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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鴻榜陳氏春陽公世系表．一 

南山-平仙-賓甫-春陽-會溪-新擇-日照-士聯-廷璿-文銓-光謨-錫瑞 

十四世(錫字輩 義)（校尉二十七世） 

錫瑞公 字義獻，號騰氣，光謨公之子，生道光庚寅 1830 年二月廿一日醜時，卒光緒丁酉

1897 年九月初七日亥時，壽六十八 
    妣 顏氏羔娘諡慈垂，生道光辛醜 1841 年七月十四日辰時，卒光緒甲辰 1904 年

七月十九日卯時，壽六十四 
    子二 佐禁 佐敦 女一 順女，適水萬垵黃岀 

  
十五世(佐字輩 問)（校尉二十八世） 
佐禁公 字問國，號惠登，錫瑞公長子, 生同治己巳 1869 年八月十八日辰時，卒民國甲戌

1934 年八月十三日辰時，壽六十六, 塟公山頭橫路頂，巽乾辰戌 
    妣 顏氏親娘諡愛慈，生光緒庚辰 1880 年二月十二日申時，卒民國甲申 1944 年

十一月十六日午時，壽六十五，塟燈心崙尾，巽乾辰戌 
    子七 金鍾半出 石鼓 平城半出 克栽 克鐃半出 雙溪 卦水半出 
    女一 盒女，適花石鄭烈 

  
佐敦公 號惠成，錫瑞公次子, 生光緒己卯 1879 年十一月廿二日未時，卒光緒乙巳 1905

年六月廿七日辰時，塟南洋嘉隆坡 
    子四 金潼半嗣 平城半嗣 克鐃半嗣 卦水半嗣 

  
十六世(克字輩 簪)（校尉二十九世） 
金鍾公 字簪晨，號華樂，佐禁公長子雙承佐敦公，生光緒己亥 1899 年三月廿九日午時 
    娶 大割蔡氏恩娘，生光緒甲辰 1904 年六月十七日申時 
    子二 美珠養半岀 春機半嗣 
    女四 便女，適力坪李聯登 葉女，適寨仔後黃潘 正女，適留垵劉 勉女 

  
石鼓公 字簪琴，號華音，佐禁公次子，生光緒（戊寅 1878 錯，疑是光緒壬寅 1902)年三

月初十日辰時，卒民國癸未 1943 年七月初六日子時 
    娶 排樓張氏箱娘，生宣統己酉 1909 年十月十四日子時 
    子三 秀機 春機半岀 紹峇殤 女一 肯女 

  
平城公 佐禁公三子雙承佐敦公，生光緒乙巳 1905 年三月廿九日卯時，卒民國丁巳 1917

年二月初十日戌時 
    子一 美珠半養 Page 1 of 21 

  
克栽公 字簪新，號華培，佐禁公四子，生光緒丁未 1907 年十一月廿六日卯時，卒民國乙

亥 1935 年二月廿六日巳時 
    娶 鄭氏改適 
    子二 永年半嗣 連成半嗣 女一 妲女，適德化山仔林鄉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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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鐃公 字簪圓，佐禁公五子雙承佐敦公，生民國癸醜 1913 年五月初一日酉時 ，卒 1997

丁醜年十一月初八日辰時，壽八十五 
    妣 東園蔡氏學娘諡勤習，生民國丙辰 1916 年五月廿三日巳時 ，卒民國丁亥

1947 年八月初一日申時，塟棋杆墓腳坐東向西 
    繼妣 濟川吳鳳，生民國己未 1919 年十一月廿七日，卒 2012 壬辰年正月初八日

亥時，壽九十四 
    子三 朝榻殤 紹瓦(永年)半岀 昌茂 女一 月嬌，生 1952 壬辰年十月初四日 

  
卦水公 字簪江，佐禁公六子雙承佐敦公，生民國己未 1919 年九月廿一日寅時 ，卒 1994

甲戌年三月十九日，壽七十六 
    妣 馬洋方氏端娘，生民國辛酉 1921 年十一月廿日寅時，卒 2006 丙戌年三月初

八日，壽八十六 
    子三 國地養半岀 （名聯成） 女四 金英（養），生 1945 乙酉年，適雲美村方

禮鋤 翠雲，生 1955 乙未年正月初十日，適德化三班鄭錦秀 翠霞，生 1957 丁酉

年二月初二日，適五裏街華岩王文華 翠英，生 1965 乙巳年正月十五日，適花石

村鄭德水 
  
十七世(紹字輩 纓)（校尉三十世） 
美珠  金鍾養子雙承平城公，生民國戊辰 1928 年八月廿日辰時 
    娶 本村蔡氏燕娘，生民國癸酉 1933 年五月十五日 
    子四 茂全 金虎 泉江 泉民 女二 玉梅，生 1955 乙未年六月廿六日，適冷水村

黃文勝 素霞，生 1960 庚子年二月十九日，適文峰村寨仔後 

  
秀機  石鼓公長子，生民國己巳 1929 年六月初六日丑時 
    娶 李氏金蘭 

  
春機  石鼓公次子雙承金鍾，生民國壬申 1932 年三月廿五日亥時 

  
永年  (原譜紹瓦)克鐃公長子雙承克栽公，生民國甲戌 1934 年正月初四日申時 
    妣 霞林村林氏惜娘，生 1938 戊寅年十二月二十日，卒 2005 乙酉年五月初十日 
    子一 宏志 居住福建省龍岩市新羅區南城南環中路 19 號 女二 玉梅，生 1964 甲

辰年十一月十三日寅時 素玉，生 1968 戊申年七月初五巳時 

  
昌茂  克鐃公次子，生 1955 乙未年四月十四日 
    娶 濟川吳氏翠花，生 1955 乙未年十二月初四日 
    子一 麗昆 麗燦 女一 麗萍（養），生 1989 己巳年正月十五日 
  
聯成  名國地，（厡譜克栽公養子雙承卦水，應該是卦水公養子雙承克栽公），生民國

丙戌 1946 年七月廿八日未時 
    娶 桃溪周氏桂珍，生 1950 庚寅年五月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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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一 福江 女一 麗紅，生 1973 癸醜年八月初一日，畢業福州大學本科，適冷水

村黃鎮海 
  
十八世(加字輩 特)（校尉三十一世） 
茂全  美珠長子，生 1957 丁酉年四月初五日寅時 
    娶 太山李氏寶華，生 1969 己酉年八月初三日辰時 
    子二 偉源 錦聰 

  
金虎  美珠次子，生 1962 壬寅年十二月十五日卯時 
    娶 本村陳氏碧蘭，生 1966 丙午年四月初八日 
    子一 亞滿 女一 曉麗，生 1995 乙亥年二月初四日寅時，2014 年錄取福建中醫大

學本碩連讀 

  
泉江  美珠三子，生 1965 乙巳年正月初二日丑時 
    娶 冷水黃氏玉珠，生 1967 丁未年十二月初二日 
    子一 煒毅 

  
泉民  美珠四子，生 1970 庚戌年四月初六日寅時 
    娶 江西歐陽七珍，生 1973 癸醜年二月初九日子時 
    子一 家豪 

  
宏志  永年（紹瓦）長子，生 1961 辛醜年十月十一日巳時 
    娶 龍岩市永定高頭鄉，江氏宇丹，生 1966 丙午年十月十五日午時 
    子一 陳樂（陳增樂）居住福建省龍岩市新羅區南城南環中路 19 號 

  
麗昆  昌茂長子，生 1976 丙辰年八月廿四日 
    娶 五裏街八二三中路 248 號郭氏曉真，生 1984 甲子年九月初九日 
    子一 謙博 女一 陳瀅，生 2009 己醜年十一月初二日亥時 

  
麗燦  昌茂次子，生 1978 戊午年十一月廿四日 
    娶 桃溪周氏琬麗，生 1981 辛酉年八月廿三日 
    子一 明輝 

  
福江  聯成長子，生 1970 庚戌年七月初五日 
    娶 桃城桃東鄭氏麗育，生 1974 甲寅年四月十七日 
    子一 鴻立 

  
十九世(增字輩 達)（校尉三十二世） 
偉源  茂全長子，生 1988 戊辰年正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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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聰  茂全次子，生 1990 庚午年十月廿四日 

  
亞滿  金虎長子，生 1999 己卯年十月三十日 

  
煒毅  泉江長子，生 1994 甲戌年三月初四日 

  
家豪  泉民長子，生 1999 己卯年十月三十一日 

  
增樂  名陳樂，宏志長子，生 1987 丁卯年七月二十八日卯時，畢業西安工程大學學士 
    娶 龍岩市大池鎮大和村人，廖氏惠玲，生 1990 庚午年六月十八日亥時，畢業閩

西廣播電視大學，居住福建省龍岩市新羅區南城南環中路 19 號 

  
謙博  麗昆之子，生 2005 乙酉年三月初六日 

  
明輝  麗燦之子，生 2004 甲申年八月十八日 

  
鴻立  福江之子，生 1997 丁醜年四月初一日 

  
南山-平仙-賓甫-春陽-會溪-新擇-日照-士聯-廷璿-文篤-光低-錫根 
十四世(錫字輩 義)（校尉二十七世） 
錫根公 字義音，號成春，光低公長子，生嘉慶丁巳 1797 年四月初三日醜時，卒咸豐乙卯

1855 年六月廿七日巳時 
    妣 林氏秕娘諡懿美，生嘉慶辛未 1811 年七月十四日寅時，卒光緒庚寅 1890 年

十月十三日子時，壽八十 
    子二 佐坑半出 佐圳 

  
錫邇公 字義密，號新宴，光低公次子，生嘉慶甲戌 1814 年十月十六日醜時，卒咸豐辛亥

1851 年八月廿四日午時 
    妣 林氏營娘諡經省，生嘉慶甲戌 1814 年八月十四日，卒道光丁酉 1837 年八月

廿五日巳時 
    子一 佐坑半嗣 

  
十五世(佐字輩 問)（校尉二十八世） 
佐坑公 號金茲，錫根公長子雙承錫邇公，生(咸豐辛亥 1851 比次子晚錯, 疑是道光丁亥

1827)年七月初二日寅時，卒光緒丁亥 1887 年四月三十日，歿在南淬芙蓉坡 
    妣 氏生卒俱逸 
    子一 成發 

  
佐圳公 號金元，錫根公次子，生道光戊戌 1838 年六月廿七日午時，卒光緒庚辰 1880 年

八月初六日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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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妣 鄭氏滿娘諡見小，生道光庚子 1840 年十二月初九日寅時，卒民國丙辰 1916

年七月初七日 ，壽七十七 
    子一 克侈 

  
十六世(克字輩 簪)（校尉二十九世） 
成發  佐坑公之子 
克侈公 佐圳公之子，生同治乙丑 1865 年三月十四日未時, 卒光緒庚寅 1890 年七月十二

日未時 

  
南山-平仙-賓甫-春陽-會溪-新擇-日照-士聯-廷璿-文篤-光低-錫進 錫莪 
十四世(錫字輩 義)（校尉二十七世） 
錫進公 字義後，號順禮，光低公三子，生道光癸未 1823 年十一月初八日醜時，卒光緒癸

未 1883 年十二月初三日未時，壽六十一，塟八坑暗坑良崙，乙辛卯酉 
    妣 林氏疼娘諡節儉，生道光壬辰 1832 年十月廿日辰時，卒光緒戊申 1908 年十

二月初七日巳時，壽七十七，塟山仔鄉七鬥山路邊坐東北向西南 
    子三 佐雲 佐坡半岀 佐泰 
    清朝咸豐年間建六鬥洋，全安堂，丙壬巳亥 

  
錫莪公 字義頭，號忠惠，光低公四子，生道光丁亥 1827 年十一月十九日寅時，卒咸豐乙

卯 1855 年八月廿一日辰時 
    子一 佐坡半嗣 

  
十五世(佐字輩 問)（校尉二十八世） 
佐雲公 太學生，字問淩，號得志，錫進公長子，生咸豐壬子 1852 年十二月初八日卯時，

卒民國乙丑 1925 年六月十七日申時，壽七十四，金塟本山雞翅股崙路邊，坐東南

向西北辰戌巽乾 
    妣 李氏正娘，生同治乙丑 1865 年八月初四日辰時，卒民國丙子 1936 年九月十

五日未時，壽七十二，塟本山白石崙橫路上坐南向北，午子丙壬 
    子五 克吉 克溝 多福半出 財源 廣盛 女四 者女，適花石鄭錢 蔥女，適苦瓏林

登 甘女，適山仔李極 鳳女，適心垵亭蔡簡 

  
佐坡公 字問緣，號元祺，錫進公次子雙承錫莪公，生咸豐庚申 1860 年閏三月廿一日辰

時，卒光緒壬寅 1902 年十月初一日午時 
    娶 鄭氏改 
    子四 克賓 多福半嗣 克炮半嗣 春木半嗣 

  
佐泰公 字問來，號登康，錫進公三子，生同治己巳 1869 年三月十一日酉時，卒民國戊寅

1938 年閏七月廿二日，壽七十，塟本山燈心崙尾路邊，丙壬巳亥 
    妣 黃氏早娘，生光緒辛巳 1881 年二月十三日巳時，卒 1960 庚子年，壽八十 
    子二 克炮半出 春木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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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克字輩 簪)（校尉二十九世） 
克吉公 字簪元，佐雲公長子，生光緒丁亥 1887 年五月初八日寅時 ，卒民國壬戌 1922 年

十一月十八日亥時 
    妣 顏氏奎娘，生光緒壬辰 1892 年十月初一日辰時 ，卒宣統己酉 1909 年八月初

二日申時 
    子二 玉樹殤 輝煌半嗣 

  
克溝公 佐雲公次子，生光緒甲午 1894 年正月廿日未時，卒宣統己酉 1909 年二月廿三日

申時 
    妣 黃氏翠娘，生光緒乙未 1895 年 ，卒宣統庚戌 1910 年正月初八日辰時 
    子一 輝碧半嗣 

  
多福公 字簪受，號怡滿,佐雲公三子雙承佐坡公，生光緒丙申 1896 年十一月廿九日申

時，卒民國庚午 1930 年十月十四日辰時 ，塟本山雞翅股嶺旗竿墓腳，巽乾辰戌 
    妣 呂氏枹娘諡如甘，生光緒辛醜 1901 年十月廿一日寅時 ，卒民國丁巳 1917 年

九月初五日時 
    繼娶 蔡尾蘇氏賢娘，生光緒己亥 1899 年十月十六日寅時 
    子二 良水 清良半嗣 女二 玉寶，適太平李連榮 好女，適太平李 

  
財源公 字簪淵，號錦泉，佐雲公四子，生光緒己亥 1899 年七月廿九日酉時, 卒民國癸未

1943 年九月十二日申時 

    娶 太平李氏井娘，生光緒癸卯 1903 年十二月十六日辰時  

    子三 天賜岀嗣 天海 天湖 女二 謹女，適西頭邱金鉤 音興 

  
廣盛公 字簪博，佐雲公五子，生光緒壬寅 1902 年十月十四日丑時，卒 1960 庚子年正月

十二日卯時 
    妣 崑崙寨李氏宛娘，生光緒丙午 1906 年四月初二日申時，卒 1991 辛未年十月

廿四日卯時，壽八十六 
    子二 輝煌嗣半出 輝碧嗣半出 女一 斟英，適後山洋 

  
克賓公 佐坡公之子，生光緒辛醜 1901 年正月初三日申時，卒民國丙寅 1926 年十月初三

日酉時 
    子二 天賜嗣 清良半嗣 

  
克炮公 字簪聯，佐泰公長子雙承佐坡公，生光緒庚子 1900 年六月初九日巳時，卒 1983

癸亥年正月十二日，壽八十四 
    妣 太平寺李氏葉娘，生宣統庚戌 1910 年八月十五日寅時，卒 1969 己酉年十二

月廿六日，壽六十 
    子四 清良半出 文灶 清國 清火 女三 秋順，適下坵 秀蓮，適大路頭 秀環，適

冷水山仔 

  
春木  佐泰公次子雙承佐坡公，生民國己未 1919 年二月初九日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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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 大割蔡氏實娘，生民國丁卯 1927 年七月十八日午時 

  
十七世(紹字輩 纓)（校尉三十世） 
良水  字纓海，多福公之子，生民國庚申 1920 年十一月初三日未時 
    娶 大刈蔡氏淑聰，生民國乙丑 1925 年三月十一日亥時 
    子一 登昭 

  
天海  財源公長子，生民國乙卯 1915 年五月廿一日卯時 

  
天湖  財源公次子，生民國壬午 1942 年三月廿日未時 

  
輝煌  字纓炎，廣盛公嗣長子雙承克吉公，永春中學畢業，公務員，生（民國戊午 1918

錯）1924 甲子年四月廿六日戌時，卒 2011 辛卯年十一月廿二日午時，壽八十八 
    娶 泉州李氏筍娘，生民國丁卯 1927 年八月初八日辰時，卒 2015 乙未年二月十

六日，壽八十九 
    子三 東熙 東照 東亮 女三 淑美，適城關化龍 淑珠，適本村頂坑陳河水 淑

麗，生己亥 1959 年十二月初四日，適永春五裏街 

  
輝碧  廣盛公嗣次子雙承克溝公，生民國丁醜 1937 年四月十二日丑時 
    妣 冷水李氏淑霞，生 1941 辛巳年六月十九日,卒 2009 己醜年四月廿八日，壽六

十九 
    子三 堅固 堅強 堅定 女三 堅花，適下林 桂菊，適長安 桂明，生 1973 癸醜年

正月廿三日，適下林 

  
天賜  克賓公嗣子，生民國己巳 1929 年正月初七日卯時 

  
清良  名清龍，克炮公長子雙承多福兼承克賓公，生民國己巳 1929 年三月初一日亥時 
    子五 徳泰 建民 其財 其德 其明 女六 素琴 素英 素珠 素蘭 素麗 素娥 

  
文灶  克炮公次子，生民國辛未 1931 年九月初五日亥時 
    妣 太山李氏莊娘，生 1930 庚午年七月初七日卯時，卒 1958 戊戌年五月十五日

午時 
    繼妣 冷水莊氏素華，生 1932 壬申年五月十一日酉時，卒 1966 丙午年五月廿二

日巳時 
    子二 清祥 榮星 女一玉英，適霞林 

  
清國  克炮公三子，生民國丙戌 1946 年八月初五日戌時 
    娶 水磨垵黃氏素英，生 1951 辛卯年十二月廿七日，建福安樓 
    女三 麗珍，生 1972.7.3 麗香，生 1976.12.8 麗華 ，生 1981.12.27 

  
清火  克炮公四子，生 1952 壬辰年正月十七日，建吉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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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 化龍薛氏淑棉，生 1955 乙未年正月初五日 
    子二 永慶 榮權 

  
十八世(加字輩 特)（校尉三十一世） 
登昭  良水之子，生民國癸未 1943 年八月初四日寅時 

  
東熙  輝煌公長子，生 1951 辛卯年六月，空八軍後勤部軍醫上校（團級）退休 
    娶 吳氏曉東，生 1953 癸巳年十一月十三日，空軍醫院主護師（團級護士長）退

休 
    子一 立超 

  
東照  字特普，輝煌公次子，生 1954 甲午年正月廿八日 
    娶 東山顏氏雪蘭，生 1958 戊戌年八月廿三日，建東蘭樓 
    女二 妍萍，生 1982 壬戌年九月十二日，大學生 ，適洛江郭峰 幸琳，生 1990

庚午年正月初六日，畢業泉州師院學士 

  
東亮  輝煌公三子，生 1962 壬寅年二月十八日 
    娶 本村陳氏麗珍，生 1966 丙午年二月初三日 
    女一 桐敏，生 1989 己巳年三月初四日 

  
堅固  輝碧長子，生 1961 辛醜年七月初七日 
    娶 太平李氏培蘭，生 1964 甲辰年七月廿一日，建祥安樓 
    子一 海深 女一 巧玲，生 1983 癸亥年五月廿一日，適吾峰 

  
堅強  輝碧次子，生 1963 癸卯年十月十九日 
    娶 霞林林氏桂蘭，生 1967 丁未年七月十六日，建居安樓 
    子一 欽銘 女一 巧清，生 1989 己巳年十一月初八日 ，適仰賢 

  
堅定  輝碧三子，生 1967 丁未年十二月十四日 
    娶 冷水李氏美玉，生 1970 庚戌年五月十七日，建全興樓 
    子一 前錦 

  
徳泰  清良長子，生 1953 癸巳年正月廿日辰時 
    娶 鐘氏秋紅，生 1960 庚子年九月廿六日卯時 
    子三 文強 文雄 文順 女三 秀玉 秀芬 秀婷 

  
建民  清良次子，生 

  
其財  清良三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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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德  清良四子，生 

  
其明  清良五子，生 

  
清祥  文灶長子，生 1954 甲午年二月十九日 
    娶 本村陳氏春英，生 1957 丁酉年十月初四日，建德安樓 
    子二 傳芳 傳楚 

  
榮星  文灶次子，生 1962 壬寅年十月廿九日 
    娶 太平陳氏瑞端，生 1962 壬寅年六月初九日，建順安樓 
    女一 燕明，生 1990 庚午年二月十七日，大專學歷 

  
永慶  清火長子，生 1979 己未年三月十一日 
    娶 溪南陳氏錦花，生 1981 辛酉年十月初八日 
    子一 煜坤 

  
榮權  清火次子，生 1983 癸亥年十二月初九日 
    娶 鴻安水萬垵黃氏碧蘭，生 1984 甲子年十月初六日 
    子一 鈺涵 

  
十九世(增字輩 達)（校尉三十二世） 
立超  東熙之子，生 1985 乙丑年十二月廿四日，畢業中山大學學士 

  
海深  堅固之子，生 1987 丁卯年五月廿日，大專學歷 
    娶 達埔東園吳氏燕華，生 1987 丁卯年七月十五日 
    女一 梓怡，生 2011 辛卯年五月初一日 

  
欽銘  堅強之子，生 1987 丁卯年四月十四日 
    娶 石鼓卿園村張氏惠萍，生 1987 丁卯年九月廿一日 
    女一 思涵，生 2011 辛卯年五月廿七日 

  
前錦  堅定之子，生 1989 己巳年十一月十二日 
    娶 東平太山村李氏小英，生 1991 辛未年三月廿三日 
    子一 坤逸 

  
文強  徳泰長子，生 

  
文雄  徳泰次子，生 

  
文順  徳泰三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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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芳  清祥長子，生 1978 戊午年十一月十五日 
    娶 惠安東園下垵江氏藝蓮，生 1982 壬戌年六月初七日 
    子一 濟聖 

  
傳楚  清祥次子，生 1983 癸亥年十月初二日 
    娶 南安洪氏燕茹，生 1985 乙丑年十一月初二日 
    子一 凱森 

  
煜坤  永慶之子，生 2005 乙酉年四月廿二日 

  
鈺涵  榮權之子，生 2009 己醜年五月廿二日 

  
二十世(濟字輩 修)（校尉三十三世） 
坤逸  前錦之子，生 2013 癸巳年九月十二日子時 

  
濟聖  傳芳之子，生 2006 丙戌年七月初十日 

  
凱森  傳楚之子，生 2009 己醜年五月廿九日 

  
南山-平仙-賓甫-春陽-會溪-新擇-日照-士聯-廷璿-文篤-光珪-錫譽 
十四世(錫字輩 義)（校尉二十七世） 
錫譽公 登仕郎，字義士，名嘉著，號耀程，光珪公長子，生嘉慶丙寅 1806 年八月十七日

寅時，卒光緒乙亥 1875 年九月初四日未時，壽七十，塟白頭庵作崙邊丁癸未醜 
    妣 氏，生卒失記 
    繼妣 李氏笑娘諡懿順，生嘉慶丁卯 1807 年三月初二日午時，卒光緒乙酉 1885

年九月三十日寅時，壽七十九，塟烏縷垵頂，巽乾辰戌 
    子三 佐持 佐示 佐高 

  
十五世(佐字輩 問)（校尉二十八世） 
佐持公 鄉大賓，字間扶，號翼保，錫譽公長子，生道光庚寅 1830 年六月廿五日申時，卒

光緒己亥 1899 年三月廿三日未時，壽七十，葬白石崙  

    妣 林氏諡順德，生卒莫攷 

    子五 克乳 克湊 克禮 克寄 克羹 女二 串女，適留垵黃 杏女，適小邊

張燦 

  
十六世(克字輩 簪)（校尉二十九世） 
克乳公 字簪勝，號龍遇，佐持公長子，生 
    妣 葉氏看娘諡懿德，生同治甲子 1864 年九月十二日戌時，卒宣統己酉 1909 年

四月廿三日丑時，葬雞翅鼓卯酉甲庚 
    子二 榮壽 紹鑾殤 女一 敏女，適李仔園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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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湊公 字簪合，號仁成，佐持公次子，生咸豐己未 1859 年七月十七日巳時 ，卒民國癸

亥 1923 年八月初一日辰時，壽六十五，塟白石崙尾 
    妣 上場顏氏香娘諡美清，生（同治無丙子 ，疑是甲子 1864）年七月十九日午

時，卒民國丙戌 1946 年六月廿八日申時 
    子三 紹切 紹諸 紹傑(紹傑) 女一 綢女，適花石鄭玉 

  
克禮公 字簪智，號仁義，佐持公三子, 生（咸豐戊午 1858 比次子早?）年六月十九日巳

時 ，卒光緒甲辰 1904 年六月廿二日子時，塟燈心崙午子丙壬 
    娶 太平李氏奚娘諡惠海，生光緒乙亥 1875 年八月廿四日亥時 
    子一 紹裁 

  
克寄公 字簪傳，號廷祝，佐持公四子，生同治丙寅 1866 年十一月十三日卯時 卒民國甲

寅 1914 年十二月初六日亥時 
    娶 李氏鶴娘，生光緒壬午 1882 年九月廿一日辰時 
    子三 贊興 成春 成祖 

  
克羹公 字簪和，佐持公五子，生同治庚午 1870 年七月廿九日辰時 
    娶 納坪李氏厚娘，生光緒己卯 1879 年七月十七日未時 
    子四 紹振 紹木 池本殤 紹寶殤 女一 春女 
    民國初建鄭埔墘修德堂，辰戌巽乾 

  
十七世(紹字輩 纓)（校尉三十世） 
榮壽  字纓仁，克乳公之子，生光緒庚寅 1890 年六月初二日未申時 
    娶 東山顏氏旗娘，生光緒乙未 1895 年九月十八日未卯時 
    子三 興發 來福 亞九殤 女一 查某 

  
紹切  字纓怡，號瑞文，克湊公長子，生光緒戊子 1888 年六月十五日申時，卒民國丙子

1936 年正月初九日辰時 
    娶 黃氏柔娘，生光緒丙申 1896 年十二月初二日酉時，卒 1971 辛亥年十月初四

日，壽七十六 
    側室 蔡氏金娘，生光緒丙午 1906 年六月十三日巳時 
    子七 加元岀嫡 加溶岀嫡 慶爐岀庶 加倉岀嫡 江海 江河 江蟶皆岀庶 女二 茶

英，適佃上鄭元株 素琴，適東門鄭由 

  
紹諸  字纓居，克湊公次子，生光緒丁酉 1897 年正月廿四日戌時 
    妣 下坵林氏裕娘諡意洽，生光緒辛醜 1901 年十月廿日寅時，卒民國庚午 1930

年六月廿七日申時 
    繼娶 鄭氏吉娘，生民國癸醜 1913 年六月初九日午時 
    子五 加鉗養 加永岀林 加直林岀岀嗣 麗泉岀鄭 加呈岀鄭 女四 麥女，適達埔

葉躭 為女，適都溪蘇秋季 變女 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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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初建肥亭良德堂乙辛辰戌 

  
紹傑  字纓力，克湊公三子，生光緒庚子 1900 年九月十三日酉時 
    妣 羅口邱氏清娘諡良靜，生光緒甲辰 1904 年七月初一日戌時，卒民國壬午 1942

年十月十四日申時 
    子二 加賢 加直嗣 女二 恵女，適大新厝李才 冬女，適東門鄭自平 

  
紹裁  字纓成，克禮公之子，生光緒丙申 1896 年十月十一日辰時 
    妣 前溪周氏栽娘，生光緒癸卯 1903 年八月廿七日申時，卒 1990 庚午年十月廿

二日寅時 
    子二 加昆養半岀 加耀養 女二 琴英 彈英 

  
贊興公 號意愛，克寄公長子，生光緒庚子 1900 年正月十五日，卒民國己未 1919 年閏七

月十九日申時 
    子五 加昆半嗣 煉松半嗣 加圑半嗣 柏華半嗣 聯枝半嗣 

  
成春  字纓禧，克寄公次子，生民國甲寅 1914 年六月十九日子時 
    娶 顏氏噯玉，生民國丙辰 1916 年二月初四日辰時 
    子二 聯註 聯枝半岀 女四 蓮昭 蓮娥 蓮美 蓮花 

  
成祖  字纓宗，克寄公三子，生民國丙辰 1916 年十二月初十日卯時 
    娶 李氏星婉，生民國庚申 1920 年七月廿七日丑時 
    子八 子勤 子展 子才 子清 子明 子德 子章 子文 女三 月琴 月嬋 月菓 

  
紹振公 字纓國，克羹長子，生光緒己亥 1899 年八月三十日巳時，卒 1982 壬戌年十一月

廿七日（西元 1983.1.10），壽八十五 
    娶 納坪李氏廟娘，生光緒辛醜 1901 年八月初一日辰時，卒 
    側室 張氏英娘，生光緒辛醜 1901 年八月二十日寅時，卒 
    側室妣 馮氏蘇娘，生宣統辛亥 1911 年六月廿四日卯時，卒 1976 丙辰年十二月

初六日，壽六十六 
    子八 加璠養 金杯 加貼養 加凱養 聯祥 加九殤 亞九殤 聯華養 女四 靜心，適

前溪周金盾 婆女 小婆 靜華，適黃玉華 

  
紹木  字纓樑，克羹次子，生光緒癸卯 1903 年三月廿一日巳時 
    妣 鄭氏彩霞，生光緒丙午 1906 年三月初七日辰時，卒民國丙戌 1946 年五月十

四日申時 
    側室 林氏月卿，生民國丙寅 1926 年十二月十二日寅時 
    子三 加及養 加令養 加知養 女二 玉花，適路洋邱宜標 玉清 

  
十八世(加字輩 特)（校尉三十一世） 
興發  字特達，榮壽長子，生民國庚申 1920 年五月初七日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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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 鄭氏秀蘭，生民國乙丑 1925 年十月廿二日午時 
    子二 進寶 進趰 女一 大吉 

  
來福  榮壽次子，生民國丙寅 1926 年九月十九日子時 

  
加元  字特泉，紹切公長子，生民國丙辰 1916 年五月十六日辰時 
    娶 寨仔後黃氏蓮娘，生民國庚申 1920 年八月廿三日 
    子一 炳德嗣 女二 瑞蘭 瑞美 

  
加溶  字特盛，紹切公次子，生民國戊午 1918 年三月初四日丑時 
    妣 蘇州尾李氏玉鳳，生民國癸亥 1923 年四月廿七日辰時，卒 1998 戊寅年三月

十八日，壽七十六 
    子三 增錠 正珍 國才 女五 素娥，生 1942 壬午年十二月廿九日，適桃溪周鎮義 

素峑，生 1944 甲申年七月初十日，適桃東村鄭其樹 雙花，生 1955 乙未年十月廿

日，適西安村鄭玉柱 寶蘭，生 1955 乙未年十月廿日，適本村黃木槍 雙美，生

1964 甲辰年三月十四日，適冷水村李元浩 

  
慶爐  紹切公三子，生民國癸亥 1923 年十二月初九日申時 
    娶 東山顏氏清泉，生民國丁卯 1927 年六月十一日 
    子一 增炳（文炳） 

  
加倉公 紹切公四子，生民國戊辰 1928 年七月初三日辰時，卒 2004 甲申年五月十一日，

壽七十七 
    娶 冷水李氏麥，生民國壬申 1932 年八月十六日 
    子三 炳炎 炳德岀嗣 炳輝 炳煌 炳成 女二 雪英，生 1951 辛卯年十二月初七

日，適桃東村鄭清書 寶英，生 1959 己亥年八月初八日，適本村陳寶海 

  
江海  紹切公五子，生民國辛未 1931 年正月十二日酉時 

  
江河  紹切公六子，生民國壬申 1932 年九月初一日未時 

  
江蟶  紹切公七子，生民國乙亥 1935 年九月十八日卯時 

  
加鉗公 字特雙，紹諸公養長子，生民國甲子 1924 年九月廿七日辰時，卒 2008 戊子年九

月二十八日，壽八十五 
    娶 西頭邱邱氏秀鸞，生民國戊辰 1928 年十月初六日卯時 
    子二 清淇 清福 女五 建美，生 1950 庚寅年五月初四日，適太山村李瑞成 美

琴，生 1953 癸巳年十月十二日，適太平村李炳義 美花，生 1956 丙申年九月初四

日，適太平村李榮東 美麗，生 1958 戊戌年十一月初八日，適太山村李培德 美

蘭，生 1963 癸卯年四月十三日，適本村賴金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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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永  紹諸公次子，生民國丁卯 1927 年十月初十日申時 
    娶 黃氏妹娘，生民國辛未 1931 年三月十七日辰時 

  
麗泉  紹諸公三子，生民國癸酉 1933 年正月十三日子時 

  
加呈  紹諸公四子，生民國乙酉 1945 年九月廿五日寅時 

  
加賢  紹傑長子，生民國甲戌 1934 年閏五月初十日丑時 

  
加直  紹傑嗣次子，生民國（己巳 1929 錯比長子早？）年九月初九日午時 

  
加昆  字特玉，紹裁公養長子雙承贊興公，生民國癸亥 1923 年八月十五日申時，海疆大

學畢業 
    娶 西頭邱邱氏親娘，生民國癸亥 1923 年六月初七日未時 
    女一 玨紋 

  
加耀公 字特燦，紹裁公嗣次子，生民國庚午 1930 年三月十二日申時，卒 2007 丁亥年二

月十一日申時，壽七十八 
    娶 下埔頭鄭氏玉珠，生民國戊辰 1928 年十一月廿五日巳時 
    子二 春星 為民 女三 亞玲，生 1951 辛卯年十二月初七日，適張埔 翠雲，生

1954 甲午年八月初一日，適濟川林國星 銀花，生 1967 丁未年五月廿六日 

  
聯註  成春長子，生民國丙子 1936 年閏三月初九日寅時 

  
聯枝  成春次子雙承贊興公，生民國甲申 1944 年正月廿五日卯時 

  
子勤  成祖長子，生民國己卯 1939 年十一月初六日寅時 
    子三 捷祥 捷安 捷裕 女一 靜梅 

  
子展  成祖次子，生民國辛巳 1941 年七月初十日寅時 
    子三 俊平 俊昇 俊豐 女三 翠玲 翠玉 翠利 

  
子才  成祖三子，生 
    子三 文宣 文龍 文彥 

  
子清  成祖四子，生西元 1949 年 4 月 14 日 
    子二 永輝 華耀 女二 雪芳 雪瑩 

  
子明  成祖五子，生西元 1954 年 12 月 9 日 
    子一 世傑 女三 彩虹 彩玉 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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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德  成祖六子，生西元 1956 年 9 月 12 日 
    子一 添龍 女一 怡霏 

  
子章  成祖七子，生西元 1958 年 9 月 19 日 
    子三 奕旺 弈龍 奕興 

  
子文  成祖八子，生西元 1961 年 8 月 25 日 
    子二 進強 進維 女一 惠晶 

  
加璠  字特爵，紹振公養長子，生民國乙卯 1915 年正月廿日卯時 
    娶 王氏可馨，生民國丁巳 1917 年二月初三日寅時 
    子三 增浦 增輝半岀 增煌 女一 秀芳 

  
金杯  字特先，紹振公次子，生民國戊午 1918 年十一月十三日寅時 
    娶 晉江楊氏金盒，生民國辛酉 1921 年四月初八日酉時 
    側室 梁氏閏愛，生民國乙丑 1925 年五月初六日未時 
    子一 增田 女二 秀美 秀麗 

  
加貼  字特書，紹振公養三子，生民國辛酉 1921 年四月廿日巳時 
    妣 唐氏黙娘，生民國癸亥 1923 年四月初八日戌時，卒民國癸未 1943 三月十五

日巳時 
    子一 增輝半嗣 

  
加凱  字特旋，紹振公養四子，生民國丙寅 1926 年四月初十日辰時 

  
聯祥  紹振公五子，生民國己巳 1929 年三月十六日卯時 

  
聯華公 紹振公養六子，生民國癸酉 1933 年六月十一日午時，卒 2000 庚辰年六月十二日

（ 公元 2000.7.13）壽七十 
    妣 周氏秀蘭，生 1933 癸酉年十二月廿日（ 公元 1934.2.3），卒 2002 壬午年正

月廿六日（公元 2002.3.9），壽七十 
    子五 其東 其西 其南 其地 其海 女一 美雲，生 1960 戊子年三月初四日（公元

1960.3.30）適李全傑 

  
加及  字特富，紹木養長子，生民國甲子 1924 年八月十六日辰時 
    娶 周氏玉桂，生民國丙寅 1926 年六月十九日 

  
加令  字特尊，紹木養次子，生民國乙丑 1925 年正月十八日卯時 
    娶 周氏玉華，生民國丙寅 1926 年十一月初十日子時 
    子二 增勝殤 增丹 女一 秀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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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知  紹木養三子，生民國庚午 1930 年正月廿九日丑時 
    娶 周氏雪卿，生 1938 戊寅年四月十一日（ 公元 1938.5.10） 
    子二 維文 維全 女二 玲玲，生 1960 年 10 月 11 日，適林日粦 妹妹，生 1963

年 9 月 1 日，適 YUVARAJ 

  
十九世(增字輩 達)（校尉三十二世） 
進寶  興發長子，生民國甲申 1944 年十一月十一日丑時 
  
進趰  興發次子，生民國丁亥 1947 年正月初九日子時 
  
炳德  加元嗣子，生 1956 丙申年十二月十六日 
    娶 化龍李氏華春，生 1959 己亥年十一月初九日 
    子一 揚煬 1987 年建德春樓，1994 年建化龍榜中樓 女三 伊玲，生 1985 乙丑年

六月廿四日，畢業泉州師院學士，2012 年讀華僑大學碩士研究生，適安溪汪世碧 

依珊，生 1987 丁卯年四月十八日，畢業吉林大學 依靜，生 1988 戊辰年八月十五

日，畢業泉州師院學士 

  
增錠  名良定，加溶長子，生民國丁亥 1947 年七月十二日 
    妣 花石鄭麗琴，生 1948 戊子年正月初四日 ，卒庚午 1990 年六月初六日 
    子一 進樹 女一 燕娜，生 1983 癸亥年四月廿六日，適莆田涵江鄭荔生 

  
正珍公 加溶次子，生庚寅 1950 年十二月廿六日，卒 2002 壬午年二月廿八日 
    娶 外碧李氏白蘭，生丙申 1956 年十一月初九日 
    子一 友志 女二 乙玲，生 1979 己未年六月初二日，適晉江安海許奕聰 小敏，

生 1980 庚申年十一月廿六日，適水萬垵黃建城 

  
國才公 加溶三子，生 1953 癸巳年三月十三日，卒 2014 甲午年六月十六日午時 
    娶 草埔頭李氏秀春，生 1963 癸卯年九月初十日 
    子一 峰貴 女二 志紅，生 1982 壬戌年十一月初二日，適吾峰棗嶺林志文 巧

紅，生 1984 甲子年四月初四日，適蓬壺都溪蘇榮能 

  
增炳  （名文炳）慶爐長子，生民國 1944 甲申年九月十六日寅時（ 公元 1944.11.1） 
    娶 蘇氏桂英，生 1944 甲申年三月初三日（ 公元 1944.3.26） 
    子四 進祥 進義 進川 宇晟 女三 琇娟，生 1967 年 10 月 19 日 秋杉，生 1977

年 3 月 27 日 秋妤，生 1984 年 1 月 4 日 

  
炳炎  加倉公長子，生 1954 甲午年四月廿三日 
    娶 下林李氏秀珠，生 1956 丙申年正月十五日 
    子二 志彬 福明 女一 玉麗，生 1979 己未年十一月廿四日，適留安劉振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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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輝  加倉公三子，生 1961 辛醜年九月廿二日，武警上海指揮學院法律班 
    娶 楊州市任氏平芳，生 1963 癸卯年五月廿五日 
    子一 陳磊 

  
炳煌  加倉公四子，生 1964 甲辰年五月十二日 
    娶 本村林氏桂英，生 1964 甲辰年七月初七日 
    子一 泳泉 女一 巧燕，生 1991 辛未年二月廿五日 

  
炳成  加倉公五子，生 1968 戊申年七月初四日 
    娶 冷水李氏月珠，生 1969 己酉年七月初二日 
    子一 清景 

  
清淇公 加鉗公長子，生 1947 丁亥年五月廿九日，卒 2014 甲午年二月廿一日 
    娶 店上鄭氏寶花，生 1958 戊戌年十一月初七日，改嫁 
    子一 濟揚嗣 

  
清福  加鉗公次子，生 1966 丙午年四月廿五日 
    娶 太山李氏秀嬌，生 1968 戊申年十月廿日 
    子一 志勇 女一 巧珍，生 1989 己巳年十二月十六日，畢業泉州資訊學院 

  
春星公 加耀公長子，生 1957 丁酉年十月廿六日，卒 1971 辛亥年八月雷電死 
    子一 濟湖養 

  
為民  名東昇，加耀公次子，生 1963 癸卯年九月廿八日 
    娶 四川王氏懷珍，生 1971 辛亥年八月初三日 
    子一 政權 

  
捷祥  子勤長子，生公元 1966 年 2 月 8 日  
捷安  子勤次子，生公元 1967 年 5 月 16 日  
捷裕  子勤三子，生公元 1970 年 4 月 23 日 

  
俊平  子展長子，生公元 1968 年 9 月 23 日  
俊昇  子展次子，生公元 1974 年 5 月 9 日  
俊豐  子展三子，生公元 1984 年 7 月 8 日 

  
文宣  子才長子，生 
文龍  子才次子，生 
文彥  子才三子，生 

  
永輝  子清長子，生公元 1980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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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耀  子清次子，生公元 1981 年 10 月 5 日 

  
世傑  子明長子，生公元 2009 年 4 月 12 日 

  
添龍  子德長子，生公元 1993 年 6 月 26 日 

  
奕旺  子章長子，生公元 1987 年 5 月 30 日 
弈龍  子章次子，生公元 1988 年 7 月 31 日 
奕興  子章三子，生公元 1994 年 2 月 5 日 

  
進強  子文長子，生公元 1983 年 1 月 9 日 
進維  子文次子，生公元 1996 年 4 月 26 日 

  
增浦  加璠長子，生民國庚辰 1940 年十二月廿四日未時 
增輝  加璠次子雙承加貼，生民國壬午 1942 年五月十八日辰時 
增煌  加璠三子，生民國乙酉 1945 年八月十四日卯時 

  
增田  金懷之子，生民國庚辰 1940 年八月廿五日丑時 

  
其東  聯華公長子，生 1952 壬辰年二月十一日（公元 1952.3.6） 
    娶 李氏淑端，生 1957 丁酉年正月廿三日（ 公元 1957.2.22） 
    子二 濟權殤 濟義 女二 雪潔，生 1983 年 1 月 6 日，適李偉建 雪兒，生 1991

年 12 月 24 日 

  
其西  聯華公次子，生 1953 癸巳年四月廿二日（公元 1953.6.3） 
    娶 黃氏錦美，生 1959 己亥年五月十五日（ 公元 1959.6.20） 
    子一 濟雄 

  
其南  聯華公三子，生 1955 乙未年三月十四日（公元 1955.4.6） 
    娶 越南人阿華（nGuyEn-THI-HOA），生 1982 壬戌年十一月十八日（ 公元

1983.1.1） 

  
其地  聯華公四子，生 1958 戊戌年四月十三日（公元 1958.5.31） 
    娶 曾氏玉鳳，生 1961 辛醜年十月十八日（ 公元 1961.11.25） 
    女一 雪晶，生 1996 丙子年十二月十三日（ 公元 1997.1.21） 

  
其海  聯華公五子，生 1961 辛醜年六月十一日（公元 1961.7.23） 

  
增丹  加令之子，生民國丙戌 1946 年十一月十二日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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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文  加知長子，生 1966 丙午年五月初五日（公元 1966.6.23） 
    娶 阮氏妗娥，生 1988 戊辰年十一月廿四日（ 公元 1989.1.1） 

  
維全  加知次子，生 1968 戊申年正月初八日（公元 1968.2.6） 
    娶 張氏恩慈，生 1970 年 
    子二 斌傑 斌盛 

  
二十世(濟字輩 修)（校尉三十三世） 
揚煬  炳德之子，生 1990 庚午年十二月廿四日，畢業福建醫藥學院，在國藥控股福建有

限公司就業 

  
進樹  良定之子，生 1978 戊午年六月初一日 
    娶 太平李氏麗蘭，生 1978 戊午年十月十五日 
    子一 欣宏 

  
友志  正珍公之子，生 1982 壬戌年五月初一日 
    娶 福安市餘氏愛芳，生 1982 壬戌年七月廿五日 
    子一 千皓 女一 千容，生 2013 癸巳年二月十八日 

  
峰貴  國才公之子，生 1987 丁卯年十月十七日 
    娶 湖洋桃源劉氏丹梅，生 1989 己巳年八月初三日 
    子一 堯鑫 

  
進祥  增炳（名文炳）長子，生 1966 丙午年三月十二日（公元 1966.4.2） 
    娶 戴氏月梅，生 1969 己酉年六月廿二日（ 公元 1969.8.4） 
    子二 智軒 智勤 女二 穎琪，生 1999 年 9 日 19 日 穎賢，生 2002 年 11 月 8 日 

  
進義  增炳（名文炳）次子，生 1969 己酉年六月十八日（公元 1969.7.31） 
    娶 謝氏賽梅，生 1976 丙辰年閏八月十七日 （ 公元 1976.10.10） 
    子一 劭峰 女五 紫豔，生 1993 年 6 月 23 日 紫柔，生 1995 年 10 月 27 日 紫

薇，生 2000 年 2 月 18 日 紫歡，生 2001 年 3 月 12 日 紫汧，生 2012 年 4 月 29

日 

  
進川  增炳（名文炳）三子，生 1972 壬子年七月廿九日（公元 1972.9.6），卒 1982 壬

子年十二月十一日（ 公元 1983.1.24） 

  
宇晟  增炳（名文炳）四子，生 1987 丁卯年十月十二日(公元 1987.12. 2) 

  
志彬  炳炎長子，生 1981 辛酉年六月十五日 
    娶 店上鄭氏巧梅，生 1984 甲子年六月初一日 
    子一 煒賢 女一 欣諭，生 2008 戊子年六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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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明  炳炎次子，生 1986 丙寅年五月初三日 
    娶 晉江龍湖鄭氏瑩瑩，生 1989 己巳年六月十四日 
    女一 鍶琦，生 2012 壬辰年三月十六日 

  
陳磊  炳輝之子，生 1987 丁卯年七月廿日，2010 畢業上海海事大學 
    娶 浙江省杭州丁氏璐娘，生 1987 丁卯年二月初一日，2010 畢業上海海事大學，

學士 
    子一 陳諾 

  
泳泉  炳煌之子，生 1988 戊辰年六月十六日 
    娶 吳嶺吳氏曉真，生 1989 己巳年六月十七日 
    子一 煜傑 

  
清景  炳成之子，生 1993 癸酉年正月廿一日 
    娶 高壟張氏巧玲生 1996 丙子年二月十三日 

  
濟揚  清棋嗣子，生 1972 壬子年四月廿二日 
    娶 下林林氏培鳳，生 1971 辛亥年三月初四日 
    女二 巧燕，生 1995 乙亥年六月初一日 思華，生 2000 庚辰年正月廿四日 

  
志勇  清福之子，生 1992 壬申年四月廿四日，畢業福州大學 

  
濟湖  春星養子，生 1988 戊辰年六月十二日卯時，卒 2007 丁亥年十二月十九日亥時 

  
政權  東昇之子，生 1993 癸酉年九月廿二日 

  
濟義  其東之子，生 1987 丁卯年四月十七日（公元 1987.5.14） 

  
濟雄  其西之子，生 1994 甲戌年二月廿七日（公元 1994.4.7） 

  
斌傑  維全長子，生 2001 辛巳年三月廿日（公元 2001.4.13） 

  
斌盛  維全次子，生 2005 乙酉年十二月初四日（公元 2006.1.3） 

  
二十一世(美字輩 學)（校尉三十四世） 
欣宏  進樹之子，生 2003 癸未年七月十七日 
  
千皓  友志之子，生 2007 丁亥年五月初六日 
  



桃源鴻榜陳氏春陽公世系表．一 

Page 21 of 21 

 

堯鑫  峰貴之子，生 2012 壬辰年三月十三日 
  
智軒  進祥長子，生 1996 丙子年二月初九日（公元 1996.3.27） 
  
智勤  進祥次子，生 1998 戊寅年四月三十日（公元 1998.5.25） 
  
劭峰  進義之子，生 2007 丁亥年十月廿六日(公元 2007.12.5) 
  
煒賢  志彬之子，生 2015 乙未年正月廿八日 
  
陳諾  陳磊之子，生 2013 癸巳年九月十二日 

  
煜傑  泳泉之子，生 2012 壬辰年二月廿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