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世祖啟崗公廸然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一子心啟 

三世祖啟璧公廸然公之次子 妻李氏生三子 長子松山 次子欖山 三子養拙 

公妣葬於黃崗山 佳城地形坐巽向乾 黃龍出洞 於公元一九七四年再再次重

修 

三世祖啟後公廸然公之三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歷山 次子坦山 

 

居住粉嶺村 啟璧祖分家裔後 

 

勸君多屈卮，滿酌不須辭。 

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 

于武陵（勸酒） 

 

四世祖松山公啟璧公之長子 妻袁氏生一子璞倫 公妣合葬土名下磡 

四世祖欖山公斂璧公之次子 妻周氏生三子 長子富隱 次子懸隱 三子松隱 

公妣合葬土名鷄嶺 地形金盤載菓 

四世祖養拙公啟璧公之三子 妻唐氏生二子 長子仰峯 次子寅峯 公妣合葬

土名上磡 

五世祖璞倫公松山公之子 妻陳氏生一一子 長子耕隱 次子釣隱 

五世祖富隱公欖山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一子東平 公妣合葬土名鷄嶺 

五世祖懸隱公欖山公之次子 妻李氏生一子繼懸 

五世祖松隱公欖山公之三子 妻簡氏生二子 長子懷隱 次子思隱 

五世祖仰峯公養拙公之長子 妻唐氏生一子樂義 

六世祖耕隱公璞倫公之長子 至十一世祖未詳 

六世祖釣隱公璞倫公之次子 至十一世祖未詳 

 

六世祖東平公富隱公之子 妻文氏生一子心院 

六世祖繼懸公懸隱公之子 妻莊氏生二子 長子孔興 次子元漂 

六世祖懷隱公松隱公之長子 妻袁氏生四子 長子談山 次子敬松 三子敬梧 

四子敬楠 

六世祖思隱公松隱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三子 長子守仁 次子孔成 三子心仁 

公妣八□葬土名松牛山 地形喝翡翠下潭 

六世祖樂義公仰峯公之子 至十世祖末詳 

七世祖心悅公東平公之子 妻梁氏生一子環霄 

七世祖孔興公繼懸公之長子 妻唐氏生二子 長子院南 次子石溪 

七世祖元標公繼懸公之次子 妻袁氏生三子 長子以茂 次子以崗 三子以猷 

七世祖談山公懷隱公之長子 妻□氏生一子壙去 

七世祖敬松公懷隱公之次子 妻梁劉氏生三子 長子一方 次子一見 三子一

鸞 



七世祖敬梧公懷隱公之三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悅海 次子樂海 三子賓海 

 

七世祖敬楠公懷隱公之四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良弼 次子良輔 

七世祖守仁公思隱公之長子 妻藍氏生二子 長子東湖 次子居濱 

七世祖孔成公思隱公之次子 妻□氏生一子華賢 

七世祖心仁公思隱公之三子 妻□氏生一子三懷 

八世祖環霄公心悅公之子 妻黃氏生一子懷嶺 

八世祖悅南公孔興公之長子 妻葉氏生一子成積 

八世祖石溪公孔興公之次子 妻梁氏生三子 長子觀梧 次子心溪 三子彬儔 

八世祖以茂公元標公之長子 妻徐氏生一子廸初 

八世祖以崗公元標公之次子 末詳 

八世祖以猷公元標公之三子 未詳 

八世祖壙去公談山公之子 妻□氏生四子 長子燦隆 次子柱日 三子燦日 

四子炳隆 

八世祖榕峯公敬松公之長子 妻陳氏 廷任過繼 

 

八世祖一見公敬松公之次子 妻□氏生一子奕程 

八世祖一鸞公敬松公之三子 妻梁氏生二子 長子廷任 次子信任 

八世祖悅海公敬梧公之長子 妻□氏生一子元器 

八世祖樂海公敬梧公之次子 未詳 

八世祖賓海公敬梧公之三子 未詳 

八世祖良弼公敬楠公之長子 未詳 

八世祖良輔公敬楠公之次子 未詳 

八世祖東湖公守仁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三子 長子燦台 次子燦運 二子燦遇 

八世祖居濱公守仁公之次子 妻劉氏生二子 長子燦鳳 次子燦麟 

八世祖華賢公孔成公之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順廷 次子燦廷 三子茂廷 

八世祖三懷公心仁公之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燦平 次子燦倫 三子燦常 

九世祖懷嶺公環霄公之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彩行 次子華弟 

九世祖廸初公以茂公之子 妻張蘇氏生一子欽宙 

 

九世祖心溪公石溪公之次子 妻林氏生三子 長子騰漢 次子玉漢 三子達漢 

九世祖觀梧公石溪公之長子 妻阮氏生二子 長子凌漢 次子潤漢 

九世祖順廷公華賢公之長子 妻□氏 

九世祖燦廷公華賢公之次子 妻□氏生一子位相 

九世祖茂廷公華賢公之三子 妻馮氏生一子喬遇 

九世祖燦倫公三懷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德裕 

九世祖柱日公壙去公之次子 妻簡氏牛三子 長子雲漢 次子亞壽 三子亞福 

九世祖燦隆公壙去公之長子 妻□氏生一子亞二 



九世祖燦日公壙去公之三子 妻梁氏生一子英宣 

九世祖炳隆公壙去公之四子 妻歐氏生一生粤梅 

九世祖燦台公東湖公之長子 妻鄭氏生一子晴漢 

九世祖燦運公東湖公之次子 妻韋氏生二子 長子喬璧 次子喬玉 

九世祖燦遇公東湖公主三子 

九世祖燦麟公居濱公之次子 妻梁氏生一子偉漢 

 

九世祖燦鳳公居濱公之長子 

九世祖信任公一鸞公之子 妻張許氏生一子岳漢 

九世祖燦平公三懷公之長子 

九世祖廷任公榕峯公之繼子 妻林氏生三子 長子遇漢 次子遇亨 三子遇君 

九世祖燦常公三懷公之三子 

九世祖職襄公□□公之子 妻林氏生子湛慤 

九世祖彬儔公石溪公之三子 

十世祖彩行公懷嶺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三子 長子樂沂 次子卓賦 三子台佳 

十世祖華弟公懷嶺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英宗 次子英煥 三子英粦 

公妣安葬土名鷄嶺 地形駿馬飲泉 

十世祖凌漢公觀梧公之長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尚德 次子尚璉 三子尚偉 

十世祖潤漢公觀梧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尚明 次子尚藩 

十世祖晴漢公燦台公之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尚茂 次子尚俊 

 

十世祖喬璧公燦運公之長子 妻鄭氏生三子 長子尚友 次子尚彩 三子尚瓊 

十世祖喬玉公燦運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三子 長子尚元 次子尚賢 三子尚衡 

十世祖偉漢公燦麟公之子 妻林文氏生二子 長子尚旭 次子尚融 

十世祖泣相公燦廷公之子 妻□氏 尚珩公過繼 

十世祖喬遇公茂廷公之子 妻陳氏生一子文仲 

十世祖德裕公燦倫公之子 妻葉氏生一子尚瑤 

十世祖雲漢公柱日公之長子 

十世祖亞壽公柱曰公之次子 

十世祖亞福公柱日公之三子 

十世祖亞二公燦隆公之子 

十世祖英宣公燦日公之子 

十世祖粤梅公炳隆公之子 

十世祖遇漢公廷任公之長子 

十世祖遇亨公廷任公之次子 妻馮氏生一子尚華 

 

十世祖遇君公廷任公之三子  

十世祖岳漠公信任公之子 



十世祖欽宙公廸初公之子 

十世祖尊三公□□公之子 妻黃陳氏生一子萬生 

十世祖湛慤公職襄公之子 妻馮氏生二子 長子三祝 次子祝文 

十世祖慶台公□□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乾理 

十世祖瓊宙公□□公之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加賓 次子元吉 

十世祖騰漢公心溪公之長子 妻徐氏生二子 長子尚遠 次子尚忠 

十世祖玉漢公心溪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一子尚千 

十世祖達漢公心溪公之三子 妻黃陳氏生七子 長子尚固次子尚侯 三子尚伯 

四子尚侃 五子尚仁 六子尚儀 七子尚斗 

十一世祖英宗公華弟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偉茂 次子偉亮 公安葬

土 

 

 名尖腦壳 地形壁上掛燈 

十一世祖英焕公華弟公之次子 妻宋氏生一子偉臣 

十一世祖英粦公華弟公之三子 妻□氏生一子偉功 

十一世祖樂沂公彩行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一子美彥 

十一世祖卓賦公彩行公之次子 

十一世祖台佺公彩行公之三子 

十一世祖尚德公凌漢公之長子 妻文氏 

十一世祖尚璉公凌漢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一子冠泗 

十一世祖尚偉公凌漢公之三子 妻黃氏生一子業泗 

十一世祖尚藩公潤漢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述泗 

十一世祖尚明公潤漢公之長子 妻楊氏生一子習泗 

十一世祖尚茂公晴漢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從先 次子卓先 

十一世祖尚俊公晴漢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四子 長子兆先 次子蒲先 三子仁

先 四子喚先 

 

十一世祖尚友公喬璧公之長子 妻方氏生二子 長子子傑 次子子超 

十一世祖尚彩公喬璧公之次子 妻徐氏生一子光澤 

十一世祖尚瓊公喬璧公之三子 妻文氏生五子 長子周先 次子望先 三子倫

先 四子業先 五子雲先 

十一世祖尚元公喬王公之長子 妻朱氏生二子 長子土祐 次子德先 

十一世祖尚賢公喬玉公之次子 妻林氏 光啟公過繼 

十一世祖尚衡公喬玉公之三子 妻林氏生五子 長子光勉 次子光啟 三子光

榮 四子光耀 五子光儀 

十一世祖尚旭公偉漢公之長子 妻劉氏生三子 長子睿先 次子品先 三子梅

先 

十一世祖尚融公偉漢公之次子 妻蔡氏生三子 長子遂先 次子璧先 三子羽



先 公妣安葬土名長瀝 

十一世祖文仲公喬遇公之子 貫先公過繼 

十一世祖尚瑤公德裕公之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水長 次子明英 

十一世祖尚珩公位相公之子 妻袁氏 允先公過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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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祖萬生公尊三公之子 妻□氏生四子 長子尊泗 次子拔泗 三子子敏 

四子子端 

十一世租彩容公□□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河張 

十一世祖良益公□□公之子 妻唐氏 

十一世祖三祝公湛慤公之長子 妻侯文氏生一子澤善 

十一世祖祝文公湛慤公之次子 妻馮氏 

十一世祖尚華公遇亨公之子 妻侯文氏生一子澤善 

十一世祖乾理公慶台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叶光 

十一世祖財理公□□公之子 妻宋氏 

十一世祖加賓公瓊宙公之長子 

十一世祖元吉公瓊宙公之次子 妻蔡氏生一子際昌 

十一世祖尚遠公騰漢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一子穎泗 

十一世祖尚中心公騰漢公之次子 妻麥氏生一子服泗 

十一世祖尚千公玉漢公之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誦泗 次子偉泗 

 

十一世祖尚固公達漠公之長子 

十一世祖尚侯公達漠公之次子 

十一世祖尚伯公達漢公之三子 妻文氏生一子子昌 

十一世祖尚侃公達漢公之四子 

十一世祖尚仁公達漢公之五子 妻黄氏生一子昌明 

十一世祖尚儀公達漠公之六子 

十一世祖尚斗公達漢公之七子 

十一世祖熙耀公□□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加瑞 

十二世祖偉茂公英宗公之長子 妻余氏生三子 長子廷光 次子士可 三子書

封 公妣安葬土名吓𠳿叮 地形橙枝萌芽 

十二世祖偉亮公英宗公之次子 

十二世祖美彥公樂沂公之子 妻歐氏生一子學錦 

十二世祖述泗公尚藩公之子 妻黃氏生五子 長子昌龍 次子昌鳳 三子昌富 

 

 四子昌貴 五子昌華 

十二世祖如崗公□□公之子 妻黃氏 

十二世祖子良公尚璉公之次子 妻駱氏生一子昌傑 



十二世祖周先公尚瓊公之長子 妻杜氏生二子 長子勤文 次子壬受 

十二世祖望先公尚瓊公之次子 妻麥氏生一子經耀 

十二世祖倫先公尚瓊公之三子 妻林氏生七子 長子聖耀 次子廣耀 三子廷

耀 四子輝躍 五子寵耀 六子贊耀 七子文耀 公妣安葬土名大壠 

十二世祖業先公尚瓊公之四子 妻莊氏生二子 長子彤耀 次子成耀 

十二世祖雲先公尚瓊公之五子 妻宋簡氏生三子 長子有賢 次子有奇 三子

有蓮 

十二世祖從先公尚茂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光若 

十二世祖卓先公尚茂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焕若 次子象若 

十二世祖兆先公尚俊公之長子 妻□氏生一子芝瑤 

十二世祖蒲先公尚俊公之次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芝琮 次子亞科 

十二世祖仁先公尚俊公之三子 妻杜氏生三子 長子亞懷 次子芝琚 三子芝

绣（王秀） 

 

十二世祖煥先公尚俊公之四子 芝（王秀）公過繼 

十二世祖子傑公尚友公之長子 

十二世祖子超公尚友公之次子 妻梁氏生一子芝琦 

十二世祖光澤公尚彩公之子 妻鄧氏 芝馨公過繼 

十二世祖土祐公尚元公之長子 妻杜氏生二子 長子帚福 次子亞庸 

十二世祖德先公尚元公之次子 妻丁氏生三子 長子九聖 次子希聖 三子有

成 

十二世祖光啟公尚衡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達耀 

十二世祖光勉公尚衡公之長子 妻文譚氏生一子有義 

十二世祖光榮公尚衡公之三子 妻徐氏生一子華仙 

十二世祖光耀公尚衡公之四子 妻林氏生一子義秀 

十二世祖光儀公尚衡公之五子 妻梁吳氏生二子 長子卓耀 次子叶和 

十二世祖睿先公尚旭公之長子 妻麥氏生二子 長子觀保 次子意保 

十二世祖品先公尚旭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一子亞得 

十二世祖梅先公尚旭公之三子 妻李氏生一子夢禎 

 

十二世祖遂先公尚融公之長子 妻麥氏生三子 長子三順 次子四順 三子夢

龍 

十二世祖璧先公尚融公之次子 妻駱氏生二子 長子夢蘭 次子夢葵 

十二世祖羽先公尚融公之三子 妻梁歐朱氏 夢桂公過繼 

十二世祖貫先公文仲公之子 妻麥氏生四子 長子芝蘭 次子芝芹 三子芝荇 

四子芝蓮 

十二世祖允先公尚珩公之子 妻唐氏生二子 長子芝淳 次子芝湘 

十二世祖水長公尚瑤公之長子 



十二世祖明荚公尚瑤公之次子 

十二世祖偉臣公英煥公之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捷才 次子乾可 三子敏上 

十二世祖偉功公英粦公之子 妻陳氏生三子 長子天陽 次子九德 三子閏擧 

十二世祖耸泗公萬生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麥泗 

十二世祖拔泗公萬生公之次子 

十二世租子敏公萬生公之三子 

十二世祖子端公萬生公之四子 

 

十二世祖河張公彩容公之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守焕 次子守潮 

十二世祖澤善公尚華公之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宇功 次子宇猷 

十二世祖叶光公乾理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鶴成 

十二世祖巨上公□□公之子 妻麥氏生一子覺士 

十二世祖際昌公元吉公之子 妻黃氏生一子富昌 

十二世祖諱文公德英公之子 妻方氏生二子 長子餘昇 次子考華 

十二世祖穎泗公尚遠公之子 妻文氏生一子端士 

十二世祖服泗公尚忠公之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昌裕 次子昌裘 

十二世祖誦泗公尚千公之長子 妻徐氏 

十二世祖偉泗公尚千公之次子 妻馮氏生二子 長子昌泰 次子昌前 

十二世租冠泗公尚璉公之子 妻駱氏 

十二世祖業泗公尚偉公之子 妻徐氏 

十二世祖習泗公尚文公之子 妻袁氏生二子 長子品淳 次子紹武 

十二世祖加瑞公熙耀公之子 妻黃氏生一子時進 

 

十二世祖子昌公尚伯公之子 妻麥氏生二子 長子昌連 次子昌平 

十二世祖昌明公尚仁公之子 妻莊氏生一子昌堯 

 

十三世祖廷光公偉茂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振緒 

十三世祖士可公偉茂公之次子 妻馮氏 

十三世祖書封公偉茂公之三子 妻文氏 

十三世祖學錦公美彥公之子 妻簡氏生二子 長子振萬 次子振茂 

十三世祖昌龍公述泗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一子世焯 

十三世祖昌鳳公述泗公之次子 妻粱氏生一子世烈 

十三世祖昌富公述泗公之三子 妻文氏 由世大公過繼 

十三世祖昌貴公述泗公之四子 妻張氏 

十三世祖昌華公述泗公之五子 妻黃氏生三子 長子世大 次子世光 三子世

雄 

十三世祖昌傑公子良公之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世望 次子世林 

十三世祖勤文公周先公之長子 妻梁氏生二子 長子步卓 次子有擧 



 

十三世祖壬受公周先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一子步青 

十三世祖經耀公望先公之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步元 次子步瓊 

十三世祖聖耀公倫先公之長子 妻胡氏生二子 長子進朝 次子燦朝 

十三世祖廣耀公倫先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登朝 公例贈儒林郎 妻贈六品

夫人 公妣安葬土名大壠山 

十三世祖廷耀公倫先公之三子 妻趙文黃氏生二子 長子重朝 次子灼朝 

十三世祖輝耀公倫先公之四子 妻方周氏生四子 長子公福 次子定朝 三子

裕經 四子習經 

十三世祖寵耀公倫先公之五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偉朝 次子光朝 

十三世祖贊耀公倫先公之六子 妻潘氏生三子 長子陞朝 次子拔朝 三子熙

朝 公妣安葬土名陂頭嶺 

十三世祖文耀公倫先公之七子 燦朝公過繼 

十三世祖彤耀公業先公之長子 妻梁氏 步泰公過繼 

十三世祖成耀公業先公之次子 妻葉氏 

 

十三世祖有賢公雲先公之長子 妻李氏生四子 長子步高 次子步成 三子步

魁 四子受和 

十三世祖有奇公雲先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華興 

十三世祖有蓮公雲先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火保 次子天祐 三子興

位 

十三世祖光若公從先公之子 妻張氏生五子 長子朝器 次子亞容 三子支福 

四子亞擧 五子弟壽 

十三世祖煥若公卓先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廷器 

十三世祖象若公卓先公之次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宗器 次子宸用 

十三世祖芝瑤公兆先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牛牛可 

十三世祖芝琮公蒲先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一子弟發 

十三世祖亞科公蒲先公之次子 

十三世祖芝琚公仁先公之子 妻林氏生三子 長子福如 次子東海 三子亞容 

十三世祖芝诱公焕先公之繼子 妻張氏生一子成器 

十三世祖芝馨公光澤公之繼子 妻林氏 信有公過繼 

十三世祖九聖公德先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亞福 次子天受 

 

十三世祖希聖公德先公之次子 妻林氏 

十三世祖達耀公光斂公之長子 妻莊氏生二子 長子英祖 次子英付 

十三世祖有義公光勉公之次子 妻鄭氏 華保公過繼 

十三世祖華仙公光榮公之子 妻□氏生四子 長子土受 次子長祖 三子華保 

四子華興 



十三世祖義秀公光耀公之子 妻張唐氏生二子 長子觀受 次子公受 

十三世祖卓耀公光儀公之子 妻梁吳氏生二于 長子乙福 次子廣有 

十三世祖夢蘭公璧先公之長子 妻陳朱氏生三子 長子顯昌 次子顯科 三子

顯耀 

十三世祖夢葵公璧先公之次子 妻□氏生一子顯德 

十三世祖夢桂公羽先公之繼子 妻蔡林氏生四子 長子顯魁 次子顯聖 三子

顯文 四子顯富 公例授登仕郎 

十三世祖芝蘭公貫先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三子 長子拔元 次子英喜 三子拔

鰲 

十三世祖芝芹公貫先公之次子 妻曹氏生一子兆熊 

十三世祖芝荇公貫先公之三子 妻□氏生五子 長子金德 次子金福 三子金

發 

 

 四子亞連 五子興壽 

十三世祖芝蓮公貫先公之四子 妻林氏生三子 長子德興 次子德壽 三子長

福 

十三世祖芝淳公允先公之子 妻杜氏生一子拔常 

十三世祖芝湘公允先公之次子 妻梁氏生一子兆得 

十三世祖叶和公光驍公之長子 

十三世祖卓耀公光儀公之次子 妻梁氏生三子 長子乙福 次子處士 三子冬

南 

十三世祖捷才公偉臣公之長子 妻朱氏生一子有發 

十三世祖乾可公偉臣公之次子 妻張氏牛一子亞乙 

十三世祖敏上公偉臣公之三子 妻張氏 

十三世祖天陽公偉功公之長子 妻黃氏 

十三世祖九德公偉功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英福 次子四保 

十三世祖閏擧公偉功公之三子 

十三世祖麥泗公尊泗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泗祐 

十三世祖昌霖公□□公之子 

 

十三世祖昌振公□□公之子 

十三世祖守焕公河張公之長子 妻梁氏生一子英發 

十三世祖守潮公河張公之次子 妻文氏 

十三世祖宇功公澤善公之子 妻徐氏生三子 長子叶吉 次子魁吉 三子定吉 

十三世祖宇猷公澤善公之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冠望 次子殿望 

十三世祖創公□□公之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宮公 次子亞邦 

十三世祖鶴成公叶光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直達 

十三世祖光裕公□□公之子 妻張氏 



十三世祖覺士公巨上公主子 妻張氏生一子瑪珧 

十三世祖富日曰公際昌公之子 妻文氏生一子際興 

十三世祖餘昇公諱文公之長子 妻徐氏生二子 長子觀儀 次子天保 

十三世祖考華公諱文公之次子 

十三世祖端士公穎泗公之子 妻馮氏 

十三世祖昌裕公服泗公之長子 

 

十三世祖昌裘公服泗公之次子 

十三世祖昌泰公偉泗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一子得偉 

十三世祖昌前公偉泗公之次子 妻莊氏生二子 長子大興 次子榕德 

十三世祖品淳公習泗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世清 次子世齡 三子世

俊 

十三世祖卓淳公習泗公之次子 妻林氏生一子勝宗 

十三世祖時進公加瑞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安義 

十三世祖學輩公□□公之子 妻駱氏生一子元士 

十三世祖昌連公子昌公之長子 妻□氏生一子世奇 

十三世祖昌平公子昌公之次子 

十三世祖昌堯公昌明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錦上 

十四世祖振緒公廷光公之子 妻杜林蔡氏生四子 長子殿勳 次子天保 三子

先保 四子厚德  

十四世祖振萬公學錦公之長子 妻黃氏 

 

十四世祖振茂公學錦公之次子 妻林氏生一子福興 

十四世祖世焯公昌龍公之子 妻莊氏生一子敬道 

十四世祖世烈公昌鳳公之子 妻莊氏生二子 長子槐受 次子與受 

十四世祖世大公昌富公之繼子 妻黃氏生五子 長子信道 次子敏道 三子協

道 四子仗道 五子闡道 公妣與父昌富公葬於丹山 地形醉翁凭椅 

十四世祖世光公昌貴公之次子 妻文氏 成貴公過繼 

十四世祖世雄公昌華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登道 次子發道 

十四世祖世望公昌傑公之長子 妻曹李氏生一子 興創 

十四世祖步卓公勤文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興全 

十四世祖有擧公勤文公之次子 妻張氏 

十四世祖步青公壬受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麗猷 

十四世祖步元公經耀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衍猷 次子亞龍 

十四世租步瓊公經耀公之三子 妻陳氏 

十四世祖進朝公聖躍公之子 妻羅氏生二子 長子壯猷 次子鴻猷 

 

十四世祖登朝公廣耀公之子 公諱步進國學生 例贈儒林郎 妻陳氏例贈六品



夫人 公妣安葬土名大壠瓏 公生平謙以處己厚以待人 貨殖興家 修祠宇建

祖墓 權持祖嘗物業 生七子 長子大猷 次子彰譽 三子清譽 四子廣平 

五子澤猷 六子安猷 七子時譽 

十四世祖重朝公廷耀公之長子 妻周氏生四子 長子宏猷次子達猷 三子陞猷 

四子天求 

十四世祖灼朝公廷耀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宣猷 次子才喜 

十四世祖定朝公輝耀公之子 妻張氏 焕猷公過繼 

十四世祖偉朝公寵躍公之長子 妻李氏才喜過繼 

十四世祖光朝公寵耀公之次子 

十四世祖陞朝公贊耀公之長子 妻馮氏生三子 長子獻猷 次子焕猷 三子楨

猷 

十四世祖拔朝公贊耀公之次子 妻文莊氏生一子遠猷 

十四世祖熙朝公贊耀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英猷 

十四世祖燦朝公文躍公之繼子 妻文張氏生四子 長子輯猷 次子殿猷 三子

成付 

 

 四子昌付 五子興付 

十四世祖步泰公彤耀公之繼子 妻文氏生一子美猷 

十四世祖步高公有賢公之長子 妻黃張氏生二子 長子啟瑞 次子興弟 

十四世祖步成公有賢公之次子 妻馮氏生二子 長子福英 次子英隆 

十四世祖步魁公有賢公之三子 妻葉氏生二子 長子有福 次子天福 

十四世祖華興公有奇公之子 妻蔡氏生二子 長子連福 次子全重 

十四世祖火保公有蓮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亞全 次子齊興 

十四世祖天佑公有蓮公之次子 妻張氏 齊興過繼 

十四世祖興位公有蓮公之三子 妻文氏 

十四世祖朝器公光若公之長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展書 次子公壽 

十四世祖宸用公象若公之子 妻李氏生一子清德 

十四世祖弟發公芝琮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公福 

十四世祖亞容公芝琚公之三子 妻溫氏生一子牛仔 

十四世祖成器公芝琇公之子 妻馮氏生二子 長子華發 次子悅盛 

 

十四世祖信有公芝馨公之繼子 妻杜氏生一子敬九 

十四世祖福如公芝琚公之長子 

十四世祖東海公芝琚公之次子 

十四世祖亞福公九聖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天生 次子林有 

十四世祖天受公九聖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梅仔 次子喜月 

十四世祖英祖公達耀公之長子 妻杜氏生二子 長子平安 次子安好 

十四世祖英付公達耀公之次子 妻蔡氏生一子發興 



十四世祖華保公有義公之繼子 妻□氏生一子金壽 

十四世祖華興公華仙公之四子 妻□氏生一子金發 

十四世祖土受公華仙公之長子 

十四世祖長祖公華仙公之次子 

十四世祖公受公義秀公之次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厚福 次子美福 

十四世祖觀受公義秀公之長子 

十四世祖公福公輝耀公之長子 

 

十四世祖裕經公輝躍公之次子 

十四世祖習經公輝耀公之三子 

十四世祖受和公有賢公之四子 

十四世祖亞容公光若公之次子 

十四世祖支福公光若公之三子 

十四世祖亞擧公光若公之四子 

十四世祖弟壽公光若公之五子 

十四世祖廷器公焕若公之子 

十四世祖宗器公象若公之長子 

十四世祖牛可公芝瑤公之子 

十四世祖乙福公卓耀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兆安 次子兆祥 

十四世祖廣有公卓耀公之次子 妻廖氏 兆祥過繼 

十四世祖顯科公夢蘭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日昇 次子安業 

十四世祖顯耀公夢蘭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燦業 

 

十四世祖顯魁公夢桂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斂廷 次子煜剛 三子傑

廷 

十四世祖顯聖公夢桂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五子 長子羡廷 次子煥廷 三子煜

堂 四子偉廷 五子汝廷 

十四世祖顯文公夢桂公之三子 妻蔡氏生三子 長子觀躍 次子登耀 三子火

德 

十四世祖顯富公夢桂公之四子 妻李氏生三子 長子柱廷 次子亞有 三子麗

廷 

十四世祖拔元公芝蘭公之長子 妻葉文氏生三子 長子鳳儀 次子朝珍 三子

朝任 

十四世祖英喜公芝蘭公之次子 朝任過繼 

十四世祖拔鱉公芝蘭公之三子 妻黃氏生一子朝聘 

十四世祖兆熊公芝芹公之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位倫 次子癸倫 

十四世祖拔常公芝淳公之子 妻黃氏生四子 長子裕元 次子祖發 三子裕澤 

四子裕芳 



十四世祖兆得公芝湘公之子 

十四世祖顯德公夢葵公之子 

十四世祖金德公芝荇公之長子 

 

十四世祖金福公芝荇公之次子 

十四世祖金發公芝荇公之三子 

十四世祖亞連公芝荇公之四子 

十四世祖興壽公芝荇公之五子 

十四世祖德興公芝蓮公之長子 

十四世祖德壽公芝蓮公之次子 

十四世祖長福公芝蓮公之三子 

十四世祖四保公九德公之次子 

十四世祖處士公卓耀公之次子 妻廖氏 

十四世祖多南公卓耀公之三子 

十四世祖英福公九德公之長子 妻唐氏生二子 長子水容 次子成保 

十四世祖亞乙公乾可公之子 

十四世祖有發公捷才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柱才 

十四世祖泗祐公麥泗公之子妻□氏生一子敬業 

 

十四世祖善慶公□□公之子 

十四世祖恩齊公□□公之子 

十四世祖錦文公□□公之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醮保 次子金保 

十四世祖英發公守煥公之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逢信 次子水有 

十四世祖叶吉公宇功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業望 次子賢望 

十四世祖魁吉公宇功公之次子 

十四世祖定吉公宇功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一子護遠 

十四世祖冠望公宇猷公之長子 妻簡氏生一子兆龍 

十四世祖殿望公宇猷公之次子 妻林氏生四子 長子連枝 次子東珠 三子躍

球 四子兆蘭 

十四世祖宮公公創公之長子 妻張氏 

十四世祖亞邦公創公之次子 妻張氏 

十四世祖直達公鶴成公之子 妻□氏 

十四世祖（王為）珧公覺士公之子 妻林氏生一子英明 

 

十四世祖普中公□□公之子 妻張文氏生一子占元 

十四世祖際興公富昌公之子 妻黃氏生一子韋文 

十四世祖觀儀公餘昇公之長子 妻莊氏生二子 長子貴發 次子付興 

十四世祖天保公餘昇公之次子 妻張氏 



十四世祖世林公昌傑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開道 

十四世祖得偉公昌泰公之子 

十四世祖大興公昌前公之長子 

十四世祖榕德公昌前公之次子 

十四世祖世清公品淳公之長子 妻杜氏生三子 長子賀位 次子喜祿 三子歡

名 

十四世祖世齡公品淳公之次子 妻莫氏生二子 長子生樂 次子集福 

十四世祖世俊公品淳公之三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陞德 次子文德 

十四世祖勝宗公卓淳公之子 

十四世祖安義公時進公之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榮昌 次子土元 三子興壽 

十四世祖元士公學輩公之子 妻廖氏生一子江濤 

 

十四世祖世德公□□公之子 妻文氏生一子達德 

十四世祖世奇公昌連公之子 妻劉氏生一子華邦 

十四世祖錦上公昌堯公之子 妻張鍾氏生一子得如 

十五世祖殿勳公振緒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錦華 

十五世祖天保公振緒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一子志英 

十五世祖厚德公振緒公之四子 妻廖張氏生二子 長子成大 次子成安 

十五世祖先保公振緒公之三子 

十五世祖福興公振茂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旭華 

十五世祖敬道公世焯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晃達 

十五世祖槐受公世烈公之長子 妻□氏生一子瓊業 

十五世祖與受公世烈公之次子 妻鄧氏生一子大穩 

十五世祖信道公世大公之長子 妻陳袁氏生四子 長子潤業 次子書持 三子

永華 四子溫良 過繼仗道公 公安葬於土名高橋鼠壠 地形靈龜聽水 

 

 袁氏安葬土名大窩 地形獅子搖鈴 陳氏安葬土名桔仔灣 

十五世祖業望公叶吉公之長子 妻□氏生一子松壽 

十五世祖賢望公叶吉公之次子 妻馮周張氏生三子 長子萬勝 次子火生 三

子創大 

十五世祖護遠公定吉公之子 妻林氏生一子書成 

十五世祖英明公瑪珧公之子 妻黃劉楊張氏生三子 長子彥邦 次子勝任 三

子大任 

十五世祖占元公普中公之子 妻莊氏生一子清華 

十五世祖韋文公際興公之子 妻文氏生一子連泰 

十五世祖賀位公世清公之長子 

十五世祖喜祿公世清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歡名公世清公之三子 



十五世祖生樂公世齡公之長子 

十五世祖集福公世齡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陞德公世俊公之長子 妻朱氏生四子 長子慶廣 次子慶財 三子慶

林 四子慶餘 

 

十五世祖乾有公顯富公之子妻文氏 

十五世祖瓊有公顯富公之子 

十五世祖兆祥公乙福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一子連壽 

十五世祖水先公乙福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兆安公乙福公之三子 

十五世祖廣信公□□公之子 妻蔡侯氏生一子能言 

十五世祖興弟公步高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敬業公泗祐公之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英龍 次子福龍 三子金龍 

十五世祖富壽公□□公之子 妻鍾氏生一子富敬 

十五世祖開道公世林公之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現龍 次子長久 

十五世祖醮保公錦文公之長子 妻麥氏生三子 長子英平 次子木信 三子水

信 

十五世祖金保公錦文公之次子 妻黃氏 

十五世祖連福公有奇公之長子 

十五世祖全重公有奇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林有公亞福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梅仔公天受公之長子 

十五世祖喜月公天受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金發公華興公之子 

十五世祖煜剛公顯魁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亞有公顯富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觀耀公顯文公之長子 

十五世祖登耀公顯文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裕元公拔常公之長子 

十五世祖祖發公拔常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全仲公華興公之子 

十五世祖亞全公火保公之子 

十五世祖齊興公天佑公之繼子 

十五世祖裕澤公拔常公之三子 妻簡氏生一子水興 

 

十五世祖裕芳公拔常公之四子 妻莊氏生三子 長子英祥 次子英全 三子福

全 



十五世租金壽公華保公之子 

十五世祖公福公弟發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天穩 

十五世祖厚福公公壽公之長子 

十五世祖美福公公壽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亞龍公步元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成付公燦朝公之三子 

十五世祖昌付公燦朝公之四子 妻杜氏生四子 長子兆發 次子添發 三子祥

福 四子國泰 

十五世祖興付公燦朝公之五子 妻張氏 

十五世祖敬九公嘉朝公之子 妻□氏 萬壽公過繼 

十五世祖天生公天受公之繼子 

十五世祖安好公英祖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發興公英付公之子 

 

十五世祖天求公重朝公之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彥才 次子厚發 

十五世祖兆安公廣有公之繼子 

十五世祖平安公英祖公之長子 

十五世祖有福公步魁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英乾 

十五世祖天福公步魁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啟瑞公步高公之子 妻林氏生一子百福 

十五世祖福英公步成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兆泰 次子容大 

十五世祖英隆公步成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一子天英 

十五世祖煥猷公陞朝公之子 

十五世祖献猷公陞朝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三子 長子效梅 次子效善 三子效

良 

十五世祖楨猷公陞朝公之三子 妻張鄧張氏生三子 長子聯魁 次子捷魁 三

子裕蘭 

十五世祖英猷公熙朝公之子 妻麥氏生二子 長子效文 次子效才 

十五世祖遠猷公拔朝公之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榮華 次子啟連 三子金好 

十五世祖輯猷公燦朝公之長子 妻林張氏生三子 長子春魁 次子比發 三子

鴻發 

 

十五世祖殿猷公燦朝公之次子 妻馮林張氏生一子長福 

十五世祖美猷公步泰公之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殿魁 次子金保 

十五世祖展書公朝器公之子 妻歐氏生二子 長子益善 次子石穩 

十五世祖清德公宸用公之子 妻林氏生一子九仔 

十五世祖亞牛公亞容公之子 妻□氏 仁義公過繼 

十五世祖華發公成器公之長子 妻□氏 智義公過繼 



十五世祖院盛公成器公之次子 妻劉氏生三子 長子潤為 次子瓊玉 三子潤

影 

十五世祖益猷公光朝公之繼子 

十五世祖安猷公登朝公之六子 妻伍張氏生三子 長子後生 次子林壽 三子

祖福 美興過繼 

十五世祖彰譽公登朝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清譽公登朝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春貴 次子樹德 三子曾

壽 

十五世祖匿平公登朝公之四子 

十五世祖時譽公登朝公之七子 

 

十五世祖達猷公重朝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陞魁 次子□□ 

十五世祖宏猷公重朝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承美 次子創業 

十五世祖陞猷公重朝公之三子 妻侯氏生一子興言 

十五世祖才喜公偉朝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嘉壽 

十五世祖宣猷公卓朝公之長子 妻侯氏生一子興賢 

十五世祖煥猷公定朝公之繼子 妻林氏生五子 長子仁魁 次子義魁 三子禮

魁 四子智魁 五子信魁 

十五世祖傑猷公偉朝公之繼子 妻□氏生一子長發 

十五世祖火德公顯文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觀興 

十五世祖柱廷公顯富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厚生 

十五世祖麗廷公顯富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四子 長子連發 次子桂發 三子就

發 四子萬發 

十五世祖興全公步卓公之子 妻張氏 

十五世祖三全公亞受公之子 

 

十五世祖麗猷公步青公之子 妻鄧氏 

十五世祖衍猷公步元公之長子 妻萬氏生三子 長子占魁 次子品魁 三子廷

魁 

十五世祖壯猷公進朝公之長子 妻□氏生一子亞潤 

十五世祖鴻猷公進朝公之次子 妻侯氏 

十五世祖大猷公登朝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四子 長子元魁次子紹魁 三子掄魁 

四子鼎魁 

十五世祖澤猷公登朝公之五子 妻葉張氏生三子 長子傑魁 次子彥魁 三子

榮魁 公號美譽 例授明經進士 候選訓導儒林郎 張氏例授六品安人 公葬

於土名秦其坑 地形下山虎 

十五世祖癸發公兆熊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逄有 

十五世祖朝聘公拔鱉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長壽 



十五世祖日昇公顯科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南昌 

十五世祖安業公顯科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萬興 

十五世祖燦業公顯耀公之子 妻胡氏 德大公過繼 

 

十五世祖啟廷公顯魁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一子金成 

十五世祖傑廷公顯魁公之次子 妻麥氏生二子 長子運泰 次子貴容 

十五世祖焕廷公顯聖公之次子 妻梁氏生三子 長子運樞 次子秉樞 三子衍

樞 

十五世祖羡廷公顯聖公之長子 妻□氏生四子 長子直福 次子成福 三子重

福 四子美福 

十五世祖煜堂公顯聖公之三子 

十五世祖偉廷公顯聖公之四子 妻梁廖氏生一子興大 

十五世祖汝廷公顯聖公之五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連豐 次子成豐 

十五世祖敏道公世大公之次子 安泰公過繼 

十五世祖協道公世大公之三子 妻袁徐林廖氏生四子 長子安泰 次子年久 

三子增業 四子遂業 

十五世祖仗道公世大公之四子 溫良公過繼 

十五世祖闡道公世大公之五子 妻陳氏生三子 長子榕穩 次子日明 三子效

邦 

十五世祖成貴公世光公之子 妻萬氏生一子榮耀 

 

十五世祖登道公世雄公之長子 妻莊氏生一子天德 

十五世祖發道公世雄公之次子 妻莊氏 

十五世祖興創公世望公之子 妻徐氏生四子 長子金祥 次子新祥 三子萬發 

四子水秀 

十五世祖鳳儀公拔元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秉禮 

十五世祖朝珍公拔元公之次子 妻蔡氏生二子 長子維禮 次子崇禮 

十五世祖朝任公拔元公之三子 妻譚氏 崇禮過繼 

十五世祖位倫公兆熊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亞壽 次子兆慶 

十五世祖水容公英福公之長子 妻劉氏生二子 長子百金 次子土安 

十五世祖成保公英福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柱才公有發公之子 妻張張氏生二子 長子伙有 次子奉全 

十五世祖公妄莳公朝器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逢信公英發公之長子 

十五世祖水有公英發公之次子 妻廖氏生一子廣全 

 

十五世祖興全公步卓公之子 妻張梁廖氏生一子財喜 

十五世祖兆龍公冠望公之子 妻剛氏生三子 長子集成 次子金堂 三子重慶 



十五世祖連枝公殿望公之長子 妻林氏 土金過繼 

十五世祖東珠公殿望公之次子 妻張氏 土金過繼 

十五世祖耀球公殿望公之三子 妻張氏 

十五世祖兆蘭公殿望公之四千 妻□氏生二子 長子卓壽 次子英貴 

十五世祖貴壽公□□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武彥 

十五世祖貴發公觀儀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四子 長子就穩 次子咱穩 三子連

穩 四子鳳林 

十五世祖付興公觀儀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信元公□□公之子 妻曹氏生一子木桂 

十五世祖榮昌公安義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繼祖 次子金受 

十五世祖土元公安義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興壽公安義公之三子 

 

十五世祖江濤公元士公之子 妻簡氏生一子乾發 

十五世祖先興公□□公之子 妻鄧氏生一子百穩 

十五世祖達德公世德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煜芝 

十五世祖根大公□□公之子 妻劉氏生一子憐泰 

十五世祖美粦公□□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英開 

十五世祖文德公世俊公之次子 妻張氏 慶林公過繼 

十五世祖華邦公世奇公之子 妻林氏生一千發有 

十五世祖得如公錦上公之子 妻杜氏生一子招太 

十六世祖錦華公殿勳公之子 妻莊氏生二子 長子奉泰 次子成質 

十六世祖士心英公天保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立誠 

十六世祖成大公厚德公之長子 妻廖林氏生二子 長子鉅鴻 次子叔壽 

十六世祖成安公厚德公之次子 妻張氏 

十六世祖旭華公福興公之子 妻簡氏生二子 長子醮泰 次子木發 

 

十六世祖晃達公界受公之子 妻杜氏生四子 長子金卓 次子祿壽 三子根壽 

四子滿金 

十六世祖瓊業公槐受公之子 妻劉氏生一子火文 

十六世祖大穩公與受公之子 妻莊氏生一一子 長子創富 次子粦富 

十六世祖潤業公信道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廣運 次子效靈 

十六世祖書持公信道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永年公信道公之三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耀采 次子裕昌 

十六世祖溫良公信道公之四子 妻張氏 

十六世祖安泰公協道公之長子 承繼敏道 

十六世祖年久公協道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增業公協道公之三子 妻鄭氏生二子 長子軒玉 次子軒雲 



十六世祖遂業公協道公之四子 妻蔡氏生四子 長子金可 次子崇遇 三子炳

興 四子炳成 

十六世祖榕穩公闡道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景興 

 

十六世祖日明公闡道公之次子 妻杜氏生一子亞九 

十六世祖效邦公闡道公之三子 

十六世祖榮耀公成貴公之子 

十六世祖天德公登道公之子 妻樊文氏生二子 長子繼福 次子觀信 

十六世租金祥公興創公之長子 妻侯杜莊氏生五子 長子喜安 次子安壽 三

子敬全 四子照全 五子伯安 

十六世祖新祥公興創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萬發公興創公之三子 

十六世祖水秀公興創公之四子 

十六世祖耀華公□□公之子 妻蔡氏生一子成泰 

十六世祖元魁公大猷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興發 

十六世祖紹魁公大猷公之次子 妻袁黃張氏生四子 長子炳發 次子念發 三

子日發 四子兆良 

十六世祖掄魁公大猷公之三子 妻黃氏生七子 長子壽發 次子金發 三子連

發 

 

  四子乾發 五子武發 六子森發 七子水發 

十六世祖鼎魁公大猷公之四子 妻黃氏生一子根發 

十六世祖彥魁公澤猷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怡泰 

十六世祖傑魁公澤猷公之長子 妻蔡氏生五子 長子鎮泰 次子照泰 三子森

泰 四子渭泰 五子美泰 

十六世祖榮魁公澤猷公之三子 妻廖陳文氏生八子 長子醮穩 次子水穩 三

子煜培 四子水全 五子炳全 六子藉全 七子煊全 八子日華 

十六世祖美興公安猷公之繼子 妻文氏生一子水業 

十六世祖梅魁公安猷公之次子 妻侯氏生二子 長子煦光 次子明光 

十六世祖高魁公安猷公之三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鑄南 次子澤其 

十六世祖占魁公衍猷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福澤 

十六世祖□叩魁公衍猷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廷魁公衍猷公之三子 

十六世祖仁魁公焕猷公之長子 妻駱氏 廣泰公過繼 

 

十六世祖義魁公煥猷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匿泰 次子炳泰 

十六世祖禮魁公焕猷公之三子 妻鄧氏生一子醮祥  

十六世祖智魁公焕猷公之四子 



十六世祖信魁公焕猷公之五子 妻黃氏生一子嘉風 

十六世祖承美公宏猷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創業公宏猷公之次子 妻萬氏生一子福昌 

十六世祖聯魁公楨猷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捷魁公楨猷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春魁公輯猷公之長子 妻文氏 

十六世祖鴻魁公輯猷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陞魁公達猷公之子 

十六世祖宸福公羡廷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重福公羡廷公之三子 妻莊氏生二子 長子清貴 次子連貴 

十六世祖直福公羡廷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美福公羡廷公之四子 

十六世祖秉樞公焕廷公之長子 妻鄺駱氏生六子 長子汝平 次子春平 三子

基平 四子燦平 五子東平 六子祿業 

十六世祖運樞公焕廷公之次子 妻張文氏生四子 長子桃穩 次子富穩 三子

炳宜 四子林穩 

十六世祖衍樞公煥廷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理文 次子海全 三子金

全 

十六世祖金成公啟廷公之子 妻侯氏生二子 長子上任 次子連任 

十六世祖萬興公安業公之子 妻梁氏生二子 長子火壽 次子金堂 

十六世祖南昌公日昇公之子 妻梁氏生一子東秀 

十六世祖兆慶公位粦公之子 

十六世祖逢有公癸發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亞戍 才喜公過繼 

十六世祖長壽公朝聘公之子 妻張廖氏生一子慶保 

十六世祖崇禮公朝任公之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啟護 次子丙護 

十六世祖維禮公朝珍公之子 妻文氏生一子省江 

 

十六世祖秉禮公鳳儀公之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澄清 次子亨清 三子亞福 

十六世祖仁義公華發公之繼子 妻簡氏生一子容丙 

十六世祖百福公啟瑞公之子 妻黃張氏 養子球雅 

十六世祖天英公英隆公之子 

十六世祖兆泰公福英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容大公福英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榮華公遠猷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啟連公遠猷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長福公殿猷公之子 

十六世祖金保公美猷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毆魁公美猷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英乾公有福公之子 

十六世祖智義公牛仔公之繼子 妻張氏生一子信珠 

十六世祖益善公展書公之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改添 次子水穩 

 

十六世祖石穩公展書公之次子 妻簡氏生三子 長子登發 次子齊發 三子水

發 

十六世祖天穩公叁順公之子 

十六世祖萬壽公敬九公之子 

十六世祖德大公燦業公之子 

十六世祖連豐公汝廷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成豐公汝廷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興大公偉廷公之子 

十六世祖觀興公火德公之子 

十六世祖運泰公傑廷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貴容公傑廷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厚生公柱廷公之子 

十六世祖連發公麗廷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壽祥 

十六世祖桂發公麗廷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就發公麗廷公之三子 妻黃氏生三子 長子喜壽 次子金壽 三子醮

祥 

 

十六世祖萬發公麗廷公之四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木穩 次子伙穩（永剛）（一

九五六至五九年族長） 

十六世祖興祖公天生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水大公天生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水興公裕澤公之子 

十六世祖英祥公裕芳公之長子 妻鄧氏生一子壽泰 

十六世祖英全公裕芳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福全公裕芳公之三子 

十六世祖興賢公宣猷公之子 

十六世祖後生公安猷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金好公遠猷公之三子 妻袁張氏生六子 長子水九 次子壽齊 三子

灶喜 四子萬培 五子伙興 六子伙亮 

十六世祖九仔公清德公之子 

十六世祖鴻發公輯猷公主二子 

 

十六世祖長發公傑猷公之子 



十六世祖春貴公清譽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樹德公清譽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曾壽公清譽公主一手 

十六世祖效善公獻猷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效梅公獻猷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效良公献猷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一子美德 

十六世祖效文公英猷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啟康 次子恒三 三子正

德 

十六世祖效寸公英猷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孖子 孖子水祥 孖子水穩 

十六世祖連壽公兆祥公之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來發 次子均泰 

十六世祖嘉壽公才喜公之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來發 次子玲發（一九七五年

至八一年族長） 

十六世祖興言公陞猷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樹生 

十六世祖能言公廣信公之子 妻文氏 

 

十六世祖彥才公天求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厚發公天求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美九 次子就福 

十六世祖裕蘭公禎猷公之三子 妻羅氏生二子 長子林福 次子全福 

十六世祖兆發公昌付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添發公昌付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祥福公昌付公之三子 

十六世祖國泰公昌付公之四子 妻文氏生一子滿勝 

十六世祖百金公水容公之長子 妻鄧氏牛二子 長子國池 次子國林 

十六世祖土安公水容公之次子 妻蕭蔡氏生三子 長子桂龍 次子根龍 三子

天龍 

十六世祖伙有公柱才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壽發 次子閏壽 

十六世祖奉全公柱才公之次子 妻劉氏生二子 長子水泰 次子火泰 

十六世祖廣全公水有公之子 妻張廖氏生五子 長子公壽 次子錦財 三子彭

舍 四子伙才 五子木潤（一九六八至八一年族長） 

十六世祖潤為公悅盛公之長子 妻劉氏生二子 長子文望 次子容炳 

 

十六世祖瓊玉公悅盛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潤影公悅盛公之三子 

十六世祖英龍公敬業公之長子 妻□氏生一子成發 

十六世祖福龍公敬業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佰壽 次子德壽 

十六世租金龍公敬業公之三子 

十六世祖富敬公富壽公之子 妻張劉氏生一子就保 

十六世祖現龍公開道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一子德正 



十六世祖英平公醮保公之長子 妻黃林氏生三子 長子炳洪 次子水僊 三子

貴年 

十六世祖木信公醮保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水信公醮保公之三子 

十六世祖財喜公興全公之子 妻蔡氏生四子 長子錦榮 次子三全 三子錦祥 

四子裕壽 

十六世祖萬勝公賢望公之長子妻 侯文氏生四子 長子孝鳳 次子鳳保 三子

鳳祥 四子鳳德 

 

十六世祖集成公兆龍公之長子 妻鄧氏生三子 長子文福 次子炳福 三子培

福 

十六世租金堂公兆龍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重慶公兆龍公之三子 妻劉氏生二子 長子添福 次子林福 

十六世祖書成公護遠公之子 妻麥氏生三子 長子啟賢 次子啟樹 三子啟運 

十六世祖金保公□□公之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正武 次子丁其 

十六世祖穆勝公□□公之子 妻文氏生一子添容 

十六世祖天英公□□公之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容桂 次子容昌 三子廣容 

十六世祖百穩公先興公之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金全 次子壽怡 三子壽南 

十六世祖武彥公貴壽公之子 妻侯氏生二子 長子繼穩 次子有穩 

十六世祖萬勝公□□公之子 妻張氏生四子 長子創貴 次子祖貴 三子阿杖 

四子錦容 

十六世祖彥邦公英明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勝任公英明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四子 長子紹基 次子創基 三子培

基 四子鴻基 

 

十六世祖大任公英明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五子 長子叶羽 次子焕珠 三子石

九 四子焕楷 五子軍羽 

十六世祖清華公占元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厚發 

十六世祖美祿公□□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達森 

十六世祖連泰公韋文公之子 妻文氏生一子來發 

十六世祖就穩公貴發公之長子 妻羅氏 養子乾福 

十六世祖咱穩公貴發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連穩公貴發公之三子 妻鍾氏生一子權伙 

十六世祖鳳林公貴發公之四子 妻陳氏 

十六世祖耀平公□□公之子 妻蔡氏生二子 長子全泰 次子成泰 

十六世祖長久公開道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土曹 次子英發 

十六世祖慶廣公陞德公之長子 妻簡氏生一子祖安 

十六世祖慶財公陞德公之次子 妻莊氏生二子 長子南效 次子天祺 



十六世祖慶林公文德公之繼子 妻張氏生四子 長子寧安 次子傑安 三子全

安 

 

 四子德龍 

十六世祖慶餘公陞德公之四子 

十六世祖木桂公信元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容保 

十六世祖繼祖公榮昌公之長子 妻莊氏生一子滿球 

十六世祖金受公榮昌公之次子 妻黃氏 

十六世祖乾發公江濤公之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容興 次子興全 三子梅芳 

十六世祖卓壽公兆蘭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英貴公兆蘭公之次子 妻簡氏生三子 長子成安 次子阿朝 三子福

泰 

十六世祖松壽公業望公之子 妻宋林氏生一子鳳貴 

十六世祖煜芝公達德公之子 妻馮氏生一子敬全 

十六世祖學成公□□公之子 妻譚文氏生一子百富 

十六世祖發有公華邦公之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水德 次子伯德 

十六世祖憐泰公根大公之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醮妹 次子醮發 

十六世祖英開公美粦公之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連有 次子火興 

 

十六世祖天送公□□公之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耀宗 次子水渭 三子燦桂 

十六世祖龍光公□□公之子 妻張氏 繼子富祥 

十六世祖招太公得如公之子 妻簡氏生二子 長子繼穩 次子繼宗 

十七世祖奉泰公錦華公之子 妻莊氏生一子怡責 

十七世祖成質公錦華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立誠公志英公之子 妻文氏生一子潤信 

十七世祖鉅鴻公成大公之長子 妻袁廖氏生二子 長子信禮 次子素和 

十七世祖醮泰公旭華公之長子 妻□氏生一子錦方 

十七世祖木發公旭華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正芳 次子英芳 三子有

芳 

十七世祖金卓公晃達公之長子 妻張氏 養子來富 

十七世祖祿壽公晃達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一子萼粦 養子客貴 

十七世祖火文公瓊業公之子 妻廖氏生一子富粦 

十七世祖創富公大穩公之長子 妻鍾氏生四子 長子喜壽 次子喜祥 三子惠

祥 

 

 四子樹祥 

十七世祖廣運公潤業公之長子 妻袁陳氏生六子 長子益壽 次子益善 三子

益和 四子煜坤 五子容光 六子德光 公安葬於丙岡富坑 地形獅子 望龍



樓 

十七世祖效靈公潤業公之次子 妻羅氏生一子鑑鴻 

十七世祖耀采公永年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炳榮 次子燈桂 

十七世祖裕昌公永年公之次子 燈桂過繼 

十七世祖軒玉公增業公之長子 （僑美） 

十七世祖軒雲公增業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孫穩 

十七世祖景興公榕穩公之子 妻麥氏 

十七世祖火壽公萬興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觀信公天德公之次子 妻黎梁氏 

十七世祖粦富公大穩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根壽公晃達公之三手 

 

十七世祖滿金公晃達公之四子 

十七世祖繼福公天德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一子光祖 

十七世祖喜安公金祥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樹穩 次子水林 

十七世祖安壽公金祥公之次子 妻鍾氏生二子 長子水福 次子火納 

十七世祖敬全公金祥公之三子 妻劉氏生二子 長子壽穩 次子水貴 

十七世祖照全公金祥公之四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百根 次子齊發 

十七世祖伯安公金祥公之五子 

十七世祖成泰公耀華公之子 妻陳氏生一子金堂 

十七世祖東秀公南昌公之子 

十七世祖金堂公萬興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才喜公逄有公之繼子 

十七世祖亞成公逄有公之繼子 

十七世祖慶保公長壽公之子 養子來就 

十七世祖丙護公崇禮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木容 次子榮壽 三子商

粦 

 

十七世祖啟護公崇禮公之長子 妻侯氏生二子 長子壽全 次子壽祿 

十七世祖肖江公維禮公之子 妻廖氏生一子福全 

十七世祖澄清公秉禮公之長子 妻麥氏生四子 長子水付 次子全發 三子全

太 四子英泰 

十七世祖享清公秉禮公之次子 妻廖氏 

十七世祖亞福公秉禮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火壽公萬興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金堂公萬興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清虫貝公重福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一子水水粦 

十七世祖連虫貝公重福公之次子 妻文莊氏生五子 長子根祥 次子國祥 三子



運祥 四子合祥 五子伙祥 

十七世祖汝平公秉樞公之長子 妻駱氏 

十七世祖春平公秉樞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一子容壽 

十七世祖桃穩公運樞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龍科 次子炳壽 三子信

壽 

 

十七世祖炳宜公運樞公主三子 

十七世祖林穩公運樞公之四子 

十七世祖基平公秉樞公之三子 妻蔡氏生二子 長子廣壽 次子廣全 

十七世祖燦平公秉樞公之四子 妻張氏 

十七世祖東平公秉樞公之五子 妻鄧氏 

十七世祖祿業公秉樞公之六子 

十七世祖理文公衍樞公之子 妻張氏生五子 長子就紅 次子石乾 三子業懷 

四子仙家 五子祖添 

十七世祖富穩公運樞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日壽 次子木全 

十七世祖直喜壽公就發公之長子 

十七世租金壽公就發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醮祥公就發公之三子 妻文氏生一子柱炳 

十七世祖木穩公萬發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伙穩（永剛）公萬發公之次子 妻侯氏生二子 長子坤泉 次子坤霖 

（僑英） 

 

十七世祖上任公金成公之長子 妻劉氏生四子 長子公福 次子戊福 三子清福 

四子壽福 

十七世祖連任公金成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福澤公占魁公之子 

十七世祖興發公元魁公之子 妻文氏生三子 長子鏡全 次子廣泉 三子培泉 

十七世祖炳發公紹魁公之長子 妻黃文張氏 

十七世祖裕發公紹魁公之次子 妻蔡氏生一子毓祥 

十七世祖念發公紹魁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根發公鼎魁公之子 妻廖氏生五子 長子火安 次子土壽 三子錦朝 

四子亞光 五子錦齊 

十七世祖日發公紹魁公之四子 

十七世祖兆良公紹魁公之五子 

十七世祖壽發公掄魁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金發公掄魁公之次子 妻鄧林氏 佳可公過繼 

 

十七世祖乾發公掄魁公之三子 妻何孔鄧氏生一子子康 



十七世祖森發公掄魁公之四子 妻伍張氏生五子 長子潤華 次子璧輝 三子富華 

四子志輝 五子佳可 

十七世祖水發公掄魁公之五子妻 鄧廖氏生五子 長子培祥 次子火祥 三子漢祥 

四子土祥 五子禎祥 

十七世祖鎮泰公傑魁公之長子 妻文氏 

十七世祖醮泰公傑魁公之次子 妻徐黃氏生四子 長子榮祿 次子榮壽 三子榮祥 

四子滿池 

十七世祖怡泰公彥魁公之子 妻文黃氏生四子 長子英林 次子多有 三子添

有 四子樹有 

十七世祖醮穩公榮魁公之長子 妻黃氏 養子燦壽 

十七世祖水穩公榮魁公之次子 妻李鍾氏生一子國石 養子成有 （僑英） 

十七世祖炳全公榮魁公之五子 

十七世祖藉全公榮魁公主六子 

 

十七世祖廣泰公仁魁公之繼子 妻文氏生一子裕翰 

十七世祖炳泰公義魁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水業公美興公之子 妻梁黃氏生三子 長子彭南 次子富連 三子坤

祥 

十七世祖煦光公梅魁公之子 妻劉氏生三子 長子錦渭 次子銳堂 三子基雲 

十七世祖醮祥公禮魁公之子 養子興全 

十七世祖鑄南公高魁公之子 妻陳氏 

十七世祖嘉風公信魁公之子 妻簡氏 養子興全 

十七世祖容丙公仁義公之子 

十七世祖信珠公智義公之子 

十七世祖壽祥公連發公之子 妻廖氏生一子英才 

十七世祖明光公梅魁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澤其公高魁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美德公效良公之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興發 次子興華 

十七世祖水祥公效寸公之孖子 妻張氏生四子 長子英球 次子英齊 三子英發 

 

 四子英兆 

十七世祖來發公連壽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均泰公連壽公之次子 妻陳氏生四子長子錫輝 次子鍚華 三子錫培 

四子錫波 （僑英） 

十七世祖樹生公興言公之子 

十七世祖美九公厚發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就福公厚發公之次子 妻鄧氏生一子火運 

十七世祖林福公裕蘭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四子 長子煜秋 次子煜權 三子旭文 



四子旭清 

十七世祖滿勝公國泰公之子 妻莊氏 養孫華寬 

十七世祖壽發公伙有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閏壽公伙有公之次子 妻廖氏生一子柱南 

十七世祖水泰公奉全公之長子 妻徐氏 

十七世祖火泰公奉全公之次子 妻張鍾李氏生三子 長子興和 次子興祥 三

子興福 

 

十七世祖桂龍公土安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根龍公土安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水九公金好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壽齊公金好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灶喜公金好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萬培公金好公之四子 

十七世祖伙興公金好公之五子 

十七世祖伙亮公金好公之六子 妻鄧氏生一子國泰 

十七世祖有才公□□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敬穩 

十七世祖成發公□□公之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金伙 次子就穩 

十七世祖啟康公效文公之長子 妻張氏 

十七世祖正德公效文公之三子 妻鄧張張氏生四子 長子庚申 次子木全 三子興

倫 四子興業 

十七世祖改添公益善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水穩公益善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登發公石穩公之長子 妻蔡氏生三子 長子冬文 次子炳祥 三子應

祥 

十七世祖水發公石穩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齊發公石穩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文望公潤為公之長子 妻林黃氏生一子祖發 

十七世祖容炳公潤為公之次子 妻黃氏 

十七世祖國林公百金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金可公遂業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崇遇公遂業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炳興公遂業公之三子 妻麥氏 

十七世祖炳成公遂業公之四子 

十七世祖戊信公□□公之子 妻江氏生一子錦培 

十七世祖成發公英龍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嘉德 

十七世祖佰壽公福龍公之長子 妻簡氏生三子 長子英發 次子水發 三子根



容 

十七世祖德壽公福龍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就保公富敬公之子 妻陳氏生一子澤培 

十七世祖德正公現龍公之子 妻歐張氏生一子合容 

十七世祖水僊公英平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貴年公英平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錦財公廣全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公壽公廣全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彭舍公廣全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錦榮公財喜公之長子 妻簡氏生一子禎祥 

十七世祖三全公財喜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錦祥公財喜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裕壽公財喜公之四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枝祥 次子春發 三子醮

福 

十七世祖孝鳳公萬勝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鳳保公萬勝公之次子 妻鄧氏生五子 長子堯泰 次子章泰 三子東泰 

四子清泰 五子森泰 

 

十七世祖鳳祥公萬勝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鳳德公萬勝公之四子 妻廖氏生三子 長子長泰 次子義泰 三子穩

泰 

十七世祖文福公集成公之長子 妻黃張氏生一子有信 

十七世祖炳福公集成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三子 長子有達 次子有財 三子有

和 

十七世祖培福公集成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正武公金保公之長子 妻莊氏生四子 長子木壽 次子吉祥 三子春堯 

四子偉東 

十七世祖丁其公金保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添容公穆勝公之子 妻賴氏生一子就德 

十七世祖繼穩公武彥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炳盛 次子合國 

十七世祖耀猷公□□公之子 妻馮氏生一子安成 

十七世祖全泰公耀平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成泰公躍平公之次子 妻陳氏生一子金昌 

十七世祖恒三公效文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林發 次子均發 

 

十七世祖海全公衍樞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金全公衍樞公之三子 妻麥氏 養子集貴 



十七世祖上曹公長久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英發公長久公之次子 妻蔡氏生二子 長子己福 次子木生 

十七世祖添福公重慶公之長子 妻文氏 樹炳過繼 

十七世祖林福公重慶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三子 長子樹炳 次子土金 三子金

安 

十七世祖啟賢公書成公之長子 妻文氏 

十七世祖啟樹公書成公之次子 妻陶氏牛二子 長子木喜 次子灼亮 

十七世祖啟運公書成公之三子 妻文廖氏生二子 長子中輔 次子漢平 

十七世祖創虫貝公萬勝公之長子 妻侯氏生二子 長子壽喜 次子根生 

十七世祖祖虫貝公萬勝公之次子 妻黃氏 

十七世祖阿枚公萬勝公之三子 妻鄧氏 

十七世祖錦容公萬勝公之四子 

十七世祖大昌公□□公之子  

十七世祖興發公□□公之子 

 

十七世祖南昌公□□公之子 妻林氏生一子觀保 

十七世祖容桂公天英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容昌公天英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廣容公天英公之三子 妻黃曹氏 養子惠棠 

十七世祖金全公百穩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壽怡公百穩公之次子 妻葉氏生三子 長子聰明 次子日明 三子美

德 

十七世祖壽南公百穩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英祥公□□公之子 妻孟氏生子根全 

十七世祖惟壽公□□公之子 

十七世祖紹基公勝任公之長子 妻劉氏生一子三槐 

十七世祖培基公勝任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叶羽公大任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炳光 次子炳貴 

十七世祖焕楷公大任公之四子 

十七世祖軍羽公大任公之五子 妻張氏生一子炳泰 

 

十七世祖焕珠公大任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石九公大任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鴻基公勝任公之四子 妻□氏生一子品朝 

十七世祖厚發公清華公之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天祥 次子祥祿 

十七世祖達森公美祿公之子 妻楊氏生一子永華 

十七世祖來發公連泰公之子 妻廖氏生一子金滿 

十七世祖祖安公慶廣公之子 妻莊氏生二子 長子容盛 次子清茂 



十七世祖南效公慶財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茯齡 

十七世祖天祺公慶財公之次子 妻廖氏生一子日明 

十七世祖寧安公慶林公之長子 妻馮氏生一子來發 

十七世祖傑安公慶林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有發 次子美壽 

十七世祖德龍公慶林公之四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福壽 次子煜新 

十七世祖全安公慶林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全福公裕蘭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四子 孖子桂祺 孖子桂初 三子樹穩 

四子景漢 

 

十七世祖容保公木桂公之子 妻杜文氏生一子金穩 

十七世祖滿球公繼祖公之子 妻何氏生一子日華 

十七世祖嘉慶公□□公之子 妻何氏生一子品容 

十七世祖容興公乾發公之長子 妻簡氏生二子 長子敬火 次子敬九 

十七世祖興全公乾發公之次子 妻廖氏 

十七世祖梅芳公乾發公之三子 妻鄧氏 

十七世祖成安公英貴公之長子 妻張氏 

十七世祖亞朝公英貴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福泰公英貴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添壽 次子伙壽 

十七世祖創基公勝任公之次子 妻張張氏生二子 長子福樹 次子康泰 

十七世祖鳳貴公松壽公之子 妻麥氏生二子 長子醮泰 次子裕泰 

十七世祖福昌公創業公之子 妻廖氏 養子伯維 

十七世祖敬全公煜芝公之子 妻萬氏生一子守九 

 

十七世祖百富公學成公之子 妻簡張氏生二子 長子水仙 次子金有 

十七世祖水德公發有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伯德公發有公之次子 妻侯氏生一子金祥 

十七世祖醮妹公憐泰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四子 長子霖喜 次子全喜 三子歡喜 

四子偉雄 

十七世祖醮發公憐泰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連有公英開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火興公英開公之次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焯文 次子焯林 

十七世祖耀宗公天送公之長子 妻□氏生五子 長子龍芬 次子有芬 三子富芬 

四子雲芬 五子滿芬 

十七世祖水渭公天送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燦桂公天送公之三子 妻廖氏生一子有和 

十七世祖富祥公龍光公之繼子 妻黃氏 生子水佳 

十七世祖啟賢公□□公之子 妻文氏生一子植穩 

 



十七世祖繼穩公招太公之長子 妻蘇廖氏生二子 長子運有 次子金有 

十七世祖繼宗公招太公之次子 妻廖氏生一子廣華 

十七傳叔壽公成大公之次子 妻簡氏生八子 長子炳福 次子炳林 三子清福 

四子清培 五子敬福 六子炳祥 七子福祥 八子炳光 

十七傳國池公佰金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潤琨 次子祖就 （僑英） 

十七傳天龍公上安公之次子 妻鍾氏生二子 長子光榮 次子光廷 （僑英） 

十七傳添祿公醮言公之養子 妻朱氏生五子 長子創平 次子創貴 三子創就 四

子添祥 五子創業 

十七傳煜培公榮魁公之三子 妻□侯氏生四子 長子國明 次子國安 三子國平 

四子國生 （僑英） 

十七傳水全公榮魁公之四子 妻梁廖氏生六子 長子家權 次子家和 三子家發 

四子鑑波 五子鑑雄 六子鑑輝 （僑英） 

十七世祖煊全公榮魁公之七子 妻何氏生四子 長子偉樑 次子偉傑 三子偉光 

 

 四子偉豪 

十七傳日華公榮魁公之八子 妻譚氏生二子 長子志恒 次子志忠 （僑英） 

十七傳水穩公效寸公之孖子 妻林氏生五子 長子根有 孖子金發 孖子金有 四

子金耀 五子鳳球 

十七傳來發公嘉壽公之長子 妻周氏生二子 長子晋源 次子晋豪 

十七傳玲發公嘉壽公之次子 妻楊氏 （僑英） 

十七傳伙才公廣全公之長子 妻侯氏生二子 長子兆輝 次子嘉輝 （僑荷） 

十七傳木潤公廣全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永希 次子永強 （僑荷） 

十七世祖球雅公百福公之養子 妻陳氏生四子 長子運權 次子運佳 三子永安 

四子運齊 

十七世祖炳洪公英平公之子 妻簡氏生二子 長子智偉 次子智能 （僑英） 

十七傳有穩公武彥公之次子 妻陸氏生一子志強 

十七傳乾福公就穩公之養子 妻廖氏生三子 長子敬林 次子兆林 三子傑林 

十七傳權伙公連穩公之子 妻侯氏生一子家裔 

十七世祖壽泰公英祥公之子 妻廖氏生一子金培 

 

十八世祖怡責公成質公之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錦壽 次子泰桂 養子石穩 

十八世祖潤信公立誠公之子 妻文袁氏生二子 長子培穩 次子燦培 

十八世祖信禮公鉅鴻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雲駒 次子雲軒 

十八世祖炳林公叔壽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正芳公木發公之長子 妻徐氏生三子 長子炳培 次子福齊 三子齊

穩 

十八世祖英芳公木發公之次子 妻廖氏生一子炳泰 

十八世祖有芳公木發公之三子 



十八世祖錦芳公醮泰公之子 

十八世祖來富公金卓公之養子 

十八世祖富粦公火文公之子 妻□氏  

十八世祖喜壽公創富公之長子 妻徐氏生一子培貴 

十八世祖喜祥公創富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惠祥公創富公主二子 

十八世祖萼粦公祿壽公之子 

 

十八世祖客貴公祿壽公之養子 妻文氏生五子 長子信九 次子鏡宇 三子信公 

孖子日龍 五子照勝 

十八世祖益壽公廣運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焯垣 次子樹權 

十八世祖益釜□公廣運公之次子 妻陳鄧氏生六子 長子誠華 次子孝昭 三子

孝廉 四子孝忠 五子孝信 六子孝慈 

十八世祖益和公廣運公之三子 

十八世祖煜坤公廣運公之四子 

十八世祖容光公廣運公之五子 妻簡氏 （僑英） 

十八世祖光祖公繼福公之子 妻高蔡馮氏 過繼子偉洪 

十八世祖百根公照全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齊發公照全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樹穩公喜安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水林公喜安公之次子 妻李文文梁氏生二子 長子國慶 次子根祥 

十八世祖水福公安壽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火納公安壽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金堂公成泰公之子 妻酈氏生二子 長子火壽 次子日森 

十八世租廣壽公基平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水粦公清貴公之子 妻文氏 

十八世祖國祥公連貴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就紅公理文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石乾公理文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業懷公理文公之三子 

十八世祖炳壽公桃穩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信壽公桃穩公之三子 

十八世祖仙家公理文公之四子 

十八世祖日壽公富穩公之長子 妻楊氏生二子 長子毓乾 次子未齊 

十八世祖木全公富穩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龍科公桃穩公之長子 妻簡氏生一子正全 

 



十八世祖坤泉公伙穩（永剛）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公福公上任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戊福公上任公之次子 妻文侯氏生一子金泰 

十八世祖清福公上任公之三子 

十八世祖壽福公上任公之四子 妻文氏生三子 長子德雲 次子偉乾 三子偉

林 

十八世祖水付公澄清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全發公澄清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全太公澄清公之三子 

十八世祖英泰公澄清公之四子 妻林氏牛一子祿根 

十八世祖福全公肖江公主子 妻□氏生一子錦韶 

十八世祖壽全公啟護公之長子 妻陳蔡氏 養子千福 

十八世祖壽祿公啟護公之次子 妻鄧氏生一子水貴 養子添貴 （僑美） 

十八世祖木容公丙護公之長子 妻文氏 

十八世祖榮壽公丙護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南粦公丙護公之三子 

 

十八世祖毓祥公裕發公之子 

十八世祖鏡全公興發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公壽 次子土壽 

十八世祖廣泉公興發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培泉公興發公之三子 

十八世祖火安公根發公之長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國柱 次子偉清 

十八世祖火祥公水發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來就公興保公之養子 妻鄭氏生二子 長子水九 次子福興 

十八世祖潤華公森發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一子根安 

十八世祖富華公森發公之三子 妻周氏生五子 長子鏗然 次子鏘然 三子本永 

四子本偉 五子本浩【一九六六年新界鄉議局第十七屆主席 一九六七年晉封

MBE 太平紳士 一九六八年新界鄉議局訪英代表團團長（廣州大學士）】 

十八世祖志輝公森發公之四子 妻李梁氏生三子 長子鈞城 次子鈞石 三子

培生 （僑美） 

 

十八世祖佳可公金發公之繼子 妻廖氏生一子運祥 

十八世祖榮壽公醮泰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榮祥公醮泰公之三子 

十八世祖多有公怡泰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銳堂公煦光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興全公嘉風公之養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煒邦 次子安邦 

十八世祖祖就公國池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上壽公根發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錦朝公根發公之三子 

十八世祖亞光公根發公之四子 

十八世祖錫輝公均泰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柱南公潤壽公之子 

十八世祖興和公火泰公之長子 妻鍾氏生二子 長子煒洪 次子偉林 （僑英） 

十八世祖興祥公火泰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興福公火泰公之三子 

十八世祖敬穩公有才公之子 妻□氏 

十八世祖金伙公成發公之長子 妻莊氏 養子中全 

十八世祖就穩公成發公之次子 （僑美） 

十八世祖炳榮公耀采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一子海雲 （僑美） 

十八世祖燈桂公耀采公之次子 妻□氏生四子 長子瑞祥 次子燦祥 三子燦華 

四子順華 

十八世祖冬文公登發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祖發公文望公之子 妻文蔡氏 

十八世祖禎祥公水發公之五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雄德 次子安德 （僑德） 

十八世祖火祥公水發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嘉德公成發公之子 妻□氏 養子樹祺 

十八世租英發公佰壽公之長子 妻羅氏 養子樹邦 

十八世祖水發公佰壽公之次子 妻廖氏 

 

十八世祖根容公佰壽公之三子 

十八世祖澤培公就保公之子 妻盧氏生一子杏滿 

十八世祖禎祥公錦榮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萬權 

十八世祖枝祥公裕壽公之子 

十八世祖春發公裕壽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堯泰公鳳保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四子 長子根華 次子根齊 三子根南 

四子根水 

十八世祖章泰公鳳保公之次子 妻鄭氏 養子樹培 

十八世祖森泰公鳳保公之五子 妻杜氏生二子 長子永培 次子永福 

十八世祖清泰公鳳保公之四子 妻廖氏生一子留桂 

十八世祖長泰公鳳德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錦達 

十八世祖義泰公鳳德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穩泰公鳳德公之三子 妻蘇氏生一子堅立 

十八世祖有達公炳福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有財公炳福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樹炳公林福公之長子 妻林文氏生一子木權 

十八世祖木壽公正武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吉祥公正武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春堯公正武公之三子 妻劉氏生二子 長子石林 次子劍有 

十八世祖偉東公正武公之四子 

十八世祖壽喜公創貴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根生公創貴公之次子 妻侯李氏生一子積成 

十八世祖觀保公南昌公之子 妻林氏生三子 長子廣大 次子廣華 三子土壽 

十八世祖根全公英祥公之子 妻文氏 養子來福 

十八世祖三傀公紹基公之子 妻林氏生三子 長子國礎 次子信泉 三子興和 

十八世祖炳光公叶羽公之長子 妻王氏生二子 長子祖信 次子祖耀 

十八世祖炳貴公叶羽公之次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新惠 次子日現 

十八世祖炳泰公軍羽公之子 妻徐劉氏生三子 長子添壽 次子樹福 三子根

福 

 

十八世祖品朝公鴻基公之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醮海 次子潤培 

十八世祖安成公耀猷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敬瑞 

十八世祖天祥公厚發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祥祿公厚發公之次子 妻蔡氏生一子劍福 

十八世祖毛乾公□□公之子 妻有氏生一子廣信 

十八世祖金昌公成泰公之子 妻蔡氏生三子 長子容壽 次子敬容 三子藉容 

十八世祖林發公恒三公之長子 妻莊氏 養子日桂 

十八世祖均發公恒三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己福公英發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木生公英發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一子日光 

十八世祖容盛公祖安公之長子 妻張文廖氏生一子炳林 

十八世祖清茂公祖安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茯齡公南效公之子 

十八世祖日明公天祺公之子 

 

十八世祖來發公寧安公之子 妻黃氏生一子金和 

十八世祖有發公傑安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美壽公傑安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水仙 次子英桂 三子桂

興 

十八世祖福壽公德龍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煜新公德龍公之次子 妻陳張氏生六子 長子漢華 次子漢國 三子兆

堅 四子兆康 五子兆基 六子兆輝 



十八世祖金穩公容保公之子 妻文侯氏生一子水齊 

十八世祖日華公滿球公之子 養子有祥 

十八世祖品容公嘉慶公之子 妻文氏生一子宗石 

十八世祖敬火公容興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連信 

十八世祖敬九公容興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連達 

十八世祖添壽公福泰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伙壽公福泰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一子煜穩 養子根池 

十八世祖福樹公創基公之子 妻鄧氏生三子 長子容德 次子日添 三子日權 

 

十八世祖醮泰公鳳貴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裕泰公鳳貴公之次子 妻曾氏生二子 長子壽洪 次子炳雄 

十八世祖守九公敬全公之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醮財 次子醮文 

十八世祖水仙公百富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金有公百富公之次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廣泰 次子廣大 三子京

泰 

十八世祖霖喜公醮妹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一子見勝 

十八世祖全喜公醮妹公之次子 妻除氏生三子 長子鈺培 次子錦培 三子醮

新 

十八世祖歡盍□公醮妹公之三子 妻郭氏生二子 長子志強 次子志誠 

十八世祖康泰公創基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天財 

十八世祖植穩公啟賢公之子 妻廖氏生四子 長子昆鴻 次子鈞粦 三子松芳 

四子榮芳 

十八傳素和公鉅鴻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智明 （僑加） 

 

十八世祖炳福公叔壽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金麟 次子雲龍 

十八傳清福公叔壽公之三子 妻白氏生一子保華 （僑英） 

十八傳清培公叔壽公之四子 妻葉氏生二子 長子英豪 次子英傑 （僑英） 

十八傳敬福公叔壽公之五子 妻張氏生一子偉連 （僑英） 

十八傳炳祥公叔壽公之六子 妻胡氏生一子鎮威 

十八傳福祥公叔壽公之七子 

十八傳炳光公叔壽公之八子 妻伍氏 （僑英） 

十八傳潤琨公國池公之長子 妻林氏 英國學士（一九七九年） （僑加） 

十八傳樹祥公粦富公之繼子 妻林氏生一子國財 

十八傳德光公益善公之六子 

十八傳壽穩公敬全公之長子 妻蔡氏生一子滿兒 （僑英） 

十八傳水貴公敬全公之次子 妻鍾氏生二子 長子萬財 次子惠興 （僑英） 

十八傳容壽公春平公之子 （僑居基利疏埠未詳） 

十八傳廣全公基平公之次子 妻文麥氏生四子 長子世強 次子世亮 三子世裕 



四子世為 

 

十八傳根祥公連貴公之長子 妻周氏生一子惠勇 

十八傳連祥公連貴公之三子 妻朱氏生五子 長子樹發 次子樹明 三子水權 

四子祿明 五子閏發 （僑英） 

十八傳合祥公連貴公之四子 妻譚周氏 （僑美） 

十八傳伙祥公連貴公之五子 妻溫陳氏生五子 長子均文 次子浩文 三子啟文 

四子偉文 五子志文 

十八傳祖添公理文公之五子 妻易氏生四子 長子子明 次子子榮 三子子林 

四子子堅 

十八傳柱炳公醮祥公之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少忠 次子少良 

十八傳坤霖公伙穩（永剛）公之次子 妻梁氏生二子 長子逸鴻 次子逸基 妻

岑氏生一子俊浩 （僑美） 

十八傳子康公乾發公之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月文 次子江文 

十八世祖錦齊公根發公之五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玉池 次子桂清 （僑英） 

十八傳錦渭公煦光公之長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澤文 次子世朝 （僑英） 

 

十八傳基雲公煦光公之三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叔耀 次子叔堅 （僑英） 

十八世祖彭南公水業公之長子 妻廖氏生五子 長子梅礎 次子槽章 三子燦章 

四子權章 五子啟璋 

十八世祖富連公水業公之次子 妻鄒文氏生四子 長子沛淇 次子沛粦 三子志

偉 四千志強 

十八傳坤祥公水業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永年 次子永雄 一九八八

年新界北區民選區議員 

十八世祖英林公怡泰公之長子 妻朱張氏生四子 長子漢楷 次子敬祥 三子世

昌 四子滿堅 

十八世祖添有公怡泰公之三子 妻莫薛氏生四子 長子根玄 次子擁文 三子勇輝 

四子根章 

十八世祖樹有公怡泰公之四子 妻周氏生二子 長子銳琴 次子銳忠 

十八世祖榮祿公醮泰公之長子 妻溫廖氏生三子 長子鈺鏗 次子玉厚 三子

鈺清 

十八傳滿池公醮泰公之四子 妻曹氏生一子揮雄 養子俊雄 （僑英） 

 

十八傳偉樑公煊全公之長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世業 次子兆峯 

十八傳偉傑公煊全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泳朝 次子卓麟 

十八傳偉光公煊全公之三子 妻莊氏 

十八傳偉豪公煊全公之四子 

十八傳國石公水穩公之長子 妻范氏生二子 長子國物 次子振華 （僑英） 



十八傳成有公水穩公之養子 

十八世祖裕翰公廣泰公之子 妻黎廖氏生三子 長子啟榮 次子維益 三子沛

林 養子沛清 

十八世祖興發公美德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五子 長子樹穩 次子貴枝 三子錫康 

四子錫剛 五子錫根 

十八傳興華公美德公之次子 妻荷洪氏生二子 長子燦桓 次子大偉 （僑荷） 

十八傳國明公煜培公之長子 妻梁氏 （僑英） 

十八傳國安公煜培公之次子 妻譚氏生一子安達 （僑英） 

十八傳國平公煜培公之三子 妻侯氏生一子堅立 

 

十八傳國生公煜培公之四子 妻劉氏 （僑英） 

十八傳燦壽公醮穩公之養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天佑 次子柏森 

十八傳根有公水穩公之長子 妻葉氏生一子國光 （僑美） 

十八世祖金發公水穩公之孖子 妻廖氏生一子國東 （僑英） 

十八傳金有公水穩公之孖子 妻趙氏生二子 長子國熙 次子國榮 （僑英） 

十八捿金耀公水穩公之四子 妻趙氏 （僑英） 

十八傳鳳球公水穩公之五子 妻王氏生二子 長子浩然 次子景然 

十八傳錫華公均泰公之次子 妻辛氏（一九八四年）英國博士 （僑美） 

十八傳錫培公均泰公之三子 妻林氏 （僑英） 

十八傳錫波公均泰公之四子 妻鄧氏生一子奕斐（僑英） 

十八傳火運公就福公之子 妻廖氏生三子 長子鎮培 次子達興 三子達朝 

十八傳煜秋公林福公之長子 妻梁氏生一子定邦 （僑英） 

十八傳煜權公林福公之次子 妻李氏生二子 長子志威 次子志豪 （僑英） 

十八傳旭文公林福公之三子 妻劉氏生二子 長子勁麟 次子宇麟 （僑英） 

 

十八傳旭清公林福公之四子 妻陳氏生三子 長子文俊 次子文傑 三子文健 

（僑英） 

十八傳英才公壽祥公之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偉民 次子偉國 

十八傳光榮公天龍公之長子 （僑英） 

十八傳光廷公天龍公之次子 （僑英） 

十八傳國泰公伙亮公之子 妻劉氏生六子 長子天賜 次子海鋒 三子志江 

四子志海 五子志洋 六子渭權 

十八傳庚申公正德公之長子 妻廖氏生一子運培 （僑英） 

十八傳木全公正德公之次子 妻林氏 （僑英） 

十八世祖興倫公正德公之三子 妻陳氏生一子錦榮 （僑英） 

十八傳興業公正德公之四子 妻李氏 長子志明 次子志誠 （僑英） 

十八世祖炳祥公登發公之次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慧強 次子衛東 三子衛

民 



十八傳應祥公登發公之三子 妻廖氏生一子振業 

十八傳璧輝公森發公之次子 妻鄧梁氏生五子 長子漢樞 次子學端 三子堅立 

四子秋立 五子士朝 

 

十八傳培祥公水發公之長子 妻梁氏生四子 長子國泰 次子國華 三子國傑 

四子國權 

十八世祖漢祥公水發公之三子 妻李氏 養子家俊 

十八傳土祥公水發公之四子 妻容氏生一子應佳 

十八傳桂祺公全福公之孖子 妻溫氏生二子 長子富榮 次子富暉（僑英） 

十八傳桂初公全福公之孖子 妻張氏生一子雲雄 （僑英） 

十八傳樹穩公全福公之三子 妻梁氏生二子 長子志文 次子俊文 （僑英） 

十八傳景漢公全福公之四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展宏 次子梓泰 

十八傳運權公球雅公之長子 妻石氏生二子 長子威文 次子威漢 

十八世祖運佳公球雅公之次子 妻鄭氏生一子駿仁 

十八傳永安公球雅公之三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潤華 次子潤強 

十八傳運齊公球雅公之四子 

十八世祖孫穩公軒雲公之子 妻林氏生三子 長子宋傑 次子世傑 三子世君 

十八傳家和公水全公之次子 妻鄭氏生一子梓楓 

 

十八傳家權公水全公之長子 （僑英） 

十八傳家發公水全公之三子 

十八傳鑑波公水全公之四子 （僑英） 

十八傳鑑雄公水全公之五子 （僑英） 

十八傳鑑輝公水全公之八子 （僑英） 

十八傳士心恒公日華公之長子 妻錢氏 英國學士（一九八五年） （僑英） 

十八傳士心忠公日華公之次子 妻歐陽氏 英國碩士（一九八七年） （僑英） 

十八傳錦培公戊信公之子 

十八傳合容公 德正公之子 妻黃氏生四子 長子穩泰 次子泰全 三子泰昌 

四子錦雄 

十八傳智偉公炳洪公之長子 妻蕭氏生一子國華 （僑英） 

十八傳智能公炳洪公之次子 （僑英） 

十八傳兆輝公伙才公之長子 妻劉氏（僑荷） 

十八傳嘉輝公伙才公之次子 妻王氏生一子富康（僑荷） 

 

十八傳永希公木潤公之長子 妻金氏生一子宇翔（僑荷） 

十八傳永強公木潤公之次子 妻吳氏生一子子淳（僑荷） 

十八傳醮福公裕壽公之子 妻黃氏 

十八世祖有信公文福公之子 妻文氏生四子 長子柱來 次子坤池 三子玉泉 



 四子恒昌 

十八傳有和公炳福公之三子 妻文湯氏生四子 長子坤泉 次子國威 三子志強 

 四子興富 

十八世祖土金公林福公之次子 妻何杜氏生八子 長子木照 次子福齊 三子潤

權 四子灼興 五子興壽 六子德賀 七子興齊 八子慶年 

十八傳金安公林福公之三子 妻麥氏生二子 長子燈輝 次子燈賀 

十八世祖東泰公鳳保公之三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堅城 次子堅安 

十八傳木喜公啟樹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德成 次子德輝 （僑英） 

十八傳灼亮公啟樹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就德公添容公之子 妻勞氏生五子 長子漢華 次子漢榮 三子漢培 

 

  四子漢錦 五子漢標 

十八傳惠棠公廣容公之養子 妻簡氏生四子 長子興龍 次子興國 三子興權 四

子興旋  

十八傳中輔公啟運公之長子 妻江氏生五子 長子王勝 次子玉芳 三子玉堂 

四子嘉年 五子英奇 妻湛氏 

十八傳漢平公啟運公之次子 妻羅氏  （僑英） 

十八傳聰明公壽怡公之長子 妻莊氏生二于 長子國超 次子傑烽  

十八傳日明公壽怡公之次子 妻冼氏生二子 長子世傑 次子榮鏘 （僑英） 

十八傳美德公壽怡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一子偉傑 

十八傳炳盛公繼穩公之長子 妻黃氏 （僑英） 

十八傳合國公繼穩公之次子 （僑英） 

十八傳志強公有穩公之子 妻徐氏生二子 長子榮基 次子榮鋒 

十八傳永華公達森公之子 妻鄧氏生一子振宇 

十八世祖金滿公來發公之子 妻莊氏生二子 長子永超 次子永堅 （僑英） 

 

十八傳敬林公乾福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一子偉業 （僑英） 

十八傳兆林公乾福公之次子 妻文氏 （僑英） 

十八傳傑林公乾福公之三子 （僑英） 

十八傳家裔公權伙公之子 （僑英） 

十八傳集貴世祖金全公之養子 妻蘇氏生四子 長子永欽 次子華發 三子永發 

四子永財 

十八世祖伯維公福昌公之養子 妻侯氏生四子 長子永輝 次子永勤 三子永區 

四子永年 

十八傳英球公水祥公之長子 妻胡氏 

十八傳英齊公水祥公之次子 妻譚氏生一子澤明 

十八傳英發公水祥公之三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漢楷 次子明楷 

十八傳英兆公水祥公之四子 妻譚氏 



十八傳金祥公伯德公之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國忠 次子國元 

十八傳偉雄公醮妹公之四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志剛 次子志豪 （僑英） 

 

十八傳焯文公火興公之長子 妻駱氏生四子 長子國傑 次子國校 三子國富 

四子國德 

十八世祖焯林公火興公之次子 妻李氏生一子國榮 （僑英） 

十八傳龍芬公耀宗公之長子 

十八傳有芬公耀宗公之次子 

十八傳富芬公躍宗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一子國豪 （僑英） 

十八傳雲芬公耀宗公之四子 

十八傳滿芬公耀宗公之五子 妻陳氏生一子傑豪 （僑英） 

十八傳水佳公富祥公之子 妻陳氏生六子 長子正培 次子正權 三子鎮康 

四子振君 五千振秋 六子正行 

十八傳創平公添祿公之長子 妻尹氏 

十八傳創貴公添祿公之次子 妻安氏 

十八傳創就公添祿公之三子 妻關氏 （僑英） 

十八傳添祥公添祿公之四子 妻施氏 （僑英） 

 

十八傳創業公添祿公之五子 

十八傳運有公繼穩公之長子 妻李造氏生二子 長子國基 次子國明 

十八傳金有公繼穩公之次子 妻杜氏生三子 長子惠鴻 次子惠賢 三子惠強 

十八傳廣華公繼宗公之子 妻楊氏生一子偉程 （僑英） 

十八傳鑑鴻公效靈公之子 妻 氏生一子錦榮 

十八傳金培公壽泰公之子 妻馮氏生六子 長子公福 次子恩德 三子德成 

四子成坤 五子坤荣 六子家樂 （僑英） 

 

十九世祖日森公金堂公之次子 妻鄧氏 

十九世祖錦韶公福全公之子 妻廖氏生一子錫齊 

十九世祖水貴公壽祿公之子 

十九世祖國柱公火安公之長子 

十九世祖本浩公富華公之五子 

十九世祖偉清公火安公之次子 

十九世祖澤丈公錦渭公之長子 

十九世祖海雲公炳榮公之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焕堂 次子志堂 

十九世祖順華公燈桂公之四子 

 

十九世祖根南公堯泰公主三子 

十九世祖根水公堯泰公之四子 



十九世祖柱來公有信公之長子 妻梁氏生二子 長子戰強 次子貴強 

十九世祖錦壽公怡責公之長子 

十九世祖泰桂公怡責公之次子 

十九世祖石穩公怡責公之養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慶連 次子建號 

十九世祖炳泰公英方公之子 妻麥氏生四子 長子耀棠 次子耀明 三子惠棠 

四子惠池 

十九世祖炳培公正芳公之長子 妻陳文氏生六子 長子天佑 次子醮亮 三子

照權 四子照華 五子慶和 六子志榮 

十九世祖福齊公正芳公之次子 妻鄭氏生二子 長子達財 次子達光 

十九世祖鏡宇公客貴公之次子 

十九世祖信公公客貴公之三子 

十九世祖日龍公客貴公之孖子 

 

十九世祖照勝公客貴公之五子 

十九世祖火壽公金堂公之長子 妻徐氏生一子土祥 

十九世祖德雲公壽福公之長子 

十九世祖正福公壽全公之養子 妻張氏生四子 長子岳芬 次子志雲 三子永

康 四子彥球 

十九世祖運祥公佳可公之子 

十九世祖根安公潤華公之子 妻廖氏生三子 長子存生 次子永生 三子健生 

十九世祖啟榮公裕翰公之長子 

十九世祖維益公裕翰公之次子 

十九世祖樹邦公英發公之養子 妻文廖氏生八子 長子金強 孖子金佐 孖子

金佑 四子金齊 五子金全 六子金元 七子金滿 八子金華 

十九世祖水九公來就公之長子 妻侯氏生三子 長子海興 次子宗盛 三子家

敏 

十九世祖福興公來就公之次子 

十九世祖廣大公觀保公之長子 妻洪文氏生一子伙祥 

 

十九世祖廣華公觀保公之次子 

十九世祖土壽公觀保公之三子 

十九世祖國礎公三槐公之長子 妻廖氏生一子傑垣 

十九世祖信泉公三槐公之次子 

十九世祖興和公三槐公之三子 妻郭氏生二子 長子展程 次子柱國 

十九世祖新惠公炳貴公之長子 

十九世祖日現公炳貴公之次子 妻廖林氏生三子 長子壽粦 次子堂運 三子

富昌 

十九世祖添壽公炳泰公之長子 



十九世祖樹福公炳泰公之次子 

十九世祖祖信公炳光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一子滿然 

十九世祖敬瑞公安成公之子 妻張文氏生六子 長子炳南 次子醮全 三子鎮

全 四子錦全 五子裕全 六子森全 

十九世祖樹穩公□□公之子 妻張氏生五子 長子煜粦 次子煜祺 三子煜坤 

孖子煜華 孖子根華 

 

十九世祖廣信公毛乾公之子 妻廖氏生一子九妹 

十九世祖美福公□□公之子 妻廖氏 

十九世祖容壽公金昌公之長子 

十九世祖敬容公金昌公之次子 

十九世祖金和公來發公之子 

十九世祖水仙公差哥公之長子 

十九世祖英桂公差壽公之次子 

十九世祖漢華公煜新公之長子 

十九世祖漢國公煜新公之次子 

十九世祖連達公敬火公之子 妻張氏 養子財喜 

十九世祖連信公敬九公之子 

十九世祖煜穩公伙壽公之子 

十九世祖容德公福樹公之長子 妻廖氏生三子 長子永祺 次子永林 三子渭

林 

十九世祖日添公福樹公之次子 妻□氏生一子倫顯 

 

十九世祖日權公福樹公之三子 妻袁氏 

十九世祖醮文公守九公之次子 妻鄭氏生二子 長子上和 次子樹妹 

十九世祖醮財公守九公之長子 

十九世祖廣泰公金有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七子 長子醮壽 次子美興 三子添

福 四子慶福 五子金壽 六子木壽 七子木伙 

十九世祖廣大公金有公之次子 

十九世祖京泰公金有公之三子 

十九世祖天財公康泰公之子 妻廖氏生一子裕球 

十九傳培穩公潤信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煥堂 次子慶堂 

十九傳燦培公潤信公之次子 妻簡氏生四子 長子鴻波 次子聲華 三子志華 

四子世華 （僑德） 

十九傳智明公素和公之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宏恩 次子頌恩（僑加） 

十九傳金麟公炳福公之長子 妻高氏 

 

十九傳雲龍公炳福公之次子 妻王氏生一子誠源 



十九傳雲駒公信禮公之長子 妻吳氏生一子沚維 （僑英） 

十九傳雲軒公信禮公之次子 （僑加） 

十九傳保華公清福公之子 英國碩士（一九八六年） （僑英） 

十九傳英一蒙公清培公之長子 （僑英） 

十九傳英傑公清培公之次子 （僑英） 

十九傳偉連公箱敬福公之子 妻李氏（僑英） 

十九傳鎮威公炳祥公之子 

十九傳焯垣公益壽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六子 長子才謙次子健芬 三子賢芬 

四子錦芬 五子裕芬 六子細芬 

十九傳樹權公益壽公之次子 妻胡氏生一子勝天 

十九傳誠華公益善公之長子 妻李氏生二子 長子焕新 次子焕明 

十九傳孝昭公益善公之次子 妻蔡氏生二子 長子文烈 次子文堅 （僑澳） 

十九傳孝廉公益善公之三子 妻明氏 美國博士（一九六四年） 

 

十九傳孝忠公益善公之四子 妻楊氏生一子明理 英國碩上（一九六二年）（一

九八一年官守太平紳士） （僑澳） 

十九傳孝信公益善公之五子 妻陳氏 （僑澳） 

十九傳孝慈公益善公之六子 妻宋氏 加國碩士（一九七七年） （僑澳） 

十九傳偉洪公光祖公之繼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志文 次子志明 三子志華 

十九傳滿兒公壽穩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國良 （僑英） 

十九傳萬財公水貴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一子廷輝 （僑英） 

十九傳惠興公水貴公之次子 妻馮氏生一子彭凱 （僑英） 

十九世祖根祥公水林公之子 妻林氏生四子 長子孝恩 次子孝宗 三子孝通 

四子孝得 

十九世祖齊穩公正芳公之三子 妻廖廖氏生六子 長子灶南 次子就東 三子

就西 四子就北 五子就輝 六子就森 （僑英） 

十九傳國財公樹祥公之子 妻柳氏生一子永雄 （僑荷） 

十九傳培貴公喜壽公主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國勲 次子浩芬 三子國才 

十九傳信九公客貴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三子 長子孫能 次子孫耀 三子孫平 

 

 （僑英） 

十九傳世強公廣全公之長子 妻劉氏生一子德禮 （僑比） 

十九傳世亮公廣全公之次子 妻林氏生一子偉倫 （僑荷） 

十九傳世裕公廣全公之三子 妻鄧氏生一子德彰 

十九傳世為公廣全公之四子 

十九傳惠勇公根祥公之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卓鋒 次子卓勳 

十九傳樹發公運祥公之長子 妻譚氏生二子 長子偉國 次子偉強 （僑英） 

十九傳樹明公運祥公之次子 妻何氏 （僑英） 



十九傳水權公運祥公主三子 （僑英） 

十九傳祿明公運祥公之四子 妻王氏 （僑英） 

十九傳閏發公運祥公之五子 妻蘇氏 （僑英） 

十九傳均文公伙祥公之長子 

十九傳浩文公伙祥公之次子 妻黃氏 

十九傳啟文公伙祥公之三子 妻葉氏 香港中大學士（一九八〇年） 

 

十九傳偉文公伙祥公之四子 

十九傳志文公伙祥公之五子 

十九傳子明公祖添公之長子 妻李氏 （僑英） 

十九傳子榮公祖添公之次子 

十九傳子林公祖添公之三子 

十九傳子堅公祖添公之四子 

十九傳毓乾公日壽公之長子 妻蔡氏生二子 長子智遠 次子智昇 （僑荷） 

十九傳未齊公日壽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一子漢彥 

十九傳少忠公柱炳公之長子 妻葉氏 

十九傳少良公柱炳公之次子 妻鄭氏生三子 長子灝晉 次子雋晞 三子晞朗 

十九傳逸鴻公坤霖公之長子 妻周氏生一子子丹 （僑美） 

十九傳逸基公坤霖公之次子 （僑美） 

十九傳俊浩公坤霖公之三子 

十九傳偉乾公壽福公之次子 妻廖氏生一子穎達 （僑英） 

十九傳偉林公壽福公之三子 妻何氏生三子 長子穎聰 次子穎然 三子穎生

（僑英） 

 

十九傳祿根公英泰公之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振聲 次子一聲 （僑英） 

十九世祖添貴公壽祿公之養子 妻淩侯氏生二子 長子醮強 次子國華 （僑英） 

十九傳月文公子康公之長子 妻梅氏生一子智雄 

十九傳江文公子康公之次子 妻陳氏生一子豆知 （僑加） 

十九傳玉池公錦齊公之長子 妻吳氏生一子志榮 （僑英） 

十九傳桂清公錦齊公之次子 妻溫氏（僑英） 

十九傳鏗然公富華公之長子 妻周氏生二子 長子敬祖 次子駿宇 【一九八〇

年獲英皇頒授BH勳章 一九八五年至九一年新界北區區議會主席 一九八八年

晋封太平紳士】 

十九傳鏘然公富華公之次子妻楊氏 

十九傳本、水公富華公之三子 妻劉氏生一子念祖 

十九傳本偉公富華公之四子 妻黃氏生一子逸軒 

十九傳鈞城公志輝公之長子 妻□氏生一子 （僑英） 

十九傳鈞石公志輝公之次子 （僑美） 



 

十九傳培生公志輝公之三子 美國碩士（一九七八年） （僑美） 

十九傳世朝公錦渭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建恒 次子建承 （僑英） 

十九傳叔耀公基雲公之長子 （僑英） 

十九傳叔堅公基雲公之次子 （僑英） 

十九傳漢樞公璧輝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三子 長子子華 次子子賢 三子學敏 

（僑英） 

十九傳學端公璧輝公之次子 妻何氏生二子 長子慶彥 次子慶裕 【一九八一

年獲英皇頒授 BH 勳章 一九八二年新界北區區議員「委任」 一九八五年新界

區域市政局議員 香港大學醫學士（一九六八年） 一九八九年晉封太平紳士】 

十九傳堅立公璧輝公之三子 妻蕭氏生一子展雲 

十九傳秋立公璧輝公之四子 妻陸呂氏生二子 長子孝書 次子紹軒 

十九傳士朝公璧輝公之五子 妻陳氏 

十九傳坤泉公有和公之長子 妻吳氏生一子沛祺 （僑英） 

十九傳國威公有和公之次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子光 次子德良 （僑英） 

 

十九傳志強公有和公之三子 妻戴氏生二子 長子浩榮 次子永華 （僑英） 

十九傳興強公有和公之四子 （僑英） 

十九傳坤池公有信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三子 長子展龍 次子志明 三子世明 

（僑英） 

十九傳玉泉公有信公之三子 妻韋氏生二子 長子錦輝 次子英華 （僑英） 

十九世祖恒昌公有信公之四子 妻盧氏生一子世銘 （僑英） 

十九傳木權公樹炳公之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志偉 次子志明 

十九傳木照公土金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三子 長子偉明 次子偉傑 三子偉成 

（僑英） 

十九傳福齊公土金公之次子 妻劉氏生一子子健 妻胡氏生一子頌孝 （僑英） 

十九傳潤權公土金公之三子 妻江氏生三子 長子雲龍 次子家謂 三子志華 

（僑英） 

十九傳灼興公土金公之四子 妻黃氏 （僑英） 

十九傳興壽公土金公之五子 妻陳氏生一子家明 （僑英） 

 

十九傳德賀公土金公之六子 妻黄氏生三子 長子賀季 次子俊榮 三子康耀 

十九傳興齊公土金公之七子 妻岑氏生二子 長子朗然 次子栢基 

十九傳慶年公土金公之八子 妻吳氏 

十九傳燈輝公金安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銘華 次子國華 三子世華 

十九傳燈賀公金安公之次子 妻馮氏生一子頌禧 

十九傳石林公春堯公之長子 妻蔡氏生二子 長子永安 次子永華 

十九傳劍有公春堯公之次子 妻鄧氏生一子浩軒 



十九傳積成公根生公之子 妻趙氏生一子建邦 

十九傳漢華公就德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一迪 次子一鳴 

十九傳漢榮公就德公之次子 妻梁氏 

十九傳漢培公就德公之三子 妻容氏 

十九傳漢錦公就德公之四子 妻楊氏生一子一傑 

十九傳漢標公就德公之五子 妻鐘氏生一子一俊 

 

十九傳劍福公祥祿公之子 妻鍾氏生二子 長子國安 次子國興 （僑英） 

十九傳梅礎公彭南公之長子 妻谷氏 

十九傳槽章公彭南公之次子 妻何氏 （僑英） 

十九傳燦章公彭南公之三子 妻張氏 （僑英） 

十九傳權章公彭南公之四子 妻黃氏生一子俊文 （僑英） 

十九傳啟璋公彭南公之五子 妻王氏生一子肇暉 （僑英） 

十九傳沛淇公富連公之長子 妻劉氏生三子 長子少汶 次子少強 三子少健 

十九傳沛粦公富連公之次子 妻黎氏生一子詠佳 

十九傳志偉公富連公之三子 妻劉氏生一子廷峯 

十九傳志強公富連公之四子 妻□氏 

十九傳永年公坤祥公之長子 

十九傳水雄公坤祥公之次子 

十九傳漢楷公英林公之長子 妻何氏生一子逸明 （僑英） 

十九傳敬祥公英林公之次子 妻林氏 （僑英） 

 

十九傳世昌公英林公之三子 妻雷氏 （僑英） 

十九傳滿堅公英林公之四子 妻劉氏生一子偉達（僑英） 

十九傳根玄公添有公之長子 妻唐氏 （僑英） 

十九世祖擁文公添有公之次子 

十九傳勇輝公添有公之三子 （僑英） 

十九傳根章公添有公之四子 妻駱氏生一子毅賢 

十九傳銳琴公樹有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一子啟釗 

十九傳銳忠公樹有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啟賢（僑英） 

十九傳鈺鏗公榮祿公之長子 妻袁氏生三子 長子振慶 次子振強 三子振財 

（僑荷） 

十九傳玉厚公榮祿公之次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振芬 次子振洋 

十九傳鈺清公榮祿公之三子 妻□氏 

十九傳揮雄公滿池公之長子 妻余氏生一子偉兢 （僑英） 

十九傳俊雄公滿池公之養子 妻劉氏生二子 長子偉文 次子偉浩 

 

十九世祖公壽公鏡全公之長子 妻侯廖氏生三子 長子潤輝 次子永堅 三子



裕泰 （僑英） 

十九傳土壽公鏡全公之次子 妻詹氏生二子 長子永昌 次子永強 

十九傳世業公偉樑公之長子 

十九傳兆峯公偉樑公之次子 

十九傳泳朝公偉傑公之長子 妻夏氏生一子沛仁 

十九傳卓麟公偉傑公之次子 

十九傳國物公國石公之長子 （僑英） 

十九傳振華公國石公之次子 （僑英） 

十九傳沛林公裕翰公之三子 妻劉氏生一子宏基 （僑德） 

十九傳沛清公裕翰公之養子 妻謝氏生二子 長子健威 次子健紹 

十九傳樹穩公興發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孖子 孖子讚榮 孖子讚威 （僑英） 

十九傳貴枝公興發公之次子 妻李氏生一子頌謙 英國碩士（一九八三年） 

十九傳錫康公興發公之三子 妻李氏生三子 長子保羅 次子保欽 三子保文 

（僑加） 

十九傳錫剛公興發公之四子 妻麥氏生一子俊銘 英國碩士（一九八六年） （僑

加） 

 

十九傳錫根公興發公之五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偉倫 次子嘉倫 （僑英） 

十九傳國光公根有公之子  （僑美） 

十九傳國光公根有公之子 （僑美） 

十九傳國東公金發公之子 妻艾氏生二子 長子啟康 次子啟元（僑英） 

十九傳國熙公金有公之長子 （僑英） 

十九傳國榮公金有公之次子 （僑英） 

十九傳浩然公鳳球公之長子 

十九傳景然公鳳球公之次子 

十九傳燦桓公興華公之長子 妻何氏生三子 長子建民 次子建業 三子建基 

十九傳大偉公興華公之次子 妻荷氏（僑荷） 

十九傳鎮培公火運公之長子 妻勞氏生二子 長子炳雄 次子國雄 （僑英） 

十九傳達興公火運公之次子 妻侯氏生二子 長子宇光 次子宇榮 （僑英） 

十九傳達朝公火運公之三子 妻何氏生三子 長子宇新 次子宇湲 三子宇傑 

十九傳定邦公煜秋公之子  （僑英） 

十九傳志威公煜權公之長子 （僑英） 

十九傳志豪公煜權公之次子 （僑英） 

 

 

十九傳勁麟公旭文公之長子 妻葉氏（僑英） 

十九傳宇鱗公旭文公之次子 （僑英） 

十九傳文俊公旭清公之長子 （僑英） 



十九傳文傑公旭清公之次子 

十九傳文健公旭清公之三子 

十九傳煒邦公興全公之長子 妻胡氏生一子懷德 （僑德） 

十九傳安邦公興全公之次子 妻蘇氏 （僑德） 

十九傳華寬公滿勝公之養孫 妻麥氏生一子偉民 

十九傳偉民公英才公之長子 妻關氏生二子 長子嘉浚 次子嘉綽 

十九傳偉國公英才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一子珈絡 

十九傳煒洪公興和公之長子 妻楊氏生二子 長子嘉華 次子家豪 （僑英） 

十九傳偉林公興和公之次子 （僑英） 

十九傳天賜公國泰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宇謙 

十九傳海鋒公國泰公之次子 妻李氏 

十九傳志江公國泰公之三子 妻子氏 

十九傳志海公國泰公之四子 妻李氏 

 

十九傳志洋公國泰公之五子 妻文氏生一子泓皓 

十九傳渭權公國泰公之六子  

十九傳中全公金伙公之養子 妻□氏生一子佐鑑 

十九世祖瑞祥公燈桂公之長子 妻梁梁氏生五子 長子鎮培 次子德培 三子

智培 四子興培 五子家駒 

十九傳燦祥公燈桂公之次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熾強 次子家輝 

十九傳燦華公燈桂公之三子 妻□氏 （僑英） 

十九傳慧強公炳祥公之長子  

十九傳衛東公炳祥公之次子 妻林氏生一子濼曦 

十九傳衛民公炳祥公之三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智軒 次子智恒 

十九傳振業公應祥公之子 

十九傳國泰公培祥公之長子 妻劉氏 （僑荷） 

十九傳國華公培祥公之次子 妻曾氏生一子森明（僑荷） 

十九傳國傑公培祥公之三子 妻譚氏生一子偉業 

十九傳國權公培祥公之四子 妻李氏生一子兆楠 

 

十九傳雄德公禎祥公之長子 妻鮑華氏生一子進杰（僑德） 

十九傳安德公禎祥公之次子 妻哈爾斯氏生一子坤城（僑德） 

十九傳應佳公土祥公之子 妻林氏生一子俊森 

十九傳雲雄公桂初公之子 （僑英） 

十九傳志文公樹穩公之長子 （僑英） 

十九傳俊文公樹穩公之次子 （僑英） 

十九傳展宏公景漢公之長子 

十九傳梓泰公景漢公之次子 



十九傳威文公運權公之長子 妻吳氏 

十九傳威漢公運權公之次子 

十九傳潤華公永安公之長子 

十九傳潤強公永安公之次子 

十九傳宋傑公孫穩公之長子 妻潘氏生一子振康 

十九傳世傑公孫穩公之次子 妻曾氏生二子 長子俊彥 次子俊文 

十九傳世君公孫穩公之三子 妻曾氏生一子俊軒 

 

十九傳天佑公燦壽公之長子 

十九傳伯森公燦壽公之次子 

十九傳梓楓公家和公之子 

十九傳安達公國安公之子 （僑英） 

十九傳堅立公國平公之子 （僑英） 

十九世祖樹祺公嘉德公之養子 妻李氏生四子 長子興帆 次子慶寶 三子慶

郎 四子慶龍 

十九傳杏滿公澤培公之子 妻歐陽李氏生二子 長子基頌 次子頌鈞 

十九傳穩泰公合容公之長子 妻郭氏生一子志文 

十九傳泰全公合容公之次子 妻高氏生二子 長子啟豪 次子啟祥 

十九傳泰昌公合容公之三子 妻吳氏生二子 長子永強 次子永健 

十九傳錦雄公合容公之四子 （僑英） 

十九傳國華公智偉公之子 （僑英） 

十九傳正全公龍科公之子 妻李氏生二子 長子永聰 次子穎健 （僑英） 

 

十九世祖萬權公禎祥公之子 妻蔡氏生二子 長子經緯 次子添達 （僑英） 

十九傳根華公堯泰公之長子 妻杜氏生二子 長子少帆 次子少航 （僑德） 

十九傳根齊公堯泰公之次子 妻王氏生一子俊光 

十九傳錦達公長泰公之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醮發 次子桂發 三子富發 

十九傳堅立公穩泰公之子 

十九傳樹培公章泰公之養子 妻潘氏生二子 長子偉明 次子偉球 

十九傳留桂公清泰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詣恒 

十九傳興龍公惠棠公之長子 （僑瑞典） 

十九傳興國公惠棠公之次子  （僑瑞典） 

十九傳興權公惠棠公主二子 （僑瑞典） 

十九傳興旋公惠棠公之四子 

十九傳玉勝公中輔公之長子 妻侯氏生一子靖宇 （僑英） 

十九傳玉芳公中輔公之次子 妻蕭氏生三子 長子宇田 次子慶餘 三子崇賢 

妻朱氏 妻林氏（僑英） 

 



十九傳玉堂公中輔公之三子 妻謝氏生一子耀祖 妻楊氏一子國智 （僑英） 

十九傳嘉年公中輔公之四子 妻陶氏生一子子育 （僑英） 

十九傳英奇公中輔公之五子 妻周氏（僑英） 

十九傳德成公木喜公之長子 妻李氏生一子俊煒（僑英） 

十九傳德輝公木喜公之次子 妻葉氏生一子仲韜（僑英） 

十九傳來福公根全公之養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潤祺 次子新祺 （僑荷） 

十九傳榮基公志強公之長子 

十九傳榮鋒公志強公之次子 妻范氏 

十九傳根福公炳泰公之三子 妻鍾氏生五子 長子慶培次子慶財 三子慶發 

四子慶全 五子玉堂 

十九傳祖耀公炳光公之次子 妻林氏生三子 長子俊宇次子澤厚 三子展華 

新界北區民選區議員（一九八二年至九一年） 

十九世祖醮海公品朝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廣明 次子廣煒 （僑英） 

十九傳潤培公品朝公之次子 妻□氏 （僑英） 

 

十九傳振宇公永華公之子 

十九傳永超公金滿公之長子 （僑英） 

十九傳永堅公金滿公之次子 妻馮氏生三子 長子志龍 次子勇強 三子堅俊

（僑英） 

十九傳偉業公敬林公之子 （僑英） 

十九世祖藉容公金昌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桂林 次子貴壽 三子金

全 

十九傳日桂公林發公之養子 妻簡氏生二子 長子劍雄 次子劍川 

十九傳永欽公集貴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三子 長子健強 次子健俊 三子健偉 

（僑英） 

十九傳華發公集貴公之次子 妻鍾氏 

十九傳永發公集貴公之三子 妻吳氏生一子志雄 

十九傳永財公集貴公之四子 

十九傳日光公木生公之子 妻鄧氏生三子 長子文翰 次子文輝 三子文健 

十九傳桂興公美壽公之三子 妻鍾氏生三子 長子志榮 次子志華 三子志昌 

（僑英） 

 

十九傳兆堅公煜新公之三子 妻梁氏生三子 長子忠平 次子俊平 三子展平 

十九傳兆康公煜新公之四子 妻譚氏生一子浩榕 

十九傳兆基公煜新公之五子 妻梁氏 

十九傳兆輝公煜新公之六子 妻譚氏生一子子恒 

十九傳水齊公金穩公之子 妻鄧氏生一子漢韜 （僑美） 

十九傳宗石公品容公之子 妻游氏生二子 長子國豪 次子樹榮 



十九世祖有祥公日華公之養子 妻鍾氏生二子 長子廷發 次子送發 

十九傳根池公伙壽公之養子 妻廖氏生一子富平 （僑英） 

十九傳永培公森泰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嘉謙 次子嘉樂 

十九傳永福公森泰公之次子 妻陳氏 

十九傳壽洪公裕泰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一子偉豪 

十九世祖炳雄公裕泰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偉傑 次子偉恒 

十九傳永輝公伯維公之長子 妻梁氏生一子星翰 

十九傳永勤公伯維公之次子 妻賴氏生一子子健 

 

十九傳永區公伯維公之三子 妻林氏 

十九傳永年公伯維公之四子 妻曹氏生二子 長子子圍 次子子明 

十九傳漢楷公英發公之長子 

十九傳明階公英發公之次子 

十九傳國忠公金祥公之長子 

十九傳國元公金祥公之次子 

十九傳錳培公全喜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玉龍 次子王鱗 （僑英） 

十九傳錦培公全喜公之次子 妻鄭氏生二子 長子錦榮 次子志榮 （僑英） 

十九傳醮新公全喜公之三子 妻文氏生一子家雄 （僑丹麥） 

十九傳見勝公霖喜公之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耀輝 次子學輝 （僑英） 

十九傳志剛公偉雄公之長子 妻馮氏 （僑英） 

十九傳志豪公偉雄公之次子 （僑英） 

十九傳志強公歡喜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凱志 次子凱偉 （僑英） 

十九傳志誠公歡喜公之次子 妻莊氏 （僑英） 

 

十九傳國傑公焯文公之長子 妻林氏 （僑英） 

十九傳國校公焯文公之次子 （僑英） 

十九傳國富田公焯文公之三子 （僑英） 

十九傳國德公焯文公之四子 （僑英） 

十九傳國榮公焯林公之子 妻呂氏生二子 長子凱豐 次子凱聲 （僑英） 

十九傳金泰公戊福公之子 妻林氏生三子 長子卓倫 次子卓成 三子卓康 

（僑英） 

十九傳國豪公富芬公之子 （僑英） 

十九傳傑豪公滿芬公之子 （僑英） 

十九傳正培公水佳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公合 次子沛燊 

十九傳正權公水佳公之次子 妻香氏 

十九傳鎮康公水佳公之三子 妻文氏生一子志騰 

十九傳振君公水佳公之四子 

十九傳振秋公水佳公之五子 



 

十九傳正行公水佳公之六子 妻邱氏生二子 長子業陞 次子梓朗 

十九傳昆鴻公植穩公之長子 妻鍾氏生一子禮權 （僑英） 

十九傳鈞粦公植穩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國昌 次子國林 （僑英） 

十九傳松芳公植穩公之三子 妻溫氏生三子 長子碧龍 次子建華 三子建勇 

（僑丹麥） 

十九傳榮芳公植穩公之四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明威 次子國威（僑瑞典） 

十九傳國基公運有公之長子 

十九傳國明公運有公之次子 

十九傳惠鴻公金有公之長子 妻莊氏生一子俊安（僑英） 

十九傳惠賢公金有公之次子 （僑英） 

十九傳惠強公金有公之三子 （僑英） 

十九傳堅城公東泰公之長子 妻劉氏生二子 長子逸豪 次子逸俊 

十九傳堅安公東泰公之次子 妻歐陽氏 

十九傳炳林公容盛公之次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奮強 次子健池 

 

十九傳澤明公英齊公之子 

十九傳偉程公廣華公之子 

十九傳志明公興業公之長子 妻鄧氏 

十九傳志誠公興業公之次子 妻何氏生一子子健 

十九傳子淳公永強公之子 

十九傳宇翔公永希公之子 

十九傳富榮公桂祺公之長子 

十九傳富暉公桂祺公之次子 

十九傳奕斐公錫波公之子 

十九傳駿仁公運佳公之子 

十九傳富康公嘉輝公之子 

十九傳家俊公漢祥公之養子 

十九傳運培公庚申公之子 妻侯氏生二子 長子韶忠 次子韶基 

十九傳錦榮公興倫公之子 

十九傳國超公聰明公之長子 妻林氏 

十九傳傑烽公聰明公之次子  

十九傳世傑公日明公之長子 （僑法） 

十九傳榮鏘公日明公之次子 （僑法） 

十九傳偉傑公美德公之子 

十九傳錦榮公鑑鴻公之子 妻黃氏生一子禹澄 

十九傳公福公金培公之長子 妻傅氏 （僑英） 

十九傳恩德公金培公之次子 妻陳氏 （僑英） 



十九傳德成公金培公之三子 妻宋氏生二子 長子浩然 次子偉然 （僑英） 

十九傳成坤公金培公之四子 妻梁氏生一子康毅 （僑英） 

十九傳坤荣公金培公之五子 妻蘇珊氏 （僑英） 

十九傳家樂公金培公之六子 妻艾瑪氏 （僑英） 

 

二十世祖焕堂公培穩公之長子 

二十世祖耀棠公炳泰公之長子 

二十世祖耀明公炳泰公之次子 

二十世祖賢謙公焯垣公之三子 

二十世祖錫齊公錦韶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福德 

二十世祖志雲公正幅公之次子 

二十世祖永康公正福公之三子 

二十世祖健生公根安公之三子 

二十世祖焕堂公海雲公之長子 

二十世祖兆水公□□公之子 

 

二十世祖伙祥公廣大公之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福財 次子木穩 

二十世祖炳南公敬瑞公之長子 妻廖氏 

二十世祖醮全公敬瑞公之次子 

二十世祖鎮全公敬瑞公之三子 妻羅氏生三子 長子仲能 次子偉能 三子錦

培 

二十世祖錦全公敬瑞公之四子 妻麥氏生一子錦華 

二十世祖森全公敬瑞公之五子 妻杜氏生二子 長子植懷 次子日懷 

二十世祖九妹公廣信公之子 妻曾氏生五子 長子潤財 次子健康 三子安康 

四子永康 五子福康 

二十世祖上和公醮文公之長子 

二十世祖醮壽公廣泰公之長子 

二十世祖美興公廣泰公之次子 

二十世祖添福公廣泰公之三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枝容 次子惠賀 

二十世祖慶福公廣泰公之四子 妻趙氏生五子 長子根發 次子應發 三子錢

發 四子水貴 五子亞安 

 

二十世祖金壽公廣泰公之五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勝華 次子旭華 

二十世祖木壽公廣泰公之六子 妻劉氏生四子長子應才次子潤權 三子潤昌 

四子潤貴 

二十世祖木伙公廣泰公之七子 妻侯氏生三子 長子煜成 次子煜華 三子志

康 

二十傳沚維公雲駒公之子 （僑英） 



二十傳慶堂公培穩公之次子 妻鍾氏生二子 長子澤超 次子德康 （僑美） 

二十傳慶連公石穩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國輝 次子國彬 

二十傳鴻波公燦培公之長子 妻賴氏生一子健偉 （僑德） 

二十傳聲華公燦培公之次子 妻廖氏生一子振傑 

二十傳志華公燦培公之三子 

二十傳世華公燦培公之四子 

二十傳建號公石穩公之次子 妻簡氏生三子 長子國維 次子國豪 三子國安 

（僑英） 

 

二十傳惠棠公炳泰公之三子 妻譚氏生二子 長子啟安 次子寶安 （僑英） 

二十傳惠池公炳泰公之四子 妻馮氏生二子 長子啟忠 次子啟信 

二十傳達財公福齊公之長子 妻鄭氏生一子文建 

二十傳達光公福齊公之次子 妻胡氏生一子俊賢 

二十傳國勲公培貴公之長子 妻盧氏生二子 長子文謙 次文諾 

二十傳浩芬公培貴公之次子 

二十傳國才公培貴公之三子 

二十傳孫能公信九公之長子 妻馮氏生二子 長子偉騰 次子偉倫 （僑英） 

二十傳孫耀公信九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三子 長子比偉 次子比浩 三子比國 

（僑比） 

二十傳孫平公信九公之三子 妻文氏 （僑比） 

二十傳才謙公焯垣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躍宗 次子漢宗 

二十傳健芬公焯垣公之次子 

二十傳錦芬公焯垣公之四子 

 

二十傳裕芬公焯垣公之五子 

二十傳細芬公焯垣公之六子 妻黃氏 

二十傳勝天公樹權公之子 

二十傳焕新公誠華公之長子 

二十傳焕明公誠華公之次子 

二十傳文烈公孝昭公之長子 （僑澳） 

二十傳文堅公孝昭公之次子 

二十傳明理公孝忠公之子 （僑澳） 

二十傳士心文公偉洪公之長子 

二十傳志明公偉洪公之次子 

二十傳志華公偉洪公之三子 

二十傳國良公滿兒公之子 妻鄒氏生一子致堯（僑英） 

二十傳廷輝公萬財公之子 （僑英） 

二十傳孝恩公根祥公之長子 



 

二十傳孝宗公根祥公之次子 

二十傳孝通公根祥公之三子 

二十傳孝得公根祥公之四子 

二十世祖土祥公火壽公之子 妻曾氏生二子 長子偉林 次子福林 

二十傳德禮公世強公之子 （僑比） 

二十傳偉倫公世亮公之子 妻 AGUIAR Sr 氏（僑荷） 

二十傳德彰公世裕公之子 

二十傳卓鋒公惠勇公之長子 

二十傳卓勳公惠勇子之次子 

二十傳偉國公樹明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偉強公樹明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智遠公毓乾公之長子 （僑荷） 

二十傳智昇公毓乾公之次子 妻任氏（僑荷） 

二十傳漢彥公未齊公之子 妻韓氏 

二十傳穎達公偉乾公之子 （僑英） 

二十傳穎聰公偉林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穎然公偉林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穎生公偉林公之三子 

二十傳振聲公祿根公之長子 妻劉氏 英國學士（一九八三年） （僑英） 

二十傳一聲公祿根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一子啟洋 （僑英） 

二十傳岳芬公正福公之長子 妻鄭氏生一子璧軒 

二十傳彥球公正福公之次子 妻楊氏 

二十世祖醮強公添貴公之長子 妻吳氏 妻李氏生一子俊賢（僑英） 

二十傳國華公添貴公之次子 妻鄧氏生三子 長子家豪 次子家傑 三子家忠 

（僑英） 

二十傳智雄公月文公之子 英國碩士（一九八六年） 

二十傳良知公江文公之子 （僑加） 

二十傳志榮公玉池公之子 妻 氏生一子鳴熙（僑英） 

二十傳敬祖公鏗然公之長子 

二十傳駿宇公鏗然公之次子 

二十傳念祖公本永公之子 

二十傳逸軒公本偉公之子 

 

二十傳存生公根安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裕光 （僑英） 

二十傳永生公根安公之次子 妻馮氏 美國碩士（一九七九年） （僑美） 

二十傳建恒公世朝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建承公世朝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逸明公漢楷公之子 （僑英） 

二十傳毅賢公根章公之子 妻希絲氏（僑英） 

二十傳啟釗公銳琴公之子 

二十傳潤輝公公壽公之長子 妻葉氏生一子耀麟 太平紳士（僑英） 

二十傳永堅公公壽公之次子 妻羅氏生二子 長子治源 次子國治 （僑英） 

二十傳裕泰公公壽公之三子 妻陳氏（僑英） 

二十傳永昌公土壽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三子 長子英偉 次子英淇 三子英鍵 

二十傳永強公土壽公之次子 妻曾氏生一子子俊 

二十傳少汶公沛淇公之長子 妻呂氏 

二十傳少強公沛淇公之次子 妻曹氏生子祖朗 

 

二十傳少健公沛淇公之三子 妻王氏 

二十傳詠佳公沛粦公之子 

二十傳宏基公沛林公之子 妻李氏生一子俊傑 

二十傳讚榮公樹穩公之孖子 （僑英） 

二十傳讚威公樹穩公之孖子 （僑英） 

二十傳保羅公錫康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保欽公錫康公之次子 

二十傳保文公鍚康公次三子 

二十傳建民公燦桓公之長子 妻梁氏 

二十傳建業公燦桓公之次子 妻謝氏生一子宇軒 

二十傳建基公燦桓公之三子 妻李氏 

二十傳炳雄公鎮培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國雄公鎮培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宇光公達興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宇榮公達興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宇新公達朝公之長子  

 

二十傳宇湲公達朝公之次子 

二十傳宇傑公達朝公之三子 

二十傳懷德公煒邦公之子 （僑德） 

二十傳偉民公華寬公之子 妻呂氏生三子 長子浩然 次子仲然 三子焯然 

二十傳嘉華公煒洪公之長子 妻胡氏生一子弈宸（僑英） 

二十傳家豪公煒洪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佐鑑公中全公之子 

二十傳志堂公海雲公之次子 妻徐氏 

二十傳鎮培公瑞祥公之長子 妻林氏牛一子嘉偉 （僑英） 



二十傳德培公瑞祥公之次子 妻吳氏生一子嘉能 （僑英） 

二十傳智培公瑞祥公之三子 妻黃氏 英國醫科博士（一九八二年） 

二十傳興培公瑞祥公之四子 妻李氏生二子 長子紀然 次子焯然（僑英） 

二十傳家駒公瑞祥公之五子 妻石氏生一子宇澄 （僑英） 

二十傳俊彥公世傑公之長子  

二十傳俊文公世傑公之次子 

 

二十傳天佑公炳培公之長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耀光 次子耀明 

二十傳醮亮公炳培公之次子 妻李氏生一子健強 （僑英） 

二十傳照權公炳培公之三子 妻李氏生二子 長子志榮 次子志健 （僑英） 

二十傳照華公炳培公之四子 妻簡氏生二子 長子家俊 次子家銘 （僑英） 

二十傳慶和公炳培公之五子 妻劉氏 

二十傳志榮公炳培公之六子 妻羅氏生一子善暘 

二十傳興帆公樹祺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國坤 次子國柱 （僑英） 

二十傳慶寶公樹祺公之次子 妻方氏 （僑英） 

二十世祖慶郎公樹祺公之三子 

 

二十世祖慶龍公樹祺公之四子 妻胡氏 （僑英） 

二十傳金強公樹邦公之長子 妻簡氏生二子 長子俊威 次子俊傑 （僑英） 

二十傳金佐公樹邦公之孖子 妻張氏生一子家洛 

二十傳金佑公樹邦公之孖子 妻李氏生一子家賢 

二十傳金齊公樹邦公之四子 妻張氏生一子文峯 

二十傳金全公樹邦公之五子 妻陳氏生一子涇行 

 

二十傳金元公樹邦公之六子 妻彭氏生一子紹汶 

二十傳金滿公樹邦公之七子 妻尹氏 

二十傳金華公樹邦公之八子 妻賴氏生一子耀慶 

二十傳基頌公杏滿公之長子 

二十傳頌鈞公杏滿公之次子 

二十傳志文公穩泰公之子 

二十傳啟豪公泰全公之長子 

二十傳啟祥公泰全公之次子 

二十傳永強公泰昌公之長子 

二十傳永健公泰昌公之次子 

二十傳永聰公正全公之子 妻劉氏生二子 長子卓鋒 次子卓輝 英國博士（一

九八七年）  

二十傳穎健公正全公之次子 妻吳氏生一子禮申（僑英） 

二十傳經緯公萬權公之長子 妻楊氏生一子澤康 （僑英） 



 

二十傳添達公萬權公之次子 妻曼娜氏（僑英） 

二十傳少帆公根華公之長子 妻雅思達氏生一子訊源 （僑德） 

二十傳少航公根華公之次子 妻謝氏生一子曦照（僑德） 

二十傳俊光公根齊公之子 

二十傳詣恒公留桂公之子 

二十傳醮發公錦達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桂發公錦達公之次子 妻方氏生一子振業 （僑英） 

二十傳富發公錦達公之三子 

二十傳子華公漢樞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子賢公漢樞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子賢公漢樞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學敏公漢樞公之三子 （僑英） 

二十傳慶彥公學端公之長子 英國學士（一九八七年） （僑英） 

二十傳慶裕公學端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层雲公堅立公之子 

 

二十傳孝書公秋立公之長子 

二十傳紹軒公秋止公之次子 

二十傳海興公水九公之長子 妻岑氏生二子 長子祖健 次子傑森 

二十傳宇盛公水九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永享 次子永亮 （僑英） 

二十傳家敏公水九公之三子 妻何氏生一子冠邦 （僑英） 

二十傳沛祺公坤泉公之子 妻張氏（僑英） 

二十傳子光公國威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德良公國威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浩榮公志強公之長子 妻霍氏生一子均然（僑英） 

二十傳永華公志強公之次子（僑英） 

二十傳戰強公柱來公之長子 （僑法） 

二十傳貴強公柱來公之次子 妻西氏生二子 長子偉鴻 次子細華 （僑法） 

二十傳展龍公坤池公之長子 妻泰氏 （僑英） 

二十傳志明公坤池公之次子 妻泰氏 （僑英） 

二十傳世明公坤池公主三子 （僑英） 

 

二十傳錦輝公玉泉公之長子 妻凌氏生一子振禧（僑英） 

二十傳英華公玉泉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世銘公恒昌公之子 妻趙氏生一子志豪（僑英） 

二十博志偉公木權公之長子 （僑美） 

二十傳志明公木權公之次子 



二十傳偉明公木照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偉傑公木照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偉成公木照公之三子 （僑英） 

二十傳子健公福齊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頌孝公福齊公之次子 

二十傳雲龍公潤權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家謂公潤權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志華公潤權公之三子 （僑英） 

二十傳家明公興壽公之子 妻史氏（僑英） 

二十傳賀季公德賀公之長子 妻潘氏（僑英） 

 

二十傳俊榮公德賀公之次子 

二十傳康耀公德賀公之三子 

二十傳朗然公興齊公之長子 

二十傳栢基公興齊公之次子 

二十傳銘華公燈輝公之長子 妻羅氏生四子 長子鈺成 次子家威 三子博文 

四子少龍 

二十傳國華公燈輝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家傑 次子家輝 

二十傳世華公燈輝公之三子 妻文氏生一子世安 

二十傳永安公石林公之長子 

二十傳永華公錫林公之次子 

二十傳靖宇公玉勝公之子 妻侯氏生一子馬氏 

二十傳宇田公玉芳公之長子 妻揚氏 

二十傳慶餘公玉芳公之次子 妻陳氏生一子靖宏 

二十傳崇賢公玉芳公之三子 妻黃氏生一子家樂 

二十傳耀祖公玉堂公之長子 妻陳氏 

二十傳國智公玉堂公之次子 

二十傳潤褀公來福公之長子 妻蘇氏 

二十傳新褀公來福公之次子 妻謝氏生五子 長子家威 次子家恒 三子家健 

四子家齊 五子家強 

 

二十傳傑垣公國礎公之子 妻廖氏生一子立品 

二十傳柱國公興和公之次子 妻劉氏生一子智豐 

二十傳展程公興和公之長子 妻黎氏生一子智仁 

二十世祖壽粦公日現公之長子 妻凌氏生二子 長子學良 次子學通 （僑英） 

二十世祖堂運公日現公之次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志偉 次子志剛 （僑英） 

二十傳富昌公日現公之三子 妻鄭氏生二子 長子偉漢 次子偉樂 

二十傳慶培公根福公之長子 妻曹氏生三子 長子偉林 次子偉基 三子偉誠 



二十傳慶財公根福公之次子 妻葉氏生一子子建 （僑英） 

二十傳慶發公根福公之三子 妻林氏生二于 長子偉康 次子偉昌 

二十傳慶全公根福公之四子 

二十傳玉堂公根福公之五子 

二十傳滿然公祖信公之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籽翔 次子籽峰（僑荷） 

二十傳俊宇公祖耀公之長子 

二十傳澤厚公祖躍公之次子 

 

二十傳展華公祖耀公之三子 

二十世祖廣明公醮海公之長子 妻謝氏生二子 長子家榮 次子家偉 （僑北愛

爾蘭） 

二十傳廣煒公醮海公之次子 妻---氏生一子家駿（僑北愛爾蘭） 

二十傳裕全公敬瑞公之六子 妻杜氏生五子 長子錦堂 次子水明 三子根明 

四子堅明 五子玉明 

二十傳國安公劍福公之長子 妻蔡氏生一子朗聰 

二十傳國興公劍福公之次子 妻馮氏生二子 長子偉航 次子偉峯 

二十傳煜粦公樹穩公之長子 妻侯氏生一子謂明 （僑英） 

二十傳煜祺公樹穩公之次子 妻黎氏生二子 長子振書 次子志誠 （僑英） 

二十世祖煜坤公樹穩公之三子 妻吳氏生二子 長子禮文 次子浩斌 （僑比） 

二十傳煜華公樹穩公之孖子 （僑英） 

二十傳根華公樹穩公之孖子 妻馬氏生一子偉東 

二十傳桂林公藉容公之長子 妻李氏生一子大倫 （僑英） 

二十傳貴壽公藉容公之次子 妻陳氏生一子俊禮 

 

二十傳金全公藉容公之三子 

二十傳劍雄公日桂公之長子 妻姚氏 （僑英） 

二十傳劍川公日桂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健強公永欽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健俊公永欽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徤偉公永欽公主二子 （僑英） 

二十傳志雄公永發公之子 

二十傳文翰公日光公之子 

二十傳文輝公日光公之次子 

二十傳文健公日光公主二子 

二十傳水雄公國財公之子 （僑荷） 

二十傳士心榮公桂興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士心華公桂興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志昌公桂興公之三子 （僑英） 



 

二十傳忠平公兆堅公之長子 妻曾氏 

二十傳俊平公兆堅公之次子 

二十傳展平公兆堅公之三子 妻德氏生二子 長子智暉 次子子建 

二十傳浩榕公兆康公之子 

二十傳子恒公兆輝公之子 

二十傳漢韜公水齊公之子 （僑美） 

二十傳國豪公宗石公之長子 

二十傳樹榮公宗石公之次子 妻李氏生一子立崙 

二十傳廷發公有祥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智偉 次子智健 妻薛氏生

一子智杰 

二十傳送發公有祥公之次子 妻鍾氏生二子 長子日進 次子日健 

二十世祖財喜公連達公之養子 妻侯氏生三子 長子勝發 次子潤發 三子偉

發 

二十傳富平公根池公之子 （僑英） 

二十世祖永祺公容德公之長子 妻唐張氏生四子 長子卓興 次子彭泉 三子

彭蔭 四子彭鳴 

 

二十傳永林公容德公之次子妻 鍾梁氏生四子 長子煊啟次子銳斂 三子達啟 

四子達良 

二十傳渭林公容德公之三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亦鯤 次子亦龍 （僑英） 

二十傳倫顯公日添公之子 妻廖氏 

二十傳嘉謙公永培公之長子 

二十傳嘉樂公永培公之次子 

二十傳偉豪公壽洪公之子 

二十傳偉傑公炳雄公之長子 

二十傳偉恒公炳雄公之次子 妻趙氏 

二十傳偉明公樹培公之長子 妻宋氏生一子奕熙 

二十傳偉球公樹培公之次子 妻周氏 

二十傳樹妹公醮文公之次子 妻蔡氏生二子 長子偉賢 次子偉祥 （僑英） 

二十傳灶南公齊穩公之長子 妻龐氏生一子頌恆 （僑英） 

二十傳就森公齊穩公之六子 （僑英） 

 

二十傳就輝公齊穩公之五子 （僑英） 

二十傳就西公齊穩公之三子 （僑英） 

二十傳就東公齊穩公之次子 妻馮氏 （僑英） 

二十傳就北公齊穩公之四子 妻麗氏 （僑英） 

二十傳玉龍公錳培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玉鳞公錳培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錦榮公錦培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博士心榮公錦培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家雄公醮新公之子 妻馬氏（僑丹麥） 

二十傳耀輝公見勝公之長子 妻李氏生一子禮進（僑英） 

二十傳學輝公見勝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凱志公志強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凱偉公志強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裕球公天財公之子 妻文氏生三子 長子劍明 次子劍忠 三子劍彬 

 

 （僑英） 

二十傳健池公炳林公之次子 妻李氏 

二十傳奮強公炳林公之長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嘉良 次子嘉明 

二十傳卓倫公金泰公之長子 （僑比） 

二十傳卓成公金泰公之次子 （僑此） 

二十傳卓康公金泰公之三子 （僑此） 

二十傳禮權公昆鴻公之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偉業 次子偉浩 （僑英） 

二十傳國昌公鈞粦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國林公鈞粦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碧龍公松芳公之長子 （僑丹麥） 

二十傳建華公松芳公之次子 （僑丹麥） 

二十傳建勇公松芳公之三子 （僑丹麥） 

二十傳明威公榮芳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煒楠（僑瑞典） 

二十傳國威公榮芳公之次子 妻許氏（僑瑞典） 

 

二十傳逸豪公堅城公之長子 

二十傳逸俊公堅城公之次子 妻鄭氏 

二十傳偉兢公揮雄公之子 

二十傳子健公志誠公之子 

二十傳嘉浚公偉民公之長子 

二十傳嘉綽公偉民公之次子 

二十傳珈絡公偉國公之子 

二十傳啟賢公銳忠公之子 

二十傳彭凱公惠興公之子 

二十傳灝晉公少良公之長子 

二十傳雋晞公少良公之次子 

二十傳晞朗公少良公之三子 

二十傳廷峯公志偉公之子 妻林氏生三子 長子諾言 次子諾謙 三子諾恆 



二十傳宇謙公天賜公之子 

二十傳浩軒公劍有公之子 

二十傳宏恩公智明公之長子 

二十傳頌恩公智明公之次子 

二十傳沛仁公泳朝公之子 

二十傳偉文公俊雄公之長子 

二十傳偉浩公俊雄公之次子 

二十傳頒謙公貴枝公之子 

二十傳偉倫公錫根公之長子 

二十傳嘉倫公鍚根公之次子 

二十傳俊銘公錫剛公之子 

二十傳振康公宋傑公之子 

二十傳俊軒公世君公之子 

二十傳偉達公滿堅公之子 

二十傳肇暉公啟璋公之子 （僑英） 

二十傳俊文公權章公之子 （僑英） 

二十傳子育公嘉年公之子 

二十傳進杰公雄德公之子 

二十傳坤城公安德公之子 

二十傳森明公國華公之子 

二十傳偉業公國傑公之子 

二十傳兆楠公國權公之子 

二十傳俊森公應佳公之子 

二十傳誠源公雲龍公之子 

二十傳濼曦公衛東公之子 

二十傳智軒公衛民公之長子 

二十傳智恒公衛民公之次子 

二十傳韶忠公運培公之長子  

二十傳韶基公運培公之次子 妻金氏 

二十傳一迪公漢華公之長子 

二十傳一鳴公漢華公之次子 

二十傳一傑公漢錦公之子 

二十傳一俊公漢標公之子 

二十傳俊安公惠鴻公之子 

二十傳凱豐公國榮公之長子 

二十傳凱聲公國榮公之次子 

二十傳啟康公國東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啟元公國東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振芬公玉厚公之長子 

二十傳振洋公玉厚公之次子 

二十傳志龍公永堅公之長子 

二十傳勇強公永堅公之次子 

二十傳堅俊公永堅公之三子 

二十傳泓皓公志洋公之子 

二十傳建邦公積成公之子 

二十傳星翰公永輝公之子 

二十傳子健公永勤公之子 

二十傳子圍公永年公之長子 

二十傳子明公永年公之次子 

二十傳公合公正培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沛燊公正培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俊煒公德成公之子 

二十傳仲韜公德輝公之子 

二十傳業陞公正行公之長子 

二十傳梓朗公正行公之次子 

二十傳志騰公鎮康公之子 

二十傳禹澄公錦榮公之子 

二十傳熾強公燦祥公之長子 妻李氏 

二十傳家輝公燦祥公之次子 妻呂氏生一子日朗 

二十傳子丹公逸鴻公之子 

二十傳浩然公德成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偉然公德成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康毅公成坤公之子 （僑英） 

 

二十一世祖枝容公添福公之長子 

二十一世祖水貴公慶福公之四子 

二十一世祖亞安公慶福公之五子 

二十一傳國輝公慶連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梓軒 次子誦軒 加國學

士（一九八六年） 

二十一傳國彬公慶連公之次子 妻俞氏生一子樂晞（僑加） 

二十一傳澤超公慶堂公之長子 妻韋氏生二子 長子祖權 次子志宏 美國碩

士（一九八二年） （僑美） 

二十一傳德康公慶堂公之次子 妻亞姬蘭氏（僑美） 

二十一傳健偉公鴻波公之子 （僑德） 

二十一傳振傑公聲華公之子 

二十一傳國維公建號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一傳國豪公建號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一傳國安公建號公之三子 （僑英） 

二十一傳啟安公惠棠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一傳寶安公惠棠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一傳啟忠公惠池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啟信公惠池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文建公達財公之子 

二十一傳偉騰公孫能公之長子 （僑比） 

二十一傳偉倫公孫能公之次子 （僑比） 

二十一傳此偉公孫耀公之長子 （僑比） 

二十一傳比浩公孫耀公之次子 （僑比） 

二十一傳比國公孫耀公之三子 （僑比） 

二十一傳耀宗公才謙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漢宗公才謙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偉林公土祥公之長子 妻關氏生二子 長子梓軒 次子浚軒 

二十一傳福林公土祥公之次子 妻施氏 （僑英） 

二十一傳福德公鍚齊公之子 妻廖氏 

二十一傳璧軒公岳芬公之子 

二十一傳家豪公國華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一傳家傑公國華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一傳家忠公國華公之三子 （僑英） 

二十一傳裕光公存生公之子 （僑英） 

二十一傳耀麟公潤輝公之子 妻葉氏（僑英） 

二十一傳治源公永堅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一傳國冶公永堅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英偉公永昌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英淇公永昌公之次子 妻謝氏生一生芊藍 

二十一傳英鍵公永昌公之三子 

二十一傳浩然公偉民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仲然公偉民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焯然公偉民公之三子 

二十一傳嘉偉公鎮培公之子 妻劉氏生一子昊天（僑英） 

二十一傳嘉能公德培公之子 妻李氏（僑英） 

二十一傳宇澄公家駒公之子 （僑英） 

二十一傳耀光公天佑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耀明公天佑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健強公醮亮公之子 妻余氏（僑英） 

二十一傳志榮公照權公之長子 妻馮氏生一子佳諾（僑英） 

二十一傳志健公照權公之次子 妻 Jip 氏生一子嘉霖（僑英） 

二十一傳家俊公照華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一傳家銘公照華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一傳善暘公志榮公之子 

二十一傳國坤公興帆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一傳國柱公興帆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 志力（僑英） 

 

二十一傳卓鋒公永聰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卓輝公永聰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振業公桂發公之子 （僑英） 

二十一傳祖健公海興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傑森公海興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永享公宇盛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一傳永亮公宇盛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一傳冠邦公家敏公之子 （僑英） 

二十一傳偉鴻公貴強公之長子 （僑法） 

二十一傳細華公貴強公之次子 （僑法） 

二十一傳福財公伙祥公之長子 妻郭氏 

二十一傳木穩公伙祥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家威公新祺公之長子 妻簡氏生二子 長子日昇 次子日明（僑荷） 

二十一傳家恒公新祺公之次子 （僑荷） 

二十一傳家健公新祺公之三子 妻吳氏生一子俊成（僑荷） 

 

二十一傳家齊公新祺公之四子 妻侯氏（僑荷） 

二十一傳家強公新祺公之五子 （僑荷） 

二十一傳立品公傑垣公之子 

二十一傳學良公壽粦公之長子 妻鍾氏（僑英） 

二十一傳學通公壽粦公之次子 妻英氏（僑英） 

二十一傳志剛公堂運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一傳志偉公堂運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一傳偉漢公富昌公之長子 妻鍾氏生一子俊謙 

二十一傳偉樂公富昌公之次子 妻陳氏 

二十一傳偉林公慶培公之長子 妻譚氏生一子俊傑 

二十一傳偉基公慶培公之次子 妻何氏生二子 長子俊然 次子俊樂 

二十一傳子建公慶財公之子  （僑英） 



二十一傳偉康公慶發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偉昌公慶發公次子 

 

二十一傳籽翔公滿然公之長子 （僑荷） 

二十一傳籽峰公滿然公之次子 妻陳氏生一子羲旼（僑荷） 

二十一傳家榮公廣明公之長子 （僑北愛爾蘭） 

二十一傳家偉公廣明公之次子 （僑北愛爾蘭） 

二十一傳仲能公鎮全公之長子 妻鍾氏生四子 長子鉅澤 次子禮澤 三子禮

坤 四子禮焯 （僑瑞典） 

二十一傳偉能公鎮全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四子 長子禮祥次子禮光 三子禮球 

四子根超 （僑英） 

二十一傳錦培公鎮全公之三子 妻黎氏生一子享利 （僑瑞典） 

二十一傳錦華公錦全公之子 妻黃氏生三子 長子國和 次子國志 三子國權 

 （僑英） 

二十一傳潤財公九妹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一子略銘 

二十一傳健康公九妹公之次子 妻馮氏生一子彭櫸 

二十一傳安康公九妹公之三子 妻鄺氏生一子家宏 

二十一傳永康公九妹公之四子 

 

二十一傳福康公九妹公之五子 妻鄧氏 

二十一傳謂明公煜粦公之子 （僑英） 

二十一傳振書公煜祺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一傳志誠公煜祺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一傳禮文公煜坤公之長子 （僑比） 

二十一傳浩斌公煜坤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大倫公桂林公之子 （僑英） 

二十一傳俊禮公貴壽公之子 妻范氏生一子冠衡 

二十一傳智偉公廷發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智健公廷發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智杰公廷發公之三子 

二十一傳日進公送發公之長子 妻陳氏 

二十一傳日健公送發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勝發公財喜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潤發公財喜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燦榮 次子桂華 

二十一傳偉發公財喜公之三子 妻李氏生一子家明 

二十一傳卓興公永祺公之長子 妻嚴氏生一子皓華 

 

二十一傳彭泉公永祺公之次子 妻湯氏 



二十一傳彭蔭公永祺公主二子 

二十一傳彭鳴公永祺公之四子 

二十一傳煊啟公永林公之長子 妻陳氏 （僑英） 

二十一傳銳啟公永林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達啟公永林公主二子 

二十一傳達良公永林公之四子 

二十一傳偉東公根華公之子 

二十一傳錦堂公裕全公之長子 妻麗氏生一子丹明 （僑瑞典） 

二十一傳水明公裕全公之次子 妻蔡氏生二子 長子宏健 次子宏基 

二十一傳根明公裕全公之三子 妻謝氏生二子 長子偉健 次子俊衡 

二十一傳堅明公裕全公之四子 

二十一傳玉明公裕全公之五子 

二十一傳偉賢公樹妹公之長子 妻□氏 （僑英） 

 

二十一傳偉祥公樹妹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一傳惠賀公添福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梓釗 次子梓鍵 

二十一傳根發公慶福公之長子 妻鄭氏生一子國豪 

二十一傳應發公慶福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錢發公慶福公之三子 妻麥氏 

二十一傳勝華公金壽公之長子 妻侯氏 

二十一傳旭華公金壽公之次子 妻陸氏生一子峻嶸 

二十一傳應才公木壽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潤權公木壽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潤富公木壽公之三子 妻黃氏生一子智斌 

二十一傳潤貴公木壽公之四子 妻李氏生三子 長子逸楠 次子逸禮 三子逸

灝 

二十一傳煜成公木伙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煜華公木伙公之次子 妻楊氏生一子嘉輝 

二十一傳志康公木伙公之三子 妻潘氏生一子勵衡 

 

二十一傳智仁公展程公之子 

二十一傳智豐公柱國公之子 妻龍氏生一子天樞 

二十一傳亦鯤公渭林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一傳亦龍公渭林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一傳植懷公森全公之長子 妻羅氏生二子 長子振強 次子振輝（僑瑞典） 

二十一傳日懷公森全公之次子 妻梁氏生一子旭傑 （僑瑞典） 

二十一傳劍明公裕球公之長子 妻趙氏（僑英） 

二十一傳劍忠公裕球公之次子 妻 Holubova 氏（僑英） 



二十一傳劍彬公裕球公之三子 妻劉氏（僑英） 

二十一傳偉業公禮權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一傳偉浩公禮權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一傳訊源公少帆公之子 

二十一傳曦照公少航公之子 

二十一傳俊傑公宏基公之子 

二十一傳祖朗公少強公之子 

二十一傳俊賢公醮強公之子 

二十一傳諾言公廷峰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諾謙公廷峰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諾恆公廷峰公之三子 

二十一傳偉航公國興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偉峯公國興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朗聰公國安公之子 

二十一傳煒楠公明威公之子 

二十一傳宇軒公建業公之子 

二十一傳家賢公金佑公之子 妻黃氏 

二十一傳頌恆公灶南公之子 

二十一傳俊威公金強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俊傑公金強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家洛公金佐公之子 

二十一傳文峯公金齊公之子 

二十一傳涇行公金全公之子 

二十一傳紹汶公金元公之子 

二十一傳耀慶公金華公之子 

二十一傳啟洋公一聲公之子 

二十一傳文謙公國勲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文諾公國勲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家樂公崇賢公之子 

二十一傳靖宏公慶餘公之子 

二十一傳禮進公耀輝公之子 

二十一傳澤康公經緯公之子 

二十一傳致堯公國良公之子 

二十一傳奕熙公偉明公之子 

二十一傳紀然公興培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焯然公興培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智暉公展平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子建公展平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均然公浩榮公之子（僑英） 

二十一傳振禧公錦輝公之子 

二十一傳志豪公世銘公之子 

二十一傳鈺成公銘華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家威公銘華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博文公銘華公之三子 

二十一傳少龍公銘華公之四子 

二十一傳家傑公國華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家輝公國華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世安公世華公之子 

二十一傳禮申公穎健公之子 

二十一傳俊賢公達光公之子 

二十一傳嘉良公奮強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嘉明公奮強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鳴熙公志榮公之子 

二十一傳子俊公永強公之子 

二十一傳日朗公家輝公之子 

二十一傳家駿公廣煒公之子 

二十一傳立崙公樹榮公之子 

二十一傳弈宸公嘉華公之子 

 

二十二傳梓軒公國輝公之長子 

二十二傳誦軒公國輝公之次子 

二十二傳鉅澤公仲能公之長子 妻羅氏生一子嘉豪 （僑瑞典） 

 

二十二傳禮澤公仲能公之次子 妻林氏  （僑瑞典） 

二十二傳禮坤公仲能公之三子 （僑瑞典） 

二十二傳禮焯公仲能公之四子 （僑瑞典） 

二十二傳禮祥公偉能公之長子 妻曾氏生一子信諺 英國學士（一九八一年） 

（僑英） 

二十二傳禮光公偉能公之次子 妻除氏生二子 長子靖恆 次子靖寬 英國學

士（一九八四年） （僑英） 

二十二傳禮球公偉能公之三子 （僑英） 

二十二傳根超公偉能公之四子 妻金氏生一子景俊（僑英） 

二十二傳亨利公錦培公之子 （僑瑞典） 

二十二傳國和公錦華公之長子 妻鄧氏 （僑英） 

二十二傳國士心公錦華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二傳國權公錦華公之三子 （僑英） 



二十二傳略銘公潤財公之子 妻鄧氏生一子凱達 

二十二傳家宏公安康公之子 

二十二傳燦榮公潤發公之長子 

 

二十二傳柱華公潤發公之次子 

二十二傳丹明公錦堂公之子 （僑瑞典） 

二十二傳宏健公水明公之長子 

二十二傳宏基公水明公之次子 

二十二傳偉健公根明公之長子 

二十二傳俊衡公根明公之次子 

二十二傳梓釗公惠賀公之長子 

二十二傳梓鍵公惠賀公之次子 

二十二傳國豪公根發公之子 

二十二傳嘉輝公煜華公之子 妻吳氏生一子凱樂 

二十二傳勵衡公志康公之子 

二十二傳振強公植懷公之長子 

二十二傳振輝公植懷公之次子 妻莎樂氏生一子永樂 

二十二傳旭傑公日懷公之子  

二十二傳冠衡公俊禮公之子 

二十二傳天樞公智豐公之子 

二十二傳俊謙公偉漢公之子 

二十二傳皓華公卓興公之子 

二十二傳家明公偉發公之子 

二十二傳峻嶸公旭華公之子 

二十二傳嘉霖公志健公之子 

二十二傳佳諾公志榮公之子 

二十二傳梓軒公偉林公之長子 

二十二傳浚軒公偉林公之次子 

二十二傳志力公國柱公之子 

二十二傳彭櫸公健康公之子 

二十二傳樂晞公國彬公之子 

二十二傳羲旼公籽峰公之子 

二十二傳祖權公澤超公之長子 

二十二傳志宏公澤超公之次子 

二十二傳昊天公嘉偉公之子 

二十二傳逸楠公潤貴公之長子 

二十二傳逸禮公潤貴公之次子 

二十二傳逸灝公潤貴公之三子 



二十二傳智斌公潤富公之子 

二十二傳芊藍公英淇公之子 

二十二傳日昇公家威公之長子 

二十二傳日明公家威公之次子 

二十二傳俊成公家健公之子 

二十二傳俊傑公偉林公之子 

二十二傳俊然公偉基公之長子 

二十二傳俊樂公偉基公之次子 

 

 

二十三傳嘉豪公鉅澤公之子 

二十三傳凱樂公嘉輝公之子 

二十三傳凱達公略銘公之子 

二十三傳信諺公禮祥公之子 

二十三傳靖恆公禮光公之長子 

二十三傳靖寬公禮光公之次子 

二十三傳景俊公根超公之子 

二十三傳永樂公振輝公之子 

 

居住掃管埔村 啟壁祖分家裔後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 

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李白（春夜洛城聞笛） 

 

十世祖益裕公□□公之子 妻馮氏生一子尚理 

十一世祖尚理公益裕公之子 妻馮氏生一子品士 

十二世祖品士公尚理公之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用擧 次子廣士 

十二世祖品安公□□公之子 妻何氏生二子 長子奇石 次子正發 

十三世祖用擧公品士公之長子 

十三世祖廣士公品士公之次子 妻鄧氏生三子 長子容書 次子護壽 三子慶

萬 

十三世祖奇石公品安公之長子 妻樊劉氏生二子 長子權輔 次子達中 

十三世祖正發公品安公之次子 

十四世祖容書公廣士公之長子 

十四世祖瑪瑚公□□公之子 妻陳氏生一子學賢 

 

十四世祖護壽公廣士公之次子 



十四世祖慶萬公廣士公之三子 妻梁氏生六子 長子財慶 次子全壽 三子慶

福 四子勝福 五子甲慶 六子全興 

十四世祖權輔公奇石公之長子 妻□氏生四子 長子就勝 次子寧志 三子家

齊 四子泰穩 

十四世祖達中公奇石公之次子 妻簡潘氏生二子 長子立淳 次子興遠 

十五世祖財慶公萬慶公之長子 

十五世祖全壽公萬慶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慶福公萬慶公之三子 妻文氏 

十五世祖勝福公萬慶公之四子 

十五世祖甲慶公萬慶公之五子 妻文氏 

十五世祖全興公萬慶公之六子 妻劉黃氏生三子 長子容福 次子正有 三子

成業 

十五世祖就勝公權輔公之長子 

 

十五世祖莫壽公□□公之子 妻謝氏生二子 長子兆泰 次子正九 

十五世祖祿貴公□□公之子 妻簡簡氏生一子信喜 

十五世祖學賢公（王為）瑚公之子 妻陳氏生一子景興 

十五世祖寧志公權輔公之次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吉有 次子美壽 

十五世祖家齊公權輔公之三子 妻鄧氏生一子理文 

十五世祖泰穩公權輔公之四子 妻廖氏生三子 長子水安 次子火安 三子福

興 

十五世祖立淳公達中公之長子 妻鄭文氏生四子 長子國福 次子國壽 三子

運祥 四子錦粦 

十五世祖興遠公達中公之次子 妻鄭氏 （一九四〇年至五一年族長） 

十六世祖容福公全興公之長子 妻鄭鄧廖氏生三子 長子就穩 次子壽穩 三

子富穩 （一九五一年至五六年族長） 

十六世祖正有公全興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成業公全興公之三子 

 

十六世祖景興公學賢公之子 妻陳氏生一子興保 

十六世祖國福公立淳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國壽公立淳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運祥公立淳公之三子 妻□氏 養子森球 

十六世祖錦粦公立淳公之四子 妻林氏生五子 長子土權 次子金葉 三子如

寶 四子伯安 五子水惠 

十六世祖吉有公寧志公之長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彭德 次子水全 

十六世祖美壽公寧志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正九公莫壽公之次子 妻廖氏 



十六世祖兆泰公莫壽公之長子 妻張氏 養子添海 

十六世祖信喜公祿貴公之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木枝 次子興枝 

十六世祖理文公家齊公之子 妻鄭氏生一子土 

十六世祖水安公泰穩公之長子 妻李氏生二子 長子彭祥 次子彭發 

十六世祖火安公泰穩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福興公泰穩公之三子 妻伍氏生一子錦池 

貴 

 

十七世祖就穩公容福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土信 養子火昌 

十七世祖壽穩公容福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三子 長子澤林 次子澤芬 三子英

如 

十七世祖水全公吉有公之次子 妻鄭氏生三子 長子齊穩 次子齊壽 三子惠

強 

十七世祖彭德公吉有公之長子 妻廖氏生一子富壽 

十七世祖興保公景興公之子 妻蔡氏生一子天壽 

十七世祖土權公錦粦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金葉公錦粦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如寶公錦粦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興枝公信喜公之次子 妻何侯氏生三子 長子伯有 次子伙壽 三子

添才 

十七世祖木枝公信喜公之長子 妻張氏 

十七世祖添海公兆泰公之養子 妻鄧氏生四子 長子金發 次子連發 三子金

華 四子金騰 

 

十七世祖土貴公理文公之子 妻鄭張氏生六子 長子樸賢 次子燦培 三子僕

堅 四子志賢 五子志堅 六子志強 

十七傳森球公運祥公之養子 妻張氏生一子德榮 （僑中國） 

十七傳吉田穩公容福公之三子 妻梁氏生三子 長子啟發 次子順發 三子水

發 

十七傳伯安公錦粦公之四子 妻馮氏生七子 長子志榮 次子志雄 三子旭棠 

四子志佳 五子志威 六子志煥 七子志超 

十七傳水惠公錦粦公之五子 妻伍氏生二子 長子永昌 次子健昌 

十七世祖彭發公水安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彭祥公水安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志林 次子家龍 

十七傳錦池公福興公之子 妻蔡氏生四子 長子敬業 次子潤業 三子偉業 

四子啟業 

十七世祖富穩公容福公之三子 妻梁氏生三子 長子啟發 次子順發 三子水

發 



 

十八世祖齊穩公水全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天壽公興保公之子 妻黃氏生一子九粦 

十八世祖德榮公森球公之子 妻王氏生一子振華 

 

十八傳土信公就穩公之長子 妻文簡氏生二子 長子傑臣 次子恩東 （僑比） 

十八傳火昌公就穩公之養子 妻張氏生一子惠賢 （僑比） 

十八傳樸賢公土貴公之長子 妻廖氏生一子楚深 

十八傳燦培公土貴公之次子 妻李氏生一子學希 

十八傳樸堅公土貴公之三子 

十八傳志賢公土貴公之四子 

十八傳志堅公土貴公之五子 

十八傳志強公土貴公之六子 

十八傳志榮公伯安公之長子 

十八傳志雄公伯安公之次子 

十八傳旭棠公伯安公之三子 

十八傳志佳公伯安公之四子 

 

十八傳志威公伯安公之五子 

十八傳志焕公伯安公主八子 

十八傳志超公伯安公之七子 

十八傳澤林公壽穩公之長子 妻李氏生一子國斌 （僑英） 

十八傳澤芬公壽穩公之次子 妻鍾氏生一子醮南 （僑英） 

十八傳英如公壽穩公之三子 （僑英） 

十八傳啟發公富穩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一子偉德 

十八傳順發公富穩公之次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耀權 次子 Jeffrey 

十八傳水發公富穩公之三子 妻萬氏生二子 長子偉光 次子潤明 

十八傳富壽公彭德公之子 妻□氏 （僑英） 

十八傳伯有公興枝公之長子 妻胡氏生五子 長子榮廣 次子榮達 三子榮發 

四子榮康 五子志平 

十八世祖伙壽公興枝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柱華 次子偉權 （僑比） 

十八世祖添才公興枝公之三子 妻侯氏生三子 長子定邦 次子我為 三子定

為 

（僑比） 

十八傳齊壽公水全公之次子 妻廖氏生一子樂明 （僑英） 

十八傳惠強公水全公之三子 妻鍾氏生五子 長子敏健 次子禮健 三子永健 

四子國健 五子家健 （僑英） 

十八傳金發公添海公之長子 妻駱氏生一子定國 （僑比） 



十八傳連發公添海公之次子 妻朱氏生一子家駿 

十八傳金華公添海公之三子 妻白氏 

十八傳金騰公添海公之四子 妻伍氏生一子子豪 

十八傳永昌公水惠公之長子 妻洪氏生一子均瑜 

十八傳健昌公水惠公之次子 妻曾氏 

十八傳志林公彭祥公之長子 妻羅氏生一子國亨 

十八傳家龍公彭祥公之次子 妻何氏生一子子健 

十八傳敬業公錦池公之長子  

十八傳潤業公錦池公之次子 妻林氏 

十八傳偉業公錦池公之三子  

十八傳啟業公錦池公之四子 妻馬氏 

 

 

十九世祖九粦公天壽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水貴 

十九傳傑臣公土信公之長子 妻李氏（僑比） 

十九傳恩東公土信公之次子 

十九傳國斌公澤林公之子 

十九傳醮南公澤芬公之子 妻李氏生一子梓顥 

十九傳惠賢公火昌公之子 

十九傳偉德公啟發公之子 

十九傳耀權公順發公之長子 

十九傳 Jeffrey 公順發公之次子 

十九傳偉光公水發公之長子 妻劉氏生二子 長子皓泓 次子浩洺 

十九傳潤明公水發公之次子 

十九傳樂明公齊壽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俊傑 

十九傳敏健公惠強公之長子 

十九傳禮健公惠強公之次子 

十九傳永健公惠強公之三子 

十九傳國健公惠強公之四子 

十九傳家健公惠強公之五子 

十九傳榮廣公伯有公之長子 

十九傳榮達公伯有公之次子 妻吳氏 

十九傳榮發公伯有公之三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家輝 次子耀宗 

十九傳榮康公伯有公之四子 妻羅氏 

十九傳志平公伯有公之五子 

十九傳柱華公伙壽公之長子 妻蔡氏生二子 長子學禮 次子學賢 （僑比） 

十九傳偉權公伙壽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敬榮 （僑比） 

十九傳定邦公添才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掌政 次子掌漢 （僑比） 



十九傳我為公添才公之次子 妻翁氏生一子掌智 （僑比） 

十九傳定為公添才公之三子 （僑比） 

十九傳定國公金發公之子 （僑比） 

十九傳子豪公金騰公之子 

十九傳楚深公樸賢公之子 妻陳氏 

十九傳學希公燦培公之子 

十九傳振華公德榮公之子 （僑中國） 

十九傳均瑜公永昌公之子 

十九傳國亨公志林公之子 

十九傳子健公家龍公之子 

 

二十世祖水貴公九粦公之子 妻劉氏生四子 長子火齊 次子炳就 三子福坤

（福貴） 四子森梅 

二十傳家輝公榮發公之長子 妻羅氏氐一子軍俊（僑芬蘭） 

二十傳耀宗公榮發公之次子 妻陳氏（僑芬蘭） 

二十傳學禮公柱華公之長子 妻范氏生一子詩瀚（僑比） 

二十傳學賢公柱華公之次子 妻劉氏（僑比） 

二十傳敬榮公偉權公之子 （僑比） 

二十傳掌政公定邦公之長子 妻顏氏（僑比） 

 

二十傳掌漢公定邦公之次子 （僑比） 

二十傳掌智公我維公之子 （僑比） 

二十傳梓顥公醮南公之子 

二十傳俊傑公樂明公之子 

二十傳皓泓公偉光公之長子 

二十傳浩洺公偉光公之次子 

 

二十一世祖火齊公水貴公之長子 

二十一世祖炳就公水貴公之次子 妻陳氏生一子覺明 （僑比） 

二十一傳福坤（福貴）公水貴公之三子 妻黃氏生一子卓輝 （僑比） 

二十一世祖森梅公水貴公之四子 妻王氏生五子 長子耀光 次子少龍 三子

耀忠 四子子傑 五子子樂 （僑比） 

二十一傳詩瀚公學禮公之子 

二十一傳軍俊公家輝公之子 

 

二十二傳覺明公炳就公之子 妻江氏生三子 長子浩亮 次子浩揚 三子浩廷

（僑比） 

二十二傳卓輝公福坤（福貴）公之子 妻石氏生一子銘譧（僑比） 



二十二傳耀光公森梅公之長子 妻江氏生二子 長子振昇 次子振賢（僑比） 

二十二傳少龍公森梅公之次子 妻歐陽氏生一子智誠（僑比） 

 

二十二傳耀忠公森梅公之三子 妻何氏 

二十二傳子傑公森梅公之四子 妻閆氏生一子謙笑 

二十二傳子樂公森梅公之五子  

 

二十三傳浩亮公覺明公之長子 

二十三傳浩揚公覺明公之次子 

二十三傳浩廷公覺明公之三子 

二十三傳銘譧公卓輝公之子 

二十三傳振昇公耀光公之長子 

二十三傳振賢公耀光公之次子 

二十三傳智誠公少龍公之子 

二十三傳謙笑公子傑公之子 

 

居住粉嶺樓村 啟壁祖分家裔後 

 

大海波濤淺，小人方寸深。 

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杜荀鶴（感寓） 

 

五世祖寅峯公養拙公之次子 妻袁氏生一子樂忍 公家祠于粉嶺樓村 坐申向 

 寅兼坤艮 

六世祖樂忍公寅峯公之子 妻盧氏生二子 長子思峯 次子復興 公妣葬大埔

船灣 

七世祖思峯公樂忍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一子覽川 

七世祖復興公樂忍公之次子 妻賴氏 後傳至十五世祖未詳 

八世祖覽川公思峯公之子 妻莊張氏生一子榮焕 

九世祖榮焕公覽川公之子 妻陳氏生三子 長子席錦 次子席璋 三子席惠 

十世祖席錦公榮焕公之長子 妻林張氏生一子世表 

十世祖庸璋公榮焕公之次子 妻馮氏 後傳至十四世祖未詳 

十世祖席惠公榮焕公之三子 妻巫氏 後傳至十三世祖末詳 

十一世祖世表公席錦公之子 妻林氏生四子 長子冠三 次子詔三 三子□□ 

 四子□□ 

十二世祖冠三公世表公之長子 妻□氏生一子焯燦 

十二世祖詔三公世表公之次子 妻黃文氏生二子 長子毓燦 次子奇燦 公妣

與次子奇燦公葬于孔嶺 地形獅子山墳 



十三世祖焯燦公冠三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 

十三世祖毓燦公詔三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四子 長子卓立次子成立 三子中立 

 四子強立 公妣葬于山乙村 地形靈龜出洞 

十三世祖奇燦公詔三公之次子 

十四世祖卓立公毓燦公之長子 妻文林氏生一子冲宵 

十四世祖成立公毓燦公之次子 妻張黃氏生二子 長子英福 次子新福 

十四世祖中立公毓燦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一子鴻宵 

十四世祖強立公毓燦公之四子 妻李氏生三子 長子樹福 次子連福 三子添

福 

十四世祖天福公□□公之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水生 次子榮進 

十五世祖乙有公世表公裔俊 （未詳） 

十五世祖興容公世表公裔後 （未詳） 

十五世祖興發公世表公裔後 （未詳） 

十五世祖觀興公□□公之子 妻□氏生四子 長子鳳達 次子鳳文 三子鳳粦 

四子鳳常 

十五世祖作聖公冠三公裔後 □□公之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喜龍 次子潤

龍 

 三子德龍 

十五世祖萬福公冠三公裔後 □□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添壽 

十五世祖冲宵公卓立公之子 妻何氏生二子 長子運泰 次子禎泰 

十五世祖英福公成立公之長子 妻鄧氏生一子喜泰 

十五世祖新福公成立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炳泰 公妣葬于坪輋地形童子讀

書 

十五世祖鴻宵公中立公之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聯泰 次子金泰 三子燦泰 

十五世祖樹福公強立公之長子 妻蔡氏生一子國泰 

十五世祖連福公強立公之次子妻張氏生四子 長子來泰 次子興泰 三子成泰 

四子全泰 

十五世祖添福公舉止公主三子 

十五世祖水生公天福公之長子 

十五世祖榮進公天福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勳立公席璋公裔後 （未詳） 

十五世祖安泰公席璋公裔後 （未詳） 

十五世祖昇平公席璋公裔後 （未詳） 

十五世祖成廟公席璋公裔後 （未詳） 

十六世祖華旭公□□公之子 妻□氏生六子 長子成保 次子錦泰 三子錦成 

四子木全 五子水業 六子廣業 

十六世祖同興公席璋公裔後 （未詳） 

十六世祖閏魁公席璋公裔後 （未詳） 



十六世祖彥粦公席璋公裔後 （未詳） 

十六世祖容保公席璋公裔後 （未詳） 

十六世祖容悌公席璋公裔後 （未詳） 

十六世祖馬齊公□□公之子 妻□氏生四子 長子家安 次子世海 三子世安 

四子國華 

十六世祖馬壽公□□公之子 妻□氏生四子 長子金安 次子貴安 三子財安 

四子就光  

十六世祖喜龍公作聖公之長子 （未詳） 

十六世祖閏龍公作聖公之次子 （未詳） 

十六世祖德龍公作聖公之三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敦華 次子桂華 

十六世祖春龍公冠三公裔後 （末詳） 

十六世祖木妄莳公冠三公裔後 （未詳） 

十六世祖鳳達公觀興公 

十六世祖鳳文公觀興公 妻黎氏生一子彭發 

十六世祖鳳粦公觀興公 

十六世祖鳳常公觀興公 

十六世祖連發公席惠公裔後 （未詳） 

十六世祖英發公席惠公裔後 （未詳） 

十六世祖添壽公萬福公之子 妻盛氏生一子木倫 

十六世祖運泰公冲宵公之長子 妻廖廖氏生三子 長子亞培 次子洪芳 三子

錦桂 

十六世祖禎泰公冲宵公之次子 妻文王氏 （未詳） （僑南洋） 

十六世祖喜泰公英福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品貴 

十六世祖炳泰公新福公之子 妻張張氏生二子 長子錦裕 次子錦榮 

十六世祖聯泰公鴻宵公之長子 妻□氏生一子水清 

十六世祖金泰公鴻宵公之次子 妻趙氏 

十六世祖燦泰公鴻宵公之三子 

十六世祖來泰公連福公之長子 妻鄧廖氏生三子 長子新貴 次子丁貴 三子

德森 

十六世祖興泰公連福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成泰公連福公之三子 

十六世祖全泰公連福公之四子 

十六世祖國泰公樹福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新橋 

 

十七世祖成保公華旭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錦泰公華旭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錦成公華旭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木全公華旭公之四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建洪 次子炳仲 三子炳



洪 

十七世祖水業公華旭公之五子 

十七世祖廣業公華旭公之六子 （僑基利疏埠） 

十七世祖觀保公□□公之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滿全 次子習池 

十七世祖金祥公□□公之子 妻廖氏 養子送貴 

十七世祖閏立公□□公之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榕鉅 次子康球 三子榕發 

十七世祖根大公□□公之子 妻張氏 養子志堂 

十七世祖亞培公運泰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洪芳公運泰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興祥 

十七世祖錦桂公運泰公之三子 妻廖氏生一子惠良 

十七世祖品貴公喜泰公之子 妻鄭羅氏生二子 長子根德 次子根和 

十七世祖錦裕公炳泰公之長子 妻鄭鄧陳氏生三子 長子鏡壽 次子鏡釗 三

子鏡華 

十七世祖水清公聯泰公之子 妻侯氏生四子 長子就光 次子就才 三子灶發 

四子諾球 

十七世祖新橋公國泰公之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添祥 次子家良 

十七世祖水福公鳳達公之子 妻簡氏生三子 長子偉光 次子志光 三子有光 

十七世祖海田公席惠公裔後 （未詳） 

十七世祖貴倫公□□公之子 

十七世祖樹穩公□□公之子 

十七世祖錦華公□□公之子 

十七世祖敦華公德龍公之長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錦堂 次子合春 三子鎣

堂 

十七世祖桂華公德龍公之次子 妻□氏生一子錱堂 

十七世祖新貴公來泰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丁貴公來泰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木倫公添壽公之子 妻潘江氏生六子 長子國光 次子國宗 三子國

雄 四子洪祖 五子智明 六子宇光 

十七傳貴水公□□公之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美球 次子納培 

十七傳松發公□□公之子妻郭氏 

十七傳家安公馬齊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偉倫 次子偉明 

十七傳世海公馬齊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子軒 

十七傳世安公馬齊公之三子 

十七傳國華公馬齊公之四子 妻鄧氏生一子尚羽 

十七世祖金安公馬壽公之長子 妻李氏生三子 長子永康 次子永健 三子永

良 

十七傳貴安公馬壽公之次子 妻梁氏生二子 長子耀祖 次子耀正 

十七傳財安公馬壽公之三子 妻馮氏生一子志堅 



十七傳就光公馬壽公之四子 妻馮氏生二子 長子彭友 次子彭星 

十七傳錦榮公炳泰公之次子 妻文廖陳氏生二子 長子鏡清 次子鏡莊 

十七世祖德森公來泰公之三子 妻劉氏生二子 長子國輝 次子國雄 

十七傳彭發公鳳文公之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志興 次子志榮 

 

十八世祖根穩公品貴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興就 次子滿圓 

十八世祖興祥公洪芳公之子 妻文氏生六子 長子廣全 次子火全 三子合泰 

四子金全 五子鏡全 六子福全 

十八傳國輝公德森公之長子 妻陳氏 

十八世祖添祥公新橋公之長子 妻劉氏生二子 長子火壽 次子福壽 

十八傳建洪公木全公之長子 妻滿氏生一子振霖 

十八傳炳仲公木全公之次子 妻梁氏生二子 長子家偉 次子浩賢 

十八傳炳洪公木全公之三子 妻廖氏生四子 長子紹倫 次子紹豪 三子紹軒 

四子紹熙 

十八傳滿全公觀保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炳良 次子炳超 三子炳耀 

十八傳習池公觀保公之次子 妻黃氏 

十八傳送貴公金祥公之養子 

十八傳榕鉅公潤立公之長子 妻鄧氏生一子冠雄 

十八傳康球公潤立公之次子 妻黃氏 

十八傳榕發公潤立公之三子 妻劉氏生二子 長子俊豪 次子俊文 

十八傳士心堂公根大公之養子 妻羅氏生一子浩江 

十八傳惠良公錦桂公之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家樂 次子家輝 

十八世祖根和公品貴公之次子 妻馮氏生二子 長子英權 次子興權 

十八傳鏡壽公錦裕公之長子 妻高氏生一子兆基 

十八傳鏡釗公錦裕公之次子 妻楊氏生二子 長子國偉 次子家偉 

十八傳鏡華公錦裕公之三子 妻吳氏生二子 長子智仁 次子智康 

十八傳鏡清公錦榮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振聲 次子振亮 

十八傳鏡莊公錦榮公之次子 妻陳氏 

十八傳就光公水清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健文 次子立文 

十八傳就才公水清公之次子 妻簡氏生三子 長子耀基 次子耀南 三子躍東 

十八世祖灶發公水清公之三子 

十八傳諾球公水清公之四子 妻焦氏生三子 長子智偉 次子智傑 三于智倫 

十八傳家良公新橋公之次子 妻馮氏生一子鑫源 

十八傳偉光公水福公之長子 妻鄭氏生一子名旭 

十八傳士心光公水福公之次子 

十八傳有光公水福公主三子 

十八傳錱堂公桂華公之子 妻李氏一子君熊 

十八世祖錦棠公敦華公之長子 妻蔡氏生一子叔祺 



十八傳合春公敦華公之次子 妻廖氏生一子兆礎 

十八傳鎣堂公敦華公之三子 妻譚氏生二子 長子浚禧 次子浩禧 

十八傳國光公木倫公之長子 妻江氏生一子家龍 

十八傳國宗公木倫公之次子 妻陳氏生一子宥正 

十八傳國雄公木倫公之三子 

十八傳洪祖公木倫公之四子 （僑瑞典） 

十八傳智明公木倫公之五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駿龍 次子奕龍（僑瑞典） 

十八傳宇光公木倫公之六子 

十八傳偉倫公家安公之長子 妻蘇氏 

十八傳偉明公家安公之次子 

十八傳子軒公世海公之子 

十八傳尚羽公國華公之子 妻王氏生一子朗喬 

十八傳永康公金安公之長子 妻賴氏生一子卓躍 

十八捿永健公金安公之次子 妻林氏生三子 長子俊傑 次子傲維 三子俊希 

十八傳永良公金安公之三子 妻蕭氏 

十八傳耀祖公貴安公之長子 

十八傳耀正公貴安公之次子 

十八傳志堅公財安公之子 

十八傳美球公貴水公之長子 妻梁氏生二子 長子天龍 次子世豪 

十八傳納培公貴水公之次子 

十八傳國雄公德森公之次子 妻余氏生三子 長子家麒 次子家麟 三子家俊 

十八傳志興公彭發公之長子 妻黃氏 

十八傳志榮公彭發公之次子  

十八傳彭友公就光公之長子 

十八傳彭星公就光公之次子 

 

十九傳興就公根穩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三子 長子健邦 次子健榮 三子健偉 

十九傳滿圓公根穩公之次子 妻呂氏生一子祖謙 

十九傳廣全公興祥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一子芷聰 

十九世祖火全公興祥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德誠 次子振宇 

十九傳合泰公興祥公之三子 妻陳氏生一子健華 

十九傳金全公興祥公之四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嘉輝 次子學敏 

十九傳鏡全公興祥公之五子 妻施氏生一子嘉俊 

十九傳福全公興祥公之六子 妻李氏 

十九傳火壽公添祥公之長子 

十九傳福壽公添祥公之次子 妻陳氏 

十九傳家偉公炳仲公之長子 妻 Vinback 氏生一子文傑 

十九傳浩賢公炳仲公之次子 



十九傳紹倫公炳洪公之長子 

十九傳紹豪公炳洪公之次子 

十九傳紹軒公炳洪公之三子 

十九傳紹熙公炳洪公之四子 

十九傳炳良公滿全公之長子 妻葉氏生一子智杰 

十九傳炳超公滿全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振業 次子智傑 

十九傳炳耀公滿全公之三子 妻鄺氏生一子家豪 英國學士（一九八五年） 

十九傳冠雄公榕鉅公之子 

十九傳俊豪公榕發公之長子 

十九傳俊文公榕發公之次子 

十九傳浩江公志堂公之子 

十九傳家樂公惠良公之長子 妻何氏 

十九傳家輝公惠良公之次子 妻鍾氏生二子 長子亦稀 次子亦軒 

十九傳英權公根和公之長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家耀 次子家業 

十九傳興權公根和公之次子 妻沈氏生一子家榮 

十九傳兆基公鏡壽公之子 

十九傳國偉公鏡釗公之長子 

十九傳家偉公鏡釗公之次子 

十九傳振聲公鏡清公之長子 妻駱氏 

十九傳振亮公鏡清公之次子 

十九傳建文公就光公之長子 妻劉氏生一子歷宏 

十九傳立文公就光公之次子 妻程氏生一子啟峯 

十九世祖耀基公就才公之長子 

十九傳耀南公就才公之次子 妻李氏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俊康 次子鼎博 

十九傳耀東公就才公之三子 妻袁氏 

十九傳智偉公諾球公之長子 妻潘氏生一子元騫 

十九傳智傑公諾球公之次子 妻王氏 

十九傳智倫公諾球公之三子 妻羅氏 

十九傳鑫源公家良公之子 妻周氏生一子梓浩 

十九傳彭旭公偉光公之子 

十九傳叔祺公錦棠公之子 妻鍾氏生一子靖皓 

十九傳兆礎公合春公之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偉鴻 次子偉安 

十九傳浚禧公鎣堂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一子鎧譽 

十九傳浩禧公鎣堂公之次子 

十九傳家龍公國光公之子 妻葉氏 

十九傳宥正公國宗公之子 

十九傳駿龍公智明公之長子 （僑瑞典） 

十九傳奕龍公智明公之次子 （僑瑞典） 



十九傳天龍公美球公之長子 

十九傳世豪公美球公之次子 

十九傳家麒公國雄公之長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峻楠 次子文信 

十九傳家麟公國雄公之次子 妻袁氏生二子 長子琮哲 次子皓勤 

十九傳家俊公國雄公之三子 妻陳氏 

十九傳俊傑公永健公之長子 

十九傳傲維公永健公之次子 

十九傳俊希公永健公之三子 

十九傳振霖公建洪公之子 

十九傳智仁公鏡華公之長子 

十九傳智康公鏡華公之次子 

十九傳君熊公錱堂公之子 

十九傳朗喬公尚羽公之子 

十九傳卓耀公永康公之子 

 

二十傳健邦公興就公之長子 妻杜氏生一子子揚 

二十傳健榮公興就公之次子 

二十傳健偉公興就公主三子 

二十傳芷聰公廣全公之子 

二十傳德誠公火全公之長子 妻□氏 

二十傳振宇公火全公之次子 

二十傳嘉輝公金全公之長子 

二十傳學敏公金全公之次子 

二十傳振業公炳超公之長子 

二十傳智傑公炳超公之次子 

二十傳琮哲公家麟公之長子 

二十傳皓勤公家麟公之次子 

二十傳峻楠公家麒公之長子 

二十傳文信公定麒公之次子 

二十傳家耀公英權公之長子 

二十傳家業公英權公之次子 

二十傳家榮公興權公之子 

二十傳鎧譽公浚禧公之子 

二十傳偉鴻公兆礎公之長子 

二十傳偉安公兆礎公之次子 

二十傳元騫公智偉公之子 

二十傳亦稀公家輝公之長子 

二十傳亦軒公家輝公之次子 



二十傳智杰公炳良公之子 

二十傳家豪公炳耀公之子 

二十傳健華公合泰公之子 

二十傳祖謙公滿圓公之子 

二十傳文傑公家偉公之子 

二十傳歷宏公健文公之子 

二十傳啟峯公立文公之子 

二十傳嘉俊公鏡全公之子 

二十傳俊康公耀南公之長子 

二十傳鼎博公耀南公之次子 

二十傳梓浩公鑫源公之子 

二十傳靖皓公叔祺公之子 

 

二十一傳子揚公健邦公之子 

 

 

居住蕉涇彭屋村 啟壁祖分家裔後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 

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杜牧（遣懷） 

八世祖汝廉公□□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祿所 

九世祖祿所公汝廉公之子 妻尹潘氏生一子光裕 

十世祖光裕公祿所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朝理 

十一世祖朝理公光裕公之子 妻宋氏生一子集成 

十二世祖集成公朝理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品望 

十三世祖□叩望公集成公之子 妻黎黃氏生四子 長子習聖 次子拔上 三子

作聖 四子耀聖 

十四世祖習聖公品望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三子 長子如金 次子如璧 三子如

錫 

十四世祖拔上公品望公之次子 

十四世祖作聖公品望公之三子 

十四世祖耀聖公品望公之四子 妻張蘇氏生四子 長子如陵 次子如松 三子

如圭 四子如岡 

 

十五世祖如金公習聖公之長子 妻袁侯氏生四子 長子廣瑞 次子福瑞 三子

占瑞 四子欽瑞 

十五世祖如璧公習聖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如錫公習聖公之三子 



十五世祖如陵公耀聖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一子天楷 

十五世祖如松公耀聖公之次子 妻駱氏生三子 長子炳祥 次子招祥 三子金

壽 

十五世祖如圭公躍聖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一子金大 

十五世祖如岡公耀聖公之四子 妻陳張文氏生二子 長子鑽保 次子天祥 

 

十六世祖廣瑞公如金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福瑞公如金公之次子 妻陳氏 

十六世祖占瑞公如金公之三子 妻李陳氏 

十六世祖欽瑞公如金公之四子 妻文文氏 

十六世祖天楷公如陵公之子 妻駱氏 

十六世祖炳祥公如松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招祥公如松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金壽公如松公之三子 妻賴莊氏生一子火保 

十六世租金大公如圭公之子 妻梁氏生三子 長子百安 次子公金 三子淑德 

十六世祖鑽保公如岡公之長子 妻侯氏 

十六世祖天祥公如岡公之次子 妻杜黃氏 

 

十七世祖觀錦公□□公之子 妻文氏 

十七世祖金佑公□□公之子 妻張氏 

十七世祖興賢公□□公之子 

十七世祖福蓮公□□公之子 

十七世祖火福公□□公之子 

十七世祖木保公□□公之子 

十七世祖百安公金大公之長子 妻□氏生一子公樹 

十七世祖公金公金大公之次子 妻□氏 

十七世祖淑德公金大公之三子 妻□氏 

十七世祖火保公金壽公之子 妻唐氏生三子 長子金安 次子金發 三子水仙 

十七世祖土信公□□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添壽 

 

十八世祖金安公金壽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三子 長子裕平 次子金泰 三子金

堂 

十八世祖金發公金壽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水仙公金壽公之三子 

十八世祖添壽公土信公之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觀發 次子金全 三子天齡 

十八世祖柴然公□□公之子 妻簡文氏 

十八世祖公樹公百安公之子 妻林氏 

十八世祖遠發公□□公之子 



 

十九世租金穩公公樹公之子 

十九世祖裕平公金安公之長子 妻文氏 

十九世祖金泰公金安公之次子 妻鄧氏生一子土金 

十九世祖金堂公金安公之三子 妻何氏生四子 長子灶穩次子樹榮 三子樹興 

四子炳南 

十九傳觀發公添壽公之長子 妻蔡氏生四子 長子興祥 次子興華 三子興有 

四子興德 

十九傳金全公添壽公之次子 妻梁氏生二子 長子偉昌 次子偉強 

十九傳天齡公添壽公之三子 妻卓氏生二子 長子志財 次子永強 

二十傳土泉公金泰公之子 妻袁氏生一子根保 

二十傳灶穩公金堂公之長子 妻戴氏生一子偉權 

二十傳樹榮公金堂公之次子 妻李氏生二子 長子俊傑 次子俊文 

二十傳樹興公金堂公之三子 妻利氏 

二十傳炳南公金堂公之四子 

二十傳彭耀公□□公之子 妻文氏 

二十傳水根公□□公之子 妻簡氏生二子 長子耀勝 次子躍能 

二十傳耀東公□□公之子 妻陳氏生一子石祺 

二十傳興祥公觀發公之長子 

二十傳興華公觀發公之次子 

二十傳興有公觀發公之三子 

二十傳興德公觀發公之四子 

二十傳偉昌公金全公之長子 

二十傳潭強公金全公之次子 

二十傳志財公天齡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嘉樂 

二十傳永強公天齡公之次子  

 

二十一世祖亞貴公成福公之長子 

二十一世祖亞勝公成福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根保公土泉公之子 妻李氏生三子 長子國基 次子國康 三子國偉 

二十一傳英球公成福公之三子 妻德氏生一子彭寧 

二十一傳偉權公灶穩公之子 

二十一傳俊傑公樹榮公之長子 妻老氏 

二十一傳俊文公樹榮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耀勝公水根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俊業 次子志榮 

二十一傳耀能公水根公之次子 妻黄氏 

二十一傳石祺公躍東公之子 

二十一傳嘉樂公志財公之子 



 

二十二傳國基公根保公之長子 妻黎氏 

二十二傳國康公根保公之次子 妻曾氏生三子 長子子維 次子尉俊 三子朗

軒 

二十二傳國偉公根保公之三子 妻徐氏 

二十二傳彭寧公英球公之子 

二十二傳俊業公耀勝公之長子 

二十二傳志榮公耀勝公之次子 

 

二十三傳子維公國康公之長子 

二十三傳尉俊公國康公之次子 

二十三傳朗軒公國康公之三子 

 

 

居住大埔汀角村 啟壁祖分家裔後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 

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杜甫（贈花卿） 

十三世祖必端公秀鳳公之長子 

十三世祖必華公秀鳳公之次子 

十三世祖必文公秀鳳公之三子 妻黃氏生五子 長子拔昌次子拔進 三子拔富 

四子拔貴 五子拔士 

 

十四世祖拔昌公必文公之長子 妻□氏生一子朝珍 

十四世祖拔進公必文公之次子 妻孫氏生一子朝玉 

十四世祖拔富公必文公之三子 妻□氏生一子朝珠 

十四世祖拔貴公必文公之四子 妻□氏生一子朝福 

十四世祖拔士公必文公之五子 妻□氏生一子朝球 

 

十五世祖朝玉公拔進公之子 妻黃氏生四子 長子錦亮 次子錦芳 三子錦茂 

四子錦華 

十五世祖朝珍公拔昌公之子 

十五世祖朝珠公拔富公之子 

十五世祖朝福公拔貴公之子 

十五世祖朝球公拔士公之子 

 

十六世祖錦亮公朝玉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錦芳公朝玉公之次于 妻鄔氏生二子 長子瑞遠 次子成業 

十六世祖錦茂公朝王公主三子 

十六世祖錦華公朝玉公之四子 妻麥氏生一子芹芳 

 

十七世祖瑞遠公錦芳公之長子 妻麥氏生二子 長子木生 次子木興 

十七世祖成業公錦芳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芹芳公錦華公之子 妻□氏生一子彭和 

十七世祖桂芳公□□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彭保 

十七世祖茂芳公□□公之子 妻黃氏 

十七世祖毓芳公□□公之子 妻葉張氏七一二子 長子慶鄰 次子慶璋 三子

慶標 

十七世祖金壽公□□公之子 妻李氏生三子 長子丁長 次子彭九 三子叔秀 

十七世祖彭德公□□公之子 

 

十八世祖木生公瑞遠公之長子 妻沈氏生七子長子躍池次子星池 三子春池 

四子西池 五子鴻池 六子輔池 七子添池 

十八世祖木興公瑞遠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彭和公芹芳公之子 妻劉氏牛一子煌勝 

十八世祖彭保公桂芳公之子 妻馬氏生三子 長子二福 次子來有 三子容興 

十八世祖慶標公毓芳公之三子 妻林氏生一子暢平 

十八世祖九妹公□□公之子 妻李氏生一子彭牛 

十八世祖百壽公□□公之子 妻李林氏生二子 長子全發 次子柱明 

十八世祖丁長公金壽公之長子 妻李氏生一子進福 

十八世祖彭九公金壽公之次子 妻李氏生一子天送 

十八世祖叔秀公金壽公之三子 妻林氏生一子進財 

十八世祖慶鄰公毓芳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慶璋公毓芳公之次子 

 

十九世祖耀池公木生公之長子 

十九世祖星池公木生公之次子 

十九世祖春池公木生公之三子 

十九世祖鴻池公木生公之五子 

十九世祖輔池公木生公六子 

十九世祖添池公木生公之七子 

十九世祖煌勝公彭和公之子 妻李氏生一子彭輝 

十九世祖三福公彭保公之長子 

十九世祖來有公彭保公之次子 

十九傳西池公木生公之四子妻俞氏生七子 長子伯生次子煌興 三子伯福 四



子伯貴 五子伯勝 六子伯連 七子伯權 

十九傳容興公彭保公之三子 妻劉氏生一子伯強 

十九傳暢平公慶標公之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德成 次子成發 

十九傳彭牛公九妹公之子 妻羅氏生四子 長子智華 次子志強 三于志雲 

四子智安 

十九傳全發公百壽公之長子 妻鄭氏生一子維富 

十九傳柱明公百壽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一子有權 

十九傳進一福公丁長公之子 妻李氏生四子 長子佰光 次子丁球 三子國年 

四子國強 

十九傳天送公彭九公之子 妻羅氏生四子 長子倍華 次子倍中 三子倍山 

四子倍豪 

十九傳進財公叔秀公之子 妻林氏 

十九傳二全公□□公之子 妻李氏生二子 長子彭龍 次子伯連 

 

二十傳伯生公西池公之長子 妻張鄧氏生一子家榮 

二十傳煌興公西池公之次子 

二十傳伯一福公西池公之三子 妻李氏生三子 長子偉民 次子國雄 三子朝

東 

二十傳伯貴公西池公之四子 

二十傳伯勝公西池公之五子 妻曹氏 

二十傳伯連公西池公之六子 妻胡氏生二子 長子建聰 次子建龍 

二十傳伯權公西池公之七子 妻袁氏生二子 長子偉基 次子嘉華 

二十傳彭輝公煌勝公之子 

二十傳伯強公容興公之子 

二十傳德成公暢平公之長子 

二十傳成發公暢平公之次子 

二十傳智華公彭牛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一子浩東 

二十傳士心強公彭牛公之次子 

二十傳士心王欢公彭牛公之三子 妻黎氏生一子俊彥 

二十傳智安公彭牛公之四子 妻曹氏生一子浩賢 

二十傳維富公全發公之子 

二十傳有權公柱明公之子 

二十傳佰光公進福公之長子 妻李氏生三子 長子偉祺 次子偉文 三子偉倫 

二十傳丁球公進福公之次子 妻馮氏 

二十傳國年公進福公主三子 

二十傳國強公進福公之四子 

二十傳倍華公天送公之長子 

二十傳倍中公天送公之次子 



二十傳信山公天送公之三子 

二十傳信豪公天送公之四子 

二十傳彭龍公二全公之長子 

二十傳伯連公二全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家榮公伯生公之子 

二十一傳偉民公伯福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國雄公伯福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偉東公伯福公主二子 

二十一傳建聰公伯連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建龍公伯連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偉基公伯權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嘉華公伯權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浩東公智華公之子 

二十一傳志雲公志雲公之子 

二十一傳浩賢公智安公之子 

二十一傳偉祺公佰光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偉文公佰光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偉倫公佰光公之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