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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蔡氏族譜世系序 

  余蔡氏之先，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四子叔度也（編者按：以文王之元妃太

姒所生，排行第五），封于蔡，上蔡其地也。叔度薨，其子胡、踐諸侯位是為蔡

仲。仲卒， 子伯荒立。伯荒生宮侯，宮侯生曆侯。曆侯生武侯。武侯者，周曆

王失國奔彘時也。武侯子夷侯。夷侯生所事，立為厘侯。厘侯生共侯興。興生戴

侯。戴侯生宣侯措 父。宣侯生桓侯封人。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為楚文

王所擄，死于楚。國人立其子肸，是為穆侯。穆侯生莊侯甲午。甲午生文侯申。

文侯生景侯固。景侯生靈 侯。靈侯之子曰隱太子友，時為楚所滅，頃之楚。棄

疾殺父自立，是為平王。平王欲親諸侯，故複蔡後，乃求景侯少子盧立之是為平

侯，平侯立九年卒。靈侯般之孫 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為悼侯；倬侯者，

靈侯子隱太子友之子也。倬侯立三年卒，弟昭侯甲立。昭侯生朔，是為成侯。成

侯卒，子聲侯產立。產生元侯。元侯立 六年卒，子齊侯立。齊侯立四年，時國

遭楚惠王所滅。子孫以國氏為姓著於春秋。蔡墨事晉頃公為太史。戰國有蔡澤事

燕昭王為相。陳勝起義，上蔡人蔡賜為柱國。 漢初，蔡寅從高祖征伐有功，封

肥如侯，傳至曾孫。昭帝時，河南蔡義為丞相。平帝時，蔡茂為司徒。順帝時，

侍中則有蔡衍。靈帝時，奉議郎則有蔡玄，皆汝南頓 人，世系湮沒，莫知所自。  

秦相蔡澤，卒葬陳留，子孫因家焉，故陳留蔡氏為盛。陳留蔡勳，仕漢平帝為郿

令。曾孫蔡攜仕順帝封蔡長。攜有子曰棱曰質。棱諡貞定公，生漢左侍中郎將高

侯蔡邕，邕無子。質生穀。谷生魏尚書蔡睦。睦生晉陰太守宏、樂平太守德。宏

生建威將軍豹，豹無子。德生從事中郎克。克生晉司徒文穆公謨。謨生永嘉太守、

邵武軍長史系。系生司徒左西屬綝。綝生給事中軌、禮部尚書廓。軌生淡。廓生

開封府儀同三司興宗。興宗生從事中郎順、太子詹事約、齊黌門侍郎賓、梁中書

令撙。撙生宣城內史彥深、黌門侍郎彥高。 彥高生陳駙馬都尉凝。凝生君知。

君知之後不能複考。賓生齊祠部郎履。履生梁儀曹郎點。點生記室將軍大同、梁

司徒大賓、都官尚書大業。大同生陳中撫將軍景曆。景曆生中書令征。征生隋東

宮學士翼。翼生知節。知節生唐職方中郎巽。巽生文表。大賓生隋城州剌史延壽。

大業生唐文學館學士允恭。文表傳至曾孫劍為散騎 常侍。劍生主管判官郊。景

曆亦陳留考城人，是文穆公謨之後。允恭江陵人，江陵無本蔡氏，大賓從梁帝遷

江陵，因家焉。允恭之後，曆唐五代，蔡氏無顯者。本朝東萊則有文忠公齊；睢

陽則有敏肅公挺；泉南則有忠懷公確；莆陽則有我高大父忠惠公襄；太師魯國公

京；太傅文正公卞。莆陽之族，出淅之錢塘，同王潮入閩時徙泉之莆田，故世為

莆田人。始祖三公生五公。五公生十二公顯、十八公轍。十二公生工部員外郎恭。

恭生刑部侍郎琇。琇生端明殿學士忠惠公襄。鄆國公生越國公功惠。功惠生秦國

公准。准生魯國公京、文正公卞。魯國公兄弟之下，侍從者四人；贈官一品者二

人；登儒科者三十餘人；占仕籍者七十餘人。雖不若魯公兄弟之盛，而源流深長，

忠惠之澤未艾，故餘因世系本末，以告來裔，其詳則見之族譜雲。 

宋淳熙四（1177）年丁酉歲十二月旦日寶謨閣學士興化軍開國侯十世孫戡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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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戡公自稱十世孫，是以用元（三公）為一世祖的；他是襄公之玄孫。本文

錄自莆田《蔡氏族譜》第一集。蔡戡→（一一四一～？）（生年據本集卷一八《丁

未立春 日……》“不覺身年四十七”推算），字定夫·仙遊（今屬福建）人，居

武進（今屬江蘇）。襄四世孫。初以蔭補溧陽尉。孝宗幹道二年（一一六六）進

士。七年， 召試館職（《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一之二三），授秘書省正字。八年，

知江陰軍（以上《南宋館閣綠》卷八）。曆廣東、京西轉運刮宮，廣東、湖南提

刑。淳熙十年 （一一八三）由湖廣總領徙建康府總領（《景定建康志》卷二六），

尋徙淮西總領（《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五四）。光宗紹熙元年（一一九○）為

浙東提刑，召 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寶慶會稽續志》卷二）。五年，兼知

臨安府，再任湖廣總領（《咸淳臨安志》卷四八）。甯宗慶元二年（一一九六）知

隆興府（《周文忠集》卷四七《題蔡忠惠公帖》）。嘉泰元年（一二○一）知靜江

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有《靜江府圖志》十二卷（《宋史·藝文志》）、《定齋集》

四十卷（《直 齋書錄解題》卷一八），皆佚。清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等輯成

《定齋集》二十卷。事見本集有關詩文，《成淳毗陵志》卷一七有傳。 

二、河南蔡氏宗支世系譜 

根據古代和現有各地族譜，接蔡氏中傳譜都不一，北宋之前的中傳世系，因年代

久遠，目前在全國沒有正確理順中傳世系之前，我們福粵公譜暫不接中傳世系譜，

只錄作為歷史記錄，便於今後研究蔡氏中傳譜的參考資料。 

 (一)、有的蔡氏族譜以蔡墨為第一世，其子蔡澤。經考證蔡墨仕晉頃公（前

525-512）為太史，而蔡澤戰國末仕秦至始皇登位（前 246）尚健在。兩者相距

約 280年的時間差，其父子關係應予否定。縱然存在什麼世系傳衍，那至少是十

傳左右的關係。所以陳留以至濟陽蔡氏應以蔡澤為一世祖（此說與《河南始祖蔡

氏開支通譜》記載相符）。 

 (二)、閩浙贛粵等省多數蔡氏族譜記載蔡寅至蔡義的傳衍世系是寅弘咨義。這

與戡公序寅傳至曾孫義相符。但有的學者據某些史書考證提出的不同世系是寅戎

奴福義。孰是孰非，有待進一步考證。 

三、在蔡勳與曾孫蔡攜之間，目前多數蔡氏族譜的記載世系是勳茂愔攜，但尚未

找到有關史書印證其傳承關係，且有的提出勳與茂按經歷推算似乎年齡相差不大，

因之都在待考。 

四、蔡廓少子興察，10歲失父，這說明另有長子，據有些史書記載說明，廓之

長子蔡熙，字元明，散騎郎，生一子康之，通直郎。 

五、多數蔡氏族譜記載興宗有五子：順、約、賓、寅、撙。但有學者提出只有四

子，其中賓與寅是同一個人，是抄寫失真造成二個人，且提出寅與履按經歷推算

擬乎年齡相差不大，似非父子傳承關係，均列待考。 

六、據戡公序載：“巽生文表，……文表傳至玄孫劍，為散奇常侍。”所以，巽

一子容，應當諱容字文表。但有的族譜記載：巽生容，容生勳字文表，而變成勳

（文表）傳至曾孫劍，孰是孰非亦列待考。 

七、《戡公序》明確記載：“劍生主管判官郊”，江西宜豐以蔡劍為始祖的蔡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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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譜亦明確記載：“劍之子為蔡郊，唐行營判官。”故明代族譜中出現的劍與郊

之間橫加一代文亮的記述應予刪除更正。 

八、源自蔡國的濟陽始祖蔡澤到莆陽始祖蔡用元共傳衍了 39代，其間構畫了一

道清晰的南遷路線，這就是：河南上蔡陳留考城（濟陽）江蘇鎮江（丹陽）江西

洪州（後徙居宜豐）浙江錢塘福建莆田（莆陽）。簡而言之，這條南遷主線就是：

濟陽丹陽。 

                    大     事     記 

公元前二六九八年 有熊部落酋長姬軒轅，為中國元首，稱黃帝。 

公元前二六九七年 用甲子記年。 

公元前二三四五年 后稷公，由唐堯帝封為司農官。 

公元前一三二七年 周部落酋長古公亶父，自逾梁山，遷至陜西岐山。 

公元前一一八四年 周季歷公被夏殺，由姬昌公(文王)嗣位。 

公元前一一三四年 由姬發公，繼任酋長。 

公元前一一二二年 姬發公(武王)起兵伐紂，建立周王朝，封叔度公於蔡地，以 上

蔡為都。         

公元前五三一年  十七世平侯公，遷到新蔡縣立國。 

公元前五０四年  昭侯公，因被楚國攻，遷至下蔡。 

公元前四四六年  二三世侯齊公，被楚國滅，散居移徒流衍，有四代，埋名隱居，

住至西晉末，於濟陽陳留考城等地。    

公元三一六年前後 匈奴入侵，與其他姓大族，率族親，南渡長江的浩大移民運

動，叔度公四四代裔孫克公，移至江蘇鎮江，六四代裔孫郊公，

移至浙江錢塘等地。    

公元八四七年    叔度公六七代裔孫用元公、用明公，遷移至仙游莆田。 

公元八六０年    用明公，再移青陽，然後叔度公七四代．用明公九世裔孫仲寶

公，遷至蔡莊，叔度公七八代．用明公十三世裔孫起東公，分

居大崙。  

公元一二八０年  叔度公八一代．用明公十六世裔孫有三兄弟，大的厚翁公崙山，

仍在大崙，老二直材公梅林，分居型厝，老三我東公，移居沈

埔洋宅(東石鎮洋澤)，然後長子玉山公， 仍在洋宅，其二子

觀明公再移塘東。   

公元 一七八七年 叔度公九六代．用明公三一代．我東公十六世裔孫宗可(宋考)

公，五三歲，春娘媽三七歲，率十七歲長子邦參公次子邦燦公，

十歲三子邦祥公，由福建泉州府晉江縣洋宅十一都，渡臺定居

新竹。 

                由油車港登陸 , 暫住香山大庄，後遷內湖一段時期，然後 

                齊祥公(三房)派下再遷新竹崙仔(沙崙) 。新竹崙仔蔡當時在 

                城內算是大族，與蘇府彭府結交親戚，當時擁有大祖厝與寬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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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地 , 金川公為當時之武秀才。甲午戰後台灣割讓日本，日

本強徵土地因而迫遷至南勢延平路(今日之蔡氏宗祠) 。 

                日佔台初期，二房齊燦公派下裔孫，有年輕強壯的丁炎、九、

丁土三兄弟，因能左右民情，均被日軍槍決或打傷病死而絕

嗣。    

公元 一九一八年 用明公三四代，來台第四世裔孫金輝公，公元一九一八年因田

地被日人徵收,率子景泰、景昌遷居中壢創天下，目前為桃園

中壢地方大實業家。台灣光復後七世裔孫新竣、新發、文雄兄

弟，又遷到台北居住。         

公元 一九四五年 傳居五子，用明公三七代裔孫桔來，先遷台北，後來長子順來，

也移到台北市，二房也遷三重。       

公元 一九七九年 桔來三子，文王一０四代，用明公三八代裔孫榮宸，赴美留學，

後來與默君結婚，生佳伊．尚恩，繼續定居德州。 

 

 

 

附註：黃帝(公元前二六九八年)至文王昌(公元前一一八四年)為傳說或半信代。          

 五代后稷公，唐堯時代(公元前二三四五年)至六代不窟公，夏大康帝失政(公

元前二一六０年)有一八五年之久，再至八代公劉公，夏十九任似履發帝時(公元

前一七九八年)，只有三代相差三六二年之久，再由八代至十七代亶父公(公元前

一三二七年)經過商朝十九任，殷朝二二任皇帝，合計四一任代皇帝，我族只有

十代相差三十代，可見有不實之處。     

  經研判黃帝至文王有一五一四年間，每一代以三十年計算似有五十代之譜，

因此再加三十代，較接近歷史事實。 

   其算出標準如下：文王前一一八四年減侯齊前四四六年，等於七三八年，再

除二四代，平均三十點七五年，叔度公前一一二二年加用明公八四七年，等於一

九六九年，再除六七代，平均二九點三八年，用明公到現在有一一五Ｏ年，再除

三九代，平均二九點四八年，宗可公出生一七四Ｏ年，到現在有二五七年，除九

代平均二八點五五年，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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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    譜 
第０一代 姬 昌 就是文王。 

第０二代 叔度公 文王第五子，武王起兵伐紂，建立周王朝，封叔度公於蔡地，

以 ”上蔡”為都。第二代至二四代 叔度公、蔡仲公起，至侯薺公止，

六七五年，統治蔡國。蔡，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諸侯國，

國君為?姓。周武王克商後，封其五弟叔度（姬度）于蔡。楊寬先生

認為“蔡”“祭”古音同，通用。蔡叔所封之蔡原在祭，建都於蔡，

轄地大致為現在的河南駐馬店市上蔡縣一帶。南鄭州管城區祭城村。

周朝初年，兩代蔡侯接力築城，終於建起一道古城牆。這道有千年歷

史的城牆至今還存在，位於今河南鄭州管城區祭城村。三監之亂後，

周公“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徙七十人從。……蔡叔度既遷而死。

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獸。……於是周公言于成王，複封胡于

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史記．管蔡世家》）此為蔡國二

度受封，其都邑遷往今河南省上蔡縣。春秋初年，蔡國尚出兵與魯、

宋等伐鄭。前 684年楚國利用蔡國、息國二國的矛盾，出兵俘虜蔡哀

侯，將蔡國納入楚國控制範圍。從此，在楚的壓迫下蔡國深受其害。

前 531年，楚一度滅蔡，三年後蔡平侯複國，並遷都呂亭（今河南新

蔡）。前 506年蔡國曾隨吳國伐楚，並攻入郢都。前 493年在楚國的

逼迫下，蔡昭侯遷都州來（安徽鳳台縣），經五世，於前 447年再次

為楚所滅。     

蔡國君主列表及在位年份 

蔡國自姬度就國到蔡侯齊被楚國滅，共歷 25 代君主。 

諡號 姓名 在位時間 在位年數 

蔡叔度 姬度   

蔡仲胡 姬胡   

蔡伯荒 姬荒   

蔡宮侯 （名字失傳）   

蔡厲侯 （名字失傳）   

蔡武侯 （名字失傳） 前 863 年—前 837 年 在位 28 年  

蔡夷侯 （名字失傳） 前 837 年—前 809 年 在位 28 年 

http://zh.wikipedia.org/zh-cn/%E5%A7%AC%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4%BE%AF%E9%BD%90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AB%A1%E8%99%9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5%8F%94%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4%BB%B2%E8%83%A1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4%BC%AF%E8%8D%92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5%AE%AE%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5%8E%B2%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6%AD%A6%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5%A4%B7%E4%B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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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厘侯 姬所事 前 809 年—前 761 年 在位 48 年 

蔡共侯 姬興 前 761 年—前 760 年 在位 2 年 

蔡戴侯 （名字失傳） 前 759 年—前 750 年 在位 10 年 

蔡宣侯 姬措父 前 749 年—前 715 年 在位 35 年 

蔡桓侯 姬封人 前 714 年—前 695 年 在位 20 年 

蔡哀侯 姬獻舞 前 694 年—前 675 年 在位 20 年 

蔡穆侯 姬肸 前 674 年—前 646 年 在位 29 年 

蔡莊侯 姬甲午 前 645 年—前 612 年 在位 34 年 

蔡文侯 姬申 前 611 年—前 592 年 在位 20 年 

蔡景侯 姬固 前 591 年—前 543 年 在位 49 年 

蔡靈侯 姬般 前 542 年—前 531 年 在位 12 年 

蔡平侯 姬廬 前 530 年—前 522 年 在位 9 年 

蔡悼侯 姬東國 前 521 年—前 519 年 在位 3 年 

蔡昭侯 姬申 前 518 年—前 491 年 在位 28 年 

蔡成侯 姬朔 前 490 年—前 472 年 在位 19 年 

蔡聲侯 姬產 前 471 年—前 457 年 在位 15 年 

蔡元侯 （名字失傳） 前 456 年—前 451 年 在位 6 年 

蔡侯齊 姬齊 前 450 年—前 447 年 在位 4 年 

 

第二八代 澤 公 公元前二００年前後，戰國末，掛齊國相印。秦初，為秦相，

策劃東收周室有功，封綱成君，卒後葬于河南陳留。公有六子：長子

章、次子顯、三子甘、四子九成、五子浩、六子沛。（注：蔡澤者，

燕人也，曾遊說于諸侯間，均不得志，遂西入秦國見秦 昭王，受到

昭王的賞識，拜為客卿。時丞相范雎失寵而免職，而以蔡澤代之。不

數 ，因朝內矛盾，澤遂辭去相位，被封為綱成君而卒于秦。）  

第二九代 章 公 秦大夫，封濟陽郡王。 

第三０代 寅 公 公元前二０六至一九五年前後，從漢高祖征伐有功，封肥如

侯。（注：蔡寅，《史記》稱其為燕人，漢初封為肥如侯。漢初的封國，

一般封於其出生地。肥如，本春秋時的肥子國， 漢代置肥如縣，故

城在河北省盧龍縣北。《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臣十四世祖肥如侯

佐命高祖，以受爵賞。”《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有“肥如敬侯

蔡寅。”案：“寅”，《元和姓纂》和《通典》引作“演”。 ）    

第三一代 弘 公 公元前一七九至一五七年前後，漢文帝時，贈肥如侯。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9%87%90%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5%85%B1%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6%88%B4%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5%AE%A3%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6%A1%93%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5%93%80%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7%A9%86%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8%8E%8A%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6%96%87%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6%99%AF%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9%9D%88%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5%B9%B3%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6%82%BC%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6%98%AD%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6%88%90%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8%81%B2%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5%85%83%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4%A1%E4%BE%AF%E9%BD%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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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二代 咨 公 公元前一四一至一三五年前後，漢武帝時，贈肥如侯。 

第三三代 義 公 公元前八七至七四年前後，蔡義河內溫人，武帝時以明經給

事大將軍幕府，遷補覆盎城門候，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元鳳中拜少

府，遷御史大夫。元平初為丞相，本始三年薨，諡曰節侯。 

第三四代  瑜  公  仕漢宣帝，為奉議郎，繼嗣義公，生一子：寬。 

第三五代  憲  公  漢元帝時，稱考城居士，生一子：勳。 

第三六代 勳 公 字君嚴，公元前六０年，至二五年前後，漢哀帝時（西元前

六至一），以孝廉為長安邰（今陝西武功縣）令。平帝時（西元一至

五）為郿令（今陝西郿縣）。王莽篡漢時（九至二五），拒絕出任 太

守，攜家隱入深山。（注：《後漢書·蔡邕傳》：“六世祖勳，好黃老，

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

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攜將

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章懷太子李賢注：

“謝承《書》曰：勳字君嚴。”案《後漢書· 卓 魯魏劉列傳》：“初，

（卓）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党鮑宣六

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勳事在玄孫邕傳。”黃宗羲《金

石 要例·書祖父例》雲：“邕至勳連身六世，故《後漢·邕傳》稱為

六世祖”（《昭代叢書》本）。又章懷太子注：“邕祖蔡攜碑雲：'……

君曾祖父勳，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安邰長。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

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後漢書》與蔡攜碑所述

蔡勳仕曆多有不合。傳作平帝時，碑作哀帝時。傳雲郿令，碑作邰長。 ）  

第三七代  茂  公  在漢哀帝、平帝間，以儒學顯，並試博士、拜議郎、遷侍中、

司徒。（注：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哀、平間征試博士，對策高

等，拜議郎，遷侍中。莽居攝， 以疾自免。更始時，避亂河西，竇

融以為張掖太守，固辭。建武十三年，與融俱征，複拜議郎，再遷廣

漢太守，代戴步為司徒。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二。）  

第三八代 愔 公 號則，元和年間，仕漢明帝，為博士、中郎。後出使天竺國

取佛經，並帶佛像回洛陽京都，是中國佛教的引進者。，成為往西天

取經第一人，與發明紙的蔡倫’敬仲公是兄弟。 

第三九代  攜  公  字叔業，漢順帝時（一二六至一四四），以司空高第遷新蔡

長，壽七十九。二子：長曰棱，次曰質。（注：《元和姓纂》（中華書

局，1994）卷八：“周文王第十四子蔡叔度生蔡仲明，受封蔡。後魏

趙所滅，子孫以國威氏。晉有蔡墨。秦相蔡澤。《漢功臣表》，肥如侯

蔡演。演玄孫義。義玄孫勳，後漢魏長安邳長，後征不起。勳曾孫攜。”）  

第四０代 質 公 字子文，公元一七八年前後，以淵博的學問而蒙褒異，為漢

靈帝文學侍從，光和元年（一七八）與邕公一同陷獄而先死。一子名

穀。（注：文姬之父是東漢著名學者蔡邕，字伯喈（西元 132年～192

年）。蔡家祖籍關隴一帶，文姬高祖輩遷居圉縣。蔡邕的父親蔡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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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父蔡質將祖上留在圉城的家業一分為二，蔡棱一家人留守圉城，蔡

質則遷居洛陽。蔡邕的父親蔡棱去世後，蔡邕隨叔父蔡質遷居洛陽，

蔡質官至衛尉衛戍部隊總管。） 

第四一代  穀  公 （質公之子），一子名睦。 

第四二代  睦  公  為魏尚書，三國時期，即三世紀在世。二子：長子宏，次子

德。（注：睦字子篤 ，少年好學，善辭章，曹魏時曾任尚書。睦子德，

曹魏時任樂平太守。 德子克字子尼，曾為東曹掾，因朝政日弊，遂

不仕。司馬騰為並州刺史，鎮鄴城，舉克為從事中郎，以軍期致之，

不得已赴鄴城就職。後鄴城為汲桑所圍，司馬騰輕敵不加防備，城被

汲桑攻破，克見害 。） 

第四三代  德  公 （睦公之次子），為晉樂平太守，一子名克。 

第四四代  克  公  字子尼（德公之子），原居陳留考城，少好學，博涉群書，

為晉大司徒、從事中郎。三子：長子謨，次子訣，三子顯。（注：〔約

公元二九五年前後在世〕（或作充）字子尼，陳留考城人。生卒年不

詳，約晉惠帝元康中前後在世。少好學，博涉書記。性公亮不苟交，

山簡與王衍書，稱曰「今之正人。」為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穎為

丞相，擢為東曹掾。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為車騎將軍，

鎮河北，舉克為從事中郎，以軍期致之，不得已至。騰為汲桑所攻，

城陷，克見害。克著有文集二卷，（《唐書經籍志》）傳於世。） 

第四五代 謨 公 生公元二八一年，卒三五六年，在東晉三一七年，元帝時為

相康’穆二帝，與王羲之，同時為名學者，位至公卿，卒諡文穆。 

第四六代  系  公  為晉永嘉太守、邵武軍長史，一子名綝。東晉、十六國：公

元三一七年至 四二 0年 

第四七代  綝  公 為晉司徒左西屬。二子：長子軌，次子廓。 

第四八代  廓  公 字子度，濟陽考城人。為晉祠部尚書，曆遷禦史中丞，武帝

稱平世三公，子興宗，孫約 約弟撙，曾孫凝。 

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 

廓博涉群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為宋武帝太尉參軍、中書

黃門郎,以方梗閑素，為武帝所知。載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

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 

宋台建，為侍中，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

虧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便足以

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 

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禦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

直，補禦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

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

廓終不為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為豫章太守。 

征為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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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

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幹

木署紙尾。”遂不拜。幹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

尚書連名，故廓雲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 欲使居權要，徙

為祠部尚書。 

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

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

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

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雲何裁

轉背便賣惡於人。” 

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

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

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也。” 

廓年位並輕，而為時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詣門。奉兄軌如父，    

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

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 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

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

帝常雲：“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第四九代 興宗公 以名為字，公元四五四至四七二年前後，南明濟陽考城（今

河南民權東）人，仕東晉孝武帝為吏部尚書，封安樂伯，先後為東陽、

會稽太守，又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等五都諸軍事，進

都督 荊、湘等八州軍事及征西將軍、開封府儀同三司、江夏內史、

行郢州事、荊州刺史等。五子，長順（景玄）、次約（景為）、三賓、

四寅、五撙（景節）。（注：字 興宗，廓少子。元嘉中為彭城王義康

司徒參軍、太子舍人南平王鑠冠軍參軍、武昌太守，又為太子洗馬、

義陽王友、中書侍郎。元兇?立，出為司空何尚之長史，遷 太子中庶

子。孝武即位，複為中書侍郎，遷臨海太守，征為黃門郎太子中庶子，

轉遊擊將軍，遷尚書吏部郎，轉司徒左長史，複為中庶子，領前軍將

軍，遷侍中。尋 左遷司空沈慶之長史，行兗州事。還為廷尉卿，出

為東陽太守，遷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征還為左

民尚書，轉掌吏部。前廢帝時，以忤江夏王義 恭除新昌太守，停行，

重除吏部尚書。明帝即位，加遊擊將軍，未拜，遷尚書右僕射，尋領

衛尉。又領兗州大中正，封樂安縣伯。出為安西將軍郢州刺史，遷鎮

東將 軍會稽太守。後廢帝即位，征為征西將軍荊州刺史。還都，改

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不拜，尋卒。） 

  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己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

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為之名，以興宗為

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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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歲失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

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

“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

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喪母。 

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

綽並與之厚善。元兇殺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

獨臨哭盡哀。 

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

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 

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

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

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

廣陵為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

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

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 

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範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

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綱？”興宗

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

帝有慚色。又廬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鎖付甯州，親戚故人無敢贍

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 

後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

孫作山陽郡，自系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為戎首，身今尚存，累

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為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

斷以禮律，義不合關。”見從。 

出為東陽太守，後為左民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

自江夏王義恭以下鹹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媟。尚書僕

射顏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 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

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

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

立儲副，本為今日，複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

近永初之末，滎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 

時義恭錄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

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

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

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橈，阿順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

懼無計。 

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征役過苦，至是發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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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

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 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

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

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複禪代，亦不至 爾，天下

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 

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

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暗，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非複

公筆跡，不知是何天子意。” 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

改為美選。時薛安都為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為中庶子。

興宗先選安都為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為黃門，領校。 太宰嫌

安都為多，欲單為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

征虜，非乃超越，複奪常侍，則頓為降貶。若謂安都晚過微人，本宜

裁抑，令名器不輕， 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

“若宮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為黃門而已？”興宗又曰：

“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 恒中庶百日，今又

領校，不為少也。”使選令史顏褘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

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為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

出興宗為 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

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失。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

景奏興宗及尚書袁憫孫私相許與，自相 選署，亂群害政，混穢大猷。

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

納何後寺尼智妃為妾，姿貌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 潛

往載取，興宗迎人不得。及興宗被徙，論者並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

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為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 

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系，義恭、師伯並誅，複起興宗為臨海王子

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兇暴，興宗外甥

袁顗為雍州刺史，固勸興宗 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

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為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

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 之功，豈

與受制兇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

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既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難

得弭，外釁未必可 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

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鹹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 

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範羨

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關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

有求，何為見拒？”羨複命， 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主

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

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撝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 斷，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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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

“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

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

謀思奮者，非複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

外間消息；若一個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

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僚，案前世

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

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

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

僕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

非僕能所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 

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裏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

玄謨典簽包法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也，為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間。

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 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

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

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

為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當夜幸著作佐郎江?宅，興宗乘馬車從。

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寫。”道隆深達此旨，

掐興宗手 曰：“蔡公勿言。” 

時帝每因朝宴，棰毆群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湣

孫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 

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婿韋希真等曰：“當

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

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慚色。 

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橫屍太醫閣口。興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

“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者。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 

時諸方並舉兵反，朝廷所保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

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群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靜，

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

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 

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

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而人情更安，以此算之，清蕩可必。

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

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 

赭圻平，函送袁顗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潸然流涕，上不

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不許，改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

終以不受。 

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劉?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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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中書為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

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

詐造，果不敢降，久乃歸順。 

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遣鎮軍

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

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 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

為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

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 幹明殿，

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慚蔡僕射。”以敗

書示興宗，曰：“我愧卿。” 

三年，出為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

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為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勳為逆，轉在

竟陵，為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

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 

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

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人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

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 無窮，啟罷省之，並陳原諸逋負，解

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為吳郡行之，久

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 

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彥回、中領軍劉?、鎮軍將軍

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

史，加班劍二十人，被征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

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

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 興宗為文帝

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

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

得爾。”弘還， 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

複爾。 

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 

興宗行已恭恪，光祿大夫北地傅隆與父廓善，與宗常修父友之敬。又

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怍容。

興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劄，因以侍兒賜之，為立

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遏惡揚善若此。敬玉子廉，仕梁，以清能位

至禦史中丞。 

興宗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

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

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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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子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

即顗母也。一孫一侄，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興宗，

輒言此意。大 明初，詔興宗女 與平南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

屢經陳啟。帝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

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 不終，顗

又禍敗，彖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

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彖。 

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後授，子順固辭

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 

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蔔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

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于光祿大夫雲。

文集傳於世。 

第五 0代  賓  公  為劉黌門侍郎，一子名履。 

第五一代  履  公 （賓公之子），為蕭齊朝尚書祠部郎，一子名點。 

第五二代  點  公  為蕭梁朝尚書儀曹郎、南兗州別駕。四子長大同、次大寶、

三大業、四大有。 

第五三代  大同公  為梁記室將軍，一子景曆。 

第五四代 景歷公 字茂世，考城人，公元五五七年前後人，（大同之子），濟陽

考城人也居陳留，在蕭梁朝敘封侯爵，至陳朝時既掌詔誥，又都督北

伐，後入守度支尚書，子徵。 

祖點，梁尚書左民侍郎。父大同，輕車岳陽王記室參軍，掌京邑行選。 

景曆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學，善尺牘，工草隸。解褐諸王府佐，

出為海陽令，為政有能名。侯景亂，梁簡文為景所幽，景曆與南康嗣

王蕭會理謀，欲挾簡文出奔， 事泄見執，賊党王偉保護之，獲免。

因客遊京口。侯景平，高祖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曆對使

人答書，筆不停綴，文不重改。曰：蒙降劄書，曲垂引逮，伏覽循回，

載深欣暢。竊以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奇寶，照車遂有徑寸。

但《雲鹹》斯奏，自輟 《巴渝》，杞梓方雕，豈盼樗櫪。 

 仰惟明將軍使君侯節下，英才挺茂，雄姿秀拔，運屬時艱，志匡多難，    

振衡嶽而綏五嶺，滌贛源而澄九派，帶甲十萬，強弩數千，誓勤王之

師，總義夫之力，鯨鯢式剪，役不逾時，氛霧廓清，士無血刃。雖漢

誅祿、產，舉朝實賴絳侯，晉討約、峻，中外一資陶牧，比事論功，

彼奚足算。加以抗威兗服，冠蓋通於北門，整旗徐方，詠歌溢於東道，

能使邊亭臥鼓，行旅露宿，巷不拾遺，市無異價，洋洋乎功德政化，

曠古未儔，諒非膚淺所能殫述。是以天下之人，向風慕義，接踵披衿，

雜還而至矣。或帝室英賢，貴遊令望，齊、楚秀異，荊、吳岐嶷。武

夫則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陸拔山嶽，水斷虯龍，六鈞之弓，左右馳

射，萬人之劍，短兵交接，攻壘若文鴦，焚艦如黃蓋，百戰百勝，貔



15 

 

貅為群。文人則通儒博識，英才偉器，雕麗暉煥，摛掞絢藻，子雲不

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嬴軍卻。複

有三河辯客，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倏忽。治民如子*，

踐境有成，折獄如仲由，片辭從理。直言如毛遂，能厲主威，銜使若

相如，不辱君命。懷忠抱義，感恩徇己，誠斷黃金，精貫白日，海內

雄賢，牢籠斯備。明將軍徹鞍下馬，推案止食，申爵以榮之，築館以

安之，輕財重氣，卑躬厚士，盛矣哉!盛矣哉! 

抑又聞之，戰國將相，鹹推引賓遊，中代嶽牧，並盛延僚友，濟濟多

士，所以成將軍之貴。但量能校實，稱才任使，員行方止，各盡其宜，

受委責成，誰不畢力。至如 走*，妄庸人耳。秋冬讀書，終慚專學，

刀筆為吏，竟闕異等。衡門衰素，無所聞達，薄宦輕資，焉能遠大。

自陽九遘屯，天步艱阻，同彼貴仕，溺於巨寇，亟鄰危 殆，備踐薄冰。

今王道中興，殷憂啟運，獲存微命，足為幸甚，方歡飲啄，是謂來蘇。

然皇鑾未反，宛、洛蕪曠，四壁固三軍之余，長夏無半菽之產，遨遊

故人，聊為借貸，屬此樂土，洵美忘歸。竊服高義，暫謁門下，明將

軍降以顏色，二三士友假其餘論，菅蒯不棄，折簡賜留，欲以雞鶩廁

鴛鴻於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昔折脅游秦，忽逢盼采，簷簦

入趙，便致留連，今雖羇旅，方之非匹，樊林之賁，何用克堪。但眇

眇纖蘿，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蚋，托驂尾而遠鶩。竊不自涯，原備

下走，且為腹背之毛，脫充鳴吠之數，增榮改觀，為幸已多。海不厭

深，山不讓高，敢布心腹，惟將軍覽焉。 

高祖得書，甚加欽賞。仍更賜書報答，即日板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

領記室。 

衡陽獻王昌時為吳興郡，昌年尚少，吳興王之鄉里，父老故人，尊卑

有數，高祖恐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景曆輔之。承聖中，授通直散

騎侍郎，還掌府記室。高祖將 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

曆弗之知也。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曆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

稱旨。僧辯誅，高祖輔政，除從事中郎，掌記室如故。紹 泰元年，遷

給事黃門侍郎，兼掌相府記室。高祖受禪，遷秘書監，中書通事舍人，

掌詔誥。永定二年，坐妻弟劉淹詐受周寶安餉馬，為禦史中丞沈炯所

劾，降為中書 侍郎，舍人如故。 

?三年，高祖崩，時外有強寇，世祖鎮于南皖，朝無重臣，宣後呼景曆

及江大權、杜稜定議，乃秘不發喪，疾召世祖。景曆躬共宦者及內人，

密營斂服。時既暑熱，須治 梓宮，恐斤斧之聲或聞於外，仍以蠟為秘

器。文書詔誥，依舊宣行。世祖即位，複為秘書監，舍人如故。以定

策功，封新豐縣子，邑四百戶。累遷散騎常侍。世祖誅 侯安都，景曆

勸成其事。天嘉三年，以功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為侯，增邑百戶，常

侍、舍人如故。六年，坐妻兄劉洽依倚景曆權勢，前後*訛，並受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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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餉絹百匹，免官。 

廢帝即位，起為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兼太舟卿。華皎反，以景曆為

武勝將軍、吳明徹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內史楊文通，又

受降人馬仗有不分明，景曆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付治。久之，獲宥，

起為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 

高宗即位，遷宣惠豫章王長史，帶會稽郡守，行東揚州府事。秩滿，

遷戎昭將軍、宣毅長沙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以疾辭，遂

不行。入為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複封邑。遷太

子左衛率，常侍、舍人如故。 

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伐，所向克捷，與周將梁士彥戰于呂梁，大

破之，斬獲萬計，方欲進圖彭城。是時高宗銳意河南，以為指麾可定，

景曆諫稱師老將驕，不宜過 窮遠略。高宗惡其沮眾，大怒，猶以朝廷

舊臣，不深罪責，出為宣遠將軍、豫章內史。未行，為飛章所劾，以

在省之日，贓汙狼藉，帝令有司按問，景曆但承其半。 於是禦史中丞

宗元饒奏曰：“臣聞士之行已，忠以事上，廉以持身，苟違斯道，刑

茲罔赦。謹按宣遠將軍、豫章內史、新豐縣開國侯景曆，因藉多幸，

豫奉興王，皇 運權輿，頗參締構。天嘉之世，贓賄狼藉，聖恩錄用，

許以更鳴，裂壤崇階，不遠斯複。不能改節自勵，以報曲成，遂乃專

擅貪污，彰於遠近，一則已甚，其可再 乎？宜寘刑書，以明秋憲。臣

等參議，以見事免景曆所居官，下鴻臚削爵土。謹奉白簡以聞。”詔

曰“可”。於是徙居會稽。及吳明徹敗，帝思景曆前言，即日追 還，

複以為征南鄱陽王諮議參軍。數日，遷員外散騎常侍，兼禦史中丞，

複本封爵，入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午後，景曆拜日，適值輿駕幸

玄武觀，在位皆侍宴， 帝恐景曆不豫，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 

是歲，以疾卒官，時年六十。贈太常卿，諡曰敬。十三年，改葬，重

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高祖廟庭。二年，輿駕親幸其宅，重贈景

曆侍中、中撫將軍，諡曰忠敬，給鼓吹一部，並於墓所立碑。 

景曆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事，應機敏速，為當世所稱。有文集三

十卷。 

第五五代  征  公  名覽，字希祥（景曆之子），在陳朝官至中書舍人、左戶尚

書，後仕隋文帝為給事郎，子翼。（注：蔡徵，字希祥，侍中、中撫

軍將軍景曆子也。幼聰敏，精識強 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

褚翔，翔字仲舉，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

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 曆

以為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希祥。） 

第五六代  翼  公  在陳朝為司徒屬官，入隋後為東宮學士，子知節。 

第五七代  知節公  字敬則，為隋）東宮學士，子巽。 

第五八代  巽  公  為唐職方中郎，子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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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九代  容  公  子勖字文表。 

第六 0代  勖  公  字文表，子攢。 

第六一代  攢  公  子湛。 

第六二代  湛  公  子官拜郎中，配鄒氏，生一子：劍。 

第六三代  劍  公  字 純鉤,生於： 辛巳 蛇, 唐一八四年 公元八 0一年 終於： 

戊申, 唐二七一年 公元八八八年宜豐新昌鎮,河南上蔡人，為唐散騎

常侍、江南西道節度副使，徙居江西高安縣。蔡劍之子蔡郊為行營判

官。因與諸道行營都統高駢不和，高駢命蔡郊率弱兵進攻敵軍，又不

接濟糧草兵器不予，使蔡郊陷於敵軍中陣亡。蔡郊有 2個兒子：長子

蔡祥遷新昌（今江西宜豐）；次子蔡彥禮于南唐時遷居錢塘（今浙江

杭州）。唐懿宗咸通元年（八六 0年），浙東有裘甫賊作亂，蔡彥禮之

子蔡用元、蔡用明兄弟為避亂，舉家南遷，由錢塘移居福建泉（州）

之同安。王潮、王審之入閩後，蔡用元兄弟又徙居仙邑赤湖蕉溪 （今

仙遊楓亭東宅村），為莆陽蔡氏開基始祖。後來，蔡用明又遷居晉江

青陽。蔡劍的後裔分佈于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浙江、福建、廣

東、海南和港、澳、台 以至東南亞各地。唐末，蔡劍的胞兄蔡訒也

從考城南遷至福建莆陽（今福建莆田市）。 

蔡劍，字純鉤，河南上蔡人，唐文宗時官至左散騎常侍，會昌中(八

四一 -八四六)徙家洪州(今南昌)，任江南西道節度副使。蔡劍子蔡

郊，行營判官，屢立戰功，因數軍功蔡劍升任鎮南軍節度使，諸道行

營都統高駢大為忌恨，有意以弱兵付郊，令其乘勝出擊，而糧草兵器

不予接繼，遂陷軍中陣亡。蔡劍對人說:“吾子以身報國，身死而名

傳，尚有何憾！”僖宗遣使慰問，蔡劍自知年老，無意複入仕途。  

中和二年（八八二），鐘傳趕走江西觀察使高茂卿，佔據洪州，恃兵

橫行，蔡劍有孫女叫四娘，長得姿容絕世，鐘傳遣使向蔡劍求婚，蔡

劍罵曰：“吾世代為唐忠臣，豈肯以女事賊乎！”鐘傳聞言大怒，發

兵一萬，進攻蔡劍駐地翠石和西山，搶佔其全部家資和田宅。蔡劍兵

寡不能敵，兄弟奔散四方，蔡劍攜夫人和一孫兒與四娘等部分家人，

退至高安長湖（今筠陽鎮），為避追兵襲擊，再徒鹽步鎮（今宜豐新

昌鎮）。蔡劍率領家人在荒無人煙的茅州，整治河堤，興修水利，開

荒種地，構建房屋，營造山城，開創 宜豐的基業，是宜豐建鎮立縣

的奠基人。  

蔡劍因羈留不得返鄉，又喪子，常登北望而泣，憂患成疾，不久去世。

臨終留下遺言：令葬驛路旁平蕪中，“吾欲聽鐘傳子孫絕，吾家子孫

興”。死後葬于隆道觀左虎 形（流源虎形背），宜豐至高安、南昌的

驛路旁，面對白澤湖，墓地前華表、石人、石馬林立，氣勢雄偉，歷

經千年滄桑，文革時期不幸被毀。不久，鐘傳果遭滅族 焚屍，豈非

昭昭之報。蔡劍子孫繁衍分佈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浙江、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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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海南和港、澳、台以至東南亞各地。一九九九年清明節，臺灣、

香港、澳門、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廣東、海南等地蔡

氏宗親七 00多人，分別組成蔡氏宗親回鄉省親祭祖團，參加在福建

莆田仙遊楓亭鎮舉行的北宋名臣、端明殿學士蔡襄陵園重建落成萬人

慶典大會。蔡襄是蔡劍的九世孫，因此，蔡劍親手開創的宜豐，同是

上述蔡氏族人的祖居地。  

蔡劍曾孫名晉，字君錫，自幼志向高遠，性情溫和善良，隱居家中，

潛心讀書講道，喜好農作，嘗遊山中，見一鹿中箭，仍乳舐其子，遂

發測隱之心，以重金資助獵人，勸其改行它業，自是不茹葷酒，人稱

其夫婦叫齋翁而不呼其名。昔時，城南河岸常被洪水沖決，每歲築堤

均無成效。齋翁潛心籌畫，見一鹿涉水過河，便隨鹿跡立陂，名曰鹿

陂，從此水不為患，邑人在南關外立司馬廟塑像供祀，以頌其功德。

五代時，時局動亂，盜賊蜂起，而獨不入其境，四方鄉民紛紛前來依

附，所居之處 遂成山鎮。南唐保大十年（九五二），設立鹽步鎮，仍

歸高安縣管轄。 

蔡劍之元孫，齋翁之子蔡嵩、蔡岑，兄弟二人喜好詩書，更專心於時

務，為新昌建縣，三請於朝。宋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兄弟以鹽

步鎮西抵萬載，北接分甯，南鄰蒙山，東距高安百里之遙，幅員遼闊，

高山深谷，迂回險阻，為免除賦役運輸勞苦，便於防盜緝*，不如改

鎮為縣，並核實人口田賦，造具清冊，呈報於州，並請於朝。  

宋太平興國六年（九八一）九月初三，蔡氏全家伏地接旨，詔書改鹽

步鎮為新昌縣。蔡嵩、蔡岑仗義謀劃，獻已居為縣衙，自徒宅於偏房，

以已地建城郭，營縣治，凡公家所需之費悉數供給，傾全家資財，保

一方生靈，有功德於民。皇帝聞其事，敕封蔡嵩、蔡岑為孝義靈春王，

立靈春祠於縣署後（今縣賓館處），塑二公之像於祠內，春秋祭祀，

縣宰上任亦先行拜謁。康熙年間，縣宰李國璋，為便民拜祭，將靈春

祠遷至漕倉（今縣賓館後易家屋西側），部分殘址尚存。今縣委辦公

樓東側瑞芝亭，昔為蔡氏祖墓，亭下有蔡郊衣冠塚。宋時縣宰邵葉，

上任三日，見亭內生出五色十二靈芝草，視為祥瑞之兆，便改名叫瑞

芝亭。宋大文學家、蔡曾內侄黃庭堅為之作《瑞芝亭記》。今縣檔案 館

東南側為郊公祠遺址，民國時是社會服務處辦公場所，建國後為縣電

影隊駐地。新昌立縣九三二年，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因與浙江

新昌同名，改名宜豐。縣署所在地除因民國庚午年（一九三 0）縣衙

被焚毀後，曾搬遷至城隍廟一段時間外，在今縣委、縣政府大院內一

直未曾變更。 

第六四代  郊  公  為唐主管判官，徙居漸江錢塘縣。 

第六五代  彥禮公 （郊長子），為唐屯田員外郎，時人稱為“屯田公”，居錢塘。

子二用元、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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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六代  用明公 號一翁，字輝，公元八五０年前後，唐咸通年間人，彥禮公

次子，原居錢塘，八四七年至八五九年，與浦陽始祖，用元公，南遷

福建，卜居仙游莆田，後來，八六０年，再遷至晉江青陽，成為莆陽

衍派，青陽始祖。 

第六七代 德堯公 號六翁，妣吳氏。 

第六八代 潛 公 號十翁，妣江氏，有四子，紹、乿、紀、赴等公 。 

第六九代 乿 公 號十三翁，妣紀氏，有三子，圉、圓、弦等，圉公是天禧國

子監第一名。 

第七一代 常安公 公元一０七八年，北宋神宗熙寧進士，與堂兄弟蔡京太師、

蔡襄端明殿大學士，同為宋的名法家。 

第七三代 晁 公 號誠叟，用明公八世裔孫，公元一一五一年，南宋紹興辛未

進士，下有四弟，諗、億、憲、忠等公。 

第七四代 仲寶公 公元一一五五年前後，宣議郎，分居蔡莊。 

第七八代 起東公 用明公十三世裔孫，由蔡莊入贅黃家。 

第七九代 福嗣公 公元一二五六年，南宋理宗寶佑進士。 

第八一代 我東公 用明公十六世裔孫，溫陵晉塘分支，沈埔洋澤開基祖祂大哥

厚翁公、崙山，居大崙，二哥直材公、梅林，居型厝前埔。  

第八二代 玉山公 用明公十七世，我東公二世裔孫，祂二弟觀明公，為塘東箴

甫房派始祖。 

第八六代 致政公 用明公二三世，我東公六世裔孫，沈埔、洋澤始祖。 

第八八代 媽陸公 號剛直，洋澤始祖 有四子，之嗣、元續、天賜、天福。   

第九三代 啟政公 名六，號聯峰，用明公二八世，我東公十三世裔孫，一六三

五年，明崇禎乙亥十一月十六日辰時生，一六九三年，清康熙癸酉五

月二四日未時卒。妣鄞氏勤娘媽，一六三六年，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

七日辰時生，一七０九年清康熙己丑九月一日丑時卒。 

第九四代 周春公 昭穆周輩，號確泉，用明公二九世，我東公十四世裔孫，公

元一六六四年，清康熙甲辰十一月五日未時生，一七一九年，清康熙

己亥十月五日卒。妣鄞氏二娘媽，一六六七年，清康熙丁未二月二九

日辰時生，一六九七年，清康熙丁丑九月一日丑時卒。有四子，由二

娘媽生的，有魯妹、魯喜，由女娘媽生的，有魯悅、魯敬。女兒有信

姑適許，益姑適張，招姑適柯。 

第九五代 魯喜公 昭穆魯輩，號誠欣，用明公三十世，我東公十五世裔孫，公

元一六九三年，清康熙癸酉十一月十七日辰時生，一七六二年，清乾

隆壬午九月二十日辰時卒。妣許氏惜娘媽，一六九六年，清康熙丙子

八月十日寅時生，一七四七年，清乾隆丁卯十一月六日辰時卒。有子

三，宗載公、宗取公，由張媽所生，宗可公由惜娘媽所生的，女兒籌

姑適傅，贈姑適張。 

第九六代 宗可公 昭穆宗輩，名宋考，用明公三十一世，我東公十六世裔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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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七三五年，清雍正乙卯七月二日午時生，一七九一年，清乾隆

辛亥十一月二七日午時卒。妣張氏春娘媽，號勳娘，一七五二年，清

乾隆壬申十二月九日亥時生，一八一二年，清嘉慶壬申七月二十日寅

時卒。有三子，參、燦、祥，一女，順姑適吳。 

第九七代 邦參公 昭穆邦輩，名齊參，宋考長子，用明公三十二世，我東公十

七世裔孫，公元一七七一年，清乾隆辛卯二月二四日卯時生，一八一

三年，嘉慶癸酉六月十三日未時卒。 妣劉氏益娘媽，一七七五年，

清乾隆乙未一月十五日寅時生，一八一七年，清嘉慶丁丑十月十五日

卒。有一子連江，三女粉姑適吳，絹姑適張，栽姑適吳。 

第九七代 邦祥公 昭穆邦輩，名齊祥，宋考公三子，用明公三十二世，我東公

十七世裔孫，公元一七九０年，清乾隆庚戌十二月十五日生，一八二

七年，清道光丁亥正月二九日卒。 妣鄭氏螺娘媽,一七九一年，清乾

隆辛亥十月二三日生，一八五三年,咸豐癸丑七月二三日寅時卒。子

四、女三，雙鳳、長安、仁貴、天申，女兒輕姑適黃，笑姑適翁，妹

姑。 

第九八代 本江公 昭穆本輩，名連江，號正直，用明公三十三世，我東公十八

世裔孫，公元一七九六年，嘉慶丙辰八月二五日寅時生，一七四九年，

道光己酉八月二五日戌時卒。妣莊氏草娘媽，一八０三年，嘉慶癸亥

生，一八四五年，道光乙巳十月十五日丑時卒。子二，田、泉，女一，

甘姑適吳。 

第九八代 長安公 昭穆本輩，用明公三十三世，我東公十八世裔孫，生於一八

一二年， 清嘉慶十七年五月二七日寅時 壬申 ，卒於一八八七年清

光緒十三年四月二四日酋時 丁亥。妣林氏寶媽，一八二三年，清道

光三年七月十六日卯時生 癸未 ，一八六九年，同治己巳九月十三日

寅時卒。子四，金僚、金全，金輝，金烈。 

第九九代 支田公 昭穆支輩，名田，用明公三十四世，我東公十九世裔孫，公

元一八二三年，道光癸未八月二五日生，一八七九年，光緒己卯九月

十九日卒。妣吳氏蜂娘，一八二七年，道光丁亥十月二日生，一八八

九年，光緒己丑十月二七日卒。子二，添水、水盛，女一，玉姑適楊。 

第九九代 支泉公 昭穆支輩，名泉，用明公三十四世，我東公十九世裔孫，公

元一八三七丁酉年生，一八四七丁未年卒。 

第九九代 支輝公 照穆支輩，名金輝，用明公三十四世，我東公十九世裔孫，

公元一八五三年，癸丑十月十四日生，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八日卒，一

八九０年前後，率長子景泰、次子景昌，遷居中壢，打天下，目前是

中壢的第一大家。 

第九九代 金全公 昭穆支輩，用明公三十四世，我東公十九世裔孫子一，神扶。 

第一０0 代 實水公  昭穆實輩，名添水，用明公三十五世，我東公二十世裔孫，

公元一八四八年，道光戊申六月十八日生，一九０二年光緒壬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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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三日卒。妣王氏斷娘，一八五二年，咸豐壬子八月二一日生，

一九二０年，民國庚申七月十四日卒。子傳居，女快適陳。 

第一００代 神扶公  昭穆實輩，用明公三十五世，我東公二十世裔孫，子二， 

           滄海，明堂。女三，淑適楊，定適張，秀適陳。 

第一０一代 繼居公 昭穆繼輩，名傳居，用明公三十六世，我東公二十一世裔

孫，公元一八八０年，光緒庚辰三月五日生，一九四五年，民國乙

酉十一月八日卒。 妣施氏瑞娘，一八七九年，光緒己卯十二月十二

日生，一九五九年，民國己亥十月二八日卒。子五，順來、順清、

順發、朝來、桔來，女五，新適林、金適林、秀英適鄭、秀明吳家

養女適黃、海鏡適張。 

第一０一代 明堂公 昭穆繼輩，名瑞階，用明公三十六世，我東公二十一世裔

孫，公元一九一０年，清宣統二年十月十二日生 庚戌，一九九三年，

民國 癸酋二月八日卒。 妣鄭氏綉鸞媽，一九一 0年，清宣統二年

九月二三日生 庚戌，一九八四年，民國 己亥三月二日卒。子三，

登勳，登龍，登銀。女五，金葉適楊，娟娟，妙妙適郭，娜娜適許，

養女梅英適賴。 

  

附註：以上年月日，使用舊曆．太陰曆。 

 

             莆 陽 衍 系 青 陽 派  由  來 

 

凡 例 ： Ａ表示由黃帝算起世代 

       Ｂ表示由叔度公算起世代(如文王算加一代) 

       Ｃ表示由勳公算起世代 

       Ｄ表示由用明公算起世代 

       Ｅ表示由我東公算起世代 

     Ｆ表示宗可(宋考)公算起世代 

       甲表示青陽昭穆 

       乙表示洋宅塘東派昭穆 

       丙表示洋宅宗可派昭穆 

 

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帝摯 

                       帝堯 

     (已摯)               契  

    黃帝  玄囂  蹻極  帝嚳 后稷  鍬璽 叔望 不窟 鞠陶  公劉  

            昌意  (顓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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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太伯 

                                       (古公) 仲雍 

  慶節  皇樸  差弗  毀愉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   亶父  季歷 

                                (太王) 

 

 

Ａ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伯邑考 

       武王發 

       管叔鮮 

       周公旦 

    姬昌  叔度   蔡仲 伯荒  宮侯  厲侯  武侯 夷侯  釐侯  共侯 

   (文王) 曹振鐸 

       成叔武 

       霍叔處 

       康叔封 

       冉季載 

 

 

Ａ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十 

Ｂ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戴侯   宣侯   哀侯  繆侯  莊侯  文侯 景侯 靈侯  隱友 昭侯 

                                     平侯 

 

 

Ａ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十 

Ｂ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成侯   聲侯   元侯   侯薺   為侯     和   伸 澤    章     寅 

    (墨)                             顯 

                                  甘 

                                  九成 

                                  浩 

                                  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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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十 

Ｂ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Ｃ                    一  二   三  四   五 

    千秋                          (則)  (篤)   長棱 

   弘    咨    義     愉     憲     勳  茂  愔    攜    質 

                              順     倫 

 

Ａ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十 

Ｂ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Ｃ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順 

    邕           長宏   豹                      軌          約 

    谷     睦  德     克     謨     系     琳     廓     興宗  賓 

                                            寅 

                                            撙 

 

Ａ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十 

Ｂ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Ｃ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君智)                         

     履  點  大同  景曆    徵     翼    知節   巽     容     勖 

           大寶 

           大業 

           大有 

 

Ａ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Ｂ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Ｃ  二六  二七  二八  三十  三一  三二 

  攢     湛   劍     郊     彥禮   用元(名長，八四七至八五九年 間，從上 

                                      鎬             蔡、考城、鎮江，再由錢塘舉家遷 

                                                      入仙游。) 

                                               用明(名輝、號一翁公，唐朝公元八百六                                                                                                                                     

                                                     十年間，由仙游遷居青陽的始祖。) 

                                         (鎬公、四娘帶用元用明南下遷移甫田晋江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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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陽衍系青陽支線用明公三十一代裔孫  

         洋 宅 宗 可 (宋考) 派 族 譜 系 統 圖 

Ｂ ６６   6 7    6 8    6 9    7 0    7 1   7 2   7 3 

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襄)   

  用元    舜甫            紹    圉             若興  (誠叟)

─用明  ─ 德堯  ─  潛 ─  乿  ─  圓 ─  常安 ─ 若琳 ─晁 

                  紀    弦    常定       億        

                赴                 諗 

                                  憲 

                                  忠  

 

Ｂ 7 4    7 5    7 6    7 7    7 8    7 9    8 0     8 1   

Ｄ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Ｅ                                        一  

甲          龍      世     功    復      應       和  

                                           厚翁 

                        起濱              直材 

─ 仲寶 ─ 與齡 ─ 明叔 ─  元忠 ─  起東 ─ 福嗣 ─  耕山  ─  我東  

                    起磻 

                    起嚴 

 

Ｂ  8 2    8 3    8 4   8 5    8 6   8 7    8 8    8 9  

Ｄ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Ｅ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甲 綿    秉   宗     立    士   道     文    培 

                晉元 

                港邊 

                南埕            媽聚 

                光祖   端仍       媽卻 

                第五   綴仍       媽三     元嗣 

─玉山 ─  君仲 ─ 國祥  ─  滿聚  ─ 致政 ─ 長奴 ─  媽陸 ─  元續   

 觀明    君禮  國禎         啟仍           媽七   天賜 

          國慶         高陽         媽八   天福 

                      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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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9 0     9 1    9 2     9 3    9 4    9 5    9 6    9 7     

Ｄ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三一   三二 

Ｅ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Ｆ                                      １      ２ 

甲  希    樹     世      守     詒      謀       垂      裕    

乙                          周    魯     宗      邦 

                啟宸 

                啟二 

                啟三 

             朝禎    啟四              宗載 

  奇洋   澤波  朝祥    啟五       魯妹    宗取 

─ 雲山 ─ 喬洋 ─ 朝禧  ─  啟政 ─ 周春 ─  魯喜 ─  宗可  ─ 邦參 

       懷崑          啟七  周七   魯悅    (宋考)   劉益 

                   啟完        魯敬    張春    邦燦 

                                           邦祥 

                                           鄭螺 

Ｂ 9 8    9 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Ｄ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十  

Ｅ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Ｆ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甲  篤     慶      錫      光       景    耀     崇     昌    

乙  本     支      實      繼       敦    爾     文     昭 

丙                          登    科     及     第      

   連江    田     添水 傳居  順來   榮福    尚宗 

   莊草    吳蜂     王斷    施瑞  朱燕   朱梅    尚和   孟涵姑 

                                     如玉 

                                     佳惠(適鄭) 

                                     佳靜(適林) 

                               水土    佳珠(適鄭) 

                                 淑(適楊) 

                         順清 

                         順發 

                         朝       榮坤    尚昌    念庭姑 

                         金鈕   冰然    英華 

                                     尚明     萱姑 

                                     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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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杏(適薛) 

                                     佳玫(適林) 

                               榮錦     尚憲 

                               恆菊 

                                     佳玲 

                                     佳昀 

                               榮元    尚昇 

                               淑女    林氏 

                                     佳宜(適江) 

                               碧霞(適何) 

                               玉霞(適林) 

                         桔來  。榮隆    尚峰 

                         玉卿 。叔樺     尚軒 

                               榮欽 

                                  。榮宸    尚恩 

                             。默君    佳伊 

                               瑩美(適王)。美業美聆 

                           新(適林) 

                           金(適林) 

                         秀英(適鄭) 

                         秀明(適黃) 

                         海鏡(適張) 

                     快(適陳) 

               水盛 良池  丁財   東成    文源   宗晏 

              鍾氏 李氏   謝桃   林彩   周璧   宗旻 

                    陳卻           婉琪姑 

                              美娥(適楊) 

                              美嬌(適楊) 

                              美玉(適劉) 

                              春蓮(適陳) 

                              燕玲姑 

                         東火    漢州   杏祺 

                              玉汝   秀梅   宗文 

                                 伊蘋 

                                         美玲 

                               漢明 

                              秀娥(適鄭) 

                              秀鳳(適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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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波    明宏 

                               秀美    明享 

                              佩芬姑 

                              佩珊姑 

                               正信    興煌 

                               燕玉   椿子 

                              椿楓 

                         含菊(適謝) 

                            金貴(仰棋適謝) 

                         瑟(適蔡) 

                         秀鳳(適林) 

                         彩霞(適張) 

                    丁喜   昭雄    瑋欽 

                        陳愛  春妹    億良 

                              桂芳姑 

                              雲文姑 

                                清福    耀旭 

                         素華   文慧姑 

                         金炭(適林) 

                         瓊葉(適謝) 

                         金珠(適顏) 

                         金聰(適甘) 

                         金梅(適胡) 

                         金鳳(適施) 

                         金蓮(適魏) 

                         金滿(適林) 

                    金治(適陳) 

                    金蘭(適鍾) 

              女(適楊) 

             泉 

甘姑(適吳 

   本生   文良 

     古   丁炎     進枝 

       九 

       丁土 

  雙鳳   金川     植桐 昆耀   鑄田 

  富娘  呂笑        陳淑   鑄振  清輝   承諺 

  林好  莊氏              月雲  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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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氏                      清煥 

                         張氏 

                               清宏   旻山 

                         曾氏   政霖 

                         惠珍(適吳) 

                         惠貞(適陳) 

                          玉珠(適張) 

              植回    春生   定玉   德龍   吉職 

           倪伴  楊滿    林琴  麗珠   佩君姑 

                     春華       佩吟姑 

                              德銘   承賢 

                         素貞    政宏 

                               燈鴻 

                         瑞友 

                          福財   德威 

                         玉女   德宏    ？ 

                         ？ 

                          福井   易廷 

                        秋蓮   易記 

                               易盛 

            女(適楊) 

       金寬     景煌 國壽   鑄由   忠明    昆錚 

       林親    李映  彭環    金釵  玉美   足宜姑 

       曾差    純娘               足芳姑 

                              宛芝姑 

                            忠松    偉麒 

                           秀珠   准恩 

                           忠雄    育龍 

                              錦蓮    昌穎 

                                     瑋銘 

                         琴書(適施) 

                         玉琴(適陳) 

                          鑄勝   忠賢   孟霖 

                         楊燕   雪琴   佳俊 

                             。忠旻  竣氶  

                         美珍  竣任 

                             昀芝姑 

                         玉卿(適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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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繡卿(適張) 

                         玉華(適鄭) 

                         玉美姑 

                         玉冠(適陳) 

                          註發   忠炎  哲堯 

                     素蘭  麗華  惟倫 

                         玉雲(適鄭) 

                         玉玲(適陳) 

                      碧(適楊) 

                      霞(適彭) 

                     月盡(適出) 

                     月教(適李) 

                     月滿(適倪) 

                     月明(適呂) 

                國柱   鑄嚴   忠旗   文泓 

                  娥娘    玉英  銀鈴   文林 

                                    文凱 

                               忠和   育培   

                         惠緒   宏廷 

                             怡琳姑 

                         忠龍  棟城 

                         麗卿(適呂) 

                         麗玉(適陳) 

                     秀霞(適周) 

                      錠(適陳) 

              雪(適楊) 

              敏(適楊) 

           有贊 國清   鑄順   振吉 

           許妹   月娥    理惠  佳瑜姑 

                         文瑜(適呂) 

                         明芬姑 

                         明明姑 

                          鑄昇   文卿 

                     芙蓉  瓊玉(適李) 

                         瓊淑(適李) 

                     初枝(適康) 

                     美津(適儲)        

   長安   金僚     景賢    斷机   木泉   育成  



30 

 

  林寶  張氏           黃真     玉霞   育志   忠廷  

                           雅惠 

                         月桂(適黃) 

                         月姣(適蘇) 

                         月秋(適徐) 

                         月西(適湯) 

                          月華(適紀) 

                         月如(適吳) 

                          月玲(適陳) 

                          龍泉 。育奇  明儒姑 

                     秋芳  木蘭  明慈姑 

                             明穎姑 

                                              育智                          

                             。育建  佩倫姑 

                         淑惠  明倫姑                           

                             。育欣 

                          錦泉 。育文  宜修 

                     籃玉  雅玲  明修 

                               育信  金娟 

                         美玉  怡婷 

                               育欽  宗倫 

                         芳蘭 

                               育宏 

                         桂嫻 

                      李(適陳) 

       金全     神扶    滄海   柳燦   志銘   政佳姑 

     鄭年    陳正  鄭竹    五妹  麗慧   政亞姑 

               彭喜        婉卿(適陳) 

                         婉珠(適何) 

                         婉惠(適彭) 

                           登傑   志釧   

                          金定  麗夙 

                         倍仰 

                         ？   

                         湘君(適許) 

                         婉玉姑 

                          芳君(適謝) 

                         瑞君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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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城   志德   政宏 

                          陳省  玉美   政倫 

                             旻彥姑 

                         婉雪(適曾) 

                           登波   志峰  其臻 

                      秀玉  蕙錦   昀臻 

                         婉杏姑 

                         宜玲(適吳) 

                      火焜   志仁 

                          鄭桃   志聰 

                         婉娟(適薛) 

                         婉玲(適陳)  

                         淑芳(適楊) 

                      信陽  志賢  其臻 

                      楊軟  錦惠 

                               志遠 

                         珀玲(適黃)                  

                       綢(適林)  

                       滵(適陳) 

                       煐(適陳) 

                      月昭(適陳) 

                       錦雲(適黃) 

                      錦屏(適許) 

                      彩雲(適楊) 

                      富美(適劉)  

                      靜子(適林)  

                明堂    登勳 。維人   孟辰 

                   秀鑾    張盡 。育綺   孟庭姑 

                                                      孟軒姑 

                          守人  孟佑  

                         淑禎  孟欣姑 

                               介人 

                               達人                                           

                         瑜君姑 

                           登龍   立人   孟儒 

                       蓮花  懷恩 。懿佳姑 

                             郁羚姑 

                         俊人  孟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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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真    敏慧姑 

                                                      巧穎姑 

                         志人    譯臻姑 

                                              家鳳 

                         文君(適郭) 

                         香君(適曾) 

                              佩君(適鍾) 

                         宴君(適張)                                           

                       登銀 。弘人    孟霖 

                                       寶蓮   欣玫    佩霖姑 

                                 恭人    孟彣 

                               宗人    孟堯 

                         芳君(適彭) 

                         幸君(適莊) 

                         青君(適江)                                      

                       金葉(適楊) 

                       娟娟姑 

                       妙妙(適郭) 

                       娜娜(適許) 

                       梅英(適賴) 

                     淑(適楊) 

                     定(適張) 

                     秀(適陳)         

       金輝     景泰 松錦 

       張屘     范便 松燄 

              謝甜 繼榮       進福   富爐  得鈞 

               謝周     來有  秀芝  怡苹姑 

                            林惜              富炎  幼笙 

                            簡春              奇麗   玄蓁姑 

                                                     玄情姑 

                                  寶戀(適何) 

                                 寶鳳(適傅) 

                               寶葉(適卓) 

                               寶美姑  

                           進順   雲峰  挺昇 

                      玉英  春美   

                              聖紀 

                               淑玲(適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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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慧(適王)  

                               淑芬姑  

                           文基   正義 

                      花妹 

                         美娜(適古) 

                         美琪姑 

                         美虹姑 

                      文林   博成 

                          秀梅   守鈿 

                               政偉 

                         秀玉姑 

                             明川   宜容姑 

                      素鑾   宜珍姑 

                           桂英(適孫) 

                       吉(適詹) 

                       喜(適郭) 

                       身(適陳) 

                        友(適陳) 

                     振子(適孫) 

                      烈妹(適陳) 

                     由子(適陳) 

                      素琴(適江) 

                     秋桂姑 

                                       月雲姑 

                                       牡丹姑 

              景昌  崑培    新竣   豐竹   曜全 

            彭足  彭珠    秋霞  惠貞 

                   桃妹            孟成   政諺 

                           瑞珠   依霖姑 

                             。幸容(適楊) 

                           幸燕(適潘) 

                      新發   東志   帆傑 

                      麗琴  秀霞   協霖 

                               仁祥 

                         錦雲(適周) 

                          錦梅(適王) 

                         錦華(適林) 

                         錦卿(適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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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美姑 

                         惠玲姑 

                      新慶   念學   

                          秀鳳   東城 

                         幸津(適羅) 

                         幸雪(適劉) 

                         幸蘭(適李) 

                           新明   博任 

                          美華 。幸倖姑 

                         淑如姑 

                         。新聲 。坤穎 

                           舜瑛  青穎姑 

                      文鈿  旺松  郡庭姑   

                      金麗  春玫   

                             。奕柏  智宇 

                         如翊  心慈姑 

                               世鈺 

                         素儀  瑋方姑 

                         君彥(適楊) 

                                       月英(適陳) 

                       玉姑(適李) 

                      澄子(適石) 

                      玉嬌(適張) 

                       英(適邱) 

                      淑珠(適曾) 

                      靜枝(適黃) 

                      寶珠(適徐) 

                      桂枝(適黃) 

                      瑞鴻(適賴) 

                    活源    新益 。朝棟  雨軒 

                   順妹   麗英 。綠瑩  承哲 

                               朝欽 

                         瓊瑋姑 

                         瓊瑜姑 

                      子妹(適葉) 

                      方子(適邱) 

                      秀美(適詹) 

                    炳梁   金春   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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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桂  清香 

                   越娥       宜宏 

                菱香      。幸真(適吳) 

                         幸樺(適潘) 

                        。文雄   庭瑞 

                     亮吟  易瑾姑 

                         佩芸姑 

                          登三   之浩 

                          若華   慈芸姑 

                     偉建   子凡姑 

                          麗雲 

                          麗月(適莊) 

                    。秋月(適張) 

                          秀月(適黃) 

                          慧月姑 

       玉滿(適彭) 

        治(適曾) 

       金烈  景燉 

               景興 

            景泰 

  仁貴     金溪 

   洪對     金火  心匏  意娘   來生   雲龍   聖權 

         張香  毛娘   孫水   玉英   敏雲 

                                    淑珍姑 

                                    淑芬姑 

                                    淑滿姑 

                                   愈鈴姑 

                               玉梅(適何)  

                           進來   金鐘   鑑銘 

                           孫桃   素娟   永芳姑 

                                    明君姑 

                               富雄 

               景章   傳生    新圳   建興  宛育姑 

              張椪    鄭笑   玉英  為娜            

                     傳義 

  天申    金僚 

        金火 

        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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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房派別        博   士                    碩   士 

 桔來        榮隆                            叔樺 榮宸 默君 美業 

 鑄勝        忠旻 

 龍泉                                  育奇 育建 育欣  

 錦泉                                  育宏 

 登勳        維人  育綺 

 登龍                                          懿佳 

 登銀                                  弘人 

 新峻                                  幸容 

 新明                                  幸倖 

 文鈿                                  奕柏 

 新聲        新聲                         坤穎 

 新益        朝棟                         錄瑩 

 宜修        幸真 

 文雄                                  文雄 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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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春公派下，來台裔孫，有記載者 
 

  周   魯   宗   邦   本   支   實   繼 

 

  周春  魯妹  宗岳  邦炳  本？  支宗  實資  繼盤 

                  本臘  支讓  實助  來發 

                      支覲 

                      支標 

                  本波  支快 

          宗崑  邦朕  本信  準成 

                      支長 

                      支懷 

                      支常 

              邦龍良 馬力  支文 

                  路遙 

              邦雙  魁招  夙夜 

                      夙派 

          宗歲  邦周  本益  支墨  阿圭  義榮 

                      支番  雨露 

                          忠畎 

      魯喜  宗載   邦運   本元   支蘭   扶晉 

                                作平 

                                扶宗 

                           天恩   扶族 

                   澤興   天來 

            宗可   邦燦   本生   文良 

                           文章 

       魯悅   宗乾   邦同   本且 

                 邦模   本親   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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