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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個人自 2013 年 9 月 9 日於社群網站成立「鄧氏族譜彙編會」社團以來，邀請各地鄧姓

宗親參與，不分地區、族群、老少，成員超過200人。在社團中，除了分享已編的族譜資料

外，也請宗親提供家譜資料。 

《鄧氏族譜世系表》初稿在 2013 年 9 月公布於網路上，受到宗親的鼓勵與迴響，並有

相關網站引用。由於宗親提供家譜與族譜資料，得以對初稿作部份修正，於此謹向協助的

宗親深致謝忱。 

個人因對整理族譜有興趣，從尋根編印族譜到目前世系表的彙編，一直期盼鄧氏族譜

的內容更加豐富。《鄧氏族譜世系表》彙編完成後，公布於網路上，分享給有興趣者參考。 

依據各方編輯之鄧氏族譜有二種版本，一為志齋公 93 世（簡稱 A 版本），一為志齋公 94

世（簡稱 B 版本）。本書以 A 版本為主，並列二版本差異處。若採用 B 版本時，志齋公 93 世

需加 1 世，之後各世皆需加 1 世。 

《鄧氏族譜世系表》因蒐集資料有差異，內容恐有謬誤，尚祈有識之士不吝指教，俾求

內容更為正確。 

鄧豐洲                     

謹識於台灣臺南市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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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南陽鄧氏開宗世系 
1 世 鄧曼        

2 世 鄧晁        

3 世 鄧徽        

4 世 鄧慶 鄧耿       

5 世 鄧桓 鄧超       

6 世 鄧昆 鄧儀       

7 世 鄧忠        

8 世 鄧暉吉 鄧暉文       

9 世 鄧浩        

10 世 鄧煦和 鄧咸和       

11 世 鄧杞 鄧次       

12 世 鄧熹 鄧朗珍       

13 世 鄧怡 鄧悅       

14 世 鄧沛 鄧淮       

15 世 鄧璧 鄧軘       

16 世 鄧淳 鄧厚       

17 世 鄧衡 鄧峻 鄧嶧      

18 世 鄧略 鄧緯 鄧猷      

19 世 鄧宣 鄧殷       

20 世 鄧尚 鄧高 鄧敦      

21 世 鄧粹 鄧純       

22 世 鄧明淵 鄧明德       

23 世 鄧史        

24 世 鄧和 鄧育       

25 世 鄧耀 鄧彩       

26 世 鄧侃 鄧髶       

27 世 鄧彧 鄧質       

28 世 鄧晃        

29 世 鄧萼 鄧華 鄧萃 鄧萱     

30 世 鄧監 鄧新       

31 世 鄧愷 鄧愉       

32 世 鄧安國 鄧定國       

33 世 鄧襄 鄧勳 鄧瑚      

34 世 鄧滄 鄧海       

35 世 鄧銘 鄧釗  註：本世系表以第一欄祖先為主。 

36 世 鄧文仲 鄧敬仲  各世列祖為上一世首位祖之子嗣。 
（河東始祖）       例：33 世 3 祖為 32 世安國公之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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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東鄧氏開宗世系 
36 世 鄧文仲        

37 世 鄧灝平        

38 世 鄧縉光 鄧紳光       

39 世 鄧成        

40 世 鄧帎 鄧帊       

41 世 鄧敏 鄧敬       

42 世 鄧通 鄧遠       

43 世 鄧奎 鄧先       

44 世 鄧廣漢 鄧欽漢       

45 世 鄧錦 鄧環 鄧球      

46 世 鄧明 鄧旭       

47 世 鄧禹 鄧曄       
（東漢功臣）        

東漢功臣鄧氏開宗世系 
47 世 鄧禹        

48 世 鄧訓 鄧謙  鄧讓 鄧說 鄧讚 鄧揕 鄧議 鄧詩 

 鄧論 鄧謀 鄧識 鄧謨 鄧誥   

49 世 鄧騭 A 鄧京 49B 鄧悝 49C 鄧宏 49D 鄧閶 49E    

50 世 鄧卓 鄧章  鄧華  鄧平  鄧年    

51 世 鄧聞舜 鄧慕舜       

52 世 鄧錫龍 鄧錫蛟       

53 世 鄧相吉 鄧相榮  鄧相官  鄧相華     

54 世 鄧艾 鄧英 鄧颺      

55 世 鄧忠 鄧思       

56 世 鄧朗 鄧明 鄧朝      

57 世 鄧任 A 鄧攸 57B       

58 世 鄧綏景        

59 世 鄧旦 鄧吉       

60 世 鄧繼隆 鄧繼盛       

61 世 鄧錦常 鄧錦安  鄧錦寧      
（湖湘始祖）        

東漢功臣鄧氏開宗世系 悝公支派（49C） 

49 世 鄧悝        

50 世 鄧廣宗 鄧廣德       

51 世 鄧遄 鄧遐       

        

50 世 鄧廣德        

51 世 鄧遂 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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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功臣鄧氏開宗世系 宏公支派（49D） 

49 世 鄧宏        

50 世 鄧廣遵        

東漢功臣鄧氏開宗世系 閶公支派（49E） 

49 世 鄧閶        

50 世 鄧廣清        

東漢功臣鄧氏開宗世系 攸公支派（57B） 

57 世 鄧攸        

58 世 鄧純存        

湖湘鄧氏開宗世系 
61 世 鄧錦常      

62 世 鄧羌      

63 世 鄧淵      

64 世 鄧東      

65 世 鄧程漢 鄧程淮     

66 世 鄧士奇      

67 世 鄧文言 鄧章言  鄧美言    

68 世 鄧禹元 鄧禹光  鄧禹先    

69 世 鄧振松 鄧振柏 鄧振梅    

70 世 鄧宗堯      

71 世 鄧宏綸 鄧宏經  鄧宏典    

72 世 鄧清 鄧洲  鄧湖    

73 世 鄧煌 鄧燦     

74 世鄧景山 A 鄧仁山 74B  鄧玉山 74C 鄧崑山 74D   

75 世 鄧揚 鄧威     

76 世 鄧璘 鄧琚     

77 世 鄧曉 鄧亮     

78 世 鄧瑞廷 鄧珍廷  鄧琛廷    

79 世 鄧雲彪 鄧雲豹  鄧雲龍    

80 世 鄧鎮玉 鄧明玉     

81 世 鄧斯禮 鄧斯智     

82 世 鄧世祥 鄧世祚  鄧世禎    

83 世 鄧高 鄧照     

84 世 鄧起輔 鄧超輔     

85 世 鄧綰 鄧績     

86 世 鄧調元 鄧詩元     

87 世 鄧洵武 鄧洵英     

88 世 鄧肅 鄧泓     

89 世 鄧大猷 鄧大勳     
（福建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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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鄧氏開宗世系 仁山公支派（74B） 

74 世 鄧仁山      

75 世 鄧唐      

76 世 鄧宏道      

77 世 鄧如獄 鄧如嵩 鄧如崗    

福建鄧氏開宗世系 
A版本 B版本 

89 世 鄧大猷 鄧大勳  89 世 鄧大猷 鄧大勳  

90 世 鄧簡 鄧篤 鄧筠 90 世 鄧簡 鄧篤 鄧筠 

91 世 鄧佐 鄧俊 鄧儔 91 世 鄧儔   

   92 世 鄧相   

92 世 鄧顯   93 世 鄧顯   

93 世 鄧志齋 鄧志聖 鄧志賢 94 世 鄧志齋 鄧志聖 鄧志賢 
(粵東始祖)   (粵東始祖)   

粵東程鄉鄧氏開宗世系 
93 世 鄧志齋      

94 世 A 鄧文 鄧行 94B 鄧恭 94C 鄧敬 94D 鄧仁 94E 鄧義 94F 

 鄧禮 94G 鄧智 94H 鄧信 94I   

粵東程鄉鄧氏世系 文公支系（94A） 

94 世 鄧文    
  

95 世 鄧順 鄧子熙 鄧子浩 

   

粵東程鄉鄧氏世系 行公支系（94B） 
94 世 鄧行      

95 世 鄧福 鄧祿 鄧壽    

96 世 鄧文玉 鄧文瑛  鄧文瑤    

97 世 鄧順 鄧頤 鄧項    

98 世 鄧光鄉 鄧愛鄉 鄧和鄉    

99 世 鄧熙      

100 世鄧祝豐      
（平原始祖）      

平原鄧氏世系 祝豐公支系 
100 世（1 世）鄧祝豐      

101 世（2 世）鄧廣      

102 世（3 世）      

103 世（4 世）鄧元一      

104 世（5 世）鄧伯榮      

105 世（6 世）      

106 世（7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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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世（8 世）      

108 世（9 世）鄧國湖      

109 世（10 世）鄧時旺      

110 世（11 世）鄧士萬      

111 世（12 世）鄧愨睦 （台灣嘉義石棹開基始祖）   

台灣愨睦公支派 
111 世（12 世）鄧愨睦 （定居嘉義石棹）   

112 世（13 世）鄧善直 鄧頤  鄧項   

113 世（14 世）鄧謙順 鄧興  鄧員 鄧榮 鄧盛 

114 世（15 世）鄧德義 鄧德柚    

115 世（16 世）鄧清山 鄧清秀  鄧清雲  鄧清蘭  

116 世（17 世）鄧潘恭 鄧德生    

117 世（18 世）鄧漢 鄧良時 鄧良芳 鄧良以 鄧良賀 

 鄧良輝 鄧良瑞 鄧良民 鄧良春 

118 世（19 世）鄧敬     

119 世（20 世）鄧金弼     

     

117 世（18 世）鄧良時 （遷居嘉義市）   

118 世（19 世）鄧炳南     

     

117 世（18 世）鄧良芳 （遷居高雄六龜）    

118 世（19 世）鄧新圜  鄧榮二 鄧維忠   

     

117 世（18 世）鄧良以 （遷居嘉義市）   

118 世（19 世）鄧金票 鄧吉慶    

     

117 世（18 世）鄧良賀     

118 世（19 世）鄧寬仁     

     

117 世（18 世）鄧良輝     

118 世（19 世）鄧春松 A 鄧炳榮 B 鄧顯文 C   

119 世（20 世）鄧如峰 A 鄧先能 B    

     

118 世（19 世）鄧炳榮 B     

119 世（20 世）鄧明昌 鄧明政    

     

118 世（19 世）鄧顯文 C     

119 世（20 世）鄧世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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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世（20 世）鄧如峰 A     

120 世（21 世）鄧名傑 鄧皓允    

    

117 世（18 世）鄧良瑞 （遷居台南南化）   

118 世（19 世）鄧慶隆 鄧天寶    

     

117 世（18 世）鄧良民 （遷居高雄六龜）   

118 世（19 世）鄧慶茂 鄧慶銘 鄧慶鴻   

     

117 世（18 世）鄧良春 （遷居高雄市）   

118 世（19 世）鄧啟東 鄧啟賢    

粵東程鄉鄧氏世系 恭公支系（94C）（鄧國安提供資料） 
94 世  鄧恭      

95 世  鄧祚 鄧文忠 鄧文舉 鄧文才 鄧文甫 鄧文明 

 鄧文雅 鄧文通 鄧文理 鄧文遠 鄧文禎 

95 世  鄧文甫 鄧明道 鄧明遠 鄧明延 鄧明逸 鄧明迨 

 鄧明遞 鄧明遄 鄧明迓 鄧明邇 鄧明暹 

 鄧明進 鄧明達 鄧明通   

粵東程鄉鄧氏世系 敬公支系（94D） 

94 世  鄧敬      

95 世  鄧禎      

粵東程鄉鄧氏世系 仁公支系（94E） 
94 世  鄧仁      

95 世  鄧裕      

粵東程鄉鄧氏世系 義公支系（94F） 
94 世  鄧義      

95 世  鄧祥      

粵東程鄉鄧氏世系 禮公支系（94G） 
94 世  鄧禮      

95 世  鄧欽      

粵東程鄉鄧氏世系 智公支系（94H） 
94 世  鄧智      

95 世  鄧銶 鄧鑑     

粵東程鄉鄧氏世系 信公支系（94I） 
93 世（1 世）鄧志齋     

94 世（2 世）鄧信     
 



鄧氏族譜世系表                                                               13           

 

95 世（3 世）鄧錡 A 鄧銘 95B    

96 世（4 世）鄧子才 鄧子清  鄧子漢   

97 世（5 世）鄧福端 A 鄧謹端 97B 鄧質端 97C 鄧必端 97D 鄧志端 97E 

98 世（6 世）鄧聰羨     

99 世（7 世）鄧鎧 鄧鉸    

100 世（8 世）鄧椲 A 鄧楊 100B 鄧榆 鄧橙  鄧樽 

101 世（9 世）鄧應龍 鄧應鰲  鄧應鳳   

102 世（10 世）鄧真士 鄧真器  鄧真才   

103 世（11 世）鄧高 鄧彥  鄧亨   

104 世（12 世）鄧士敏 鄧醒初  鄧完初 鄧魁真  

105 世（13 世）鄧煜 鄧恒 鄧烺   

106 世（14 世）鄧壎泰 鄧坤泰    

107 世（15 世）鄧受三 鄧受姜  鄧受俸 鄧受敏  

108 世（16 世）鄧彥拔 鄧彥桂  鄧彥及  
（台灣台北樹林始祖）    

粵東程鄉鄧氏世系 信公支系 銘公支派（95B） 
95 世 鄧銘      

96 世 鄧子用      

粵東程鄉鄧氏世系 信公支系 楊公支派（100B） 
100 世 鄧楊      

101 世 鄧應麒 鄧應麟     

102 世 鄧宗道 鄧宗德     

      

101 世 鄧應麟      

102 世 鄧宗思 鄧宗孟 定居台北樹林(原臺北縣海山堡彭福庄) 

粵東程鄉鄧氏世系 信公支系 志端公派（97E） 
97 世（5 世）鄧志端      

98 世（6 世）鄧善士 鄧約裡     

99 世（7 世）鄧興業      

100 世（8 世）鄧佳隆 鄧佳興     

101 世（9 世）鄧應昭 鄧潘齊  鄧乾    

102 世（10 世）鄧性堅 鄧性有  鄧性欽    

103 世（11 世）鄧國禮 鄧國義  鄧國恭    

104 世（12 世）鄧汝榮 鄧汝厚  鄧汝萬  鄧汝勤  鄧汝受  鄧汝朋 

105 世（13 世）鄧佰可 鄧佰立     

106 世（14 世）A 鄧開燕 B 鄧開景 C 鄧開寬 D 鄧開扶 (乾隆 36 年渡台四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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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東程鄉鄧氏世系 開燕公支派（106A） 
106 世（14 世）鄧開燕      

107 世（15 世）鄧來仁 鄧來德 鄧來仙    

108 世（16 世）鄧尚享 鄧尚榮     

109 世（17 世）鄧芳欽 鄧芳傳     

110 世（18 世）鄧承宗      

111 世（19 世）鄧阿木 鄧金龍  鄧火炎    

112 世（20 世）鄧兆鋒 鄧清水  鄧逞顏  鄧榮乾  鄧漢坤  

113 世（21 世）鄧慶煜 鄧慶文 鄧慶華  鄧慶奇  鄧慶章  
 

107 世（15 世）鄧來德 （鄧朝順提供資料） 

108 世（16 世）鄧尚錦 鄧尚賢     

109 世（17 世）鄧權芳      

110 世（18 世）鄧阿城      

111 世（19 世）鄧阿富      

112 世（20 世）鄧紹華      

113 世（21 世）鄧朝順      
 

107 世（15 世）鄧來仙      

108 世（16 世）鄧尚承 鄧尚秀     

109 世（17 世）鄧芳連      

110 世（18 世）鄧立勝      
 

108 世（16 世）鄧尚榮      

109 世（17 世）鄧芳清      

110 世（18 世）鄧集昌      
 

108 世（16 世）鄧尚賢      

109 世（17 世）鄧壽妹      
 

108 世（16 世）鄧尚秀      

109 世（17 世）鄧境芳      

110 世（18 世）鄧一妹      

台灣彥拔公支系 
108 世（16 世，台 1 世）鄧彥拔    

109 世（17 世，台 2 世）鄧縉先 鄧統先  鄧純先  
（遷居新竹芎林）    

110 世（18 世，台 3 世）鄧觀秀 鄧觀元 110B 鄧○○ 110C 鄧觀陞 110D 
（遷居桃園平鎮） 鄧觀祖 110E 鄧觀湖 110F 鄧觀奇 110G 

111 世（19 世，台 4 世）鄧鵬鳳 鄧錄鳳  鄧欽鳳  鄧松鳳 

112 世（20 世，台 5 世）鄧盛穎    

113 世（21 世，台 6 世）鄧常賢 鄧照賢  鄧蘭賢  鄧艦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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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世（22 世，台 7 世）鄧仁賢    

115 世（23 世，台 8 世）鄧熾敦 鄧楨敦   

116 世（24 世，台 9 世）鄧福元 鄧福方   
 

115 世（23 世，台 8 世）鄧楨敦    

116 世（24 世，台 9 世）鄧福允    
 

113 世（21 世，台 6 世）鄧照賢    

114 世（22 世，台 7 世）鄧仁機 鄧仁興 鄧仁桂 鄧仁松 
 

113 世（21 世，台 6 世）鄧蘭賢    

114 世（22 世，台 7 世）鄧政次 鄧仁清  鄧仁榮  
（遷居台北三重）    

113 世（21 世，台 6 世）鄧艦賢    

114 世（22 世，台 7 世）鄧仁炳 鄧仁雄  鄧仁熀  
（遷居台北板橋）    

台灣彥拔公支系 觀奇公支派（110G） 
110 世（18 世，台 3 世）鄧觀奇    

（遷居桃園平鎮）    

111 世（19 世，台 4 世）鄧瓊鳳    

112 世（20 世，台 5 世）鄧盛猶    

113 世（21 世，台 6 世）鄧雨賢    
（遷居新竹芎林）    

114 世（22 世，台 7 世）鄧仁輔 鄧仁侃  鄧宰輔  鄧健作 

115 世（23 世，台 8 世）鄧泰成 鄧泰超   

台灣彥拔公支系 110 世支派（鄧富敦提供資料） 

110 世（18 世，台 3 世）鄧兆熊    

111 世（19 世，台 4 世）鄧逢熙    

112 世（20 世，台 5 世）鄧盛輝    

113 世（21 世，台 6 世）鄧謙賢    

114 世（22 世，台 7 世）鄧仁貴    

115 世（23 世，台 8 世）鄧富敦    

廣東潮州饒平鄧氏家譜（鄧其竹提供資料） 
13 世 鄧禹坤     

14 世 鄧伯轉     

15 世 鄧幼高     

16 世 鄧俊秀 鄧俊任 鄧俊溪 鄧俊善  

17 世 鄧昌會 鄧昌治 鄧昌僥 鄧昌群 鄧昌仁 

 鄧昌翼 鄧昌達 鄧昌德 鄧昌陣 鄧昌有 

 鄧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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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 鄧家興 鄧家飛 鄧家學   

19 世 鄧娘丹 鄧娘浩 鄧娘枝   

20 世 鄧新助  （16 世～19 世第 1欄未確定為直屬） 

      

21 世 鄧木     

22 世 鄧仕     

23 世 鄧螽崙     

廣東潮州饒平鄧氏來台支派 

14 世（來台） 鄧伯侯 鄧伯祐 鄧伯堂 鄧伯福  

15 世（來台） 鄧紹先（旺公）    

16 世 鄧俊賢 鄧俊上 鄧俊邦 鄧俊玉 鄧俊滄 

台灣斗六 德文公支派（鄧裕叡提供資料） 
14 世鄧德文     

15 世鄧爐（三） 鄧追光（一） 鄧追富（二） 鄧追成（四） 鄧追仁（五） 
16 世鄧大舌 A 鄧亮 16B 鄧良 16C   

17 世鄧反 鄧慶芳 鄧慶生 鄧慶發 鄧慶棋 

 鄧慶榮 鄧慶昌   

18 世鄧坤結（五） 鄧坤森（一） 鄧坤田（二） 鄧坤三（三） 鄧照利（四） 
19 世鄧裕龍 鄧裕學 鄧裕叡   
 

16 世鄧亮 16B     

17 世鄧芳順     
 

16 世鄧良 16C     

17 世鄧慶德 鄧慶石 鄧超   

福建省汀州府上杭縣蘇姑坑鄧氏世系 
89 世（1 世）鄧大猷     

90 世（2 世）鄧小二郎     

91 世（3 世）鄧十一郎 鄧十二郎 鄧十三郎   

92 世（4 世）鄧六十五郎 鄧五十九郎  鄧六十一郎  鄧六十八郎  

93 世（5 世）鄧百十郎 鄧百七郎  鄧念四郎  鄧念五郎  

94 世（6 世）鄧小四郎 鄧小二郎  鄧小三郎   

95 世（7 世）鄧萬五郎 鄧萬六郎    

96 世（8 世）鄧千一郎 鄧千二郎  鄧千三郎 鄧千四郎  鄧千五郎 

97 世（9 世）鄧念一郎     

98 世（10 世）鄧萬一郎 （廣東省翁源縣開基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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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龍溪世系 淡水老梅鄧氏（鄧程安提供資料） 
18 世 鄧朝     

19 世 鄧進德 鄧江海    

20 世 鄧達 A 鄧萬居 20B 鄧萬土 20C 鄧萬福 20D  
 

20 世 鄧萬居 20B     

21 世 鄧阿元 A 鄧阿勇 21B 鄧明鐘 21C   

22 世 鄧棋榮 A 鄧棋鋒 22B    

23 世 鄧宇宏     
 

21 世 鄧明鐘 21C     

22 世 鄧建利 鄧駿宏    
 

22 世 鄧棋鋒 22B     

23 世 鄧博隆     
 

20 世 鄧萬土 20C     

21 世 鄧重益 鄧明來 鄧水金   

22 世 鄧智鴻 鄧智樺    

23 世 鄧力豪     
 

20 世 鄧萬福 20D     

21 世 鄧燦適 A 鄧程安（燦煌）21B    
 

21 世 鄧程安 21B     

22 世 鄧敬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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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嘉義中洋子鄧氏 薪公支系 
10 世 鄧薪 （卜居嘉義縣新港鄉中洋村） 

11 世 鄧絖      

12 世 鄧       

13 世 鄧東代      

14 世      

15 世 鄧錄      

16 世      

17 世 鄧有記      

18 世 鄧門樹 鄧文郎     

19 世 鄧金枝 （遷居太保鄉） 

20 世 鄧瓊璋 A 鄧金瑞 20B 鄧瑞辰 20C    
 

20 世 鄧瓊璋 （遷居嘉義市） 

21 世 鄧清隆 A 鄧又銘 21B 鄧豐洲 21C    

22 世 鄧石貫 鄧秋嬌 鄧卿如 鄧卿娥   
 

21 世 鄧又銘 21B      

22 世 鄧富仁 鄧進榮 鄧富元 鄧丁緯 鄧杏凰  
 

21 世 鄧豐洲 21C （遷居台南市）    

22 世 鄧惠文 鄧光嵐 鄧兆娟    
 

20 世 鄧金瑞 20B      

21 世 鄧嘉寶 鄧嘉德 鄧嘉成    
 

20 世 鄧瑞辰 20C （遷居嘉義市） 

21 世 鄧明旺 鄧明輝 鄧明昌    

台灣嘉義中洋子鄧氏 薪公支系 牛公支派 
17 世 鄧牛      

18 世 鄧紅蟳      

19 世 鄧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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