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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大統曆考證稿 

 

黃典權 

 

歷史家把甲申（一六四四）明思宗殉國後到癸亥（一六八三）鄭克塽降清止這

三十九年間的明室宗藩與其臣民之救亡圖存的歷史，稱為「南明史」。這中間有弘

光帝的即位南京，隆武帝的稱號福州，和永曆帝的繼統肇慶；另外還有鄂西韓王的

抗清，紹興魯王的監國，其後更有延續在臺灣的中興明朔。風塵播遷，倏興倏滅，

軍兵縱橫，政鮮可記。祇有頒曆授時的要典，卻是綿綿維繫，首尾畢具，清大興傳

以禮（節子）有「殘明大統曆」一卷，詳細地把這南明朔閏完整地記錄下來。這卷

曾書牧在開明書店「二十五史補編」裡的「明史部份」（據華延年室題跋附印本排

印，見「補編」第六册八八四一頁）。筆者把曆表抄讀一過，覺得它對南明史的研

究很有用處，值得介紹。不過它的月朔沒有附註西曆，同時也缺乏明清兩曆的異同

比較，參考起來，多少不便，很有重編的必要。所以筆者拿這一卷「殘明大統曆」

對校陳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閏表」（藝文印書館發行，董作賓先生增補）、國民出

版社的「兩千年中西曆對照表」和鄭鶴聲先生的「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增補若

干註語，改題作「南明大統曆」，列為本文的第一部分（甲）。然後根據此曆，考

勘史料，把曆法沿革，略加敘述（乙）。繼而釐訂史籍，作若干印證和探討

（丙）。遺憾的是讀書不多，見聞有限，疏陋不安；一定很多，謹懇切地請求此學

先進，賜匡不逮！ 

 

 

甲、南明大統曆 

凡例 

一、本表以明代之紀年朔閏為主，增註相應之西曆。 

二、本表詳列各年之二十四節氣，依傅氏原表注其日期，其干支就月朔可推，

故略之。 

三、本表於清代萬年書之與明曆異者，其朔閏綜說於表後，其節氣則以：〔〕

之符號括註清曆（月），日期於節氣名詞之下舉例：如弘光元年正月（小）乙酉

朔，初八立春〔七〕……。〔七〕即表示清萬年書係以是月七日為立春。其六月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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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暑〔閏六•一〕，即表示明曆六月二九為大暑，清萬年書則置於閏六月初一

日。餘可類推。 

四、本表所據之傅氏原曆及參考之各種曆表。偶或見其小疵，俱考訂於各年曆

表之後。 

弘光（註一）元年乙酉（一六四五－一六四六，七月以後為隆武元年，清紀順治二

年） 

正月（小）乙酉朔（1/28），初八立春〔七〕，廿四雨水〔廿二〕 

二月（大）甲寅朔（2/26），初十驚蟄〔八〕，廿五春分〔廿三〕。 

三月（小）甲申朔（3/28），初十清明〔八〕，廿六穀雨〔廿四〕。 

四月（大）癸丑朔（4/26），十二立夏〔十〕，廿七小滿〔廿六〕。 

五月（大）壬午朔（5/25），十三芒種〔十二〕，廿八夏至。 

六月（小）王子朔（6/24），十四小暑，廿九大暑〔閏六・一〕（註二）。 

閏六月（小）辛巳朔（7/23），十五立秋〔十六〕。 

七月（大）庚戌朔（8/21），初一處暑〔三〕，十七白露〔十八〕。 

八月（小）庚辰朔（9/20），初二秋分〔四〕，十七寒露〔十九〕。 

九月（大）已酉朔（10/19），初三霜降〔五〕，十八立冬〔二十〕。 

十月（大）己卯朔（1/18），初四小雪〔五〕，十九大雪。 

十一月（大）己酉朔（12/18），初四冬至，十九小寒。 

十二月（大）已卯朔（1/17），初五大寒〔四〕，二十立春〔十八〕。 

是年明清朔間全合，節氣相符者五。 

（註一）史籍「弘光」多作「宏」光，避清高宗諱。 

（註二）明清大暑差一日。 

隆武二年（註）丙戌（一六四六－一六四七，魯王監國元年，清順治三年） 

正月（小）己酉朔（8/16），初五雨水〔三〕，二十驚蟄〔十八〕。 

二月（大）戊寅朔（3/17），初六春分〔四〕，廿二清明〔十九〕。 

三月（小）戊申朔（4/16），初七穀雨〔五〕，廿二立夏〔二十〕。 

四月（小）丁丑朔（5/15），初八小满〔七〕，廿三芒種。 

五月（大）丙午朔（6/18），初十夏至〔九〕，廿五小暑。 

六月（小）丙子朔（7/13），初十大暑〔十一〕，廿五立秋〔廿七〕。 

七月（小）乙已朔（8/11），十二處暑〔十三〕，廿七白露〔廿九〕。 

八月（大）甲戌朔（9/9），十三秋分〔十五〕，廿八寨露〔三十〕。 

九月（小）甲辰朔（10/9），十三霜降〔十五〕，廿九立冬〔十•一〕。 

十月（大）癸酉朔（11/7），十五小雪〔十六〕，三十大雪〔十一•一〕。 

十一月（大）癸卯朔（12/7），十五冬至。 

十二月（大）癸酉朔（1/6），初一小寒〔十一•三十〕十六大寒〔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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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相符者三。 

（註）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是年標題作「隱武元年」，誤。 

永曆元年丁亥（一六四七－一六四八，魯王監國二年，清順治四年）： 

正月（小）癸卯朔（2/5），初一立春〔十二•三十〕。十六雨水〔十二〕。 

二月（大）壬申朔（3/6），初二為〔一‧二九〕，十八春分〔十五〕。 

三月（大）壬寅朔（4/5），初三清明〔一〕，十八穀雨〔十六〕。 

四月（小）任坤朔（5/5），初三立夏〔二〕，十八小滿〔十七〕。 

五月（小）辛丑朔（6/3），初五芒種〔四〕，二十夏至。 

六月（大）庚午朔（7/2），初六小暑，廿一大暑〔廿二〕 

七月（小）旗子朔（8/1），初七立秋〔八〕，廿二處暑〔廿三〕。 

八月（小）己巳朔（8/30），初八白露〔十〕，廿三秋分〔廿五〕。 

九月（大）戊戌朔（9/28），初九寒露〔十一〕，廿五霜降〔廿六〕。 

十月（小）戊辰朔（10/28），初十立冬〔十一〕，廿五小雪〔廿六〕。 

十一月（大）丁酉朔（11/26），十一大雪〔十二〕，廿七冬至。 

十二月（大）丁卯朔（12/26），十二小寒〔十一〕，廿七大寒〔廿六〕。 

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相符者三。 

永曆二年戊子（一六四八－一六四九，魯監國三年，清順治五年） 

正月（小）丁酉朔（1/25），十二立春〔十一〕，廿七雨水〔廿六〕。 

二月（大）丙寅朔（2/23），十四驚蟄，〔十二〕，廿九春分〔廿七〕。 

三月（大）丙申朔（3/24），十四清明〔十二〕，廿九穀雨〔廿七〕。 

閏三月（小）丙寅朔（4/23），十五立夏〔四•十三〕。 

四月（大）乙未朔（5/22），初一小满〔廿八〕，十六芒種〔閏四•十五〕。 

五月（小）乙丑朔（6/21），初一夏至，十六小暑〔十七〕。 

六月（大）甲午朔（7/20），初三大暑，十八立秋〔十九〕。 

七月（小）甲子朔（8/19），初三處器〔五〕，十八白露〔二十〕。 

八月（小）癸已朔（9/17），初四秋分〔六〕，二十寒露〔廿二〕。 

九月（大）壬戌朔（10/16），初六霜降〔八〕，廿一立冬〔廿三〕。 

十月（小）壬辰朔（11/15），初六小雪〔七〕，廿二大雪。 

十一月（大）辛酉朔（12/14），初八冬至，廿三小寒。 

十二月（小）辛卯朔（1/13），初八大寒〔七〕，廿三立春〔廿二〕。 

是年清四月丙寅朔（各日干支與明閏三月同），閏四月（各日干支與明五

同），餘相合，節氣相符者四。 

永曆三年己丑（一六四九－一六五○；魯王監國四年，清顺治六年）。 

正月（大）庚申朔（2/11），初十雨水〔八〕，廿五驚蟄〔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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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大）庚寅朔（3/13），初十春分〔八〕，廿五清明〔廿三〕。 

三月（小）庚申朔（4/12），十一穀雨〔九〕，廿六立夏〔廿四〕。 

四月（大）之丑明（5/11），十二小满〔十一〕，廿七芒種〔廿六〕。 

五月（大）己未朔（6/10），十二夏至，廿八小暑。 

六月（小）己丑朔（7/10），十三大暑〔十四〕，廿八立秋〔廿九〕。 

七月（大）戊午朔（8/8），十四處暑〔十六〕，三十白露〔八•一〕。 

八月（小）戊子朔（9/7），十五秋分〔十七〕。 

九月（小）丁已朔（10/6），初一寒露〔三〕，十六霜降〔十八〕。 

十月（大）丙戊朔（11/4），初二立冬〔四〕，十八小雪〔十九〕。 

十一月（小）丙辰朔（12/4），初三大雪，十八冬至 

十二月（大）乙酉朔（1/2），初四小寒，十九大案。 

是年明清兩朝月朔全合，節氣相符者六。 

永曆四年庚寅（一六五○－一六五一，魯王監國五年，清順治七年） 

正月（小）乙卯朔（2/1），初五立春〔三〕，二十雨水〔十八〕。 

二月（大）甲申朔（3/2），初六驚蟄〔四〕，廿一春分〔十九〕。 

三月（大）甲寅朔（4/1），初七清明〔四〕，廿二穀雨〔二十〕。 

四月（小）甲申朔（5/1），初七立夏〔五〕，廿二小滿〔廿一〕。 

五月（大）癸丑朔（5/30），初八芒種，廿四夏至〔廿三〕。 

六月（小）癸未朔（6/29），初九小暑，廿四大暑〔廿五〕。 

七月（大）壬子朔（7/28），初十立秋〔十二〕，廿六處暑〔廿七〕。 

八月（大）壬午朔（8/27），十一白露〔十三〕，廿六秋分〔廿八〕。 

九月（小）壬子朔（9/26），十一寒露〔十三〕，廿六霜降〔廿八〕 

十月（大）辛已朔（10/25），十三立冬〔十四〕，廿八小雪〔廿九〕。 

十一月（小）辛亥朔（1/24），十三大雪〔十五〕，廿八冬至〔廿九〕

（註）。 

閏十一月（小）庚辰朔（12/23），十五小寒〔十二•十四〕。 

十二月（大）己酉朔（1/21），初一大寒〔廿九〕，十六立春〔一•十六〕。 

是年清曆十一月大庚戌朔，不置閏，故明曆閏十一個日干支與清十二月等；餘

相合，節氣符者三。 

（註）是月清朔先一日，故廿九日實等明曆廿八日，冬至之干支乃相同。 

永曆五年辛卯（一六五一－一六五二，魯王監國六年，清順治八年） 

正月（小）乙卯朔（2/20），初一雨水〔一•廿九〕，十六驚蟄〔二•十

四〕。 

二月（大）戊申朔（3/21），初三春分〔二•廿九〕，十八清明〔閏二•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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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小）戊寅朔（4/20），初三穀雨〔一〕，十八立夏〔十六〕。 

四月（大）丁未朔（5/19），初四小滿〔三〕，二十芒種〔十九〕。 

五月（小）丁丑朔（6/18），初五夏至，二十小暑。 

六月（大）丙午朔（7/17），初六大暑，廿二立秋〔廿三〕。 

七月（大）丙子朔（8/16），初七處暑〔八〕，廿二白露〔廿四〕。 

八月（小）丙午朔（9/15），初七秋分〔九〕，廿二寒露〔廿四〕。 

九月（大）乙亥朔（10/14），初九霜降〔十〕，廿四立冬〔廿五〕 

十月（大）乙巳朔（11/13），初九小雪〔十〕，廿四大雪〔廿五〕。 

十一月（小）乙亥朔（12/13），初十冬至，廿五小寒〔廿四〕。 

十二月（大）甲辰朔（1/11），十一大寒〔十〕，廿六立春〔廿五〕。 

是年閏清二月，其正月朔日月建興明庚寅十二月等，二月與明正月等，閏二與

明二月等，十二月小；餘相合。節氣符者三。 

永曆六年壬辰（一六五二－一六五三，魯王監國七年，清順治九年） 

正月（小）甲戌朔（2/10），十一雨水（註一），廿七驚蟄〔廿六〕。 

二月（小）朔癸卯（3/10），十三春分〔十一〕，廿八清明〔廿六〕。 

三月壬申（大）朔（4/8），十四穀雨〔十二〕，廿九立夏〔廿八〕。 

四月（小）壬寅朔（5/8），十五小滿。 

五月（大）辛未朔（6/6），初一芒種〔四•廿九〕，十六夏至。 

六月（小）辛丑朔（7/6），初一小暑〔二〕，十七大暑。 

七月（大）庚午朔（8/4），初三立秋〔四〕，十八處暑〔二十〕。 

八月（小）庚子朔（9/3），初三白露〔四〕，十八秋分〔二十〕。 

九月（大）己巳朔（10/2），初五寒露〔六〕（註三），二十霜降〔廿一〕

（註四）。 

十月（大）己亥朔（11/1），初五立冬〔七〕，二十小雪〔廿一〕。 

十一月（大）己巳朔（12/1），初六大雪，廿一冬至。 

十二月（小）己亥朔（12/31），初六小寒，廿一大寒〔二十〕。 

是年清曆正月大癸酉朔，九月小庚午朔，餘與明曆相合，節氣符者五。 

（註一）明清兩曆雨水同在正月十一日，然是月兩朔異，故明雨水為甲申，而清在癸未，實差

一。 

（註二）按前註理，明清兩曆驚蟄實差二日，明在庚子，清在戊戌。 

（註三）寒露明在癸酉，清在乙亥，實差二日。 

（註四）霜降明在戊子，清在庚寅，實差二日。 

永曆七年癸已（一六五三—一六五四，魯王監國八年，三月去監國號，奉表行在；

清順治十年） 

正月（大）戊辰朔（1/29），初七立春〔六〕，廿三穀雨〔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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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小）戊戌朔（2/28），初八驚蟄〔六〕，廿三春分〔廿一〕。 

三月（小）丁卯朔（3/29），初九清明〔七〕，廿五穀雨〔廿二〕。 

四月（大）丙申朔（4/27），十一立夏〔九〕，廿六小滿〔廿五〕。 

五月（小）丙寅朔（5/27），十一芒種〔十〕，廿六夏至。 

六月（小）乙未朔（6/25），十三小暑，廿八大暑〔廿九〕。 

七月（大）甲子朔（7/24）（註一），十四立秋〔閏六•十五〕，廿九處暑

〔七•一〕。 

閏七月（小）甲午朔（8/23）（註二），十四白露〔七•十六〕。 

八月（大）癸亥朔（9/21），初一秋分〔二〕（註三），十六寒露〔十八〕

（註四）。 

九月（大）癸巳朔（10/21），初一霜降〔三〕，十六立冬〔十八〕。 

十月（大）癸亥朔（11/20），初二小雪〔三〕，十七大雪。 

十一月（大）癸巳朔（12/20），初二冬至，十七小寒。 

十二月（小）癸亥朔（1/19），初二大寒〔三〕（註五），十八立春〔十七〕

（註六）。 

是年清曆閏六月大甲子朔，明七月干支等之。明閏七月則與清七月同朔而月建

大小異，故清八月甲子朔。清十二月壬戌朔。節氣符者六。 

（註一），「二十史朔間表」「七月甲子朔」西曆作八月廿三，係七月廿四誤，本表正之。 

（註二）二十史朔間表」「閩七月甲午朔」西曆作七月廿四，按保八月廿三之誤。本表正之。 

（註三）按月朔，秋分明布癸亥，清在乙丑，實差二日。 

（註四）按月朔，寒露明在戊寅，清在庚辰，實二日。 

（註五）按月朔，大赛明清兩曆同日。 

（註六）按月朔，立春明在庚辰，清在戊寅，實差二日。 

永曆八年甲午（一六五四－一六五五，清順治十一年） 

正月（大）壬辰朔（2/17），初四雨水〔二〕，十九驚蟄〔十七〕。 

二月（小）壬戌朔（3/19），初四春分〔一〕，二十清明〔十七〕。 

三月（小）辛卯朔（4/17），初六穀雨〔四〕，廿一立夏〔十九〕。 

四月（大）庚申朔（5/16），初七小滿〔六〕，廿二芒種。 

五月（小）庚寅朔（6/15），初八夏至〔七〕，廿三小暑。 

六月（小）己未朔（7/14），初九大暑〔十〕，廿四立秋〔廿五〕。 

七月（大）戊子朔（8/12），十一處屬〔十二〕，廿六白露〔廿八〕。 

八月（小）戊午朔（9/11），十一秋分〔十三〕，廿六寒露〔廿八〕。 

九月（大）丁亥朔（10/10），十二霜降〔十四〕，廿八立冬〔廿九〕 

十月（大）丁巳朔（11/9），十三小雪〔十四〕，廿八大雪。 

十一月（大）丁亥朔（12/9），十三冬至，廿八小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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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小）丁巳朔（1/8），十四大寒〔十三〕，廿九立春〔廿八〕。 

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符者五。 

永曆九年乙未（一六五五－一六五六，清順治十二年） 

正月（大）丙戌朔（2/6），十五雨水〔十三〕，三十驚蟄〔廿八〕。 

二月（大）丙辰朔（2/8），十六春分〔十三〕。 

三月（小）丙戌朔（4/7），初一清明〔二•廿九〕，十六穀雨〔十四〕。 

四月（小）乙卯朔（5/6），初二立夏〔三•廿九〕，十七小滿〔十六〕。 

五月（大）甲申朔（6/4），初四芒種〔三〕，十九夏至。 

六月（小）甲寅朔（7/4），初四小暑，十九大暑〔二十〕。 

七月（小）癸未朔（8/2），初六立秋〔七〕，廿一處署〔廿二〕。 

八月（大）壬子朔（8/31），初七白露〔九〕，廿二秋分〔廿四〕。 

九月（小）壬午朔（9/30），初七寒露〔九〕，廿三霜降〔廿四〕。 

十月（大）辛亥朔（10/29），初九立冬〔十〕，廿四小雪〔廿五〕。 

十一月（大）辛巳朔（11/28），初九大雪〔十〕，廿四冬至〔廿五〕。 

十二月（小）辛亥朔（12/28），初十小寒〔九〕，廿五大寒。 

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相符者三。 

永曆十年丙申（一六五六－一六五七，清順治十三年） 

正月（大）庚辰朔（1/26），十一立春〔十〕，廿六雨水〔廿五〕。 

二月（大）庚戌朔（2/25），十二驚蟄〔十〕，廿七春分〔廿五〕。 

三月（小）庚辰朔（3/26），十二清明〔十〕，廿七穀雨〔廿五〕。 

四月（大）己酉朔（4/24），十三立夏〔十二〕，廿九小滿〔廿七〕。 

五月（小）己卯朔（5/24），十四芒種〔十三〕，廿九夏至。 

閏五月（大）戊申朔（6/22），十五小署〔十六〕。 

六月（小）戊寅朔（7/22），初一大署，十六立秋〔十七〕。 

七月（大）丁未朔（8/20），初二處署〔四〕，十七白露〔十九〕。 

八月（大）丙子朔（9/18），初三秋分〔五〕，十九寒露〔廿一〕。 

九月（小）丙午朔（10/18），初四霜降，十九立冬〔廿一〕。 

十月（大）乙亥朔（11/16），初五小雪〔六〕，廿一大雪〔廿一〕 

十一月（小）乙巳朔（12/16），初六冬至，廿一小寒。 

十二月（大）甲戌朔（1/14），初七大寒〔六〕，廿二立春〔廿一〕。 

是年明清朔閏全合，節氣符者四。 

永曆十一年丁酉（一六五七－一六五八，清順治十四年） 

正月（大）甲辰朔（2/13），初八雨水〔六〕，廿三驚蟄〔廿一〕。 

二月（大）甲戌朔（3/15），初八春分〔六〕，廿三清明〔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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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小）甲辰朔（4/14），初八穀雨〔六〕，廿四立夏〔廿二〕。 

四月（大）癸酉朔（5/13），初十小滿〔九〕，廿五芒種〔廿四〕。 

五月（小）癸卯朔（6/12），初十夏至，廿六小暑。 

六月（大）壬申朔（7/11），十二大暑〔十三〕，廿七立秋〔廿八〕。 

七月（小）壬寅朔（8/10），十二處暑〔十四〕，廿七白露〔廿九〕。 

八月（小）辛未朔（9/8），十四秋分〔十六〕，廿九寒露〔九•二〕。 

九月（大）庚子朔（10/7），十五霜降〔十七〕，三十立冬〔十•二〕。 

十月（小）庚午朔（11/6），十六〔小雪〕。 

十一月（大）己亥朔（12/5），初二大雪，十七冬至。 

十二月（小）己巳朔（1/4），初二小寒，十七大寒〔十六〕。 

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符者五。 

永曆十二年戊戌（一六五八－一六五九，清順治十五年） 

正月（大）戊戌朔（2/2），初四立春〔二〕，十九雨水〔十七〕。 

二月（大）戊辰朔（3/4），初四驚蟄〔二〕，十九春分〔十七〕。 

三月（小）戊戌朔（4/3），初五清明〔二〕，二十穀雨〔十八〕。 

四月（大）丁卯朔（5/2），初六立夏〔四〕，廿一小滿〔二十〕。 

五月（大）丁酉朔（6/1），初六芒種〔五〕，廿二夏至〔廿一〕。 

六月（小）丁卯朔（7/1），初七小暑，廿二大暑〔廿三〕。 

七月（大）丙申朔（7/30），初八立秋〔九〕，廿三處暑〔廿五〕。 

八月（小）丙寅朔（8/29），初九白露〔十一〕，廿四秋分〔廿六〕。 

九月（小）乙未朔（9/27），和十寒露〔十二〕，廿五霜降〔廿七〕。 

十月（大）甲子朔（10/26），十二立冬〔十三〕，廿七小雪〔廿八〕。 

十一月（小）甲午朔（11/25），十二大雪〔十三〕，廿七冬至。 

十二月（大）癸亥朔（12/24），十三小寒，廿九大寒〔廿八〕。 

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符者三。 

永曆十三年己亥（一六五九－一六六○，清順治十六年） 

正月（小）癸巳朔（1/23），十四立春〔十二〕，廿九雨水〔廿七〕。 

閏正月（大）壬戌朔（2/21），十五驚蟄〔二•十三〕。 

二月（小）壬辰朔（3/23），初一春分〔二•廿八〕（註一），十六清明

〔三•十四〕（註二）。 

三月（大）辛酉朔（4/21），初二穀雨〔三•廿九〕，十七立夏〔閏三•十

五〕。 

四月（大）辛卯朔（5/21），初二小滿〔一〕，十八芒種〔十七〕。 

五月（小）辛酉朔（6/20），初三夏至〔二〕，十八小暑。 

六月（大）庚寅朔（7/19），初四大暑〔五〕，二十立秋〔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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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小）庚申朔（8/18），初五處暑〔六〕，二十白露〔廿二〕。 

八月（大）己丑朔（9/16），初六秋分〔八〕，廿一寒露〔廿三〕。 

九月（小）己未朔（10/16），初七霜降〔八〕，廿二立冬〔廿三〕。 

十月（大）戊子朔（11/14），初八小雪〔九〕，廿三大雪〔廿四〕。 

十一月（小）戊午朔（12/14），初八冬至〔九〕，廿四小寒〔廿三〕。 

十二月（大）丁亥朔（1/12），初十大寒〔九〕，廿五立春〔廿四〕。 

是年清閏三月辛酉朔，二月與明閏正月同朔，三月與明二月同朔，餘相合，節

氣無一相符。 

（註一）春分明壬辰，清己丑，實差三日。 

（註二）清明明丁未，清乙巳，實差二日。 

永曆十四年庚子（一六六○－一六六一，清順治十七年） 

正月（小）丁巳朔（2/11），初十雨水〔九〕，廿六驚蟄〔廿四〕。 

二月（大）丙戌朔（3/11），十二春分〔十〕，廿七清明〔廿六〕。 

三月（小）丙辰朔（4/10），十二穀雨〔十〕，廿七立夏〔廿六〕。 

四月（大）乙酉朔（5/9），十四小滿〔十二〕，廿九芒種〔廿八〕。 

五月（小）乙卯朔（6/8），十四夏至，廿九小暑〔六•一〕。 

六月（大）甲申朔（7/7），十六大暑。 

七月（大）甲寅朔（8/6），初一立秋〔二〕，十六處暑〔十八〕。 

八月（小）甲申朔（9/5），初一白露〔三〕，十六秋分〔十八〕。 

九月（大）癸丑朔（10/4），初三寒露〔五〕，十八霜降〔二十〕。 

十月（小）癸未朔（11/3），初三立冬〔五〕，十八小雪〔十九〕。 

十一月（大）壬子朔（12/2），初四大雪〔五〕，二十冬至。 

十二月（小）壬午朔（1/1），初五小寒，二十大寒〔十九〕。 

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符者四 

永曆十五年辛丑（一六六一－一六六二，清順治十八年） 

正月（大）辛亥朔（1/30），初六立春〔五〕，廿二雨水〔二十〕。 

二月（小）辛巳朔（3/1），初七驚蟄〔五〕，廿二春分〔二十〕。 

三月（大）庚戌朔（3/30），初八清明〔六〕，廿三穀雨〔廿一〕。 

四月（小）庚辰朔（4/29），初九立夏〔七〕，廿四小滿〔廿三〕。 

五月（小）己酉朔（5/28），初十芒種〔九〕，廿五夏至。 

六月（大）戊寅朔（6/26），十二小暑，廿七大暑。 

七月（大）戊申朔（7/26），十二立秋〔十三〕，廿七處暑〔廿九〕。 

八月（小）戊寅朔（8/25）（註一），十二白露〔閏七•十四〕（註二），廿

八秋分〔一〕（註三）。 

九月（大）丁未朔（9/23）（註四），十四寒露〔八•十六〕（註五），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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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一〕（註六）。 

十月（大）丁丑朔（10/23）（註七），十四立冬〔九•十六〕（註八），三十

小雪〔一〕（註九）。 

閏十月（小）丁未朔（11/22）（註十），十五大雪〔十•十五〕。 

十一月（大）丙子朔（12/21），初一冬至，十六小寒。 

十二月（大）丙午朔（1/20），初一大寒〔十一•三十〕，十七立春〔十

五〕。 

傅以禮原曆註日：「辛丑明亡」。蓋以永曆滇中遇害，明統告絕，故使家書之

云。 

是年清七戊寅，與明八月同朔；餘清八、九、十諸月，與明之九、十、閏十對

等。清十二月小。餘相合，節氣符者六。 

（註一）八月戊寅朔，「二十是朔閏表」西曆誤九月廿三，本表正之。 

（註二）白露明己丑，清辛卯，實差二日。 

（註三）秋分明乙巳，清丁未，實差二日。 

（註四）九月丁未朔，「二十是朔閏表」西曆誤十月廿三，本表正之。 

（註五）寒露明庚申，清壬戌，實差二日。 

（註六）霜降明乙亥，清丁丑，實差二日。 

（註七）十月丁丑朔，「二十是朔閏表」西曆誤十一月廿二，本表正之。 

（註八）立冬明庚寅，清壬辰，實差二日。 

（註九）小雪明丙午，清丁未，實差一日。 

（註十）閏十月丁未朔，「二十是朔閏表」西曆誤八月廿五，本表正之。 

永曆十六年壬寅（一六六二－一六六三，清康熙元年） 

正月（小）丙子朔（2/19），初二雨水〔一〕（註一），十七驚蟄〔十六〕

（註二）。 

二月（小）乙巳朔（3/20），初三春分〔一〕，十八清明〔十六〕。 

三月（大）甲戌朔（4/18），初五穀雨〔三〕，二十立夏〔十九〕。 

四月（小）甲辰朔（5/18），初五小滿〔四〕，二十芒種〔十九〕。 

五月（小）癸酉朔（6/16），初七夏至〔六〕，廿二小暑。 

六月（大）壬寅朔（7/15），初八大暑〔九〕，廿三立秋〔廿四〕。 

七月（小）壬申朔（8/14），初八處暑〔十〕，廿四白露〔廿六〕。 

八月（大）辛丑朔（9/12），初十秋分〔十二〕，廿五寒露〔廿七〕。 

九月（大）辛未朔（10/12），初十霜降〔十二〕，廿六立冬〔廿七〕。 

十月（大）辛丑朔（11/11），十一小雪〔十二〕，廿六大雪〔廿七〕。 

十一月（小）辛未朔（12/11），十一冬至，廿六小寒。 

十二月（大）庚子朔（1/9），十三大寒〔十二〕，廿八立春〔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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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清正月大乙亥朔，餘月朔盡合；節氣符者三。傅以禮原曆自是以後俱冠

「臺灣稱永曆」某某年字樣，本表略之。 

（註一）雨水明丁丑，清乙亥，實差二日。 

（註二）驚蟄明壬辰，清庚寅，實差二日。 

永曆十七年癸卯（一六六三－一六六四，清康熙二年） 

正月（大）庚午朔（2/8），十三雨水〔十一〕，廿八驚蟄〔廿六〕。 

二月（小）庚子朔（3/10），十四春分〔十一〕，廿九清明〔廿七〕。 

三月（小）己巳朔（4/8），十五穀雨〔十三〕。 

四月（大）戊戌朔（5/7），初一立夏〔三•廿八〕，十六小滿〔十五〕。 

五月（小）戊辰朔（6/6），初二芒種〔一〕，十七夏至〔十六〕。 

六月（小）丁酉朔（7/5），初三小暑，十八大暑。 

七月（大）丙寅朔（8/3），初四立秋〔六〕，二十處暑〔廿一〕。 

八月（小）丙申朔（9/2），初四白露〔七〕，二十秋分〔廿二〕。 

九月（大）乙丑朔（10/1），初六寒露〔八〕，廿二霜降〔廿三〕。 

十月（大）乙未朔（10/31），初七立冬〔八〕，廿二小雪〔廿三〕。 

十一月（小）乙丑朔（11/30），初七大雪〔八〕，廿二冬至〔冬至〕。 

十二月（大）甲午朔（12/29），初九小寒〔八〕，廿四大寒〔廿三〕。 

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符者一 

永曆十八年甲辰（一六六四－一六六五，清康熙三年） 

正月（大）甲子朔（1/28），初九立春〔八〕，廿四雨水〔廿三〕。 

二月（小）甲午朔（2/27），初十驚蟄〔七〕，廿五春分〔廿三〕。 

三月（大）癸亥朔（3/27），十一清明〔九〕，廿六穀雨〔廿四〕。 

四月（小）癸巳朔（4/26），十一立夏〔十〕，廿七小滿〔廿五〕。 

五月（大）壬戌朔（5/25），十三芒種〔十二〕，廿八夏至。 

六月（小）壬辰朔（6/24），十三小暑，廿八大暑〔廿九〕。 

閏六月（小）辛酉朔（7/23），十五立秋〔十六〕。 

七月（大）庚寅朔（8/21），初一處暑〔三〕，十六白露〔十八〕。 

八月（小）庚申朔（9/20），初一秋分〔三〕，十七寒露〔十九〕。 

九月（大）己丑朔（10/19），初三霜降〔五〕，十八立冬〔二十〕。 

十月（小）己未朔（11/18），初三小雪〔四〕，十八大雪〔十九〕。 

十一月（大）戊子朔（12/17），初五冬至，二十小寒〔十九〕。 

十二月（大）戊午朔（1/16），初五大寒〔四〕，二十立春〔十九〕。 

是年明清朔閏全合，節氣符者三。 

永曆十九年乙巳（一六六五－一六六六，清康熙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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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大）戊子朔（2/15），初六雨水〔四〕，廿一驚蟄〔十九〕。 

二月（小）戊午朔（3/17），初六春分〔四〕，廿一清明〔十九〕。 

三月（大）丁亥朔（4/15），初七穀雨〔五〕，廿三立夏〔廿一〕。 

四月（小）丁巳朔（5/15），初八小滿〔六〕，廿三芒種〔廿二〕。 

五月（大）丙戌朔（6/13），初九夏至，廿五小暑。 

六月（小）丙辰朔（7/13），初十大暑，廿五立秋〔廿六〕。 

七月（小）乙酉朔（8/11），十一處暑〔十三〕，廿六白露〔廿八〕。 

八月（大）甲寅朔（9/9），十三秋分〔十五〕，廿八寒露〔三十〕。 

九月（小）甲申朔（10/9），十三霜降〔十五〕，廿八立冬〔十•一〕。 

十月（大）癸丑朔（11/7），十四小雪〔十六〕，三十大雪。 

十一月（小）癸未朔（12/7），十五冬至。 

十二月（大）壬子朔（1/5），初一小寒，十六大寒〔十五〕。 

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符者六 

永曆二十二年丙午（一六六六－一六六七，清康熙五年） 

正月（大）壬午朔（2/4），初二立春〔十二•三十〕，十七雨水〔十五〕。 

二月（小）壬子朔（3/6），初二驚蟄〔一•三十〕，十七春分〔十五〕。 

三月（大）辛巳朔（4/4），初三清明〔一〕，十九穀雨〔十七〕。 

四月（大）辛亥朔（5/4），初四立夏〔二〕，十九小滿〔十八〕。 

五月（小）辛巳朔（6/3），初四芒種〔三〕，二十夏至〔十九〕。 

六月（大）庚戌朔（7/2），初六小暑，廿一大暑〔廿二〕。 

七月（小）庚辰朔（8/1），初六立秋〔七〕，廿一處署〔廿三〕。 

八月（小）己酉朔（8/30），初八白露〔九〕，廿三秋分〔廿五〕。 

九月（大）戊寅朔（9/28），初九寒露〔十一〕，廿四霜降〔廿六〕。 

十月（小）戊申朔（10/28），初十立冬〔十一〕，廿五小雪〔廿六〕。 

十一月（大）丁丑朔（11/26），十一大雪〔十二〕，廿六冬至。 

十二月（小）丁未朔（12/26），十一小寒，廿七大寒〔廿六〕。 

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符者三。 

永曆二十一年丁未（一六六七－一六六八，清康熙六年） 

正月（大）丙子朔（1/24），十三立春〔十一〕，廿八雨水〔廿六〕。 

二月（小）丙午朔（2/23），十三驚蟄〔十一〕，廿八春分〔廿六〕。 

三月（大）乙亥朔（3/24），十五清明〔十三〕，三十穀雨〔廿八〕。 

四月（大）乙巳朔（4/23），十午立夏〔十三〕，三十小滿〔廿九〕。 

閏四月（小）乙亥朔（5/23），十六芒種〔十五〕。 

五月（大）甲辰朔（6/21），初二夏至〔一〕，十七小暑。 

六月（小）甲戌朔（7/21），初二大暑〔三〕，十七立秋〔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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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大）癸巳朔（8/19），初四處暑〔五〕，十九白露〔廿一〕。 

八月（小）癸酉朔（9/18），初四秋分〔六〕，十九寒露〔廿一〕。 

九月（大）壬寅朔（10/17），初六霜降〔七〕，廿一立冬〔廿二〕。 

十月（小）壬申朔（11/16），初六小雪〔七〕，廿一大雪〔廿二〕。 

十一月（大）辛丑朔（12/15），初七冬至〔八〕，廿三小寒〔廿二〕。 

十二月（小）辛未朔（1/14），初八大寒〔七〕，廿三立春〔廿二〕。 

是年明清朔閏全合，節氣符者一。 

永曆二十二年戊申（一六六八－一六六九，清康熙七年） 

正月（大）庚子朔（2/12），初九雨水〔七〕，廿四驚蟄〔廿二〕。 

二月（小）庚午朔（3/13），初十春分〔八〕，廿五清明〔廿三〕。 

三月（大）己亥朔（4/11），十一穀雨〔九〕，廿六立夏〔廿五〕。 

四月（小）己巳朔（5/11），十二小滿〔十〕，廿七芒種〔廿六〕。 

五月（大）戊戌朔（6/9），十三夏至，廿八小暑。 

六月（大）戊辰朔（7/9），十三大暑〔十四〕，廿九立秋〔三十〕。 

七月（小）戊戌朔（8/8），十四處暑〔十五〕，廿九白露〔八•二〕。 

八月（大）丁卯朔（9/6），十分秋分〔十七〕。 

九月（小）丁酉朔（10/6），初一寒露〔二〕，十六霜降〔十八〕。 

十月（大）丙寅朔（11/4），初二立冬〔三〕，十七小雪〔十八〕。 

十一月（小）丙申朔（12/4），初二大雪〔三〕，十八冬至。 

十二月（大）乙丑朔（1/2），初四小寒〔三〕，十九大寒〔十八〕。 

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符者三。 

永曆二十三年己酉（一六六九－一六七○，清康熙八年） 

正月（小）乙未朔（2/1），初四立春〔三〕，二十雨水〔十八〕。 

二月（大）甲子朔（3/2），初六驚蟄〔四〕，廿一春分〔十九〕。 

三月（小）甲午朔（4/1）（註一），初六清明〔四〕，廿一穀雨〔十九〕。 

四月（大）癸亥朔（4/30），初八立夏〔六〕，廿三小滿〔廿一〕。 

五月（小）癸巳朔（5/30），初八芒種〔七〕，廿三夏至。 

六月（大）壬戌朔（6/28），初九小暑〔十〕，廿五大暑。 

七月（小）壬辰朔（7/28），初十立秋〔十一〕，廿五處暑〔廿七〕。 

八月（大）辛酉朔（8/26），十一白露〔十三〕，廿七秋分〔廿九〕。 

九月（大）辛卯朔（9/25），十二寒露〔十四〕，廿七霜降〔廿九〕。 

十月（小）辛酉朔（10/25），十二立冬〔十四〕，廿七小雪〔廿九〕。 

十一月（大）庚寅朔（11/23），十四大雪，廿九冬至。 

十二月（小）庚申朔（12/23），十四小寒，廿九大寒〔廿八〕。 

閏十二月（大）己丑朔（1/21），十六立春〔一•十四〕（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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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清無閏，本表閏十二月，朔等清次年正月，餘相合，節氣相符者五。 

（註一）「殘明大統曆」三月作「大」。依前後月朔，推知其誤。 

（註二）是年清「初頒時憲曆閏本年十二月，後欽天監監正楊光先自行檢舉，依新法，改閏明

年二月。」（「二十史朔閏表」一八八註）。明依大統曆法，故仍閏十二月，與清改

閏之明年一月同朔。立春兩曆年份遂不同，而實差二日耳。 

永曆二十四年庚戊（一六七○－一六七一，清康熙九年） 

正月（小）己未朔（2/20），初一雨水〔廿九〕（註一），十六驚蟄〔二•十

四（註二）〕。 

二月（大）戊子朔（3/21），初二春分〔廿九〕（註三），十七清明〔閏二•

十五〕。 

三月（小）戊午朔（4/20），初三穀雨〔一〕，十八立夏〔十六〕。 

四月（小）丁亥朔（5/19），初四小滿〔三〕，十九芒種〔十八〕。 

五月（大）丙辰朔（6/17），初六夏至〔五〕，廿一小暑。 

六月（小）丙戌朔（7/17），初六大暑〔七〕，廿一立秋〔廿二〕。 

七月（大）乙卯朔（8/15），初七處暑〔九〕，廿三白露〔廿四〕。 

八月（大）乙酉朔（9/14），初八秋分〔十〕，廿三寒露〔廿五〕。 

九月（大）乙卯朔（10/14），初八霜降〔十〕，廿三立冬〔廿五〕。 

十月（小）乙酉朔（11/13），初九小雪〔十〕，廿四大雪〔廿五〕。 

十一月（大）甲寅朔（12/12），初十冬至，廿五小寒。 

十二月（小）甲申朔（1/11），十一大寒〔十〕，廿六立春〔廿四〕。 

是年清閏二，其正、二、三諸月與明前歲間十二、本歲正、二諸月同朔，餘相

合，節氣相合者三。 

（註一）按前年表「註二」，是年正月朔日同於清之二月，雨水明己未，清丁已，實差二日。 

（註二）驚蟄明甲民，清壬申，實差二日。 

（註三）春分明己丑，清丁亥，實差二日。 

（註四）按前歲年表「註二」，改閏之後，明三月朔日與清閏月同。明清兩曆實差二日。 

永曆二十五年辛亥（一六七一－一六七二，清康熙十年） 

正月（大）癸丑朔（2/9），十二雨水〔十〕，廿七驚蟄〔廿五〕。 

二月（小）癸未朔（3/11），十二春分〔十〕，廿八清明〔廿五〕。 

三月（大）壬子朔（4/9），十四穀雨〔十二〕，廿九立夏〔廿七〕。 

四月（小）壬午朔（5/9），十四小滿〔十三〕。 

五月（小）辛亥朔（6/7），初一芒種〔四•廿九〕，十六夏至〔十五〕。 

六月（大）庚辰朔（7/6），初二小暑，十七大暑〔十八〕。 

七月（小）庚戌朔（8/5），初二立秋〔四〕，十八處暑〔十九〕。 

八月（大）己卯朔（9/3），初四白露〔六〕，十九秋分〔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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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大）己酉朔（10/3），初四寒露〔六〕，二十霜降〔廿一〕。 

十月（小）己卯朔（11/2），初五立冬〔六〕，二十小雪〔廿一〕。 

十一月（大）戊申朔（12/1），初六大雪〔七〕，廿一冬至。 

十二月（大）戊寅朔（12/31），初七小寒〔六〕，廿二大寒〔廿一〕。 

是年明清月朔全合（參考下文考證），節氣符者二。 

永曆二十六年壬子（一六七二－一六七三，清康熙十一年） 

正月（小）戊申朔（1/30），初七立春〔六〕，廿二雨水〔二十〕。 

二月（大）丁丑朔（2/28），初八驚蟄〔六〕，廿四春分〔廿一〕。 

三月（小）丁未朔（3/29），初九清明〔七〕，廿四穀雨〔廿二〕。 

四月（大）丙子朔（4/27），初十立夏〔九〕，廿六小滿〔廿四〕。 

五月（小）丙午朔（5/27），十一芒種〔十〕，廿六夏至。 

六月（小）乙亥朔（6/25），十二小暑，廿七大暑〔廿八〕。 

七月（大）甲辰朔（7/24），十四立秋〔十五〕，廿九處暑〔三十〕。 

八月（小）甲戌朔（8/23），十四白露〔閏七•十六〕（註一），廿九秋分

〔二〕（註二）。 

閏八月（大）癸卯朔（8/23），十六寒露〔八•十七〕（註三）。 

九月（小）癸酉朔（10/21），初一霜降〔三〕，十六立冬〔十七〕。 

十月（大）壬寅朔（11/19），初二小雪〔三〕，十七大雪〔十八〕。 

十一月（大）壬申朔（12/19），初三冬至，十八小寒〔十七〕。 

十二月（大）壬寅朔（1/18），初三大寒〔二〕，十八立春〔十七〕。 

是年清閏七月，與明八月同朔，其八月與明閏八同。餘相合，節氣符者三。 

（註一）白露明丁亥，清己丑，實差二日。 

（註二）秋分明壬寅，清甲辰，實差二日。 

（註三）寒露明戊午，清己未，實差一日。 

永曆二十七年癸丑（一六七三－一六七四，清康熙十二年） 

正月（小）壬申朔（2/17），初三雨水〔二〕，十九驚蟄〔十七〕。 

二月（大）辛丑朔（3/18），初五春分〔三〕，二十清明〔十八〕。 

三月（小）辛未朔（4/17），初五穀雨〔三〕，廿一立夏〔十九〕。 

四月（大）庚子朔（5/16），初七小滿〔五〕，廿二芒種〔廿一〕。 

五月（小）庚午朔（6/15），初七夏至，廿二小暑〔廿三〕。 

六月（小）己亥朔（7/14），初九大暑，廿四立秋〔廿五〕。 

七月（大）戊辰朔（8/12），初十處暑〔十二〕，廿五白露〔廿七〕。 

八月（小）戊辰朔（9/11），十一秋分〔十三〕，廿六寒露〔廿八〕。 

九月（大）丁卯朔（10/10），十二霜降〔十四〕，廿七立冬〔廿九〕。 

十月（小）丁酉朔（11/9），十二小雪〔十四〕，廿八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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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大）丙寅朔（12/8），十四冬至，廿九小寒。 

十二月（大）丙申朔（1/7），十四大寒〔十三〕，三十立春〔廿八〕。 

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符者五。 

永曆二十八年甲寅（一六七四－一六七五，清康熙十三年） 

正月（小）丙寅朔（2/6），十五雨水〔十三〕。 

二月（大）乙未朔（3/7），初一驚蟄〔一•廿八〕，十六春分〔十四〕。 

三月（大）乙丑朔（4/6），初一清明〔二•廿九〕，十七穀雨〔十五〕。 

四月（小）乙未朔（5/6），初二立夏〔三•三十〕，十七小滿〔十六〕。 

五月（小）甲子朔（6/4），初三芒種〔二〕，十八夏至。 

六月（大）癸巳朔（7/3），初五小暑〔四〕（註一），二十大暑（註二）。 

七月（小）癸亥朔（8/2），初五立秋〔六〕，二十處暑〔廿二〕。 

八月（小）壬辰朔（8/31），初七白露〔八〕，廿二秋分〔廿四〕。 

九月（大）辛酉朔（9/29），初八寒露〔九〕（註三），廿三霜降〔廿四〕

（註四）。 

十月（小）辛卯朔（10/29），初八立冬〔十〕，廿四小雪〔廿五〕。 

十一月（大）庚申朔（11/27），初十大雪〔十一〕，廿五冬至。 

十二月（大）庚寅朔（12/27），初十小寒，廿六大寒〔廿五〕。 

是年清曆五月大，六月小甲午朔，八月大，九月小壬戌朔，餘與明曆相合，節

氣符者四。 

（註一）按明清兩曆，小暑同月而日序不同，查對干支同為丁酉，實係一日。 

（註二）明清兩曆大暑同月同日，按兩曆是月朔異，查對干支，明為壬子，清為癸丑，實差一

日。 

（註三）寒露明戊辰，清庚午，實差二日。 

（註四）霜降明癸未，清乙酉，實差二日。 

永曆二十九年乙卯（一六七五－六七六，清康熙十四年） 

正月（小）庚申朔（1/26），十一立春〔九〕，廿六雨水〔廿四〕。 

二月（大）己丑朔（2/24），十二驚蟄〔十〕，廿七春分〔廿五〕。 

三月（大）己未朔（3/26），十三清明〔十〕，廿八穀雨〔廿六〕。 

四月（大）己丑朔（4/25），十三立夏〔十一〕，廿八小滿〔廿七〕。 

五月（小）己未朔（5/25），十四芒種〔十三〕，廿九夏至〔廿八〕。 

六月（大）戊子朔（6/23），十五小暑〔閏五•十五〕（註一），三十大暑

〔一〕（註二）。 

閏六月（小）戊午朔（7/23），十五立秋〔六•十七〕（註三）。 

七月（小）丁亥朔（8/21），初二處暑〔三〕，十七白露〔十九〕。 

八月（大）丙辰朔（9/19），初三秋分〔五〕，十八寒露〔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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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小）丙戊朔（10/19），初三霜降〔五〕，十九立冬〔二十〕。 

十月（大）乙卯朔（11/17），初五小雪〔六〕，二十大雪〔廿一〕。 

十一月（小）乙酉朔（12/17），初五冬至，廿一小寒〔二十〕。 

十二月（大）甲寅朔（1/15），初七大寒〔六〕，廿二立春〔廿一〕。 

是年清閏五月與明六月同朔，六月朔等明閏，餘與明曆相合，節氣相符者二。 

（註一）小暑因明清置閏不同而異月，實同日。 

（註二）大暑明為丁巳，清為戊午，實差一日；清因置閏五月，其六月後於明者一月，而節侯

標註數字在前，驟視若先於明者幾一月，故註以表之。 

永曆三十年丙辰（一六七六－一六七七，清康熙十五年） 

正月（小）甲申朔（2/14），初七雨水〔五〕，廿二驚蟄〔二十〕。 

二月（大）癸丑朔（3/14），初九春分〔六〕，廿四清明〔廿二〕。 

三月（大）癸未朔（4/13），初九穀雨〔七〕，廿四立夏〔廿三〕。 

四月（小）癸丑朔（5/13），初十小滿〔八〕，廿五芒種〔廿四〕。 

五月（大）壬午朔（6/11），十一夏至，廿六小暑。 

六月（小）壬子朔（7/11），十一大暑〔十二〕，廿七立秋〔廿八〕。 

七月（大）辛巳朔（8/9），十三處暑〔十四〕，廿八白露〔三十〕。 

八月（小）辛亥朔（9/8），十三秋分〔十五〕，廿八寒露〔九•一〕。 

九月（大）庚辰朔（10/7），十五霜降〔十七〕，三十立冬〔十•一〕。 

十月（小）庚戌朔（11/6），十五小雪〔十六〕。 

十一月（大）己卯朔（12/5），初一大雪〔二〕，十六冬至〔十七〕。 

十二月（小）己酉朔（1/4），初二小寒〔一〕，十七大寒〔十六〕。 

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相符者二。 

永曆三十一年丁巳（一六七七－一六七八，清康熙十六年） 

正月（大）戊寅朔（2/2），初三立春〔二〕，十八雨水〔十七〕。 

二月（小）戊申朔（3/4），初四驚蟄〔二〕，十九春分〔十七〕。 

三月（大）丁丑朔（4/2），初五清明〔三〕，二十穀雨〔十八〕。 

四月（小）丁未朔（5/2），初六立夏〔四〕，廿一小滿〔十九〕。 

五月（大）丙子朔（5/31），初七芒種〔六〕，廿二夏至。 

六月（大）丙午朔（6/30），初七小暑〔八〕，廿三大暑。 

七月（小）丙子朔（7/30），初八立秋〔九〕，廿三處暑〔廿五〕。 

八月（大）乙巳朔（8/28），初九白露〔十一〕，廿五秋分〔廿六〕。 

九月（小）乙亥朔（9/27），初十寒露〔十二〕，廿五霜降〔廿七〕。 

十月（大）甲辰朔（10/26），十一立冬〔十三〕，廿六小雪〔廿八〕。 

十一月（小）甲戌朔（11/25），十二大雪，廿七冬至。 

十二月（大）癸卯朔（12/24），十三小寒，廿八大寒〔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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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符者五。 

永曆三十二年戊午（一六七八－一六七九，清康熙十七年） 

正月（小）癸酉朔（1/23），十三立春〔十二〕，廿九雨水〔廿七〕。 

二月（大）壬寅朔（2/21），十五驚蟄〔十三〕，三十春分〔廿八〕。 

閏二月（小）壬申朔（3/23），十五清明〔三•十三〕（註一）。 

三月（小）辛丑朔（4/21），初二穀雨〔廿九〕（註二），十七立夏〔閏三•

十五〕（註三）。 

四月（大）庚午朔（5/20），初三小滿〔一〕，十八芒種〔十七〕。 

五月（大）庚子朔（6/19），初三夏至，十九小暑。 

六月（小）庚午朔（7/19），初四大暑〔五〕，十九立秋〔二十〕。 

七月（大）己亥朔（8/17），初五處暑〔七〕，廿一白露〔廿二〕。 

八月（大）己巳朔（9/16），初六秋分〔八〕，廿一寒露〔廿三〕。 

九月（小）己亥朔（10/16），初六霜降〔八〕，廿一立冬〔廿三〕。 

十月（大）戊辰朔（11/14），初八小雪〔九〕，廿三大雪。 

十一月（小）戊戌朔（12/14），初八冬至，廿三小寒。 

十二月（大）丁卯朔（1/12），初十大寒〔九〕，廿五立春〔廿三〕。是年清

三月小壬申朔，閏三月小辛丑朔，餘與明曆合，節氣符者五。 

（註一）清明明丙戊，清甲申，實差二日。 

（註二）穀雨明壬寅，清庚子，實差二日（參閱廿九年「註二」）。 

（註三）立夏明丁巳，清乙卯，實差二日。 

永曆三十三年己未（一六七九－一六八○，清康熙十八年） 

正月（小）丁酉朔（2/11），初十雨水〔八〕，廿五驚蟄〔廿三〕。 

二月（大）丙寅朔（3/12），十一春分〔九〕，廿七清明〔廿四〕。 

三月（小）丙申朔（4/11），十二穀雨〔十〕，廿七立夏〔廿五〕。 

四月（小）乙丑朔（5/10），十三小滿〔十一〕，廿八芒種。 

五月（大）甲午朔（6/8），十五夏至〔十四〕，三十小暑。 

六月（小）甲子朔（7/8），十五大暑〔十六〕。 

七月（大）癸巳朔（8/6），初一立秋〔三〕，十七處暑〔十八〕。 

八月（大）癸亥朔（9/5），初二白露〔四〕，十七秋分〔十九〕。 

九月（小）癸巳朔（10/5），初一寒露〔四〕，十七霜降〔十九〕。 

十月（大）壬戌朔（11/3），初四立冬〔五〕，十九小雪〔二十〕。 

十一月（大）壬辰朔（12/3），初四大雪〔五〕，十九冬至。 

十二月（小）壬戌朔（1/2），初五小寒〔四〕，二十大寒〔十九〕。 

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符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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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曆三十四年庚申（一六八○－一六八一，清康熙十九年） 

正月（大）辛卯朔（1/31），初六立春〔五〕，廿一雨水〔十九〕。 

二月（小）辛酉朔（3/1），初六驚蟄〔四〕，廿二春分〔十九〕。 

三月（大）庚寅朔（3/30），初八清明〔六〕，廿三穀雨〔廿一〕。 

四月（小）庚申朔（4/29），初八立夏〔六〕，廿四小滿〔廿二〕。 

五月（小）己丑朔（5/28），初十芒種〔九〕，廿五夏至。 

六月（大）戊午朔（6/26），十一小暑，廿六大暑。 

七月（小）戊子朔（7/26），十二立秋〔十三〕，廿七處暑〔廿八〕。 

八月（大）丁巳朔（8/24），十三白露〔十五〕，廿八秋分〔三十〕。 

九月（小）丁亥朔（9/23），十三寒露〔閏八•十五〕（註一），廿九霜降

〔一〕（註二）。 

十月（大）丙辰朔（10/22），十五立冬〔九•十六〕（註三），三十小雪

〔一〕（註四）。 

閏十月（大）丙戌朔（11/21），十五大雪〔十•十六〕（註五） 

十一月（大）丙辰朔（12/21），初一冬至，十六小寒〔十五〕。 

十二月（小）丙戌朔（1/20），初一大寒〔十一•三十〕，十六立春〔十

五〕。 

是年清閏八月小亥朔，九月大丙辰朔，十月大丙戌朔。節氣符者三。 

是年清閏八月小丁亥朔，九月大丙辰朔，十月大丙戌朔。節氣符者三。 

（註一）寒露因明清至閏異而標月殊，似相距甚遠，實差日耳。 

（註二）霜降因明清異閏故日似懸絕，實差一日耳。 

（註三）立冬異月，緣於閏殊，實差一日耳。 

（註四）小雪明清實差一日（參閱註二） 

（註五）大雪明清實差一日（參閱註一） 

永曆三十五年辛酉（一六八一－一六八二，清康熙二十年） 

正月（大）乙卯朔（2/18），初二雨水〔一〕，十八驚蟄〔十六〕。 

二月（小）乙酉朔（3/20），初三春分〔一〕，十八清明〔十六〕。 

三月（大）甲寅朔（4/18），初四穀雨〔一〕，二十立夏〔十八〕。 

四月（小）甲申朔（5/18），初五小滿〔三〕，二十芒種〔十九〕。 

五月（小）癸丑朔（6/16），初六夏至，廿一小暑〔廿二〕。 

六月（大）壬午朔（7/15），初八大暑，廿三立秋〔廿四〕。 

七月（小）壬子朔（8/14），初八處暑〔十〕，廿三白露〔廿五〕。 

八月（小）辛巳朔（9/12），初九春分〔十一〕，廿五寒露〔廿七〕。 

九月（大）庚戌朔（10/11），十一霜降〔十三〕，廿六立冬〔廿八〕。 

十月（大）庚辰朔（11/10），十一小雪〔十二〕，廿七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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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大）庚戌朔（12/10），十二冬至，廿七小寒。 

十二月（小）庚辰朔（1/9），十二大寒〔十一〕，廿七立春〔廿六〕。 

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符者五。 

永曆三十六年壬戌（一六八二－一六八三，清康熙二十一年） 

正月（大）己酉朔（2/7），十四雨水〔十二〕，廿九驚蟄〔廿七〕。 

二月（大）己卯朔（3/9），十四春分〔十二〕，廿九清明〔廿七〕。 

三月（小）己酉朔（4/8），十五穀雨〔十二〕。 

四月（大）戊寅朔（5/7），初一立夏〔三•廿八〕，十六小滿〔十五〕。 

五月（小）戊申朔（6/6），初一芒種〔四•三十〕，十六夏至。 

六月（小）丁丑朔（7/5），初三小暑，十八大暑〔十九〕。 

七月（大）丙午朔（8/3），初四立秋〔五〕，十九處暑〔廿一〕。 

八月（小）丙子朔（9/2），初五白露〔六〕，二十秋分〔廿二〕。 

九月（小）乙巳朔（10/1），初六寒露〔八〕，廿一霜降〔廿三〕。 

十月（大）甲戌朔（10/30），初七立冬〔九〕，廿三小雪〔廿四〕。 

十一月（大）甲辰朔（11/29），初九大雪，廿三冬至。 

十二月（小）甲戌朔（12/29），初八小寒，廿三大寒。 

是年明清月朔全合，節氣符者六。 

永曆三十七年癸亥（一六八三－一六八四，清康熙二十二年） 

正月（大）癸卯朔（1/27），初十立春〔八〕，廿五雨水〔廿三〕。 

二月（大）癸酉朔（2/26），初十驚蟄〔八〕，廿五春分〔廿三〕。 

三月（大）癸卯朔（3/28），十一清明〔八〕，廿六穀雨〔廿四〕。 

四月（小）癸酉朔（4/27），十一立夏〔九〕，廿六小滿〔廿五〕。 

五月（大）壬寅朔（5/26），十二芒種，廿八夏至〔廿七〕。 

六月（小）壬寅朔（6/25），十三小暑，廿八大暑〔廿九〕。 

閏六月（小）壬申朔（7/24），十四立秋〔十五〕。 

七月（大）庚午朔（8/22），初一處暑〔二〕，十六白露〔十八〕。 

八月（小）庚子朔（9/21），初一秋分〔三〕，十六寒露〔十八〕。 

九月（小）己巳朔（10/20），初二霜降〔四〕，十八立冬〔十九〕。 

十月（大）戊戌朔（11/18），初四小雪〔午〕，十九大雪〔二十〕。 

十一月（大）戊辰朔（12/18），初四冬至，二十小寒〔十九〕。 

十二月（小）戊戌朔（1/17），初五大寒〔四〕，二十立春〔十九〕。 

是年明清朔閏全合。節氣符者三。傅以禮原曆註云：「閏六月臺灣降於大清，

明朔亡。」考施琅「臺灣紀略碑記」，琅以是年八月望日受降於赤崁，明朔云

亡，蓋當於是。而古頒曆授時，例年前行之，是年明曆，行已半載，民多熟

習，奉之終歲者必矣。故八月以後之時令，於考史非無義云。 



《臺南文化》第七卷第三期 

 

 

乙、南明大統曆沿革考 

 

南明是明史的延長，其曆法的依據，自然是明代長垂承用的大統曆法。「明

史」「曆志序」說：『後世法勝於古，而屢改益密者，惟曆為最。……黃帝迄秦凡

六改，漢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金迄元五改；惟明

之「大統曆」實即元之「授時」，承用二百七十餘年，未嘗改。』這說的是止於崇

禎的甲申（一六四四），若並南明的公三十九年通計進去，「大統曆」的承用就超

過三百年。 

「大統曆」在南明分歧錯出，已不像承平時代的正朔一系。弘光、隆武、永曆

前後繼統，相承頒曆，這可算是明室正統的代表。而與隆武、永曆同時的有魯王以

海的監國大統歷，與永曆同時的有韓王本銳的「定武朔」，和閩海鄭成功權宜發行

的大統曆，以及永晉遇害以後在臺灣頒行的大統曆。所以這三十九年間就有過六、

七種名號的曆本。 

弘光頒行的有弘光元年的大統曆，常典例行，時間當在崇祯十七年的「十月朔

日」（參考「明史」「曆志」），目前在參考所及的南明史料中，還沒查出明文的

記載。 

隆武帝在弘光元年閏六月即位，用漢光武、昭烈帝之例，改年易紀，稱隆武元

年，而曆仍弘光之舊。他博學右文，嫻於典章，在頒曆的事務上，亦見其措意的典

雅，所以野史載之，「思文大紀」說： 

（隆武元年）八月……九日，欽天監奏進修武新曆，勅下禮部速刻頒行。舊

例二月進曆，十月頒朔。（亦見「南明野史」紹宗皇帝紀） 

隆武二年的正朔遂行天下。其後雖在「關警頻傳，人心感亂」之際，而造曆的典制

未廢，「思又大紀」說： 

（二年）四月初一日，時關警頻傳，人心感亂。……四月初五日，行在欽天

監進隆武三年曆樣，着禮部頒發該督早行刻布，以符典制。 

永曆帝以隆武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即位改元。其後「皇曆」頒行，當是從未間斷，就

像在永曆十三年播遷緬甸，受辱異域，所處的是俘虜不如的境況中，這樣的典制還

是推行的，戴笠「行在陽秋」說： 

（永曆十三年九月）（帝）命造曆日，從鄧凱請也。 

黄宗羲「行朝錄」之八「永曆紀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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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曆十三年……十月戊子朔，頒曆於緬。（亦見凌雪「南天痕」紀略三永曆

帝，三餘氏「南明野史」卷中「永曆皇帝紀」） 

永曆十四年沒有頒曆的紀錄，十五年是否有過「皇曆」，難免叫人懷疑。十六年永

曆遇害，其後的曆事自然與他無關。 

當隆武帝在福建先監國後即位的弘光元年閏六月，魯王以海也監國於浙東，在

這年的年底就頒出獨樹一幟的「魯監國大統層」，黃宗羲「行朝錄」之四「魯紀

年」說： 

宏光元年十二月……兵部主事王正中進某（筆者按：「某」係宗義自己謙

稱，吳隱石「海外慟哭記跋」引「行朝錄書後」云：「錄中凡書某，皆先生

所自紀」）所造「監國魯元年大統曆」。（三餘氏「南明野史」所記同，惟

王正中加「署餘姚縣事」，最誤者，「某」字未易）。 

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卷一「監國紀上」也說： 

（乙酉）十二月，……頒「監國魯元年大統曆」，職方主事黃宗羲所造也。

（亦見邵廷采「東南紀事」。凌雪「南天痕」卷二『紀略四魯監國」亦記

之，然以曆為「兵部主事王正中進所造」，蓋據魯紀年未悉「某」字所指，

落之，遂乃致訛。） 

邵廷采「東南紀事」的「錢肅樂傳」有預頒「戊子曆」的紀錄： 

丙戌十月，魯王在長垣，肅樂擬詔，預頒魯三年戊子曆。 

足見監國自乙酉為始，間關海上，力圖光復，獨立的年號一直維持着，到癸已（永

曆七年）始行結束，計八年，應該都頒過曆（詳後）。 

別成一系的大統曆還有鄭成功在閩海所頒的隆武曆。隆武二年，成功倡義集

師，繼續反清，未得永曆即位粤中之訊，由於閩、浙有過「水火」的故事，他不願

擁護魯王，所以獨樹一幟，維持着「隆武」的舊號，黃宗羲「魯紀年」卷下說： 

監國魯元年丙戌……十一月……芝龍之子鄭森，思文帝賜姓名日朱成功，不

肯隨父（降清），復建義旗海上，而以中左所為營。然亦不欲奉上，改明年

為隆武三年。 

宗羲別作「賜姓始末」對成功奉隆武年號事說得稍為詳細： 

丙戌十二月朔，成功大會文武群臣於烈嶼，設高皇帝位，定盟恢復。丁亥

（筆者按：丁亥十五日），仍稱隆武三年。（南明野史及沈雲「臺灣鄭氏始

末」均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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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維持隆武三年舊號，自宜有與相應的曆書，不過從史料中似乎無從勾稽這件

事；惟按前引「思文大紀」「隆武二年四月初五日」一條，「隆武三年」的「曆

樣」已着禮部刻頒，成功維持舊號所憑藉的曆書可能就是它。翌年成功仍稱隆武四

年，但沒有如前的「曆樣」可憑，於是遂有權宜頒曆之舉，三餘氏「南明野史」卷

中「紹宗皇帝紀」說： 

永曆元年，即鄭氏所奉之「隱武三年」……十月……是月，朱成功—即鄭成

功、用國姓也—從大學士會櫻議，頒明年閩中正朔，號「戊子大統曆」，用

文淵閣印印之。（邵廷采「東南紀事」鄭成功傳及之，惟較略。「清史稿」

鄭成功傳同之） 

凌雪「南天痕」「會樱傳」述之尤詳： 

丁亥，仍靜修武年號。十月碩隆武四年曆，用文淵閣印印之，則櫻與（路）

振飛之議也。（筆者按：所以用文淵閣印，因為振飛「為吏兵二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閣印在其手中可用也） 

於是在丁亥、戊子（一六四七－四八）間，遂如「魯紀年」所云之「海上遂有二

朔」，或如沈雲『鄭氏始末」所說的「海上遂有三朔」了。雖然黃宗羲頗不以成功

自頒故朔為然，但是奇怪的是魯王策反清師，卻嘗假借「隆式」作號召，在「明清

史科已篇」裡，有「隆武三年新壽之銀印」，「上鐫監國魯王頒」；已歸魯王的劉

中藻主盟福寧亦「稱隆武肆年號」。足見隆武的號召力大，鄭成功頒用故朔，除感

情作用外，當有其實際的權衡。等到己丑年（永曆三年）成功才開始奉粵中永曆的

正朔。很多史書像夏琳「海紀輯要」、阮曼錫「海上見聞錄」等都含糊地把成功尊

奉永曆正朔跟他舉義起兵混在一起說，這無需並學辯正，茲但引「賜姓始末」以見

真相： 

丁亥……（成功）仍稱隆武三年。……戊子八月知永曆皇帝駐蹕廣東之肇

慶，這光祿寺卿陳士京入朝。己丑（筆者按：永曆二年），士京還自行在，

封成功為延平王（筆者按：封王事次是年誤），始稱永曆三年。 

在名分上，鄭成功的反清立場至是歸入正統，但由於實際的需要，這個抗清的主

力，後此在永曆帝活着的時候，其權宜頒曆的措施似乎一直沒斷過（詳後），但與

頒行「隆武四年」的大統曆不同的，是後者之行應該是經過「備案」的承制措□。 

大統曆除閩浙海上有異朔外，在鄂陝川邊區，還有韓王本鉝的稱尊改號，查

繼佐「罪惟錄」紀二十二「韓主」云：韓主本鉝，係太祖第十九子意王松之

後，世封平凉。崇禎十六年，李贼自成陷映，王被執；間脫。適獻贼陷楚，

其部將郝永忠梟悍，軍以望永忠搖旗輒奮，遂以「郝搖旗」著名，敵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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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及獻賊死，搖旗內款，獨奉韓王為主。自閩事壞，韓便稱尊，改元「定

武」。嘗移書桂主，叙長幼，不稱臣。北抗，保隕西亂山之中（筆者按：隕

西在今湖北省漢水上游），駐房山（筆者按：據顯祖禹「讀史方興紀要」，

房山在房縣「西南三十里」），自為號令。時李來享據興山、歸州（筆者

按：俱在房縣之南）等處，劉二虎據巫山等處，王壹與其弟行二者據施州衛

（筆者按：今湖北恩施縣，清日施南府），聲勢遙相倚。……壬寅，定武十

六年（筆者按：考同書桂主紀應作定武十七年，即永曆十六年，西元一六六

二）北師總督李國英以關中勁旅當房山，而鼓其全力困來亨；房山得完。癸

卯定武十七年（筆者按：考同書二十一桂主紀應作定武十八年）來亨被困，

棄七連，保譚家寨。永忠二虎合力從來亨北禦，大戰四夜，北協湖廣之師大

挫。已而巫山不能守，先敗；房山旋敗，韓主不終。 

韓主「定武」的十八（？）個年頭，（一六四六－一六六三），在號召所及的鄂陝

川三省交會的多山地帶，區域及於數郡，也一定有一套政治象徵的「定武大統

曆」，所以「罪惟錄」「李來享傳論」有「戊申曆益算三年」之語。祇可惜在筆者

貧乏的手頭資料中，未見其朔閏的隻字資料。（據明史，韓府宗系詩無本字，本鉝

應為亶塉之誤。） 

在大陸復明反清勢力盡熄，錯雜紛歧的多朔現象才告終止。剩下只有孤懸海外

的臺灣，尚維漢官威儀，承行着大統曆法，延續了二十二個年頭，明朔才完全宣告

終止。 

 

 

丙、南明大統曆考證 

 

明瞭上述的沿革，可以進行下述三個節目的考證：一魯大統曆正朔考、二鄭氏

權宜頒曆考、三南明史料與曆表的互驗。這些節目都需要以「甲」題的「南明大統

曆」（以下簡稱「甲題曆表」）作基礎。 

一、大統曆正朔考 

魯大統曆，根據黄宗羲的「魯紀年」「海外慟哭記」、翁州老民的「海東逸

史」、凌雪「南天痕」和三餘氏的「南明野史」，可悉魯監國八年間的正月朔日如

後： 

元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四年己

丑正月辛酉朔，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六年辛卯正月己卯朔，七年壬辰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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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酉朔，八年癸已正月戊辰朔。 

這宗紀錄和以永曆正朔為主的「甲題曆表」比較，可知不同的是己丑和壬辰兩年正

月的置朔各差了一天，表現出永曆與魯監國的大統曆確見異趣。但是兩者出於同樣

曆法，出入究竟很微。在别的月份上因為資料稀少，尚難概考；偶見數則，除了史

書的誤植誤記外，大體和「甲題曆表」頗能相合，茲述於後： 

（1）「海外慟哭記」：「監國魯元年丙戌夏六月丙子朔」，「魯紀年」、

「海東逸史」、「南明野史」諸書同，與「甲題曆表」隆武二年合。 

（2）「海外慟哭記」。「二年丁亥……二月壬申朔」，「魯紀年」、「海東

逸史」、「南明野史」諸書同，與「甲題曆表」永曆元年合。 

（3）查繼佐「魯春秋」「監國紀」：「永曆二年戊子、監國三年……夏閏四

月」，而「海外動哭記」：「三年戊子……閏三月」。校以「甲題曆表」，同年閏

三月。宗羲精推步，中西回回曆法俱精（詳國朝先正事略），且嘗造魯大統頒行，

其「海外慟哭記」揆理當不致誤，是知戊子魯間與永曆合，「魯春秋」之間四要算

錯誤。按順治五年戊子倒四，「魯春秋」恐係提清作明，遂致其融。 

（4）「海東逸史」：「三年戊子六月初五日戊戌，大學士錢肅樂以愛卒」，

「海外慟哭記」、「魯紀年」、「南明野史 」及「南天痕監戰紀」但言「滿樂」

卒在「戊戌」，未連註日次；而黃宗羲有「錢忠介公傳」，「南天痕」另有「錢肅

樂傳 」（列傳二十二）則但言肅樂卒在是年「六月五日」。綜合之，戊子六月初

五為「戊戌」日可說證據甚確。據以逆推，「戊子六月朔」在「甲午」，「甲題曆

表」合。 

（5）凌雪「南天痕」「紀略四魯監國」：「己丑春正月庚申朔」，與上文所

舉「辛酉」差一日，而與「甲題曆表」的永曆己丑正月合，足見凌雪在這裡犯了援

桂朔以作魯的毛病。 

（6）黃宗羲「海外慟哭記」：「四年己丑……三月癸卯，虜陷寧德」。這

「三月癸卯」有問題：根據「甲題曆表」，我們把明清兩朝的三十九年的期間作個

比較，發現兩者置間有時出入很大；而挨次相當月份的朔日，出入很少，偶或一年

見其一、二，但相差不過一日。明清兩朔造曆根據有別（詳見明史曆志），差異不

過如此；同樣承用大統曆法的桂、魯二朔，自然不致有更大出入。所以根據「甲題

曆表」的「永曆三年三月庚申朔」可以查驗此「三月癸卯」之是否有當。推按結

果：癸卯是庚申起算後的第四十四個干支，可見絕不會在魯監國四年己丑的三月

了，是知其誤。黃宗羲本是曆學大師，且尤其是身歷其境的監國史事，當不至於植

此差誤，疑或為刻板手民所誤。則此「癸卯」當係是月「癸亥、癸酉○」或「丁

卯、己卯」之誤。（筆者按：小腆紀年：寧德陷在是月初七日丙寅）。 

（7）「海外慟哭記」「四年己丑九月……丁酉，定西侯張名振、蕩湖伯阮

進、平西伯王朝先，殺黃斌卿」，「魯紀年」、「海東逸史」、「南天痕」、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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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甚後之「小腆紀年」同之；其他史籍則日期不明。據前條（6）所論，己丑九月

丁已朔，丁酉序當四十有一，故誤。 

（8）「海外慟哭記」「四年己丑……十月己已，上駐舟山」，「魯紀年」

「海東逸史」「南明野史」「南天痕」俱同。「海東逸史」註說：「小腆紀年作乙

已，按曆法是月無己已日。」據「甲題曆表」，永曆三年十月丙戌朔，己已序次四

四，註言甚當。 

（9）「海外慟哭記」：「五年庚寅，冬十月辛已朔，日有食之。」「魯紀

年」、「海東逸史」、「南明野史」、「南天痕」俱同。按「甲題曆表」，魯、桂

是月朔合。 

（10）據「海外慟哭記」、「魯紀年」、「海東逸史」、「南明野史」、「南

天痕」等俱書魯王以海在監國八年三月，向永曆帝疏謝監國，則年號止而朔閩盡。

惟查繼佐之「魯春秋」及「罪惟錄」之「魯紀」，書監國之號一直到魯王謝世之壬

寅（監國十七年）止，這有點違背據實直書的史法。同時傳以禮大統曆原表附註隆

武、永曆年號下分監國之八年為「（前）四年」與「後四年」，筆者憑手頭資料，

無緣取證，故「甲題曆表」不加採用。 

總之魯監國的大統曆和永曆大統曆是僅見小異而大體相同的。 

二、由曆本校勘中所見鄭氏權宜之頒曆 

南明大統曆史事中，鄭氏權宜頒曆一節，很值得注意。今天對此一課題能稍作

廣泛的探討，主要還得憑藉「甲題曆表」。另外的主要資料是久已聞名的「延平王

尸官楊英從征實錄」（以下簡稱「從征實錄」）和「大明中興永曆二十五年大統

曆」（以下簡稱「中興曆本」）。這「中興曆本」世之所存不過在英倫的幾部，向

達先生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十卷五期一撰文介詔過，他說： 

臺灣鄭氏所刊大明中興永曆二十五年大統曆，牛津 Bodleian Liberay計藏有兩

部（大英博物館亦有一部而不及牛津者之清晰）。永曆二十五年即清康熙十

年，曆本黃綢封面，標簽作「大明中興永曆二十五年大統曆」。（轉引：自

臺灣風物四卷四期） 

現在省內藏有該彩照者有臺灣省交獻委員會及友人賴永祥、曹永和二先生。筆者由

賴先生處複攝其影本，（計編號三十二頁十六夜）；始得窮盡究竟。 

「中興曆本」雖然只有「永曆二十五年」一個年份，可是它之足資與「甲題曆

本」、「從征實錄」比較者卻不僅一點，而且不祇一年。 

（1）鄧氏間海强及其所反映之昌聞異狀 



《臺南文化》第七卷第三期 

「中興曆本」之二九至三二頁為「紀年」部份，自永曆辛亥挨年上溯，而盡於

萬曆乙酉，總計六十三年。分欄列有年號、干支、生肖、歲數、男宫、女宫及置

閏。其中置閏一項跟「甲題曆表」和「從征實錄」很可比較證驗。崇禎以上，這裡

可以不談；乙酉（弘光、隆武元年）迄辛亥（永曆二十五年）這二十七年間，凡十

閏，「曆本」和「曆表」相符的有乙西（弘光、隆武元年）、丙申（永曆十年）、

己亥（十三年）、辛丑（十五年）、甲辰（十八年）、丁未（廿一年）、己亥（廿

三年）等八個年頭，在「從征實錄」記載的時限中（永曆三年九月至十五年八月，

以後時日多缺），其丙申、己亥亦與「曆本」「曆表」無異。很有趣的是三種資料

發現置閏不合的年份卻都發生在永曆四年的庚寅和七年的癸已。庚寅這年「中與曆

本」閏十二月，而「從征實錄」「甲題曆表」俱閏十一月（按陳垣二十史朔閏表，

國民出版社兩千年中西曆對照表似據傳以禮原曆，故同）。而癸已最奇：「曆本」

閏六，「曆表」留七，「實錄」閏八，各不相合。這中間的訛正是別有所據等問

題，值得我們仔細研究。 

先談永曆庚寅「中興曆本」和「甲題曆表」置閏不同的問題。根據上面的比

較，「曆表」和「實錄」之閏十一符合，故「曆本」之閏十二顯得孤證薄弱。再按

史籍，錢澄之「所知錄」卷下所附自述，庚寅有閏十一月。瞿元錫「庚寅始安事

略」，亦閏十一。夏琳「海紀軌要」、阮曼錫「海上見聞錄」庚寅之閏俱同。澄之

庚寅任職行在，是個當代人物，身在永曆左右，瞿元錫亦屬身歷其境的人物，故二

人所記這一年的置閏必確實可據，這說的是永曆帝行在方面。至於鄭成功閩海這一

邊，阮曼錫是成功的屬員，庚寅之歲也無疑在廈門，所記鄭成功所行的月令自應無

誤。夏琳則為成功鄉人。四人著都夠得作為「曆表」和「質錄」的旁證。「曆本」

的閏十二顯見站不住，當係誤刻，需接「曆表」訂正之。 

再談癸巳的異閏，問題就複雜了。孤證的反而是「曆表」和「實錄」。因為

「曆本」有着戴笠的「行在陽秋」「七年閏六」的印證。可是其證僅一，在早期的

南明史料中描（指康熙以前）這年的閏月都缺漏了，所以「曆本」所獲的印證还

少。因而「甲題曆表」癸巳閏七是否需要根據「中興曆本」修正為閏六，遂使我們

多少採取保留的態度。 

至於「從征實錄」的閏八，據筆者所知，毫無印證，這無疑是有問題的。可是

它在這張是不是發生錯誤呢？細按其內容，殊感不然：因為觀此閏八明寫在八月與

九月之間（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景印本第三六頁，臺灣銀行經濟研究文獻

叢刊本四四頁），該不致是大意的錯失。不過據以堅主「實錄」必確，而認「曆

本」與「曆表」俱誤，卻涉武斷。至此使筆者放開眼界從當時反清局勢中去體此一

問題，深感另有緣故，而需細加考索。終於在黃宗義的「賜姓始末」中找出一條非

常重要的資料，而揭開鄭氏頒曆的一段淡忘已久的往事，對此「實錄」閏八的記載

乃得合理的瞭解。「賜姓始末」說： 

丙申正月十一日，始頒永曆十年（筆者按：即丙申年）大統曆，以前年有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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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也。這條資料所以非常重要，是由它點破了鄭成功在尊奉永曆正朔以後，閩海

「永曆大統層」仍是由他以藩幕的地位權宜頒行的。這需據上引資料就當日情勢加

以分析，方能充分理解。我們首先體認的是永曆帝和鄭成功當時的處境：他們被分

隔在相距遼遠的西南與東南，而且中間還被敵人阻梗着。信使往返，往往經年，所

以成功承制設六官，總兵以下自委任（見海紀輯要○臺灣外記）。頒曆關民生日

用，不可一時或缺，閩海地區受等永曆行在按照典制在十月朔日授時，恐怕年年都

會發生歲失其序的毛病。所以成功權宜頒曆乃有事賓的需要。像設官命爵本是軍國

大事，權屬皇家，永曆已准成功便宜；況此頒曆常，不過是政治的象徵，而且存得

還是永曆的名號，當不至靳而不許。憑此認識，我們對上舉「賜姓始」末所陳內

容，乃可作下面的分析： 

a. 「賜姓始宗」所指丙申頒曆，係因「前年有戎事」而拖延這指的是發生在九

年的「戎事」。考驗這「戎事」指的究是永曆行朝，或是閩海鄭藩，當然要

根據作者黃宗羲本身認識。按宗義所著「永曆紀年」，「永曆九年」不過

「上在安龍府，封李定國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等寥寥數語，足證照何

「戎事」可言。而在「賜姓始末」裡，這一年「破仙遊」，「授粤師」，

「大演陸師」，「大演水師」，「南征」破粵東三縣，北征降舟山守將，

「戎事」就太多了，這證明頒曆延緩由於成功方面的戎事忙。 

b. 因為「戎事」而致延緩頒曆，足見頒曆在鄭成功是件僅次於事的重大政事。

假如曆本頒自行在，成功不過承行詔令，當經而易舉，也何致於因軍事而無

暇辦理？ 

c. 正月始頒當年曆，黃宗義所以揭舉特書。自然是因為這違反了十月授時的規

定。足見丙申以前、以後成功是按時頒曆的。 

d. 成功按時頒曆，假如不是承制便宜，而需等待行在經歷遼遠的道途運送，曠

久時日的行程，一定常有延誤，當不僅見於乙未丙申間而已，今乙未當頒之

曆延至丙申始下，則知似此事件過去少見，故需特書。洵足反映所頒之曆向

非來自在行，而知成功承制行之了。 

e. 再說頒曆對象在官民，曆本不是一兩册就可以應付的。行在經過敵後運了那

麼大宗「違禁品」，那就真太危險，事實也很難辦，由於永曆帝由行在直接

頒曆閩海有這些困難的背景，由鄭氏承制「權宜命官」「考正刊行」乃成必

要了。 

也許有人認為成功可以據行在曆樣刊刻，尊為頒行。那就顯得不知有明之政

制。請看前引「南明野史」、「南天痕」，成功為頒隆武四年大統曆需借用

文淵閣印行之。貌「中興曆本」也明鈐着「招討大將軍印」。都表現頒曆之

典即使臣下權宜承制還是不敢苟簡，而需用蓋印鈐以示慎重。由之可見曆書

關防嚴謹，那可隨便翻刻？就因為頒曆需要鄭成功的印信，同時這同一的印

信在戎事緊急中又是調兵遣將的實器，放不開手，忙不過來，於是頒曆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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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時。 

g. 十年丙申之曆，既名載由成功頒發，則前此後此當不例外，而閩海用曆自隆

武四年以後以至癸亥朔盡，盡皆郊氏權宜所頒的了 

明瞭鄭成功長期承制頒曆於閩海的事實，「從征實錄」癸巳閏八之異於「中興

曆本」與「甲題曆表」乃不足怪。同時三者在這年的量潤各異也才得到合理的解

釋。上面討論過鄭成功長期在閩海有長期權宣頒曆的事實，但我們不要忘記同時永

曆在它的行在尚有按時頒行的「皇曆」用「中興曆本」語）。「皇曆」雖不能及時

頒行於閩海，其後使者往來，攜帶數册，藉作邊區之參考。也屬情理之常。成功藩

幕得此曆本想必存案備考。本來成功權宜頒曆，出於便利，但後此考正根據，還是

要依照「皇曆」正本。所以「中興曆本」的「紀年」一項的各種紀錄，在可能範圍

內一定憑據正本的「皇曆」如成功在丁用隆武三年曆、頒隆武四年戊子曆俱出於權

宜，「中興曆本」中這類的年號就不見了。「癸巳閏六」極可能也是「皇曆」的資

料。至鄭氏藩府的行事，卻無疑根據着權宜刊行的日曆在發號施令。因而在案卷中

保存的時間紀錄自然屬其範疇。「從征實錄」多據「六官案卷」（見朱希祖先生

「延平戶官陽英征實錄序」），其時日不用說要合於成功權宜頒發的曆書。那它在

癸巳置閏與「中興曆本」之具異趣，係各有所據，實難判其正誤。至於「甲題曆

表」原曆作者傅以禮，所以能編出完整無缺的南明曆表，自然有其根據。不過他能

否獲盡搜三十九年曆本資料是令人懷疑的，至少永曆廿五年他的曆表就和真憑實據

的「中興曆本」有所出入。因此我們能測傅氏本人是個精於曆法的人，他該懂得根

據大統曆法以造曆。他編「殘明大統曆」時自有不少曆本資料作根據，但在缺乏曆

本資料的若干年份，想必根據曆法造補之。造捕難免與真實曆本稍異，這種異趣最

容易見諸置閏出入的上頭。「甲題曆表」的明清朔閏之比較，很可以表明這種現

象。它癸巳閏七之與「中與曆本」有異，或係由於這種原因。巧是癸已篇有這麼些

閏異的現象發生，故能探討出「曆表」、「曆本」、「實錄」之有各種不同根據；

但我們不可忽略三者係根據同一種曆法而產生，雖有差異總是出於非常的偶然，而

且是微乎其微的，故對勘結果，相合終歸多数。 

（2）由曆表校勘以見鄭氏閩海頒曆之精確 

「中與曆本」足與「甲題曆表」比較的，還有辛亥年的月朔與節氣。○朔不同

的只在正月之有甲寅（曆本）與癸酉（曆表）之異。其餘十一個月就完全相符。這

可印證前文所講的差異之微。 

至於二十四節氣的比較，兩方就完全吻合。雖然「曆本」正月十一日雨水，廿

六京直（驚蟄之簡寫），好像都比「曆表」的十二、廿七各早了一天；其實是月

「曆本」、「曆表」朔日差了一天，推算干支，前者之十一與後者之十二同為「甲

子」，其廿六、廿七相應也同為「己卯」，可見在這朔日有異的月份裡，兩者節氣

的日子還是相符的。足證根據同樣曆法推算的曆書，總結是多数相合。「甲題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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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對於考勘南明文事終究非常有用，對鄭氏史事尤其助益顯著。（辛亥這年明

曆與清曆的比較，月朔幾乎全符，而節氣相合就僅只「小滿」與「冬至」兩節，其

他就全有出入，這證明曆法不同所生差異之大。整個南明三十九年與清曆對比，每

年都有相似的現家。特注供參考。） 

（3）鄧氏頒曆與「甲題曆表」吻合之史證 

上文兩條比較的結果，我們由求異而知「甲題曆本」之多有當於鄭氏權宜所須

的曆書，認定它對鄭氏史事的考勘非常有益。茲舉文事證之。 

a.「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行之「明清史科己編」（以下簡稱「己

編」）一一八頁「吏部殘題本」說：順治玖年（按即永曆六年）正月初柒日，據漳

州署都督僉事管副將事王邦俊塘報：本月初參日晚刻，右路總鎮馬得功到漳安營。

戌時：據報贼船數百隻進入海澄、石鳥情形，業經本鎮具報；一面會同馬總鎮星撥

官兵，前至福河地方，見石馬、海澄一帶俱是賊船，約有貳千餘號，具各揚帆開，

一股前向江東，一股直至浦頭距府城伍里之地。時有水師營兵丁陳元德自海澄逃

回，口稱：「初参日未時，賊船齊到海澄港口，署縣甘體垣、參將赫文與同中軍千

把等官率兵帶船肆拾餘隻迎賊進城。」 

記郊成功永曆六年下海澄在「正月初參日」。考以「從征實錄」，同樣事件之

紀錄如下： 

（永曆）六年壬辰正月初二日，藩督師揚帆進入海澄港。原港內水淺，大船

難以進港；是日潮水漲起数尺，藩坐駕直入，泊中權關下，澄人驚謂從古未

有，真冰堅可渡之符也。赫文興開城，率将士諸軍前納誠。 

這記成功下海登在同月同年的「初二日」；單從數字判斷，無疑要和「己篇」紀錄

差了一天。而按「甲題曆表」壬辰年明正月甲戊朔，初二為乙亥；清正月癸酉朔，

初三為乙亥。足見「己○」之「初三」與「實錄」之「初二」實為同日。「甲題曆

表」之有當於鄭氏權宜所頒之曆書，在這裡得到了一個確證。 

b.「魯紀年」記魯王舟山陷後再至廈門事說： 

（監國）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

張煌言扈上至中左所（廈門）。 

「海京逸史」的紀錄也一樣： 

七年辰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右侍郎張煌言扈王至

夏門（時稱中左所）。 

「從征實錄」沒有明言「壬辰」正月魯王抵厦。但扈王抵夏的人員卻見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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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層）五年辛卯……十二月廿九日……定西侯張名振、平夷侯周崔之、英

義伯阮駿等俱來歸。 

可知魯王也應與張名振等同時抵厦。但是「從征實錄」的「辛卯十二月廿九」和

「魯紀年」等書的「壬辰正月癸酉朔（初一日）」卻是大相逕定的了。細究之不

然。根據江日昇「臺灣外記」，魯王失舟山抵廈時「遣黃門通知成功」，成功且會

集部屬「讓接魯王禮」，故魯王在厦會成功與初抵時間有間，魯王當必有曦舟海上

的一、二日。其部屬則地位不足與成功抗，他們不能像魯王等待成功禮接，自必甫

至即登岸拜會成功，故後於張名振等之投拜成功早一、二日。「魯紀年」、「海東

逸史」說的「魯王至中左」應以成功禮接魯王的時間為準，故後於張名振等之投拜

成功。按「甲題曆表」「永曆六年壬辰正月甲戊朔」則後於魯朔一日，其辛卯十二

月三十日與魯王壬辰正月癸酉朔等。由此可知成功會見扈王之部屬早於禮接魯王才

一日，表現其禮重而不侵。這是「曆表」對鄭氏史事考勤非常有益的實例。 

c.「皇明監國魯三壙誌」（民國四十九年發現於金門）記葬魯王於金門的時日

說：「以是月念二日辛酉安西。」證以誌末「永曆十六年十二月念二日，遼藩寧靖

王宗臣術桂仝文武官謹誌」之識語，知「是月」指十二月。按「甲題曆表」：「永

曆十六年壬寅十二月大庚子朔」而知「是月」廿二日一點不錯是「辛酉」。這壬寅

年永曆帝已死，永曆大統層自然只有鄭家所頒的了。 

d.「海紀輯要」卷三說： 

辛酉，明朔永曆三十五年，春正月壬午，明延平王招討大將軍世子（筆者按

即鄭經）薨。……時年四十，為正月廿八日。 

按以鄭克塽等「鄉民附葬祖父墓誌銘」： 

父諱經，字式天，號賢之，嗣封延平王。生于壬子年十月初二日未時，卒于

辛酉年正月二十八日寅時，享年四十。 

鄭經卒之月日為正月廿八日沒有問題。依「輯要」，辛酉正月廿八日王午，則是月

乙卯朔；查對「甲題曆表」。果然是海紀輯要為崇鄭之書，用明正朔，其足與「曆

表」互證，可知兩者俱確。 

鄭氏料中，不像正史之日期多押干文，偶而可見，獲證如上，「甲題曆表」之

有當鄭氏所頒曆書，殊堪認定了。 

（4）鄭氏臺灣頒曆的一貫 

由於上面多方面的比較，有「中與曆本」的寶物憑證，有「甲題曆表」的完整

紀錄，無疑的自閩海至臺灣，鄭氏權宜頒曆之典是始終無缺的。有關鄭氏史料之標

舉年號，永曆之名一貴列載，俱可旁證。耿精忠嘗贊鄭經說：「孤忠海外，奉正朔



《臺南文化》第七卷第三期 

而存繼述」（臺灣外記）。「海紀輯要」紀鄭經西征有「幸永曆二十八年正朔渡海

西來」的文字；及克塽之降，則說：「自踢姓起兵，迄世孫凡三世，辛永曆正朔三

十七年，至是降，而明朔亡。」「朔亡」云音，指的正是明曆的終止。足證臺灣鄭

氏過去頒曆是一貫未斷的典制。這一貫的典制也無疑是鄭氏孤忠烈績彰明甚著的表

徵。 

（5）鄭氏頒曆「始終為意」的特色 

「中興曆本」紀年部份與「甲題曆表」足資比該的還有「乙酉」之「年號」不

同，「曆表」據傳氏原本，作「弘光元年」而註明「七月以後為隆武元年」。像

「曆本」紀年之簡朔既往，取後海完河之義，照理會採「弘光」而略「隆武」；可

是「曆本」「紀年」卻標以「隆武元年」，這該是鄭氏一始終為唐」的一種表徵。

「海東逸史」「張煌言傳」有云：『煌言極推成功之忠，嘗曰：「招討始終為唐，

真純臣也！」成功謂之，亦曰：「侍郎始終為魯，豈與吾異趣哉！」』又「延平二

王遺集」載鄭經「三月八日」詩序說：「三月八日，宴群公於東閣，道及崇、弘兩

朝事，不勝痛恨溫、周、馬、阮敗壞天下，以致今日胡禍滔天而莫遏也。」詩中直

斥由崧「胡乃置賢奸于不辨兮，罷碩輔而宵小用張」，「元首昏昏」，「胡虐焰

長」。鄭氏父子于弘光之深惡，對隆武之純忠，是種多麼濃重的感情。弘光在「中

興曆本」的被抹煞，未嘗不是鄭氏權宜頒曆中的一樣特色。 

（6）鄭氏藩府轄下之曆言 

「中興曆本」封面印有藏語五行（見附圖），說： 

嗣藩頒製：皇曆遙頒未至，本藩權宜命宫，依大統曆法考正、刊行。俾中興

臣子，咸知正朔；海內士民，均沾厥福。用是為讖。 

這篇讖語，把鄭氏退守臺灣以後頒曆的政事作了非常簡要的交代，裡面包含著對永

曆帝雖死猶生的長懷感情。這種對故君無可奈何的感情是鄭氏號召抗清前有力根

據。按臺灣外記卷之七曾說：「康熙十四乙卯，附稱永曆二十九季，正月，鄭經率

文武，拜賀於泉之承天寺，」又說：「康熙二十辛酉，附得永曆三十五季，正月元

旦，克𡒉文武朝賀於臺灣之安平鎮。」不言而喻這是對虛設着的永曆帝「聖位」的

朝賀。再如「海紀輯要」所記鄭克塽上其祖諡號「日潮武王」經過「拜表請諡」的

手續。都足表見鄭氏政事在形式上始終對永曆帝的依附。所以頒曆一事，非憑之不

克以施行。我們猜想像這「皇曆遙頒未至」的讖語交代，也許自永曆三年閩海鄭成

功權宜頒曆始，就開始應用，而且一直沿用至三十七年明朔終盡為止。 

讖語中還提到「依大統曆法考正刊行」命有「官」員，這表露在鄭氏藩幕下，

有其「曆官」。這曆宮值得我們考證。可惜所見的南明史籍中有，一直沒有發現。

惟筆者民國四十六年在臺南市民生路一家吴姓看到一本「祖上分金簿」和一本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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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標題的家譜，到發現了鄭氏曆官之記錄，民「祖上分金簿」這樣寫着： 

原籍漳州府龍溪縣二十九都新岱社……開基始一世祖幹甫公，諱仲禎，名鳳

胎，生于萬曆乙已（筆者按：三十三年，西元一六○五）年十二月初二日戌

時，卒於永曆庚申年（筆者按：三十四年西元一六八○）十一月初四日巳

時。葬在永寧里林三兄厝地，要坐巽向乾兼辰戌 

吳氏家譜則說： 

始祖幹甫公從寧靖王來臺，授占地宫太史職，造曆占天象。 

這裡面給我們鄭氏曆宫的職名是「占地宫太史」，同時這把一曆官的簡明歷史告訴

我們。關於這位歷宫的個人歷史，筆者已為撰專傳說拙著「鄭延平開府臺灣人物

誌」一書中，此不贅。根據「明史」「曆忘」之「大統曆法」，冬夏至立四尺表測

午正景長，以定北京北極出地度，可以體會出窺天緣於占她，故曆官以「占地」名

是名實相副的；至「太史」之司天占侯，自古已然，可不用解釋。所以吴氏家譜或

此職名堂非無據。鄭氏落幕下之有「占地宫太史」一職，應該是可靠的。 

上面六節，我們引用有關資料加以對勘，考出鄭氏權宜頒曆的一些隱晦史事；

同時還證明「甲題曆表」之堪資信據，足為考史的準尺，應該是可以認定的。 

三、「甲題曆表」與史籍之互助 

「甲題曆表」之有資證使，除上述兩題的許多應用外，現在尚可把它跟許多史

料作個互動，茲先舉史籍證明其確，然後應用它以訂史籍之失。 

（1）「甲題曆表」多或史料之證 

「甲題曆表」朔閏獲史料之證，至為豐富，詳細敘述會感到很繁瑣，表格列舉

可以簡明些，茲做表如後： 

「甲題曆表」之際年朔閏 獲證史籍之名稱 備註 

弘光（隆武）元年正月乙酉朔 

弘光（隆武）元年二月甲寅朔 

弘光（隆武）元年三月甲申朔 

弘光（隆武）元年四月癸丑朔 

弘光（隆武）元年五月壬午朔 

弘光（隆武）元年閏六月辛巳朔 

弘光（隆武）元年八月庚辰朔 

隆武二年正月己酉朔 

隆武二年三月戊申朔 

隆武二年十一月癸卯朔 

永曆元年正月癸卯朔 

永曆元年二月壬申朔 

永曆元年三月壬寅朔 

永曆元年四月壬申朔 

明季三朝野史（顧炎武作）、弘光實錄抄（黃宗羲作） 

弘光實錄抄、南天痕。 

明季三朝野史、弘光實抄錄、南天痕。 

明季三朝野史、弘光實抄錄。 

明季三朝野史、弘光實抄錄、南天痕。 

罪惟錄、海紀輯要、南天痕 

南明野史、思文大紀 

所知錄、隆武紀年、南明野史 

南天痕。 

行在陽秋（三證）。 

行在陽秋、永曆紀年、南天痕。 

行在陽秋（九證）。 

行在陽秋。 

行在陽秋。 

清康熙以

後編撰之

史籍及純

以清人觀

點作立場

的史籍既

不錄 

 

不論朔，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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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曆元年五月辛丑朔 

永曆元年六月庚午朔 

永曆元年八月己巳朔 

永曆元年十月戊辰朔 

永曆元年十一月丁酉朔 

永曆元年十二月丁卯朔 

永曆二年正月丁酉朔 

永曆二年閏三月丁酉朔 

永曆二年四月丁酉朔 

永曆二年五月丁酉朔 

永曆二年七月丁酉朔 

永曆二年八月丁酉朔 

永曆二年十二月丁酉朔 

永曆三年正月庚申朔 

永曆三年六月己丑朔 

永曆四年正月乙卯朔 

永曆四年二月庚寅朔 

永曆四年十月辛巳朔 

永曆四年閏十一月 

永曆五年正月己卯朔 

永曆五年十二月甲辰朔 

永曆六年二月癸卯朔 

永曆六年三月壬申朔 

永曆六年七月庚午朔 

永曆七年正月戊辰朔 

永曆八年正月壬辰朔 

永曆九年正月丙戌朔 

永曆十年正月庚辰朔 

永曆十年閏五月 

永曆十一年正月甲辰朔 

永曆十一年四月癸酉朔 

永曆十二年正月戊戌朔 

永曆十二年七月丙申朔 

永曆十三年正月癸巳朔 

永曆十三年閏正月 

永曆十三年二月壬辰朔 

永曆十三年十月戊子朔 

永曆十四年正月丁巳朔 

永曆十五年征月辛亥朔 

永曆十五年閏十月 

永曆十五年十二年丙午朔 

行在陽秋。 

南天痕。 

南天痕。 

行在陽秋。 

南天痕、行在陽秋作戊戌、拆一日、值得比較。 

行在陽秋。 

行在陽秋、永曆紀年、南天痕。 

南天痕朔閏俱確。海紀輯要、閔海紀略、海上見聞錄、南明野史有閏無朔。 

所知錄、永曆紀年、南明野史、南天痕。 

行在陽秋。 

南天痕。 

所知錄、永曆紀年、南天痕、南明野史。 

南天痕。 

永曆紀年、南天痕、南明野史。 

南天痕。 

永曆紀年、南天痕、南明野史。 

永曆紀年。 

南天痕、南明野史。 

海紀輯要、海上見聞錄、南明野史、從征實錄。 

南天痕。 

南天痕。 

永曆紀年、南明野史。 

南天痕。 

行在陽秋。 

永曆紀年、南天痕、南明野史。 

永曆紀年、南天痕、南明野史。 

永曆紀年、南天痕、南明野史。 

永曆紀年、南明野史。 

從征實錄、大明中興永曆二十五年大統曆、南明野史 

永曆紀年、南天痕、南明野史 

南天痕 

永曆紀年、南天痕、南明野史 

南天痕 

永曆紀年、南天痕、南明野史 

從征實錄、大明中興永曆二十五年大統曆、永曆紀年、南明野史 

永曆紀年、南明野史 

永曆紀年、南天痕、南明野史、行在陽秋 

永曆紀年、南天痕、南明野史 

南天痕、南明野史 

大明中興永曆二十五年大統曆 

南天痕 

[註] 永曆十六年以下「曆表」之印證互驗，詳上「二、由曆本校勘中所見鄭氏權宜之頒曆」，

茲不贅；下段「訂正史籍之失同之」。 

（2）「甲題曆表」訂正史籍之失 

「甲題曆表」在上文「一、魯大統曆正朔考」中已訂正若干魯監國有關史籍之

失；對於弘光、隆武、永曆三朝有關的史籍，其訂正的功用更大。茲就所見，條舉

於後： 

a.戴笠「行在陽秋」，失錯者六：永曆二年三月內申朔誤丙辰，閏三月丙寅朔

誤丙戌，六月甲午朔誤甲子，九月癸已朔誤癸丑，十月壬辰朔誤壬午，六年十一月

己已朔認辰辰。（筆者按：以上諸失，多誤一字，或□傳寫之誤。） 

b.黃宗義「行朝錄之八」詞「永曆紀年」有三失：永曆五年正月己卯朔誤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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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六年正月甲戊朔誤癸酉（按以魯朔套代，故失），十五年正月辛亥朔誤辛酉

（按或因傳抄致誤）。 

c.凌雪「南天痕」有五失：弘光元年正月乙酉朔誤乙未，隆武二年正月己酉朔

誤乙酉，永曆三年正月庚申朔誤庚寅，六年正月甲戊朔誤癸酉（或據永隔紀年而

誤），十年正月庚辰朔誤丙戌。 

d.三餘氏「南明野史」有四失：它以隆武元年十一月二七日丙午，則初一為庚

辰，據曆表是月己酉朔，誤一。（筆者按，南明野史之二十七丙午當係根據「思文

大紀」者。「大紀」多有脫漏，或錯簡，此丙午之月份不明，按之或屬八月。）餘

如隆武二年丙戌，誤元年（唐王載略），永曆五年正月辛卯朔誤乙酉，六年正月甲

戊朔誤於百，（或據永曆紀年而誤）。 

e.彭孫貽「靖海忘」記時日少押干支，其紀年以清代為主，然所記閏月則俱從

明潛。（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同之） 

結語 

「往來千載」，「吞吐大荒」（司空圖語）這二語寫出時空的境界，時與空本

是歷史的兩大基礎。空間需要地圖的紀錄，時間則有賴曆表的刻度。南明充斥着紛

歧錯雜的史事，留下了一大批棼如亂絲的紀錄，這多麼需要幾把準確的尺度去校勘

與整理。本文根據傅以禮原曆所編的「南明大統曆」經過一番考察，幾度應用，證

明它不失為南明史堪資權衡的準尺，它該是史學界，尤其是明史學家，所需要的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