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中兄在左。祝、主人皆拜妥
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祝反，南面。（〈少牢〉）

祝迎尸于門外。主人降，立于昨階東。尸入門左，北面盟。宗人授巾。尸

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
答拜 7 軌奠 o 祝饗口主人拜如初 0

(

（特性〉「尸入九飯」節部分文旬）

記：決尸盟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區者西面淳 j夭。執巾者在區北。京人
東面取巾， 1辰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尸入，主人及賓皆辟

位。出亦如乏。
累！〈特牲〉！「尸入門左，北面盤。」（ i主〉！「〈少牢饋食禮〉

曰：祝先入門右，戶入門主。」蓋〈特牲〉經文不言「視先入門右」，
當文，故鄭玄亨 I ＜ 少宇〉經文，互見也。
（特牲﹒記〉謂士禮奉槃一人，執區 J享汶一人，執巾一人，合京人吱

巾，其四人：〈少牢〉一宗大奉槃，一宗人奉區水，一宗人奉軍巾，
.€!P 授巾，其三人。〈特牲〉較〈少牢）多一人：蓋士卑職賤，故奉
槃、執巾、執臣，皆使執事者為之，唯授巾由宗人行之。胡培翠曰：
「（（特牲〉）京人授巾，不即使之執巾者，以執槃、執區、執巾事
不目頸，富以班問者為之，故不便去人執巾，而特使之授巾，以重其

事。」（〈儀禮正義》卷三六第九頁）犬失位尊官備，故皆以宗人為
之。

（少丰〉：「祝、主人皆拜妥尸。」謂祝與王人皆拜妥尸，〈特牲〉
不言祝拜妥尸者，文不真也＠。

（特牲〉：「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言尸坐于「主人拜妥尸」之
上：〈少牢〉：「視、王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言

尸坐於「妥尸」之下﹔蓋文有先後也。
（特牲〉：「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注〉：「饗，
勸疆之也 。 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孝詐、某 圭為孝薦之饗。」
是〈特牲〉 有祝饗之禮，〈少牢〉無祝饗之禮，蓋 大夫近君，嫌與君
間，士踐 ，不嫌與君同。盛世（主曰：「惟（〈少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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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所以然者，以其有債尸於堂之禮，故於是略之與？」（〈儀禮集

編〉卷三八第三頁）盛氏之言亦可聊備一說。

九、尸十一飯是謂正奈

尸取主革摸辯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袁櫻于四敦。下佐食取罕一切
肺于侶，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蒙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上佐食

學尸牢肺、正脊以支尸。主位余爾主款零于是 J: ’有之。主人羞昕迢，升
白昨陷，置于膚北。上佐食差兩鏘，取一羊鏘于房中，坐設于主渲之南。
下佐食又取一家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雯，坐設于羊制之南口皆草，當有

個 o 尸披以個主毒草棚，邊上文革哥家鋪，嘗草棚，盒舉，三飯。主佐食舉尸草
幹。尸受 1民察， H齊乏。佐食加于 1丹。上佐食羞敲爾瓦豆，有醒，本用瓦

豆，設于薦豆之北。尸又余，余哉。上佐余舉尸一魚。尸妥振祭，自賽之。

佐雯，加于昕’橫之。又食。上佐食舉尸措屑。尸受振奈，日育之。上佐食
加于昕 D 又盒 7 上﹛左食舉尸牢諧，如初 7 又食？「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
南，獨惰，不拜，曰：「皇尸末實，（有口」尸又盒。上佐食舉「牢屑。尸

受振察， H齊之。（主食妥，加于昕。尸不飯，售飽。視西面子主人之南。主
人不言，拜倍。尸又三飯。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昕。（〈少牢〉）
祝命按奈。尸左執蟬，右取渲摸于髓，祭于豆問。（主食取泰稜肺祭授尸。
尸祭之，祭酒，時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輝答拜。祭鍋 T 嘗之，告胃口

主人拜。尸答拜。祝命爾敦。佐食爾泰程于席上。設大羹清于 ~I[ 北。舉肺
脊以授尸。尸受，振祭，日齊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昕迫于措

北。尸三飯，告飽。祝倍。主人拜。佐食舉幹。尸受，振祭’。齊之。住食
受，加于昕姐，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尸實舉于渲豆。佐食羞庶羞四
豆，設于左，南上，有自益。尸又三飯，告飽。祝倩之如初。舉館及獸魚如
初。尸又三飯，告飽。祝﹛有之如初。舉肩及獸魚如初。佐食盛昕主且，旭釋

三舉肺脊加于昕租，反泰櫻于其所。（〈特牲〉「尸入九飯」節部分文
旬）
記：尸坦右屑 、臂、賄、舵、路，正脊二骨，橫脊，長 脅二骨，短脅，膚

三，離肺一 ，叫肺三﹔魚十有五﹔脂如牲骨。（〈特 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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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方琶〈儀禮析疑〉﹔「豆間，兩豆聞之隙地也。．．．．．．惟〈公食大
夫〉日上豆之間，以有六豆也。〈士虞〉、〈特牲饋食〉皆兩豆，故

曰豆間。」（卷十五第十三頁）〈少牢〉四豆，亦祭於土豆之間，蓋
以豆數多故也。凌延堪〈禮經釋例〉！「凡尸采食前之祭，謂之墮

祭，又謂之段祭。．．．．．．又案墮祭，即〈周禮﹒大祝〉九祭中之命祭
也。此祭必祝命之，故日命祭。」〈卷九第九～十頁）
（持社〉祝命按奈，（士虞〉祝命（主食墮 F 瞎（少平〉不言命 7 吳建
華〈（義禮章旬〉：「〈少牢〉皆不言命，要之皆命也，文有詳略耳。」

（卷十四第四頁）是〈少軍〉不云命祭，文不具也。

〈少牢）「上（主食取零櫻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肘子迫，以授上佐

食。上佐食兼與零三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祭奈稜切肺也﹔
〈特仕〉

「佐食取書是稜肺奈授尸。尸奈之，禁酒，日辛酒，告旨。」禁

泰稜才。肺及祭酒，（少卒〉不及祭酒？與（特牲〉小異也。

〈少牢）：「主人羞昕姐，升自昨陷，置于膚北。」大失五姐有膚，
膚特於北，故在膚北也：〈特牲〉！「主人羞斯坦于艙北」，士禮三

祖無膚，故昕在 1首北也。
（少牢〉祭鋪，上佐食羞兩鍋，尸．披以個祭羊鍋，遂以祭家棚，嘗羊
棚。（特牲〉祭鍋，嘗之，告旨。（特牲）爵士禮，祭鍋僅一家銅﹔

〈少牢〉篇大失禮，有羊、家二側，而尸唯嘗羊制者，蓋羊為少牢，

必先當之，以明禮之正也＠。旦大夫禮繁多，使 一 與士同，則日不
暇給矣。〈少牢〉祭鋪在祭離肺正脊之後，〈特牲〉祭鋪在祭離肺正

脊之前﹔二禮先後汶序有異。

〈特牲〉：「舉肺脊以受尸。尸受，振祭，瞬之，左執之，乃食，食
舉。」﹔〈少平〉不云「乃食」，只云「食舉」﹔蓋文有詳略耳。
士祭尸，九飯：尸始三飯前，初舉肺脊﹔又三飯前，再舉脅與脂、
魚﹔終三飯前，三舉備與晴、魚﹔終三飯後，四舉肩與脂、魚﹔唯士

禮較略，僅 一牲一家，故始舉家之脊，終舉家之肩 也 。大夫祭尸十一
飯：尸始 三 飯前，初舉牢肺正脊﹔四飯前，再舉脅 ：五飯前， 三 舉

魚﹔六飯前 ，四舉脂﹔七飯前，五舉牢體﹔八飯前不 舉﹔終三飯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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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舉牢肩﹔始舉羊、家之脊，終舉羊、家之肩也。士祭九飯，故四

舉﹔大夫祭十一飯，故六舉。〈少牢〉雖六舉，然牢體亦只四舉，
脊、脅、骨昌、肩：凡尸飯，舉脊為食之始，舉庸為食之終＠﹔以肩

為牲體所貴，故為食之終。〈特牲〉四舉，亦始脊、次脅、次懦、終
肩，與大夫同。唯〈特性〉睛、魚皆三譽，二者同舉﹔〈少牢〉有二

牲羊、家，故於睛、魚，略之而一舉，先舉魚，後譽睛，別舉魚、脂

者，鄭玄曰：「崇威儀」，蓋大夷之儀節盛，廠儀多也口（特性〉

「尸三飯，生飽。視俏。」〈注〉：「〈少牢饋食禮）（有辭曰：皇尸
末實，﹛有也。」〈﹔主＞

51

＜少牢〉者，以〈特牲〉經文采言﹛有辭，故

引以誰之，文有詳時耳。

士索，「三飯即（有 i 大夫奈， 尸 七飯始惰。士奈， f兄、主人共﹛有﹔大
夫發，視、主人要 f有 7 當陸殺之義也＠。
〈特牲）每三飯，皆視俏，主人拜，尸答拜。〈少草〉則祝唯八飯時

一（有而不拜，主人唯九飯時一拜﹛有：方石曰：「（（少牢〉）牲草鼎
坦倍加，則儀節益繁，公土私臣益眾，則獻酬難 N ，使掌捌佑食，

室與（特牲〉間，賓（有主人交拜，則日不暇給矢。」﹛〈儀禮析疑〉
卷十六第十五頁）方氏之說是也口
〈少牢〉庶羞四豆，兩截兩醒，羊直立在南，家散在北，無目要瞬者，鄭

玄曰：「尚牲不尚味。」，〈特牲〉有家無羊，〈少牢〉蒹有羊、家
二牲，故無需膀曉以備味。〈特牲 〉 庶羞四豆，鄭〈注〉﹔「庶，眾
也。眾羞以家肉，所以為異味。四豆者，撓、炙、裁、自益。」四豆皆

以家肉為之，蓋庶羞不輸牲也。〈特牲〉所以＊ H：冉、家炙、家雖以備
味者，褚寅亮〈儀禮管見〉卷十五第四頁：

依〈少牢〉庶羞四豆，兩哉兩酷，則士亦當然，而〈注〉以為蹺炙

截瞳者，蓋庶者多品之右，大夫兩戚，兼用羊、卒，則不得云寡，
故後〈 注〉云：

「尚牲不尚味。 」 士惟得用系，苟兩豆皆系哉，則

非庶羞 之義，故即取系肉為撓、為炙、為裁，以 示多品，而實未嘗
瑜牲也 。既有三物，一種足矣。經云有蘊，見瞌 止一豆也，〈注〉
即精細 ，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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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氏之說，甚為精確。
〈少牢〉：「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昕。」〈注〉「尸受牢幹而

實舉於道豆，食畢，操以授佐食焉口」〈特牲〉﹔「尸賣舉於種豆」
〈注〉：「為將食庶羞，舉謂肺脊。」是〈特牲〉尸實舉於蘊豆，在

羞庶羞之前﹔則〈少牢〉「上位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昕」亦當在羞

獻血之前，〈注〉亨︱（持社〉之文以誰之。凌廷堪曰：「凡尸所食之

師巷，必先奠于蘊豆。尸平盒 7 佐食始受之，加于昕姐。．．．．．．〈少
牢〉、〈士虞）經不云尸實舉于直豆者，文不具也。」（〈禮經釋
例》卷九第六～七頁）凌民立言是也，蓋〈特牲）、〈少牢）二禮多
詳略互見。

＋、主人獻戶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另酪尸。戶拜妥。主人拜送。戶祭酒，。車
酒。賓長羞牢肝用組，縮執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尸左執爵，右兼
T
甲車

4
+
4J

牢
少

取肝，于祖鹽，振祭 7 睛之 7 加 T 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

主人洗角，升，酌酪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啤酒。賓長以肝
從。尸左執角，右取肝于鹽，振祭， E齊之，加于高豆，卒角。 1兄受尸角，
曰：「送爵 F 皇尸平爵 D 」主人拜，尸答拜。（〈特牲〉「主人初獻」節
部分文句）

案：〈少牢〉酪尸用爵，〈特牲〉酪尸用角﹔李如圭〈儀禮集釋〉
「凡觴一升日爵，二升日瓢，三升日蟬，四升日角，五升日散。〈少
牢饋食禮〉固自尸用爵’此辟大夫不用爵，次當用蝕，而用角者，角用

功少，象質也。」（卷三六第二三頁）胡培葷曰：「不用爵者，下大

夫也，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角加人事略者。」（〈儀禮正義〉卷
三五第十一頁）士禮辟大夫，故用角，且角象質也，加人事略焉。
〈少牢〉：「 賓長羞牢肝用姐，縮執士且，肝亦縮， 進末，鹽在右。」
〈特牲〉直 言肝從，士禮卑下，只用一牲，不得如 〈少牢〉用牢：唯

亦當如〈少 牢〉「羞牢肝用姐，縮執 t且，肝亦縮，進 末，鹽在右。」
不言者，文 不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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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牲〉祝相爵，而〈少牢〉無之，蓋詳略互見耳。

十一、尸醉主人命祝致嚴

祝酌授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西奠爵，又拜。上佐
食取四敦泰擾。下﹛主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主食以級祭。主人左
執爵 P 右受佐食，坐奈之，又祭酒，不興，造時酒。祝與二佐食皆出，盟

于法，入。二佐食各取表于一致，上佐食兼受 l t車之以授尸。尸輯l 以命
視。平命視，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蝦于主人曰：「皇尸命工視，承致

多擂無疆于女幸孫，萊女孝孫，使女受禱于芙，宜碌于白，眉壽萬年，勿

替引之。」主人傘，美爵，興，再拜稽首，與受奈，三位振祭，哨之，詩慎
之，實于在訣，挂于季指，執爵以興，生奠爵’執爵以興，生奠爵’拜。

答拜。執詩以興 7 出。幸夫以通雯雷泰口主人嘗之 7 納諸內。（（少平））
祝酌受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角 D 尸拜送口主人遷，佐食授﹔妥祭。主
人坐，左執角，受祭察之。祭酒，啤酒，進聽瑕。佐食搏季授視，視授

尸。尸支以造豆、執以親戚主人。主人主執角，再拜稽首妥，復位。詩懷
之，實于左吠，挂于季指，卒角，拜。尸杏拜。主人出，寫青于房。祝以
通受。（（特牲〉「王人初獻」節部分文旬）

案：（少牢〉：「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口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
又拜。」〈注〉：「主人受自信酒，俠爵拜，彌尊尸。」犬失受爵而俠
拜，較士禮有加﹔方琶謂「位彌高，禮彌卑。」蚣菇。也。

〈特牲〉尸以酷主人。主人拜送角。尸拜送。〈少牢〉則日尸答拜。
方百〈儀禮析疑〉云：「大夫尊而尸以祖考臨之，轉用尊長答卑幼之

辭，與士與下大夫不送尸，而上大夫（賓尸出門拜送，同義。皆使人不
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也。 J

（卷十六第十六～十七頁）其說可存

參。
（特牲〉由尸親蝦，〈少牢〉則由祝傳尸蝦，蓋大夫威儀多，士禮質
朴耳。〈 特牲〉經文不見蝦辭，鄭〈注〉：「其辭 則〈少牢饋食禮〉
有焉。」 是〈少牢〉尸蝦主人有辭，而〈特牲〉無 之，文互見也。張
爾岐〈儀 禮鄭註旬讀〉曰：「彼（〈少牢〉）命祝 致蝦，故云皇尸命
工祝，此 （〈特牲〉） 尸 親蝦，當省去此語，直用 承致多褔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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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五第九頁）（特牲〉蝦辭當為「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
孝孫，﹛吏女受祿于天，宜碌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特牲〉：「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注〉！「〈少牢
饋食禮〉曰：興受害言，坐振祭，擠之。」引〈少牢〉者，明〈特牲〉

亦「興受奈，坐振祭，唷之。」文詳略互見也。故繼公謂拜不奠爵’
「受書是不奈，皆異於大夫也。」（〈（義禮集說〉卷十五第二十頁）方
官駁之臼﹔「（數民）云受套不祭，則未然，乃與〈少牢〉互見而艾
略耳。表者，尸所親執以掘也，未有祭酒而不祭霉， H卒酒而不嘗毒

者，此亦如﹔盡菲搏不可損人，雖搏亦不可以手承，故各舉其 一 ，於

〈特牲〉見〈少牛〉之書是亦受以誼豆，於〈少牢〉見〈持社〉之哥哥亦

j專而授耳。〈〈儀禮析疑〉卷十五第十七頁）方氏之言甚是，當是文
互見也。
（少牢〉主人奠爵 F 輿：〈特牲）不言者，教繼公謂拜不奠爵，異於

大夫＠，方宣從之＠：盛世佐曰：「凡拜必奠爵，膚、﹛頃出也。執爵而
拜者，唯婦人：立拜則可耳 。 此云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不言奠
角興者，文略也。」（〈儀禮集編〉卷三五第十五頁）胡培葷從盛氏
之說，曰：「或以拜不奠爵，受泰不祭，為異於大夫，非矣。」（
〈儀禮正義〉卷三五第十三頁）愚意盛、胡二氏之說較勝。

〈少牢〉：「出。宰夫以這受背棄。玉人嘗之，納諾內。」〈特牲〉
不言薔奈，單言裔，鄭〈注〉：「變奈言裔，因事託戒，欲其重檬

裔。畜者，農力之成功。」殼繼公曰﹔「 Jtt （特牲）單言裔，（少
牢〉言督蓉，未詳。」（〈儀禮集說〉卷十五第二＋頁）盛世佐引郝
敬曰：「晉、稿通，即奈。」（〈儀禮集編〉卷三五第十六頁）胡培
葷曰：「案此泰耳，經不言棄而變言裔，故〈注〉明之。〈少牢〉

〈注〉云：收斂日音。音即構也。〈毛傳〉云：斂之日椅。〈說文〉

穀可收日福。穀至收斂之時，是農力之成功也。段氏玉裁曰：古多假
音為稽。秦 氏 蕙田云：（少牢〉言督主要，此單言裔， 語有詳略耳，無

異義。」（

〈儀禮正義〉卷三五第十三頁）胡氏申 〈注〉，禮是鄭

學﹔秦氏之 言，亦可聊備一說。大夫位高官多，故使 宰夫受~：士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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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使祝以連受也。〈少牢〉主人嘗囊，前己嗨，是嘗，此復嘗，是重
受此季也：〈特牲〉不言復嘗者，賈〈疏〉謂文不具也。教繼公謂：

「既哨之，復當之，亦六六禮異也。」（〈儀禮集說〉卷十六第二五
頁）二說並參。

＋三、主人獻祝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主人西面管卉。薦兩豆，直、
醋。佐食設坦：牢韓、橫脊一、短脅一，腸一，冒一，膚三，魚一橫之，

賠兩體屬于民。祝取蘊摸于醋，祭于豆聞自視察妞，祭酒，啤酒。肝軍

從。稅取肝旗子鹽，振察，晴立，不興，加于姐，平爵，興。（〈少罕〉）

娃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拜支角。主人拜遂。設遣、龍、組。視主執
角，奈豆，興取肺，坐奈， H實之，興，加于組，坐，禁酒，呻酒。以肝
從口祝左執角 y 右取肝摸于鹽 7 振室等 7 瞬之 7 加于 1且 7 平角 7 拜。主人杏

拜，受角。（〈特牲）「主人初獻」節部分文甘）
言已！干兒坦牌，艇脊三骨，脅三骨，膚一，離肺一。（〈特牲〉）

案：〈特牲〉先云「是祝南面」後云「主人酌獻祝」：〈少竿〉亦當
先設席乃獻，先云「主人獻祝」’後云「設席南面」者，文逆敘耳。
（特牲〉設沮瞌姐，鄭〈注〉﹔「渣瞌皆主婦設之，佐食設祖。 J 姜
兆錫曰：「註（〈特牲〉之注）亦臆詞。據經惟前獻尸時，主婦設立巨

艦，後亞獻及致爵時，主婦設遺豆而已。經例凡不言主人、主婦親設
者，皆有司為設之。」（〈儀禮集編〉卷三五第十七頁）〈少牢〉薦

兩豆蒞臨，殼繼公謂﹔「薦者，亦宰夫也。」（〈儀禮集說〉卷十六
第二五頁）萎兆錫曰：「薦者，主婦薦也。」（〈儀禮集編〉卷三八
第十九頁）盛世佐曰：「案〈特牲〉獻祝、設祖瞌，註云：主婦設

之。姜氏既正其失矣，於此又以薦者為主婦，何自相矛盾耶？故氏近
是，而指言宰夫，亦非闕疑之意，但當云以有司為之。」（〈儀禮集

編〉卷三 八第十九頁）愚意盛氏之說較勝，是〈 特牲〉由有可設祖
暉，（少 牢〉由有司薦兩豆渣噓。

大夫祝祖 以羊、家、魚、脂四者共一組，無肺，祭 用膚，遠下尸（尸
租有離肺 、祭肺）士禮祝祖唯悍蜓，脊二骨，脅 二骨，無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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咕：有膚、離肺，是下尸（尸姐有祭肺、離肺）。大夫位尊，儀節
盛，故 f兄姐以四物共－~且：士卑禮殺，視坦唯－~且而巴，無魚、睹。

（少牢〉﹔「祝取肝摸于鹽，振祭，日齊之，不興，加于迫。卒爵，
興。」鄭〈注〉：「亦如（主食授爵乃興，不拜既爵，大夫中兄，賤也。」
大夫尊，祝賤，不拜 ~f 爵。（特牲〉﹔「祝卒角，拜。主人答拜。」
士卑，故拜之口方電謂不拜 e~ 爵民「 u 將﹛賓尸，日不足也？在古以為

賤，似夫之。」（〈儀禮析疑》卷十六第二＋頁）方氏之言，或可存

之。

＋三、主人獻兩佐食初獻禮竟
主人酌獻上（主食。上住食戶內）捕東北面拜，三位受爵。主人茵茵答拜。佐食
索酒，卒爵’拜，坐懷爵’興。祖設于兩階之間，共 1且折， 一 膚。主人又
獻下佐食，亦如之。其青少J ＇設于階間，西上，亦折，一膚。（〈少牢〉）
酌獻佐食 D 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堂，奈，卒角，拜。主人答
拜 7 受角 7 降 7 反于儘？升？入 7 復位。（（特牲〉「主人初獻」節部分
文旬）
記：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

佐食 f且，君主折，脊脅。膚一，離肺一（〈特牲〉）
案：〈少牢〉（主食不時而卒爵者，鄭〈注〉：「大失之佐食賤，禮

略。」｛ i主〉蓋據〈特牲〉士之佐食亦略言之。方在曰：「祝不 H齊
膚，不拜既爵，佐食不悴，與賓獻祝而不及（主食同義，以將債尸，日

不足也，〈註〉皆以為賤，似失之。」（〈儀禮析疑〉卷十六第二十
頁）方說亦可存之。

士之佐食也有離肺，是下尸（尸祖有離肺、祭肺）﹔大夫之佐食迫無

離肺，遠下尸也（尸 t且有離肺、祭肺）。大夫獻兩佳食，士僅獻一佐
食，是大夫禮盛，威儀多，士禮殺，戚儀略也。

十四、主婦獻 尸
有司贊者取爵于 鐘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婦贊者受以 授主婦。主婦洗

于房中，出，酌 ，入戶，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主 人之北西面拜送
爵。尸祭酒，卒 爵 。主婦拜。 祝受 尸爵。尸答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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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宗婦執兩邊戶外
坐。主婦受，設于敦南。祝贊連祭，尸受祭之，祭酒，碎酒。兄弟長以燭
從。尸受，振祭，自齊之，反之。羞婚者受，加于昕，出。尸卒爵凸祝受
爵，命「送」如初。（〈特牲〉「主婦亞獻」節部分文句）

案：〈少牢〉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鄭〈

注〉﹔「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拜而後獻者，當伏拜也。」大夫
之妻不北面者，近君，須辟也﹔士霎卑 7 不嫌與夫人同，故北面拜。

大夷之妻禮儀盛，拜而後獻者，莒俠拜﹔士霎儀簡？故不俠拜也。
士妻獻尸用肉僅之爵，而更沒之：大夫妻則於室中堂上，由有司取爵

於下，由婦贊者傳致。

〈特性〉宗婦執兩邊，戶外三位﹔〈少牢〉主婦與贊者，授受于室中：
大夫與士相異耳。
〈少牢）尸不啤酒而平爵 7 與（特牲〉尸祭酒、時酒其 i 的培輩口﹔

「戶不啤酒而卒爵，禮略也。」（〈儀禮正義〉卷三八第十五頁）胡
氏之言，可聊備一說。

（特牲〉主婦亞獻，兄弟長以矯從，〈少牢〉無者﹔凌廷堪曰：「凡
主人初獻，從組皆以肝。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從去且皆以婿。主人、
主婦獻祝亦如之 0

......

（少牢韻食禮〉主人初獻，寶貴羞牢肝﹔主人

獻祝亦竿肝從，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皆無從者，上大夫祭畢將債尸，
故正祭之禮殺也。」（〈禮經釋例〉卷九第二十～二一頁）胡培萱引

王士讓日﹔「〈特牲〉主婦亞獻時，宗婦執兩邊，兄弟長以姆從。此
（〈少牢〉）無者，〈特牲〉室中成禮，無償尸於堂之事，故即備遲

婚。此別行債尸，凡劍、豆、道、清、菁、蝠，皆於﹛賓尸時進之也。」

（〈儀禮正義〉卷三八第十五頁）凌、王三氏之說是也。

十五、尸酥主婦
易爵洗，酌授尸 。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紹祭。 主婦西面于主人之

北受祭，祭之 。其結祭如主人之禮，不蝦。卒爵 7 拜， 尸答拜。（〈少
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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蚱如主人儀。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按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

昨酒，入，平爵，如主：人（義。（（特牲〉「主婦亞獻」節部分文旬）
案：〈少牢）易爵，（ ~主〉謂男女不相襲爵口〈特牲〉西章，如主人

儀，〈注〉謂：「不易爵，辟內子。」如依鄭玄之說，大夫之禮，男
女不相弩爵：士禮則不易爵。吳廷華曰：「〈注〉云：不易爵，辟內

子。竊謂此內外之防，似不得因辟而廢。」（〈儀禮幸句〉卷十五第
六頁）胡培輩們義禮正義〉卷三五第十五頁引吳氏提義曰﹔

所謂詐必、易街，明夫婦之別，并謂內于專故易毛也。若第以男女不
相襲言，頁。此亦男膏，豈為辟內爭而還可圖L 其男青之理？且擾（第

說）「夫人易爵」，今內子不辟夫人，去曇乃辟內子邪？男女不相
裝爵，禮之通例，〈特牲〉亦會主甘〈少牢〉戶醉主肆易爵，三家之

說是亡，。不言易爵’芯亦九省亡，。
（特拉〉主婦撫奈，鄭〈注〉﹔「撫按奈，示親奈，住食不侵而禁於
地 Y 亦儀簡也。」（少牢〉禮 7 則主婦雯奈 7 蜜之。教繼公曰：「士

妻撫察，內子受察，又有于鼻子室之異，皆相變也。」（〈儀禮集
說〉卷十六第二八頁）士妻不西面祭子室，而適房南面，不親祭，但

撫祭而已﹔蓋大夫妻位尊儀節益多，主妻位卑儀筒也。

十六、主婦獻祝
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麓，以授主婦于房中。主婦洗，酌獻祝。祝
拜，坐授爵 o 主婦答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少牢〉）
獻祝，這爐從，如初儀。（〈特牲〉「主婦亞獻」節部分文句）

案：〈少牢〉主婦洗，酌獻祝﹔〈特牲〉亦當更爵洗於房中，乃酌獻

祝，蓋男子不承婦人爵也﹔不言之者，抑文略蠍？
士妻獻祝，用內鐘之爵更洗之﹔大夫妻則使有司取爵於下籃，由婦贊

者入授之者 ﹔方石曰：

「 士禮略 ， 主婦獻 尸 、 祝 、 佐 食，並用內鐘之

爵，而更洗 之。內子則室中上，皆使有司取爵於下 鐘 ，宗婦傳致。而

內鐘之爵， 專以酬內賓，宗婦於房中，以著威儀之 盛 耳。」（〈儀禮

析疑〉卷十 六第二一頁）大夫妻儀盛，士妻儀略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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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牲〉主婦獻，以通燭從，而〈少牢〉無之，蓋上大夫祭畢將債

尸，故正祭之禮殺也。（參見「主婦獻尸」節）十七、主婦獻兩佐食亞獻
禮竟

十七、主婦獻兩佐食亞獻禮竟
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祭

酒，平爵，坐授主騁。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乏。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少牢〉）
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特社〉「主婦亞獻」節部分文句）

寮 i 大夫妻獻兩佐食，士妻僅獻一佐食，董太夫禮盛威儀多，土禮
略＇ f：義簡也。

十八、實長獻尸
寶貴洗爵獻于尸。「拜受爵 o 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丰富巷口實拜。
祝受尸爵。尸答拜。（〈少軍〉）

賓三獻如初。婚從如初。爵止。屌于戶內。主婦混爵酌，致爵于主人。主
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京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邊。祖入
設。主人左執爵’祭薦。京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奈，情之，興。
加于妞，坐，挽手。祭酒， U卒酒，肝從。左執爵，取肝 1頁于鹽，坐振祭，

自齊之。宗人受，加于侶。矯亦如之。興，屌乘坐，卒爵，拜。主婦答拜，
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

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
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主婦薦豆、姐，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

卒，降，實爵于鐘，入復位。三獻作止爵。（〈特牲〉「賓三獻」節部分
文句）
記：昨祖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主婦過

費支折，其餘如昨迫。（〈特牲〉）

案：〈少 牢〉正祭賓三獻尸即卒爵，昨賓不止爵 者，以祭畢將債尸
也。凌廷 堪曰：「凡致爵皆在賓三獻之間。」（〈 禮經釋例〉卷十第
六頁）上 大夫得債尸，故不致爵，辟人君﹔士卑不 嫌與君同，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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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致爵具也。是上大夫有償尸之禮，故夫婦不致爵，爵亦不止。士
卑，故主人主婦交致爵也 0

（特牲〉賓長三獻以燭從，〈少牢〉賓長

三獻，皆無從者，以上犬尖祭畢將（賓尸，故正察之禮殺也 0

（參見

「主婦獻尸」節）
十九、戶酷賓長

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彙爵，﹔是拜，執爵以興，坐祭，
造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其爵拜。尸答拜。（〈少牢〉）

尸卒爵’詐。（（特社〉「賓長三獻」節部分文句）
案﹔（特牲〉尸詐賓如其買下主人與主婦之禮，經不言者，蓋亦蒙下
「如初 J 之文獻？殼繼公謂（少牢〉「賓受昨而俠拜，與夫奠爵拜，

執爵興之類，皆放主人事尸之禮眉之口」（〈儀禮集說〉卷十六第二
九頁）教說是也。

二十、賓長獻祝終獻禮竟

賓酌獻祝 。 祝拜，坐受爵。賓北面答拜。祝祭酒，啤酒，奠爵于其廷前 。
（（少牢〉）

酌獻祝及 1左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燭從皆如初。更爵酥于主人，
卒，復位。（〈特牲〉「賓 三 獻」節部分文旬）

案：〈特牲〉獻祝與（左食，

〈少 牢〉獻祝不獻佐食者：鄭〈注〉

「時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不獻佐食，將債尸，禮殺。」上

大夫將債尸，故正祭之禮殺，不及獻佐食也。赦繼公曰：「祝不卒
爵，又不及佐食，蓋放不賓尸末獻之儀也 D 」（〈儀禮集說〉卷十六
第二九頁）胡培葷曰：「高氏愈云：以將告利成而尸諱，故祝奠爵不

飲。郝氏敬云：不獻佐食，將與賓餒也。有﹛賓尸，故獻禮從簡。」
（〈儀禮正義〉卷三八 第十六頁） 殼、高、郝三氏之說，皆與〈注〉

稍頁，並存參 之。
（特牲〉獻 祝以矯從，蓋無償尸於堂之事，故即備矯 從﹔〈少牢〉無

之者，方石 〈儀禮析疑〉卷十六第二一頁：（特牲〉 三獻有矯從，而
〈少牢〉無 之，以增償尸禮。主婦之獻無邊矯，而賓 獻以矯從，則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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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類矣。然則不債尸，主婦之獻仍薦鐘婚，而賓獻亦無燭，何也？士
牲體少，故再獻、 三 獻，各以從薦為儀。〈少牢〉二牲，骨體加儲

屑，肉加 i哉，餵己盛矣，主婦亞獻己兼薦羊、家之蝠，故三獻無薦。
（少牢〉主婦獻尸、獻祝、獻佐食與賓長獻尸、獻祝，薦從之屬，視
〈特牲〉為略者，抑或祭畢將行債尸之禮，皆於 1賓尸時行之﹔且〈少
牢〉二牲，士牲體少也。

二一、發畢尸出廟
主人出，立于昨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幸lj

仗。 J 亨見入，戶譚。主人降，立于昨階東，西面。視晃，尸 1楚，邊出于
門 。

（〈少牢〉）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祝東面告﹔「干lj 成 。 」尸誤。祝前。主人降。
（（特牲〉「尸出歸尸祖徹庶羞」節部分文旬）

案﹔（特牲〉不lJ 成尸譯之前，尚有眾多儀節，〈少牢〉無之者 i 姜兆

錫（〈儀禮正義〉卷二八第十七頁）曰：
東〈特牲禮〉賓，獻尸爵丘，主人主婦乃交致交阱，此賓作 11: 爵，尸

乃眉宇賓，賓乃獻祝佐食，乃又致主人主婦。主人乃獻賓及眾，於是堂
下陳尊，主人乃又酬賓，乃又獻長兄弟眾兄弟，乃又獻內賓、宗婦。
長兄弟、眾賓長乃又皆為尸加爵？晶司又為舉奠。而賓長兄弟以下官旅

酬，以至無算爵，而後利成尸襲。今（〈少牢〉）賓獻尸以下，但尸
酥賓，賓獻祝，而即尸諱，何煩簡不倫至是邪？追觀債尸，而後知先
聖之體制，隆殺有時也。〈易〉曰：錯綜參伍而不易其方。此之謂

也。
〈少牢〉正祭之後，將行債尸之禮，故隆殺有時也。〈特牲〉於戶外
告利成，〈少牢〉於階上告利成，賈疏謂：「：尊者稍遠於尸。」〈特
性〉於改餵為陽厭後，再告利成﹔〈少牢 〉 無陽厭，故亦一告利成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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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著

祝皮 F 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昕徊。降設于堂下
昨階南凸司莒設對席。乃四人墓。上佐食盟升，下﹛左食對之，賓長二人

備。司士進一敦泰子上佐食，又進一敦零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資雲
于羊過兩端，兩下是暮。司士乃辯舉。辜者皆祭蓉，祭舉。主人西面三拜

賽者。賽者奠學于 1且，皆答拜，皆反，取舉。司士進一創于上鏘，又進一

制于次基，又進二豆清于兩下。乃皆食，食譽，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
以授上墓。賞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汰賽，若是以辯。皆不
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墓。者奠爵 7 宮答拜 y 窗緊酒，平爵’奠爵’當

拜。主人答壹拜。辜者三人興，出。上辜者 ll:: o 主人受上暮爵，酌以醋于
戶內，茵茵坐，奠爵拜。上要答拜。坐，祭酒，啤酒。上基親瑕曰：「主

人受奈之福，胡壽保建家室。 J 主人興，傘，其爵拜，執爵以興，坐，卒

爵，拜 D 上賽答拜。上賽興，出。主人送，乃退。（〈少牢〉）

祝皮，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祖。祖出于廟門。徹庶羞，設于西序
下。（〈特牲〉「尸出歸尸但徹庶羞」節部分文旬）

娃對席。（主食分盒、制。宗人遺舉奠及長兄弟盤。立于西階下，東面，北
上。祝命嘗食。賽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左

食授舉，各一膚口主人西面再拜，祝日﹔「賽有以也。」兩賽奠舉于去且，
許諾，皆答拜。若是者三。皆取爵，祭食，祭舉，乃盒，祭側，食舉。卒

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酪上暮。上暮拜受爵。主人答

拜。臨下暮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酪有與也。」如初儀。兩暮執爵
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賽皆降，實爵于籃。上著洗爵，升，

酌，昨主人。主人拜受爵。上暮即位坐，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

上暮答拜，受爵，降，實于籃。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特牲〉
「桐子長兄弟賽」節）

案：〈特牲〉尸出則佐食徹尸組於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少牢〉貝 lj

徹於堂下， 不出門，為將債尸也。〈少牢〉祝命佐 食 徹昕坦，降設于
堂下昨階南 。〈注〉：「昕組而以債尸者，其本為不 反魚肉耳。不云

尸 i且，未歸 尸。」〈禮記﹒曲禮上〉：「毋反魚肉。 」＜？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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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歷口，人所穢。」孔〈疏〉引崔靈厚、曰：「不可反於故處，是以

〈少牢禮〉尸所食之餘肉，皆別致於昕祖，不反本處也。」（卷二第
二一～二頁）昕狙眉不反魚肉所設，可用以債尸。

〈少牢〉不云尸迫者，朱歸尸也：〈特牲〉徹之即以歸尸，故云尸姐

也。

凌廷堪目﹔「凡贅，土禮二人，大夫禮四人，聲畢亦有獻酷。」（
〈禮經釋例〉卷九第二二頁）（特牲〉崇人遣舉奠（桐于）及最兄弟
基：是辜者為制子與長兄弟二人，士禮也。〈少牢〉辜者用兩佐食與

兩賓長，其四人，夫失禮也。〈禮記﹒祭統〉：「凡餒之道，每變以

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蔥之象也。」（每四九第八頁）夫失四

人餃較土禮三人餃為恩大也。
（特性〉祝臼﹔「賽有以包。」鄭 n主〉﹔「視同贅，釋辭以戒之，
言女暮於此，莒有所以也。」又曰：「〈少牢韻食禮）不戒者，非親

自店也。」〈少牢〉辜者為二佐食與二賓長，非主人親眼，故不戒也。

〈特牲〉賽者為自司子與長兄弟，乃主人親呢，故戒也。方高曰：「

（特性〉祝再戒賽者，而〈少半〉無之，．．．．．．〈特性〉之薯，桐子及
長兄弟也，故主人與祝原考之意以戒之。〈少平〉之贅，族子弟也，
且有異姓之賓，何為申戒於旗子弟及異姓之賓哉。」（〈儀禮析疑〉

卷十六第三三頁）是〈少牢〉之暮者非主人親眼，毋須男友：〈特牲〉
之

者為主人親呢，故戒之。

（特牲〉主人酌臨上賽。上著拜受爵。主人答拜。酪下薯亦如之。
〈少牢）不拜受爵者，大夫暮者賤也。士禮拜受爵者，以賽者為桐子

與長兄弟也。
〈特牲〉上暮洗爵酌昨主人，方琶曰：「桐子獨蚱，異日將代父承
紀，故因登餃受酷而獻爵，以昭敬養也’是以下基有酪而無酷。〈少
牢〉暮者不蚱，非制于故也。」（〈儀禮析疑〉卷十五第三四頁）

〈少牢〉 賽者不詐者，鄭〈注〉曰：「主人自昨者 ，上暮獨止，當尸
位，尊不 酌也。」是〈少牢〉上暮將蝦主人，在尸 位，繼尸蝦尊，故
不可酌也 ﹔與方氏「暮者不蚱，非桐子故也」大相 逕庭，愚意〈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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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較長。

（少牢〉上賽親蝦曰﹔「主人受奈之福，胡壽保建家室。」而〈特

牲）無之者，凌廷堪曰：「考士暮祝而不蝦，大夫蕃蝦而不祝，禮相

變也。」（〈禮經釋例〉卷九第二三頁）愚意大夫位尊，禮儀陸也。
方草〈儀禮析疑〉曰：「〈少牢〉墓蝦主人：而〈特牲〉無之，何

也。．．．…若〈特仕〉之主要則悶乎也，本非事神住戶之人，安得傳神
語以致蝦哉 D 」（卷十亢第二三～二四頁）方氏之說，亦可備之。

〈特牲〉上基答拜，受爵’降，實于鐘。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
將行改餵陽厭乏禮。〈少軍）上基 .t@!.1 出自主人送，刀退。褚責亮

〈（義禮瞥見 3 日！「出，出廟門，以不與賓尸禮也 D 退，送而遷入廟
門也。（卷十六第七頁）〈少牢〉上喜出廟門，主人送之價還廟內，

與（特仕〉之主人立于戶外西面異﹔蓋〈少牛〉將行償尸之禮也。
（表一）
子孫祭其祖先，報本追遠，禮之當然。〈特性韻食禮〉、〈少牢饋食

禮），名目韻食者，事死如生之義也 o 士、大夫以等級不同 7 故而儀節亦

隨之而異。
大夫、士妥階層「籃臼」、「籃尸」、「宿尸」、「宿賓」、「視濯
視，︱生」、「將祭即位設几加句載祖」、等儀節均大致相同，至韻尸之祭，

差別始犬矣。大失饗尸以十一飯，士饗尸以九飯﹔主人初獻，士與大夫皆
有肝從，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士禮均以適矯從，而大夫禮俱無，以增債

尸之禮﹔蓋士無償尸於堂之事，故備遺囑以盈其禮，大夫別行債尸，故正
祭殺也。士禮於賓長三獻禮竟，即行加爵旅酌︱之（義，〈少牢〉但尸首午賓，
賓獻祝，而即尸誤，行「摹」之禮，以將行債尸，陸殺有時也。綜言之，
大夫位高儀盛，故有償尸之禮﹔士卑職低，無償尸於堂之禮，唯於室中成
禮。士、大夫之祭禮，以階級不同，故儀節亦隨之隆殺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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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少牢〉與〈特牲〉之儀節比較表

生

回几

47得』1

自几

濯

祭？

為（

主於門東南面，於詣百︱立於門外西面。

期︱有君道。

為期與宿尸向日，主人︱不為期，京人請期。

3

曰」〉
戶i

准外家

司司
幸 Lt

與殺廟也
性側於夫。
視視鼎大鼎
夕興陳辟三
目夙夕，措
一日一面、
前祭前北魚
祭。祭，

若外五
與門膚
嫌廟、

於膳
白鼎
同陳魚
濯夕。

濯）

視牲

殺視

視猩

日視

祭（

〈

視一東家
程。前門、。
視問祭，羊鼎

不自定，自宗人定之。

羹定實鼎餵器 jfl昔用壤。

︱脂用兔。

︱改餵豆渣於房中，南面︱不故而實於其處，儀略

（祭日陳設及位次）︱：威儀盛也。
大夫朝服。

l 也。

︱主人祝、佐食皆用玄端

尸、祝、佐食與助祭者︱賓及兄弟助祭者皆服朝
皆用朝服，與主人間，︱服，攝盛。
不攝盛，嫌倡也。
司宮設娃，中兄設几。

︱祝几鐘。

將祭即位設几加句載組

大夫不親舉鼎，而必親︱士親舉鼎。

（祭日陳設及位 次 ）

自導之。

大夫不親匕，下人君也︱士親 匕 ’不嫌與君同。
﹔親臨之，以示敬也。
羊、家皆體解為十一體︱家體 解 為九體。君子不

。羊祖有腸三、胃三。︱食 j圓 臉 ，故家祖無腸、
胃。 主婦續、罪、宵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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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先升，主人從。

43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
主人從。

主婦被錫，衣移扶﹔主︱主婦薦兩豆：英遣、蝸
掃贊者一人，亦被鈕，︱瞌口

厭︱衣移快。

陰

主婦親設四豆：主迫、！主婦設兩敦，不便宗婦
酷艦、英禮、贏盟。

︱贊之。

主婦親設四金敦，京婦︱設三喇喇宅。

贊三毀。
辜槃、辜臣、授巾，皆︱奉槃、軌巾、軌區皆使

迎尸入妥

尸︱京人為之。

（尸入九飯）

于祝饗之禮

︱執事為之，唯授中由宗

人行之。

嫌與者問 1 ：＊~饗之禮

京嫌與去

上佐食羞羊、家二劑。 i 祭攔在寮離肺、正背之
祭鋪於祭離肺、芷脊之 l 前。

後。
家劑，嘗羊鉤。

l 禦銅﹛堇一家翩。

始三飯前，初學牢肺，︱始三飯前，初舉目市肩﹔

正脊：四飯前，再舉脅！又三飯前，再舉脅與措

i 立飯前，三學魚 i 六 l 、舟、﹔給二飯前，三學

「十一飯是謂正奈

（尸入九飯）

飯前，四舉日誓：七飯前︱駐興興、賠：終三飯後
，主舉牢儲﹔八飯前，︱’回舉屑與魚、睹。

不舉：終三飯前，六舉
牢屑。

大失祭十一飯，故六舉︱士祭九飯，故四舉。

。尸七飯，始倍﹔祝、︱尸三飯即俏﹔視、主人
主人更倍。

.

︱其惰。

庶羞四豆：兩截兩阻，︱庶羞四豆：曉、炙、截

兼用羊、家。

i 、瞌﹔皆以家肉為之。
不輸牲。

商會尸用角，父子之道質

主人獻尸（主人初獻）︱酪尸用爵。

也。

尸昨主人命祝致蝦︱祝傳尸蝦，大夫威儀多︱尸親蝦，士禮質朴。士
︱。大夫位高官多，故使︱卑，使祝以適受青君主。

（主人初獻）

︱宰夫受季。

主

有司薦兩豆渣腫。

人獻
（主人初 獻）

︱
︱有司設 祖攏。

祝︱祝但以羊、家、魚、膳︱祝坦唯 悍蜓，脊二骨，
四者共一位，無肺，祭︱脅二骨 ，無羊、魚、脂

用膚。

︱﹔有膚 、離肺。

祝不拜既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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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獻兩佐食初獻禮竟

（主人初獻）

f主食不昨而卒爵 。

大失獻兩佐盒，佐食坦
﹔折，一膚。

佐食峙。
土僅獻－ f主食， 1主食迫
﹔酷折，脊脅，膚一，

離肺一 。

主婦與贊者，按受于室 宗婦執兩邊，戶外坐。
中。

主

獻

嫣

尸

六夫妻西面拜，不北面 土妻北面拜，不練與夫

者，辟人君夷人也。

人岡。

有司取爵於下鐘，京婦 兄弟長以燭倍 。

（主婦亞獻）

傳致於主婦，獻尸。
以內鐘之爵，更決之，

無蟬從。

獻「 e

尸

主

昨

婦

主婦西面親祭於室。

（主婦亞獻）

主

獻

婦

？兄

（主婦亞獻）
主婦獻兩佐食亞獻禮竟

賓

昨

（賓

一

長

尸

出

下鐘 ，芳芳婦﹛專致。

，而更洗之。

無連續從。

道姆從。

大夫霎獻兩佐盒。

士霎僅獻一佐食。

賓受蚱，放主人事尸之 如尸昨主人、主婦之禮
禮。

獻）

（賓二獻）
畢

主掃獻視，有司敢爵於 主婦獻祝 ， 用內陸之爵

f專致於主婦，獻兩佐盒 獻佐盒。

賓長獻祝終獻禮竟

次
7J叉'

，但持無奈而已。

有司敢爵於 τ 鐘，宗掃 以內儘之爵，更洗之，

（主婦亞獻）

尸

主掃過房南面，示親學

。

實獻祝不獻（主盒，無從 實獻祝與佐食﹔獻祝以
：擂從。

。

廟

（尸出歸「祖徹庶羞）

於階上告利成﹔無陽厭 於戶外告利成﹔改餵陽
，故僅一告利成而已。

厭後，再告利成。

徹於堂下，不出門，將 徹尸組於廟門外，有司

償尸也。

暮

徹昕姐，用以債尸。

（尸出歸尸坦徹庶羞﹒

兩﹛左食與兩賓長薯。
暮者不置信。

上賽出廟鬥，主人送之

制子長兄弟

受歸之。
桐子與長兄弟暮。

刷子獨昨。

復返廟內，將行債尸之 主人立 于戶外西面，將

行改餵 陽厭之禮。

禮。

儀節名稱， －）.，）， ＜少牢〉為準， 括號 內為 〈特 牲〉
備

証

之儀節名稱﹔取相關之經文或記 文與〈少牢〉相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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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主

＠〈儀禮服飾考辨〉三二頁﹔「此文之 r 黃裳雜真可也』六字，蓋漢人

或爵士冠記之竄入經文者，鄭氏不察，乃為之分上、中、下三等士之
裳。土之兄弟畢修玄，有末仕者在內矣，何可必上士無黃、雜：而

中、下士獨有黃雄也。有司如主人服，則主人之更有玄裳也，鄭〈
注〉欠妥。 J

＠楊仁宇﹛儀禮譯注〉七三七頁：「書長五尺，則攪亦不得痘於互尺，
是抽贖、擎籃首甚不價，且自然界亦不見有主尺長的著章。〈注〉說
有誤。」

＠胡匡衷〈儀禮釋官〉卷六第六頁。
＠問注＠。

＠﹛禮記﹒奈統〉卷二五第四頁：「及時將察，君子乃齊。．．．．．故散齊
七曰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

＠盛世佐〈儀禮集編〉卷三七第二四頁：「是時凡助祭者皆在《，經不見
于姓兄弟等面位者，文不具也，亦以其見於〈特牲禮〉，故略之與？」
＠胡培葷〈儀禮正義〉卷三七第九頁。
＠奠，甲本作尊，形誤。〈說文》：「奠，置祭也。．．．．．．禮有奠祭。」

「

，酒器也。．．．．．．尊，奠或以寸。」（士喪禮〉﹔「奠零用功布。」

〈注〉：「古文奠為尊。」（卷三六第九頁）胡培輩〈儀禮正義〉

曰：「古文奠為尊者，惠氏棟云：古尊字作亨，與奠相似，故訛之。．．．
．．．今案小斂未設尊，此所害者奠，非尊也。經文奠，〈通典〉作尊，
注為尊﹔〈釋文〉作奠，皆形近誤。」（卷二七第二頁）卒奠，謂祭

日實之並奠於其所也。
＠〈儀禮﹒既夕 禮〉：「魚脂鮮獸皆如初」〈注〉：「 士脂用兔」（卷
三九第七頁）

，〈特牲〉：「及執事舉魚、結鼎，除 鼎。」〈注〉

「（少牢饋食 禮〉魚用喲，脂用靡，士脂用兔。」大 夫措以壤，士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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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兔。

＠〈漢簡本儀禮考證〉第三一頁：「 r 系里」即 r 熹襄』之誤，系或爛

渝，或涉下文『熹擇』而誤 i 襄之為里，形誤 i 鄭〈注〉﹔
者，可真襄之﹔』熹襄用為動詞﹔

注）

:

r ﹛憂尊

r 可黑襄之』’猶其（雜記〉〈

rJ.,:J_ 表沙襄之』’襄亦動詞 D 是簡本之出，可一洗千載積謬

矣。」
＠〈漢簡：：$：： t義禮考證〉第三九頁：「按簡本無上肩，是也。下既云：
r 脊脅肺肩在上，」與「臂聽蹲酪在兩端」對舉，不宜重屑，一也。
曾聽與轉體為肢：層為體，與脊脅肺 ;It ：察統回 J

『周人貴肩。』故

與脊脅 1布在上，三也。」

＠移缺，漢簡本作檸袂。阮校！「戚膚云：移字當作略：〈說丈〉：

楞，技張也 。 按榜月正字。」釋女！「侈快，本又作撐。 J 作

袂為

是。

＠蔡德哥〈禮經本義〉卷十六第＋頁：「主婦贊者，即〈特牲禮〉所謂

京婦也。蓋亦以命婦為之，故亦被錫，衣侈扶﹔若無命服而以土祭為
贊者，則亦續拜、宵衣而已。」

＠凌起堪〈禮經釋例﹒奈例上〉卷九第十頁﹔「〈特牲〉不云祝拜妥
尸，〈士虞〉不 云西 面，

〈少牢〉不云命奈， 古 文不具也。」

＠胡培葷〈儀禮正義〉卷三八第七頁﹔「王氏土讓云：案自尸祭主渲至
此，品物多矣，而尸惟嘗羊制者 1 蓋羊為少牢 7 必先嘗之？以明禮之

正也。」
＠凌廷堪〈禮經釋例〉卷九第二頁。
＠同＠。

＠胡培蠶〈 儀 禮正義〉卷三五第九頁：

「 〈注〉云： 庶，眾也。眾羞以

家肉，所 以 為異味者，謂庶羞以廣異味，而皆以家 閃為之，所謂庶羞
不愉牲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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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舊〈儀禮析疑〉卷十六第十六頁：「受爵而俠拜，視〈特牲〉禮有

加，與下經出門拜送尸罔藉， 1立彌高，禮彌卑也。」
＠〈儀禮集說〉卷十五第二十頁﹔「拜不奠爵’受奈不奈，告異於大夫

也。」
＠〈儀禮析旋〉卷十五第十七頁﹔「殼氏謂拜不奠爵’異於大夫，是

也。」
＠〈儀禮正義〉卷三五第 二 九頁﹔「又（特牲〉及〈有司徹〉不（實尸之
禮，皆于改睦厭後？再告利戚。（虞禮〉改餵俊不再古不lj 成者，亦責

察略也。〈少軍）無陽廠，故亦一告利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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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Rites of Shao Lao Kuey Shih

Li and Teh Sheng Kuey Shih Li

in 卜 L戶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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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

的

ghao lao kuey shih Ji and Teh sheng kuey shih

日， two

chapters of the

book I-Li, de;;Jcribed the ;;Jacrificial rite;;J of ;;Jhih and taifu, who were the two
classes of people in ancient China,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of the rites
between shih and
and

dicus:s:~d

taifu, which has not been clearly studied, were compared

in this:

articl~.

Because shih and taifu were in different classes, the. rites were different. Taifu offered the person represented the deceased with eleven meals,
whereas shih offered only nine meals. 5hih did not give the representative

a

reception in the main hall, but offered a container with roast meat in it to
show his courtesy. Taifu had

to

offer the representative a reception, but the

altarage was less.
Recently unearthed material as well as related reference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Different oppinions about the rites of the ancient practice were
analysed and discussed

to

reappear the truth. The oppinions which could not

be certified were also cited for references.

Key

Words ：！－日， teh

sheng, shao lao, shih, tai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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