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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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世祖心啟公啟崗公之子 妻梁氏生四子 長子興遠 次子汝存 三子喬相 

四子林隱 

五世祖興遠公心啟公之長子 未詳 

五世祖汝存公心啟公之次子 未詳 

 

五世祖喬相公心啟公之三子末詳 

五世祖林隱公心啟公之四子 妻袁黃氏生一子道敬 

六世祖道敬公林隱公之子 妻梁氏生二子 長子近林 次子彩林 

七世祖近林公道敬公之長子 妻杜氏生二子 長子獻新 次子蒼梧 

七世祖彩林公道敬公之次子 未詳 

七世祖心齋公□□公之子 妻鄭氏生一子前川 

八世祖獻新公近林公之子 妻鄭氏生子清連 

八世祖蒼梧公近林公之次子 未詳 

八世祖前川公心齋公之子 妻鄭氏生子伯岳 

九世祖清連公獻新公之子 妻陳氏生子瑞鰲 

九世祖伯岳公前川公之子 妻莫氏生子煊猶 

十世祖瑞鰲公清連公之子 妻麥氏生五子 長子其昌 次子其聖 三子其高 

四子其度 五子其禹 

十世祖煊猶公伯岳之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旭文 次子熙明 

十一世祖旭文公煊猶公之長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柱石 次子毆仟 

十一世祖熙明公煊猶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子殿相 

十一世祖其昌公瑞鰲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四子 長子土福次子利仁 三子達邦 

四子安邦 

十一世祖其聖公瑞鰲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三子 長子友邦 次子濟邦 三子懷

仁 

十一世祖其高公瑞鰲公之三子 妻黃氏生子正邦 

十一世祖其度公瑞鰲公之四子 妻張文氏生子德仁 

十一世祖其禹公瑞鰲公之五子 妻□氏生一子律秀 

十二世祖柱石公旭文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三子 長子必壽 次子必祿 三子必

敬 

十二世祖殿仟公旭文公之次子 妻張氏 

十二世祖殿相公熙明公之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卓才 次子康福 

十二世祖友邦公其聖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三子 長子洛書 次子鳳書 三子貫



書 

十二世祖正邦公其高公之子 妻文氏生七子 長子正書 次子樂書 三子楚書 

四子滔祿 五子喜樹 六子七子不詳 

十二世祖上福公其昌公之長子 

十二世祖利仁公其昌公之次子 

十二世祖達邦公其昌公之三子 妻杜氏生子丹書 

十二世祖律秀公其禹公之子 妻袁氏生子日新 

十二世祖德仁公其度公之子 妻李氏生子保叔 

十二世祖安邦公其昌公之四子 妻莫張氏生子周書 

十三世祖保叔公德仁公之子 妻□氏生子拔壽 

 

十三世祖洛書公友邦公之長子 妻冼黃氏生四子 長子炳章 次子盛章 三子

宏章 四子興章 

十三世祖鳳書公友邦公之次子 

十三世祖必壽公柱石公之長子 妻張氏繼子清泰 

十三世祖必祿公柱石公之次子 

十三世祖必敬公柱石公之三子 

十三世祖樂書公正邦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伯有 次子正有 

十三世祖日新公律秀公之子 妻蘇氏生子彥光 

十三世祖丹書公達邦公之子 妻林氏生子樂言 

十三世祖卓才公殿相公之子 妻□氏生子英壽 

十三世祖康福公殿相公之次子 

十三世祖柱石公□□公之子 妻吳氏生子影泰 

十三世祖簡書公□□公之子 妻林氏生子連豐 

十三世祖美文公□□公之子 

十三世祖貫書公友邦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子榮章 

十三世祖喜樹公正邦公之五子 妻□氏 

十三世祖義隆公□□公之子 妻廖氏生子亞保 

十三世祖周書公安邦公之子 妻張黃氏生二子 長子平章 次子建章 

十四世祖拔壽公保叔公之子 妻李氏生子睿達 

十四世祖炳章公洛書公之長子 妻簡氏生二子 長子文亮 次子懷亮 

十四世祖盛章公洛書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懷樂 次子卓大 三子益

善 

十四世祖宏章公洛書公之三子 妻徐張氏生三子 長子成亮 次子家亮 三子

耀文 

十四世祖興章公洛書公之四子 

十四世祖伯有公樂書公之長子 妻李氏生子英發 

十四世祖正有公樂書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四子 長子樹福 次子兆發 三子水



安 四子兆財 

十四世祖清泰公必壽公繼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博文 次子禮文 三子錦文 

 

十四世祖彥光公日新公之子 妻林氏生四子 長子容興 次子連興 三子正興 

四子齊興 

十四世祖樂言公丹書公之子 妻蔡氏生二子 長子慶貴 次子木德 

十四世祖英壽公卓才公之子 妻文氏生三子 長子正東 次子旭元 三子天喜 

十四世祖影泰公柱石公之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奕昌 次子奕富 

十四世祖連豐公簡書公之子 妻莊氏生四子 長子發貴 次子天貴 三子嘉福 

四子貴有 

十四世祖榮立早公貫書公之子 妻□氏生四子 長子水壽 次子水保 三子富

興 四子富全 

十四世祖亞保公義隆公之子 妻馮氏生子成發 

十四世祖斐然公□□公之子 妻潘氏生子純一 

十四世祖平章公周書公之長子 妻林簡氏生子宗壽 

十四世祖建章公周書公之次子 妻張林氏生子榮昌 

 

十五世祖文亮公炳章公之長子 妻侯氏生二子 長子火德 次子火賢 

十五世祖懷亮公炳章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懷樂公盛章公之長子 妻廖氏生三子 長子同福 次子敬賢 三子日

金 

十五世祖樹福公正有公之長子 

十五世祖兆發公正有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水安公正有公之三子 妻莊氏生二子 長子廣仲 次子兆穩 

十五世祖博文公清泰公之長子 妻李氏生四子 長子成付 次子成有 三子成

康 四子羣壽繼錦文 

十五世祖禮文公清泰公之次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朝擧 次子義擧繼錦文 

十五世祖錦文公清泰公之三子 妻簡劉氏生子華祿 繼子義擧 

十五世祖容興公彥光公之長子 妻蔡氏生四子 長子天佑 次子金發 三子亞

天 四子先鏘 

十五世祖連興公彥光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子勝富 

十五世祖正興公彥光公之三子 妻□氏生子祥九 

 

十五世祖家亮公宏章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齊興公彥光公之四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火泰 次子美福 

十五世祖成亮公宏章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進壽 

十五世祖耀文公宏章公之三子 妻鄧氏生一子培壽 

十五世祖兆財公正有公之四子 



十五世祖慶貴公樂言公之長子 妻廖氏生三子 長子粦兄 次子成業 三子興

業 

十五世祖木德公樂言公之次子 妻簡氏 成業過繼 

十五世祖就樹公□□公之子 

十五世祖其昌公□□公之子 

十五世祖建昌公□□公之子 

十五世祖卓大公盛章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喜德公□□公之長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木佑 次子興全 

十五世祖有德公□□公之次子 妻廖張氏 

十五世祖正東公英壽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子英才 

 

十五世祖旭元公至壽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君九公□□公之子 妻陳曾氏生子容信 

十五世祖奕昌公影泰公之長子 妻文氏 

十五世祖奕富公影泰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三子 長子才有 次子英保 三子成

保 

十五世祖復一公□□公之子 妻駱張氏生子清壽 

十五世祖天喜公英壽公之三子 妻簡氏 

十五世祖發生貝公連豐公之長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慶業 次子全業 

十五世祖天貴公連豐公之次子 

十五世祖嘉福公連豐公之三子 

十五世祖貴有公連豐公之四子 

十五世祖睿達公拔壽公之子 妻馮氏生二子 長子穩泰 次子天祥 

十五世祖水壽公榮章公之長子 

十五世祖水保公榮章公之次子 妻林氏 

十五世祖富興公榮章公之三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金發 次子連發 

 

十五世祖富全公榮章公之四子 

十五世祖英發公伯有公之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樹春 次子禮福 

十五世祖成發公亞保公之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炳芳 次子天桂 

十五世祖益善公盛章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伙光 次子繼明 三子醮

伙 

十五世祖純一公斐然公之子 妻張氏生四子 長子發興 次子壽容 三子義德 

四子同壽 

十五世祖士不壽公平章公之子 妻林氏生三子 長子火粦 次子金全 三子博

全 

十五世祖榮昌公建章公之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嘉順 次子發有 

十六世祖成付公博文公之長子 妻□氏生一子彩粦 



十六世祖成有公博文公之次子 妻□氏生三子 長子長粦過繼美祿 次子正粦 

三子和粦 

十六世祖成康公博文公之三子 妻杜氏生四子 長子福粦 次子禮粦 三子善

粦 四子弟粦 

 

十六世祖羣壽公博文公之四子 妻文氏生四子 長子錦粦 次子醮粦 三子德

粦 四子森粦 

十六世祖朝擧公禮文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一子鐸粦 

十六世祖義擧公錦文公之繼子 妻鄧氏生四子 長子廣粦 次子富粦 三子土

壽 四子清粦 

十六世祖華祿公錦文公之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壽粦 次子炳粦 

十六世祖火德公文兄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進壽公成亮公之子 妻文氏生一子林穩 

十六世祖培壽公耀文公之子 妻文氏生三子 長子水福 次子水發 三子均福 

十六世祖火泰公齊興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美福公齊興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祥九公正興公之子 

十六世祖天佑公容興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四子 長子炳秀 次子水秀 三子田

中 四子醮祿 

 

十六世祖金發公容興公之次子 妻廖鄧氏生一子醮效 

十六世祖勝富公連興公之長子 妻林張氏生五子 長子炳興 次子加福 三子

金福 四子細福 五子美福 

十六世祖粦兄公慶貴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成業公慶貴公之次子 妻蔡氏養子清華 

十六世祖興業公慶貴公之三子 養子國耀 

十六世祖廣福公□□公之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根懷 次子金興 

十六世祖福泰公□□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英國 

十六世祖同福公懷樂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亞天公容興公之三子 

十六世祖先鏘公容興公之四子 

十六世祖榮公公□□公之子 妻陳氏生子容壽 

十六世祖才有公奕富公之長子 妻黃氏 

十六世祖英保公奕富公之次子 妻林氏 

 

十六世祖成保公奕富公之三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彩荷 次子渭池 

十六世祖清壽公復一公之子 妻鄧氏生四子 長子開業 次子就福 三子牛穩 

四子水穩 



十六世祖慶業公發貴公之長子 妻林氏 

十六世祖全業公發貴公之次子 妻□氏 

十六世祖穩泰公睿達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天祥公睿達公之次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嘉安 次子金賢 

十六世祖金發公富興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連發公富興公之次子 妻任氏生二子 長子建灶 次子日華 

十六世祖樹春公英發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伙光公益善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繼明公益善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醮伙公益善公之三子 妻林氏生四子 長子業龍 次子龍生 三子水

祥 四子偉祥 

十六世祖發興公純一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開枝 次子金開 

十六世祖壽容公純一公之次子 妻莊廖氏生子九信 

十六世祖義德公純一公之三手 

十六世祖同壽公純一公之四子 

十六世祖火粦公宗壽公之長子 

十六世祖金全公宗壽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博全公宗壽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四子 長子燦權 次子權煜 三子澤

權 四子耀工 

十六世祖嘉福公榮昌公之長子 妻張廖氏生子河東 

十六世祖發有公榮昌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容信公君九公之子 妻劉氏生子水金 

十六世祖英才公正東公之子 妻陳張氏生四子 長子逢祥 次子達富 三子松

壽 四子美全 

十六世祖興全公喜德公之次子 

 

十六世祖木佑公喜德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三子 長子金水 次子金安 三子安

發 

十六世祖廣仲公水安公之長子 妻廖氏生五子 長子桂明 次子火興 三子英

樹 四子桂良 五子桂炳 

十六世祖禮福公英發公之次子 妻梁黃氏生四子 長子統桂 次子石水 三子

有才 四子火祥 

十六世祖炳芳公成發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孔年 次子孔人 

十六世祖火賢公文亮公之次子 妻廖戴氏生三子 長子添有 次子根有 三子

桂有 （一九五九年任族長至六八年） 

十六世祖天桂公成發公之次子 

十六傳敬賢公懷樂公之次子 妻黃鄧氏生二子 長子木林 次子林發 （一九八

二年起現任族長） 



十六傳日金公懷樂公之三子 

 

十七世廣廣粦公義擧公之長子 妻張氏 

十七世祖富粦公義擧公之次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潭湘 過繼廣粦公 次子

定堅 

十七世祖土壽公義擧公之三子 妻戴氏生一子興培 

十七世祖清粦公義擧公之四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汝林 次子火乾 

十七世祖桂明公廣仲公之長子 妻袁侯文氏生三子 長子金廷 次子金福 三

子芝華 

十七世祖火興公廣仲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英樹公廣仲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桂炳公廣仲公之五子 

十七世祖炳秀公天佑公之長子 

十七世租水秀公天佑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田中公天佑公主三子 

十七世祖醮祿公天佑公之四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廣大 次子廣運 

十七世祖醮效公金發公之子 

十七世祖炳興公勝富公之長子 妻徐氏 

 

十七世祖加福公勝富公之次子 妻林氏生一子銓發 

十七世祖金福公勝富公之三子 妻鄧氏生三子 長子長大 次子仲發 三子祥

發 

十七世祖細福公勝富公之四子 

十七世祖美福公勝富公之五子 妻張鄧氏生一子雪甫 

十七世祖錦粦公羣壽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醮粦公羣壽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德粦公羣籌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森粦公羣壽公之四子 妻郭杜郭氏生二子 長子開志 次子福志 

十七世祖鐸粦公朝擧公之子 妻張氏生五子 長子萬成 次于萬添 三子廷穩 

四子添貴 五子桂南 

十七世祖長粦公美祿公繼子 妻□氏生一子有祿 

十七世祖彩粦公成付公之子 妻胡氏 

十七世祖福粦公成康公之長子 妻簡氏生一子堯積 

十七世祖禮粦公成康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三子 長子九根 次子根容 三子根

伙 

 

十七世祖善粦公成康公之三子 妻蔡氏 根伙公過繼 

十七世祖弟粦公成康公之四子 妻黃張氏生二子 長子嘉壽 次子英壽 



十七世祖正粦公成有公之次子 妻侯氏生一子金福 

十七世祖和粦公成有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根懷公廣福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金興公廣福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水僊 次子坤穩 

十七世祖英國公福泰公之子 妻黃氏生一子伙林 

十七世祖壽粦公華祿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炳粦公華祿公之次子 

十七世租金水公木佑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錦棠 次子玉棠 三子超

棠 

十七世祖金安公木佑公之次子 妻邱氏生一子樹容 養子錦壽 

十七世祖安發公木佑公之三子 妻楊氏生五子 長子貴棠 次子興堂 三子慶

林 四子幹生 五子幹華 

十七世祖逢祥公英才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英華 次子水樁 三子興

照 

 

十七世祖達富公英才公之次子 妻莊氏生子結福 

十七世祖水金公容信公之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功發 次子美華 

十七世祖容壽公榮公公之子 妻陶氏 

十七世祖彩荷公成保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渭池公成保公之次子 妻鄭廖生子錫林 

十七世祖開業公清壽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就福公清壽公之次子 妻廖氏生一子木耀 

十七世祖牛穩公清壽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水穩公清壽公之四子 妻麥氏生六子 長子偉文 次子傑文 三子震

雄 四子志偉 五子志雄 六子家雄 

十七世祖燦權公博全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權煜公博全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澤權公博全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金開公發興公之次子 妻廖氏 

十七世祖九信公壽容公之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錫穩 次子錫明 

十七世祖河東公嘉福公之子 妻林氏生子偉全 

 

十七世祖松壽公英才公之三子 

十七世祖美全公英才公之四子 妻簡氏生二子 長子朱嬌 次子先仔 

十七世祖金賢公天祥公之次子 妻馮氏生二子 長子奕福 次子載福 養仔柱

泰 

十七世祖嘉安公天祥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建灶公連發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孔年公炳芳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孔入公炳芳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石水公禮福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火祥公禮福公之四子 

十七世祖業龍公醮伙公之長子 

十七世祖龍生公醮伙公之次子 

十七世祖開枝公發興公之長子 

十七傳添有公火賢公之長子 妻駱氏生三子 長子永堂 次子銳堂 三子國森 

 

 （僑英） 

十七世祖根有公火賢公之次子 妻簡氏生二子 長子國波 次子嘉和 （僑英） 

十七傳桂有公火賢公之三子 妻黃氏生三子 長子家明 次子家輝 三子家亮 

（僑瑞典） 

十七傳林穩公進壽公之子 妻鄧氏生四子 長子緯新 次子偉東 三子偉邦 

四子偉基 

十七傳水福公培壽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一宇 次子展飛 （僑英） 

十七傳水發公培壽公之次子 妻何氏 

十七傳均福公培壽公之三子 妻廖氏生一子展鋒 （僑英） 

十七傳桂良公廣仲公之四子 妻何張氏生三子 長子燕南 次子柱廷 三子燕

騰 

十七傳清華公成業公之養子 妻廖氏 

十七傳木林公敬賢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志輝 次子志健 三子志勇 

十七傳林發公敬賢公之次子 

十七傳國耀公興業公之養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金傳 次子旭良 

 

十七傳日華公連發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六子 長子沛貴 次子錦棠 三子漢波 

四子錦源 五子錦輝 六子志剛 （僑美） 

十七傳統桂公禮福公之長子 妻呂氏生子醮喜 

十七傳有才公禮福公之三子 妻□氏 

十七傳水祥公醮伙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國信 次子國良 （僑法） 

十七傳偉祥公醮伙公之四子 妻黃氏生二子 長子國雄 次子國輝 （僑法） 

十七傳耀工公博全公之四子 妻文氏生三子 長子柱福 次子桂球 三子美球 

（僑英） 

十八世祖廣大公醮祿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一子九仔 

十八世祖銓發公加福公之子 

十八世祖長大公金順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仲發公金福公之次子 妻袁氏生二子 長子禮德 次子勝錢 

十八世祖祥發公金福公之三子 妻黃氏 



 

十八世祖雪甫公美福公之子 妻廖氏生五子 長子耀初 次子永新 三子振東 

孖子大明 孖子小明 

十八世祖萬成公鐸粦公之長子 妻廖張氏 養子泰祥 

十八世祖萬添公鐸粦公之次子 妻廖氏生一子連達 

十八世祖有祿公長粦公之繼子 妻萬氏牛四子 長子連福 次子水福 三子培

福 四子美福 

十八世祖金福公正粦公之子 妻張氏生一子伙鴻 

十八世祖堯積公福粦公之子 妻萬黃氏生七子 長子惠祖 次子海祖 三子泰

祖 四子桂祖 五子牛京 六子后信 七子偉池 

十八世祖偉全公河東公之子 妻杜氏生五子 長子木添 次子志成 三子就發 

四子潤森 五子喜興 

十八世祖九根公禮粦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子錦華 

十八世祖嘉壽公弟粦公之長子 

十八世祖火乾公清粦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樹容公金安公之子 

十八世祖英華公逢祥公之長子 妻郭莊氏生三子 長子江牛 次子福錦 

十八世祖水樁公逢祥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興照公逢祥公之三子 

十八世祖結福公達富公之子 妻莊氏 江牛公過繼 

十八世祖朱嬌公美全公之長子 妻□氏生子旭文 養子來興 

十八世祖先仔公美全公之次子 

十八世祖日福公金賢公之長子 妻葉氏生子煥楷 

十八世祖志剛公日華公之六子 

十八世祖錫穩公九信公之長子 

十八傳志輝公木林公之長子 

十八傳志健公木林公之次子 

十八傳志勇公木林公之三子 

 

十八傳緯新公林穩公之長子 

十八傳偉東公林穩公之次子 妻陳氏生一子樂天 

十八傳偉邦公林穩公之三子 

十八傳偉基公林穩公之四子 妻鄧氏生一子明翰 

十八傳一宇公水頑公之長子 （僑英） 

十八傳展飛公水福公之次子 （僑英） 

十八傳展鋒公均福公之子 （僑英） 

十八傳金廷公桂明公之長子 妻歐陽氏生二子 長子樂民 次子樂禧 



十八傳金福公桂明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一子建山 （僑瑞典） 

十八傳芝華公桂明公之三子 妻詹氏生二子 長子泳豪 次子泳俊 

十八傳燕南公桂良公之長子 妻甄氏生二子 長子偉傑 次子偉豐 

十八傳柱廷公桂良公之次子 妻袁氏生二于 長子正勇 次子正冲 （僑英） 

十八傳燕騰公桂良公之三子 妻曹氏生二子 長子銘基 次子浩基 （僑英） 

十八傳開志公森粦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一子培穩 （僑英） 

 

十八傳福志公森粦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樹穩 次子誠穩 

十八傳坤穩公金興公之次子 妻尹氏生三子 長子志圖 次子志堅 三子志聰 

十八傳廣運公醮祿公之次子 妻何氏生三子 長子滿雲 次子照發 三子有新 

十八傳錦棠公金水公之長子 妻□氏生二子 長子展明 次子展強 （僑英） 

十八傳鈺棠公金水公之次子 

十八傳超棠公金水公之三子 

十八傳永堂公添有公之長子 （僑英） 

十八傳銳堂公添有公之次子 （僑英） 

十八傳國森公添有公之三子 （僑英） 

十八傳國波公根有公之長子 妻譚氏（僑英） 

十八傳嘉和公根有公之次子 （僑英） 

十八傳家明公桂有公之長子 （僑英） 

十八傳家輝公桂有公之次子 妻 LARA 氏生二子 長子志邦 次子志昇（僑英） 

十八傳家亮公桂有公之三子 （僑英） 

 

十八傳汝林公清粦公之子 妻酈氏生三子 長子潤球 次子興球 三子偉球 

十八傳興培公土壽公之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澤康 次子澤寧 （僑英） 

十八傳潭湘公廣粦公之繼子 妻李黃氏生二子 長子偉廉 次子厚廉 

十八傳定堅公富粦公之子 妻巫氏生三子 長子堅革 次子向軍 三子向輝 

（僑中國） 

十八傳根容公禮粦公之次子 妻廖氏生一子永年 

十八傳根伙公善粦公之繼子 妻張陳氏生二子 長子貴文 次子貴年 

十八傳英壽公弟粦公之次子 妻侯氏生二子 長子禮興 次子國興 

十八世祖廷穩公鐸粦公之三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煊國 次子海泉 三子煥

墀 

十八傳添貴公鐸粦公之四子 妻李蔡氏生五子 長子興枝 次子興福 三子興

球 四子興財 五子枝沛 （僑英） 

十八傳桂南公鐸粦公之五子 妻杜氏生三子 長子偉昌 次子貴財 三子偉長 

十八世祖伙林公英國公之子 妻林氏生一子貴有 （僑英） 

十八傳錦壽公金安公之養子 妻馮氏生三子 長子家俊 次子家廸 三子家康 

十八傳功發公水金公之長子 妻梁文氏生三子 長子家強 次子振傑 三子振



明 

十八傳美華公水金公之次子 妻劉氏生二子 長子永堅 次子永康 

十八傳錫林公渭池公之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鈺堂 次子鈺良 三子鈺華 

（僑英） 

十八世祖木耀公就福公之子 妻張氏養子子豐 （僑英） 

十八傳金傳公國耀公之長子 

十八傳旭良公國耀公之次子 

十八傳載福公金賢公之次子 妻林氏生二子 長子渭彬 次子炳基 （僑美） 

十八傳柱泰公金賢公之養子 妻周氏生二子 長子國華 次子賦榮 （僑荷） 

十八傳沛貴公日華公之長子 妻周氏生子子傑 （僑美） 

十八傳錦棠公日華公之次子 妻黃氏生子子豪 （僑美） 

十八傳漢波公日華公之三子 妻袁氏生子家進 （僑美） 

十八傳錦源公日華公之四子 妻陳氏生二子 長子子維 次子子健 （僑美） 

十八傳錦輝公日華公之五子 妻譚氏生子子倫 （僑美） 

 

十八傳醮喜公統桂公之子 

十八傳錫明公九信公之次子 妻劉氏生四子 長子宇豪 次子宇傑 三子宇正 

四子宇安 

十八傳國信公水祥公之長子 妻趙氏生子家豪 （僑法） 

十八傳國良公水祥公之次子 妻鍾氏生子希文 （僑法） 

十八傳國雄公偉祥公之長子 （僑法） 

十八傳國輝公偉祥公之次子 （僑法） 

十八傳柱福公耀工公之長子 妻莫氏生二子 長子永豪 次子家發 （僑英） 

十八傳桂球公耀工公之次子 妻杜氏生二子 長子偉基 次子偉倫 （僑英） 

十八傳美球公耀工公之三子 妻劉氏 （僑英） 

十八傳貴棠公安發公之長子 妻廖氏生三子 長子漢銘 次子浩銘 三子國銘 

（僑英） 

十八傳興堂公安發公之次子 妻袁氏生二子 長子漢健 次子加汝 （僑英） 

十八傳慶林公安發公之三子 妻王氏 （僑英） 

 

十八傳幹生公安發公之四子 妻邱氏生子寶鋒 （僑英） 

十八傳幹華公安發公之五子 （僑英） 

十八傳偉文公水穩公之長子 妻郭氏生一子肇華 

十八傳傑文公水穩公之次子 妻王氏生一子星瑋 

十八傳震雄公水穩公之三子 妻劉氏生一子進昌 

十八傳志偉公水穩公之四子  

十八傳志雄公水穩公之五子 

十八傳家雄公水穩公之六子 妻陳氏生一子朗希 



 

十九世祖連福公有祿公之長子 

十九世祖伙鴻公金福公之子 

十九世祖惠祖公堯積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四子 長子志天 次子傑球 三子傑

材 四子傑綿 

十九世祖海祖公堯積公之次子 

十九世祖泰祖公堯積公之三子 

十九世祖桂祖公堯積公之四子 

十九世祖牛京公堯積公之五子 

十九世祖后信公堯積公之六子 

十九世祖偉池公堯積公之七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家驅 次子家健 

 

十九世祖偉球公汝林公之三子 

十九世祖旭文公朱嬌公之子 妻陳氏 

十九世祖來興公朱嬌公之養子 妻侯劉氏生三子 長子旭林 次子柱穩 三子

和平 

十九世祖禮德公仲發公之長子 

 

十九傳偉傑公燕南公之長子 

十九傳偉豐公燕南公之次子 

十九傳正勇公柱廷公之長子 （僑荷） 

十九傳正冲公柱廷公之次子 （僑荷） 

十九傳銘基公燕騰公之長子 （僑荷） 

十九傳浩基公燕騰公之次子 （僑荷） 

十九傳耀初公雪甫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三子 長子凌擧 次子博學 三子思行 

香港中大學士（一九六九年） （僑英） 

十九傳永新公雪甫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一子智康 （僑英） 

十九傳振東公雪甫公之三子 妻鄭氏 （僑英） 

十九傳大明公雪甫公之孖子 妻黎氏生三子 長子焯謙 次子焯信 三子焯穎  

香港中大學士（一九八六年） （僑英） 

十九傳小明公雪甫公之孖子 妻馮氏生一子啟彥 （僑英） 

 

十九傳培穩公開志公之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偉基 次子偉業 （僑英） 

十九傳樹穩公福志公之長子 妻陳氏生一子浩泰 菲律濱大學學士（一九八二年） 

十九傳誠穩公福志公之次子 妻馬氏生一子浩恩（僑英） 

十九傳水福公有祿公之次子 妻蔡氏生二子 長子澤戎 次子澤林 

十九傳培福公有祿公之三子 過繼彩粦公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滿球 次子興

球 



十九傳美福公有祿公之四子 妻□氏 （僑法） 

十九傳永年公根容公之子 

十九傳連達公萬添公之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燿君 次子耀明 （僑德） 

十九傳煊國公廷穩公之長子 妻王氏生一子德甫 （僑英） 

十九傳海泉公廷穩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一子德章 （僑英） 

十九傳煥墀公廷穩公之三子 妻鄧氏生一子德維 （僑英） 

 

十九傳潤球公汝林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一子啟章 （僑德） 

十九傳興球公汝林公之次子 妻文氏生二子 長子啟妄 次子啟寧 （僑德） 

十九傳澤康公興培公之長子 妻曾氏（僑英） 

十九傳澤寧公興培公之次子 （僑英） 

十九傳偉廉公潭湘公之長子 

十九傳厚廉公潭湘公之次子 

十九傳堅翠公定堅公之長子 （僑中國） 

十九傳向軍公定堅公之次子 （僑中國） 

十九傳向輝公定堅公之三子 （僑中國） 

十九傳樂民公金廷公之長子 

十九傳樂禧公金廷公之次子 

十九傳泳豪公芝華公之長子 妻李氏 

十九傳泳俊公芝華公之次子 妻梁氏 

十九傳興枝公添貴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子志偉 （僑英） 

十九傳興福公添貴公之次子 妻鄭氏生子浩端 （僑英） 

 

十九傳興球公添貴公之三子 英國碩士（一九八四年） （僑英） 

十九傳興財公添貴公之四子 （僑英） 

十九傳枝沛公添貴公之五子 妻廖氏 （僑英） 

十九傳偉昌公桂南公之長子 妻鄭氏生二子 長子榮新 次子榮佳 （僑英） 

十九傳貴財公桂南公之次子 妻葉氏生子榮基 

十九傳偉良公桂南公之三子 妻李氏生二子 長子俊軒 次子俊康（僑英） 

十九傳志圖公坤穩公之長子 

十九傳志堅公坤穩公之次子 

十九傳志聰公坤穩公之三子 

十九傳貴有公伙林公之子 （僑英） 

十九傳禮興公英壽公之長子 妻邱氏生一子祖賢 

十九傳國興公英壽公之次子 妻熊氏生二子 長子諾言 次子諾信 

十九傳九仔公廣大公之子 妻廖氏生二子 長子志榮 次子志衡 （僑英） 

十九傳滿雲公廣運公之長子 妻黃氏生一子志忠 

 



十九傳照發公廣運公之次子 妻李氏生一子志揚 

十九傳有新公廣運公之三子 

十九傳貴文公根伙公之長子 妻林氏生子母謙 （僑英） 

十九傳貴年公根伙公之次子 妻鄭氏 （僑英） 

十九傳江牛公結福公之繼子 妻郭氏生三子 長子財貴 次子文貴 三子火財 

十九傳福錦公英華公之次子 妻廖氏生四子 長子福貴 次子潤明 三子成就 

四子城光 

十九傳展明公錦棠公之長子 （僑英） 

十九傳展強公錦棠公之次子 （僑英） 

十九傳家俊公錦壽公之長子 

十九傳家廸公錦壽公之次子 

十九傳家康公錦壽公之三子 

十九傳家強公功發公之長子 妻李氏 

十九傳振傑公功發公之次子 妻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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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傳振明公功發公之三子 妻羅氏 

十九傳永堅公美華公之長子 

十九傳永康公美華公之次子 妻楊氏生子錦曦 

十九傳鈺堂公錫林公之長子 妻羅氏生二子 長子家榮 次子家華 （僑英） 

十九傳鈺良公錫林公之次子 妻潘氏 英國學士（一九八六年） （僑英） 

十九傳鈺華公錫林公之三子 （僑英） 

十九傳泰祥公萬成公之養子 妻林氏生四子 長子偉金 次子偉康 三子偉區 

四子偉明 

十九傳錦華公九根公之子 妻□氏生子少昌 

十九傳子豐公木耀公之養子 妻 Baddeley 氏生一子利豪（僑英） 

十九傳勝錢公仲發公之次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浩然 次子浩榮 

十九傳渭彬公載福公之長子 妻梁氏生子嘉豪 （僑美） 

十九傳炳基公載福公之次子 妻許氏 （僑美） 

十九傳煥楷公奕福公之子 妻福查氏 （僑英） 

 

十九傳子傑公沛貴公之子 （僑美） 

十九傳子豪公錦棠公之子  （僑美） 

十九傳家進公漢波公之子 （僑美） 

十九傳子維公錦源公之長子 （僑美） 

十九傳子健公錦源公之次子 （僑美） 

十九傳子倫公錦輝公之子 （僑美） 

十九傳宇豪公錫明公之長子 妻李氏生二子 長子祖良 次子祖賢 妻馮氏（僑



美） 

十九傳宇傑公錫明公之次子 妻潘氏生子澤深 （僑美） 

十九傳宇正公錫明公之三子 美國學士（一九八四年） （僑美） 

十九傳宇安公錫明公之四子 妻何氏 美國學士（一九八六年） （僑美） 

十九傳家豪公國信公之子 （僑法） 

十九傳希文公國良公之子 （僑法） 

十九傳漢銘公貴棠公之長子 （僑英） 

十九傳浩銘公貴棠公之次子 （僑英） 

 

十九傳國銘公貴棠公之三子 （僑英） 

十九傳漢健公興堂公之長子 （僑英） 

十九傳加汝公興堂公之次子 （僑英） 

十九傳寶鋒公幹生公之子 （僑英） 

十九傳木添公偉全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永昌 次子永新（僑瑞典） 

十九傳志成公偉全公之次子 妻邱氏生子慶龍 （僑瑞典） 

十九傳就發公偉全公之三子 妻呂氏 （僑瑞典） 

十九傳潤森公偉全公之四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子健 次子子文（僑瑞典） 

十九傳喜興公偉全公之五子 妻王氏 （僑瑞典） 

十九傳志邦公家輝公之長子 

十九傳志昇公家輝公之次子 

十九傳樂天公偉東公之子 

十九傳明翰公偉基公之子 

十九傳肇華公偉文公之子 妻尹氏生一子曉藍 （僑英） 

十九傳星瑋公傑文公之子 

十九傳進昌公震雄公之子 

十九傳朗希公家雄公之子 

十九傳國華公柱泰公之長子 妻徐氏 

十九傳賦榮公柱泰公之次子 妻高氏 

十九傳建山公金福公之子 

 

 

二十世祖旭林公來興公之長子 

二十傳凌擧公耀初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博學公耀初公之次子 妻鄧氏生一子宇翰（僑英） 

二十傳思行公耀初公之三子 妻黃氏生一子宇軒（僑英） 

二十傳智康公永新公之子 （僑英） 

 

二十傳家驅公偉池公之長子 



二十傳家健公偉池公之次子 

二十傳燿培公連達公之長子 妻張氏生二子 長子嘉健 次子嘉俊 （僑德） 

二十傳耀明公連達公之次子 妻楊氏生子嘉裕 （僑德） 

二十傳德甫公煊國公之子 （僑英） 

二十傳德章公海泉公之子 妻何氏（僑英） 

二十傳德維公煥墀公之子 妻 Leckie 氏生一子嘉保（僑英） 

二十傳志偉公興枝公之子 （僑英） 

二十傳啟章公潤球公之子 （僑德） 

二十傳啟安公興球公之長子 （僑德） 

二十傳啟寧公興球公之次子 （僑德） 

二十傳滿球公培福公之長子 妻李氏生一子展恒 （僑英） 

二十傳興球公培福公之次子 

二十傳浩端公興福公之子 （僑英） 

 

二十傳榮新公偉昌公之長子 妻盧氏 （僑英） 

二十傳榮佳公偉昌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榮基公貴財公之子 妻王氏 

二十傳志榮公九仔公之長子 （僑荷） 

二十傳志衡公九仔公之次子 （僑荷） 

二十傳志忠公滿雲公之子 

二十傳志揚公照發公之子 

二十傳毋謙公貴文公之子 （僑英） 

二十傳財貴公江牛公之長子 妻計氏生二子 長子家健 次子家進 

二十傳文貴公江牛公之次子 

二十傳火財公江牛公之三子 妻李氏生一子家豪 

二十傳福貴公福錦公之長子 妻陳氏 

二十傳潤明公福錦公之次子 妻林氏生子漢倫 

二十傳成就公福錦公之三子 妻盧氏生二子 長子永倫 次子天倫 

 

二十傳城光公福錦公之四子 妻黃氏 

二十傳錦曦公永康公之子 

二十傳家榮公鈺堂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家華公鈺堂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偉金公泰祥公之長子 妻文氏生子啟俊 （僑英） 

二十傳偉康公泰祥公之次子 妻王氏 （僑英） 

二十傳偉區公泰祥公主三子 （僑英） 

二十傳偉明公泰祥公之四子 

二十傳偉基公培穩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傳偉業公培穩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傳少昌公錦華公之子 

二十傳柱穩公來興公之次子 妻鄧氏生二子 長子文傑 次子禮歉 （僑英） 

二十傳和平公來興公之三子，妻廖氏生子偉俊 （僑英） 

二十傳浩然公勝錢公之長子 妻李氏生二子 長子彭飛 次子彭進 

 

二十傳浩榮公勝錢公之次子  

二十傳嘉豪公渭彬公之子 （僑美） 

二十傳志天公惠祖公之長子 妻黎氏生一子敬軒 

二十傳傑球公惠祖公之次子 

二十傳傑材公惠祖公之三子 妻李氏生一子敬日 

二十傳傑綿公惠祖公之四子 

二十傳澤成公水福公之長子 妻張氏 

二十傳澤林公水福公之次子 （僑法） 

二十傳祖良公宇豪公之長子  （僑美） 

二十傳祖賢公宇豪公之次子 妻陳氏生一子諾勤 （僑美） 

二十傳澤深公宇傑公之子 （僑美） 

二十傳永昌公木添公之長子 妻斯氏 （僑瑞典） 

二十傳永新公木添公之次子 （僑瑞典） 

二十傳慶龍公志成公之子 （僑瑞典） 

 

二十傳子健公潤森公之長子 （僑瑞典） 

二十傳子文公潤森公之次子 （僑瑞典） 

二十傳祖賢公禮興公之子 

二十傳諾言公國興公之長子 

二十傳諾信公國興公之次子 

二十傳曉藍公兆華公之子 （僑英） 

二十傳焯謙公大明公之長子 

二十傳焯信公大明公之次子 

二十傳焯穎公大明公之三子 

二十傳啟彥公小明公之子 

二十傳俊軒公偉良公之長子 

二十傳俊康公偉良公之次子 

二十傳浩泰公樹穩公之子 

二十傳浩恩公誠穩公之子 

二十傳利豪公子豐公之子 

 

二十一傳嘉健公燿培公之長子 （僑德） 



二十一傳嘉俊公燿培公之次子 （僑德） 

二十一傳嘉裕公耀明公之子 （僑德） 

二十一傳家健公財貴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家進公財貴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漢倫公潤明公之子 

二十一傳永倫公成就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天倫公成就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展恒公滿球公之子 

二十一傳啟俊公偉金公之子 （僑英） 

二十一傳偉俊公和平公之子 （僑英） 

 

二十一傳文傑公柱穩公之長子 （僑英） 

二十一傳禮歉公柱穩公之次子 （僑英） 

二十一傳敬日公傑材公之子 

二十一傳敬軒公志天公之子 

二十一傳彭飛公浩然公之長子 

二十一傳彭進公浩然公之次子 

二十一傳宇翰公博學公之子 

二十一傳宇軒公思行公之子 

二十一傳諾勤公祖賢公之子 

二十一傳家豪公火財公之子 

二十一傳嘉保公德維公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