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ing Aid for the Chinese Almanac Collection 
 

This collection includes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of Chinese almanacs.  It consists of a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that includes 

astronomy, astrology, predictions, divination systems, fortune-telling, palmistry, physiognomy face-reading, dream interpretations, 

folklores, geomancy, pregnancy chart, charms, herbal medicine, moral teachings, etc. 

 

The almanac is commonly called “Farmers’s calendar” (農民曆) because it contains essential information on seasons, weather, times 

of sowing and harvesting, etc. In Cantonese-speaking regions, it is also called “Tong Shu” (通書), “Tong Sheng” (通勝), or Tong 

Shun” (通順).   

 

This collection is placed in one box and kept in the East Asian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room.  Professor Robert Hegel donated this 

collection to the library in 2014. 
 

 Title Additional Title Author/Compiler Publisher Date Description 

 聚寶樓 : 辛未年通勝 金玉滿堂  香港 : 聚寶樓 1991  

 聚寶樓 : 癸酉年通勝 添丁發財  香港 : 聚寶樓 1993  

 聚寶樓 : 甲戌年通勝 包羅万有  香港 : 聚寶樓 1994  

 聚寶樓 : 乙亥年通勝 包羅万有  香港 : 聚寶樓 1995  

 聚寶樓 : 丙子年通勝 金玉滿堂  香港 : 聚寶樓 1996  

 聚寶樓 : 丁丑年通勝 包羅万有  香港 : 聚寶樓 1997  

 臺北定福堂李明星

通書便覽 

中華民國六十

年嵗次辛亥陽

曆陰曆對照 

李明星 臺北：太陽出版社 1971  

 中國陰陽曆 中華民國六十

年 

李明星 臺北：李太陽擇日舘 1971  

 贛州曾子南三元擇

日通書便覽 

中華民國六十

一年嵗次壬子

年陰陽曆對照 

曾子南 臺北 : 中國堪與學會 1972  

 中國陰陽曆 中華民國六十 李明星 臺北：李太陽擇日舘 1972  



一年 

 中國民曆 中華民國六十

一年 

 台南：鳴宇出版社 1972  

 臺灣農民曆 中華民國六十

一年嵗次壬子 

 台南：大山書店 1972  

 中華民國民曆 民國六十三年

嵗次甲寅年 

張淵智 台南：光田出版社 1974  

 中國農民曆 中華民國七十

年嵗次辛酉年 

鐵筆子 臺北：南琪出版社 1981  

 臺灣農民曆 中華民國七十

一年嵗次壬戌

年 

鐵筆子 台南：魯南出版社 1982  

 福祿壽曆書 中華民國七十

一年嵗次壬戌

年 

陳嶸璋 台南：魯南出版社 1982  

 鐵筆子民曆 中華民國七十

一年嵗次壬戌 

年 

鐵筆子 台中：創譯出版社 1982  

 鐵筆子民曆 中華民國七十

二年嵗次壬戌 

年 

鐵筆子 台中：創譯出版社 1983  

 陳鵬仁農民歷 中華民國七十

三年嵗次甲子

鼠年 

陳鵬仁 臺北：石室出版公司 1984  

 陳鵬仁農民歷 中華民國七十

四年嵗次已丑

牛年 

陳鵬仁 臺北：石室出版公司 1985  

 民曆命運通鑒 中華民國七十

四年 

林啓元 台中：文林出版社 1985  

 中華農民曆 中華民國七十

四年嵗次已丑

牛年 

 台南：大山書店 1985  



 中國民曆 中華民國七十

五年嵗次丙寅 

 台中：興台出版社 1986  

 中國民曆 中華民國七十

六年嵗次丁卯

年 

 台南：正業書局 1987  

 兔年運程：兼論八

七年風水及擇日 

 蕭鎮升 香港：星際出版有限公

司 

1987  

 人生命運農民曆 中華民國七十

七年嵗次戊辰

年 

吳宣德 鳳山市：世峰出版社：

裕文堂書局 

1988  

 中國農民曆 中華民國七十

七年嵗次戊辰 

  1988  

 現代家庭理財農民

曆 

中華民國七十

九年嵗次庚午

馬年西元 1990

年 

 臺北：森生出版公司 1990  

 我國民曆 中華民國八十

年嵗次辛未年 

 台南：華淋出版社 1991  

 癸酉年通曆 1993   香港：海風出版社 1993  

 一九六四年(甲辰年)

曆書 

  上海 1964  

 一九六五年(乙已年)

历书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

版社 

1964  

 一九六六年(丙午年)

历书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5  

 2006 正宗民俗擇吉

日曆 

   2006  

 2007 正宗擇吉日曆    2007  

 2010 聚寳堂正宗擇

吉日曆 

   2010  

 2014 通勝農民曆 嵗次甲午年 世界日報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