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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李氏承元公系譜》 

 

一、前言 

“李浴日（1908.4.12～1955.8.7），廣東雷州人（今雷州市客路鎮後坑仔村），原名春清。李

浴日先生是我國近代著名軍事學家，現代中國文人從事軍事學研究的先驅者，中國現代軍事理論

體系的主要倡建者，孫子兵法研究第一人。他與浙江蒋百里、雲南杨杰同為中國軍事學巨擘，馳

名海内外。他在軍事學研究諸多领域，相當部分仍未有人超越，影響相當深遠。”（摘自：百度

百科/客路鎮/當地人物 https://baike.baidu.com/item/客路鎮） 

「父母的心路與行脚」製作组中國行第四站來到了先父李浴日將軍的故里後坑仔村，先父生于斯

長于斯，並在這裏唸私塾與教會學校度過了他童年的時光，中學後即負笈外地並成家立業，1941

年時曾衣錦還鄉，興建祖宅寳石厝。筆者孩提之時先父即英年早逝，與唯一在台灣的大伯父李春

绣並不熟稔，且因兩岸内戰相隔，祖籍親友亦無從交流，因此对先父故里舊事了無所知。然皇天

不負苦心，雖然此次乃首度回鄉，即使短短的兩天三夜行程，不僅造訪了先父的故居、故里，也

探訪素未謀面的族人親戚，還搜集到許多先父遺聞軼事，一竟自己多年心願，也盡此生人子之

孝，可謂碩果纍纍。 

二、湛江市與雷州市 

      1．行政區划 

湛江市舊稱廣州灣，十九世紀時為法國租界，現是廣東省的第六大城，二級省轄城市，其下轄四

區三市二縣。雷州市原名海康縣，乃湛江市下轄的一個縣級市，位于廣東省西南端的雷州半島中

部，兩面臨海，是廣東省唯一一個縣級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客路鎮屬雷州市，南距雷州市

24 公里，東北距湛江市 42 公里，下轄 2 個居委會和 30 個村委會。後坑仔村為水標村委會下轄 8

個自然村之一，居民约 600 人，土地面積约 800 畝，主要種植花生、甘蔗、芋头、北運菜等，年

人均收入 1700 元，現任村長為李仁語，副村長李建權，出納李仁禮。 

     2．往返交通 

從廣州白云機場搭乘南方航空向西南方向飛行一小時至湛江市（圖 1），（或乘高鐵則约 3 小

時），再從機場乘出租車西南方向至雷州市五星級樟樹灣大酒店，車行约 1 小時合 200 人民幣 

https://baike.baidu.com/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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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從樟樹灣大酒店乘出租車西北方向經 207 國道到客路鎮，第一個右轉入 389 鄉道，1

公里後左轉即是後坑仔村，行車约 30 分鐘 70 人民幣（圖 3）。若從湛江機場乘車直接到後坑仔

村則僅需 1 小時多（圖 4）。 

      
      （圖 1）廣州至湛江      （圖 2）湛江至雷州      （圖 3）雷州至後坑仔      （圖 4）湛江至後坑仔 

 

3．風景名勝 

雷州有雷陽八景：雷岡聳異（雷祖祠）、萬頃連雲（東西洋）、東海波恬（雙溪口）、一龍煙繞

（捍海大堤）、雁塔題名（三元塔）、西湖翠擁（雷州西湖）、七星拱秀（七星嶺）、雙髻梳妝

（雙髻嶺）。 但由市政府近年開發的兩個新景點清端園與邦塘古民居，頗為吸睛值得在此一述。 

（1）清端園：為紀念陳璸廉政史跡而建。陳璸（1656-1718）為清代康熙年間名臣，曾三次統領

台灣，史稱“治台第一人”。清端園坐落於雷州市附城鎮南田村，占地 8000 平方米，以原為三

間土胚牆茅草房的陳璸故居為中心擴建而成。2006 年，雷州市紀委牽頭，政協、統戰部等單位籌

集資金约 400 萬元投建清端園，目前園内主要建有陳璸故居、陳璸紀念舘、陳璸石塑像、陳璸詩

廊、青蓮池、思賢亭、陳璸廉政名言警句石碑等。故居坐北朝南，三間五房形制，占地 160 平方

米。正門為三星門，門頂鑲嵌聖旨褒揚“國家祥瑞”石刻匾額；左右兩邊侧門頂分别鑲嵌“尚書

門第”和“賢良基址”石刻匾額。 陳璸紀念舘位于陳璸故居背面，前面有陳璸石塑像，始建于

2007 年，完成于 2015 年，占地面積 200 多平方米。舘額和兩旁門聯“清廉德范揚台海，端正高

風耀古今”，均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沈鵬先生所題。舘内珍藏康熙皇帝賜匾和台灣閩南文

化研究會贈送牌匾等文物，陳列陳璸生平活動簡表和勤政廉政事跡等。 

   
                                                                        陳璸故居大門                                                 陳璸紀念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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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邦塘古民居：邦塘古民居位於雷州市白沙鎮邦塘村，早在明朝中期，邦塘村李氏始祖李德

重從鹿洲島（現湛江東海島東山鎮東頭山）遷居此地，至今二十三世，歷經四百多年。 全村有一

百餘座古宅，大部分集中在邦塘南村，建築形制如官府佈局，堪稱古民居博物舘。 李光祖一家擁

有古宅十多座，由四條巷道連成一體，現保存較好的有「廉讓間」、「中和」兩條巷道，較有觀

賞價值的是「居由軒」和「李雲龍家宅」。 2006 年該村在市委掛點領導湛江市委常委、雷州市

委書記李昌梧同志的大力支援下，推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並邀請廣東海洋大學有關專家對村

道路建設、古民居修葺、生態環境保護和有關景點建設進行了全面合理規劃，投入近 400 多萬

元， 對農業生產設施，人居環境進行整治。 如今，邦塘村煥然一新，古色古香的古民居群與新

建景點交融輝映，別具一格，是雷州市新農村建設的一個突出的好典型，被譽為「雷州第一

村」，也被評為中國十大古名村之一。 

   
                                              邦塘古村鳥瞰                                                                           邦塘古村民居 

        4．雷州特色 

雷州土產有黃皮果、鳳梨、楊桃、甘蔗、蕃薯。 雷州的飲食以清淡為主，但是雷州的辣醬很出

名，北方甚至全國的虎皮尖椒大部分原料都來自雷州，可謂是辣椒的始祖，吃起狗肉煲來，辣椒

醬是必備的。 另外，被評為湛江市「五大美麗海島」之一的赤豆寮島是一個休閒的好地方，面積

60 萬平方米，島上有清泉、麻黃林帶、海灘寬約 500 米，沙白、水清有白沙灘長城之稱，島上還

有一個旅遊度假村。 

     
                                                             赤豆寮島                                  雷州名菜：民安灶蟹、蒜蓉沙虫、江瑶柱、湛江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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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市圖片 

   

                     湛江海港工業區鳥瞰                               湛江市郊區鳥瞰 

   
          從雷州市樟樹灣酒店看城市建设                 樟樹灣酒店中庭 

   
       樟樹灣酒店大堂                     酒店住房                         酒店旁茂德公鼓城 

  
                       雷州市街景                     客路鎮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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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坑仔村 

李浴日的童年故居位在雷州市客路鎮後坑仔村，三百多年前李氏祖先自吳川市黃坡鎮平澤村落腳

後坑仔村，歷經滿清革命、民國、對日抗戰、解放、文革、改革開放到如今，飽經戰亂風霜，至

李浴日已是第八代，但是村裡依然保留當時先人群居的傳統。 從客路鎮右轉入 389鄉道（圖

5），約 1公里後左轉即是後坑仔村村口，順著土路前行 100公尺，右邊是李氏宗祠，稍前左側

則是村裡新建的水塔，再前行約 100公尺，左手是魚塘，右邊就是李連順/連安公兄弟群居的一

排聚落， 其中之一即是李浴日的童年故居，如今雖然斷垣殘壁但依然屹立不搖，實屬幸運難

得，沿聚落走到巷底左邊即是連順公祠。 

  
  （圖 5）389 鄉道左轉入後坑仔村：黄圈-宗祠，藍圈-水塔，红圈-李浴日故居，綠圈-連順公祠 

   
          後坑仔村李氏宗祠              村内新建水塔                   路邊土地公香爐 
 

1. 連順/連安公祖厝聚落  

代表嶺南兄弟群居的連順/連安公祖厝聚落現存共二棟四宅，為一棟二宅雙屋拼的格式，以磚

石為外牆，兩宅間以夯土內牆隔之，每棟以約三尺寬的防火巷相間，屬雷州半島的農村建築風

格。 圖 6 是聚落的航拍地塊圖，依村裡四位仁字輩後人（仁奇、仁語、仁禮、自強）所述，

歸納為：地塊 A 為寳石厝（連順公祖厝之二）舊址，地塊 B 與 C 為連安公祖厝的雙拼屋，目前

依舊完整且有人居，地塊 D 乃李浴日故居（連順公祖厝之一）， 地塊 E 乃一牆之隔相連的連

安公祖厝殘跡，地塊 F 則為連順公空地與連順公祠相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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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李連順/連安祖厝聚落航拍圖：A 寳石厝，BCE 連安公厝，D 李浴日故居，F 連順公地 

    
       圖 6 中的 A（原連順公寳石厝地 ）                 圖 6 中的 B 與 C（連安公厝）                 圖 6 中的 E（連安公厝）      

                     
                       圖 6 中的連順公祠                                     圖 6 中的鱼塘               李仁禮手記地塊圖                            

        
                                  李仁奇繪地塊圖                                  李 仁語繪地塊圖                             黄自强繪地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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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浴日故居（連順公祖厝之一）（航拍位置参看圖 6.  D） 

連順公祖厝是李浴日先生從事水泥工的父親百年前一磚一瓦親手所建，亦是李浴日的童年故居，

如今雖是斷垣殘壁雜草叢生，但依然屹立不搖，那堅挺的紅磚外牆亦仍舊厚實，屬于晚清雷州半

島一進院落的三合院（僅約 12 米 X12 米大小)）農村家屋建築，採用的是穿梁式結構，屋頂建築

也是常見的硬山頂。 街門朝東北方，門宇式的正門，門上有廣梁，上面有壁畫，門廳左邊有一間

廂房，穿過門廳就是中庭，中庭右手是牆，座手有正房三間，西南面的倒座房是廚房和廁所。 

   
                              斑驳的門宇式正門                             依舊厚實的紅磚外牆                            中庭内院雜草叢生         

    
                              殘缺的門廳屋頂                                  破落的内間夯土牆                                   約三尺宽的防火巷 

   
                                           仁奇繪李浴日故居平面圖                                       自强繪李浴日故居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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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寳石厝（連順公祖厝之二） 

寳石厝由浴日與兄春秀為父親連順公所建，完成于 1941 年間，為一四合院建築，並附有三層磚

造炮樓，作為抵禦盜賊土匪之用。 大門上坎有前黨國元老于右任先生為李浴日親題的《寳石》二

字青石匾額。 1944 年韶關淪陷日寇後，李浴日曾將夫人瑤芝與長子仁師暫置寳石厝避險，支身

前往四川重慶述職，隔年抗戰勝利，全家再團聚于南京。 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76）村內族人

遭受反革命批鬥，寳石厝也被毀于階級鬥爭。 以下四圖為村內仁字輩兄長依憑記憶所作的手繪

圖。 

    
                                          仁計繪寳石厝平面圖                                                  仁計繪寳石厝正面圖 

    
                                                        仁奇繪寳石厝平面圖                                        自强繪寳石厝平面圖 

    4．鄉村圖片 

   
        後坑仔村新建民居                      後坑仔村農地                      遂溪縣路過的炮樓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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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雷州宗親 

李氏祖先自三百多年前清代早期從吳川市黄坡鎮平澤村遷到後坑仔村至李浴日（又名春清）已是

第八代，其祖父天祥公有三子：連順、連安、連泰，父連順公有二子：春绣與春清，這次見到伯

父春绣系的：堂兄仁奇與侄子李小平，二堂姐玉芳與外甥陳永强，三堂姐素英，四堂姐少興與外

甥陳昌連，大堂姐麗華系的外甥黄自强與外孫黄俊智外孫女黄海珊、外甥女黄婧婧；並連絡上堂

兄仁計、侄子李剛。也見到叔祖父連安公系的堂兄弟仁禮、仁謙、仁語、仁模、仁策等。 

     1．此行與會親戚的宗族關係列表 

姓名 父母名 祖父名 曾祖名 高祖名 天祖名 烈祖名 住址 

李仁雄 李浴日/賴瑶芝 李連順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美國 

李仁繆 李浴日/賴瑶芝 李連順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美國 

李仁計* 李春绣/鍾玉英 李連順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北京 

李仁奇 李春绣/陳珠 李連順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遂溪縣 

李玉芳 李春绣/鍾玉英 李連順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遂溪縣 

李素英 李春绣/鍾玉英 李連順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雷州市 

李少興 李春绣/鍾玉英 李連順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雷州市 

李仁語 李春深 李連安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後坑仔村 

李仁模 李春深 李連安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後坑仔村 

李仁禮 李春遠 李連安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後坑仔村 

李仁謙 李春遠 李連安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後坑仔村 

李仁策 李春活 李連安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後坑仔村 

李剛* 李仁友 李春绣/鍾玉英 李連順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哈爾濱 

李小平 李仁奇 李春绣/陳珠 李連順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遂溪縣 

黄自强 黄榮身/李麗華 李春绣/鍾玉英 李連順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雷州市 

黄婧婧 黄榮身/李麗華 李春绣/鍾玉英 李連順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雷州市 

陳永强 陳兆南/李玉芳 李春绣/鍾玉英 李連順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遂溪縣 

陳昌連 陳發奇/李少興 李春绣/鍾玉英 李連順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廣州市 

黄俊智 黄自强 黄榮身/李麗華 李春绣 李連順 李天祥 李廣盛 廣州市 

李建鑾* 李仁輝 李春典 李連泰 李天祥 李廣盛 李文和 湛江市 

李建權 李仁道 李春福 李連芳 李天資 李廣成 李文和 後坑仔村 

李建祝 李仁德 李春南 李連尚 李天資 李廣成 李文和 後坑仔村 

李洪仁* 李立榮 李建明 李仁來 李春軒 李連尚 李天資 湛江市 
（* ：未見面，僅微信聯系） 

      2．后坑仔村李氏由來 

約西元前 1100 年商朝末期，理官的後裔理利貞在當今河南省鶴壁市逃難時因食李子充饑得以活

命，故改姓李氏，是為中國李姓的得姓始祖。 約西元前 200 年秦朝時期，李氏的後代李崇從河南

省到甘肅省臨洮市出任隴西郡守，是為隴西李氏始祖。 約西元 750 年中唐時，臨洮市李氏的後代

-大將軍李晟因戰功被冊封為西平郡王，是為李晟一世祖。 同時，李晟之子李憲從甘肅省到江西

省宜昌市出任洪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是為西平堂李氏始祖。 約西元 1250 年晚宋時期，李憲後代

李承元從江西省宜昌市到廣東省化州任化州路判，是為上院李氏始祖。 約西元 1700 年清初時

期，李承元的後代李秀彬從廣東省吳川市遷到後坑仔村，是為後坑仔村李氏始祖。 （參看附件

一、《李氏承元公系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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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影圖片 

    
左：李仁語、李仁禮、李仁模、李仁繆、李仁雄、李仁策、李仁謙                 黄婧婧（左一）李素英（左五）黄自强（右三）           

      
              李建祝（左一）李建權（左三）                李小平（左三）李仁奇（右三）李小松（右一）        

   

                                           李玉芳（左三）陳永强（右三）                         黄自强（左一） 李少興（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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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昌連（左前一）黄海珊（左後二）黄俊智（右六）黄海珠（右二）                     後坑仔村鄉里 

  
                                        村民燃爆竹夾道歡迎                                             贈送红包給遠道返鄉族人的習俗討個好彩頭 
 

五、未來展望 

雷州市是廣東省唯一一個縣級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風景秀麗，但是貧困人口還有很多。 廣

東省扶貧辦 2017 年公佈了全省 2277 個相對貧困區名單，其中湛江 218 個貧困村，有 73 個在雷

州，在廣東貧困村最多的 10 個縣中排名第三，客路鎮水標村委（下轄後坑仔村）為其一。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710/22/30190115_670414634.shtml 

     1.   扶貧脱困 

為了促進地方建設、提升村民文化水準與公民自信、扶貧脫困共進小康，吾等希望藉李浴日將軍

在海內外的知名度，來實踐「文化下鄉，回饋祖國」的理念。 首先，為了讓村民與地方領導對李

浴日有充分的認知，吾等計劃舉辦一次「李浴日研討會」，以助日後村裡建設工作的推展；其次

是推動硬體建設，計劃整修李浴日故居、重建寳石厝、設立「李浴日紀念舘」、構築公共空間，

建設公園化的「 李浴日兵學文化紀念園」，發展成為觀光景點，帶動雷州旅遊產業；最後是開發

軟體建設，成立「孫武子研究會」，培養在地兵學人才，進而發展為兵學創意園區、國家兵學教

育基地，以傳延中華兵學。 如此，一方面向世人展現我儉僕群聚的雷州嶺南文明，同時也展示李

浴日在兵學文化上的貢獻，承擔起傳承發揚中華文化的時代責任。 

      2．籌辦李浴日研讨會 

目的：在雷州召開「李浴日研討會」，是為了讓雷州人瞭解和認識李浴日這位民國時期兵學重要

人物，進一步宣傳他的兵學思想。 同時，也是為了讓故鄉雷州瞭解和認識在美國的浴日家族及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710/22/30190115_6704146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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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貢獻，爭取當地官員和老百姓支援重修和重建「李浴日祖厝」，為籌建「李浴日兵學文化紀念

園」打下基礎。  

對象：雷州地方政府相關人員，有市委宣傳部、市政協、對台辦、外事局、客路鎮政府以及水標

村委會和後坑仔村代表等。  

講者：湛江高校地方高文化研究專家學者、雷州地方文化研究專家學者等。  

舉辦：由李浴日紀念基金會贊助，計劃委託湛江嶺南師範學院主辦，承請湛江市委宣傳部、統戰

部、社會科學聯合會等指導。  

日期與地點：待定。    

   3．籌建李浴日紀念舘 

依政府《古建築保護條例》、《名人故居保護管理條例》，李浴日故居符合下列條例： （1）建

于 1911 年以前，具有歷史、科學、藝術價值的民居、寺廟、祠堂、義莊、會舘、牌坊、橋樑、

駁岸、城牆、古井等建築物、構築物；（2） 建于 1949 年以前，具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的

優秀建築和名人故居。 又據政府目前有贊助重修或重建文物古跡的條例：（1）名人故居可以申

請為文物保護單位。 （2）如果李浴日故居申請為非國有博物舘後（符合非國有博物舘的申請條

件，如文物 300 件，經廣東省文物局鑒定，建築面積 400 平方米等等），經過審批核准，廣東省

文物局每年依法撥出 10 萬元以上作為非國有博物舘文物保護費用。  

由此，李浴日故居屬晚清時期雷州半島的農村家屋建築，吾等計劃依照原樣整修、修舊如舊，而

寳石厝則在原址依原樣重建為李浴日紀念舘。 以整修李浴日故居→新建李浴日紀念舘→李浴日文

化紀念園→兵學創意園區→國家兵學教育基地為系列目標，先邀請古建築學者專家進行鑒定、評

估、規劃，再與村民領導溝通協調，擬定工程計劃後，爭取上級政府的支援， 繼而尋求私募或公

家籌措資金，按步就班完成硬體建設。 最後擬請政府依據《古建築保護條例》、《名人故居保護

管理條例》給與贊助，建設完成後，依法申請為非國有博物舘，爭取文物保護補助。 

六、结語 

此次雷州首行，最要感謝外甥黃自強全程招待在地交通與飲宴事宜，短短兩三天內不但走訪了先

父的祖籍與故居，還見到了多位素未謀面的親友與文友李龍，更有幸結識雷州市常委書記兼統戰

部長領導謝敏，客路鎮黨委書記饒環宇、與村長李仁語、 副村長李建權、出納李仁禮、水標村委

會陳玉芬等重要領導與幹部。 如今吾等已發起三個微信群組，借此與鄉親們密切交流，為日後工

作打下基礎，亦將參照雷州市清端園與邦塘古民居的建設為例（參看本文第一節第三段），希望

將來在政府的支援、村民的認同下，逐步發展紀念先父李浴日的硬體與軟體建設， 從而協助村民

扶貧脫困，並發揚傳承我中華兵學。 

 

李仁繆謹記 2018 年 9 月 

 

附件一、《李氏承元公系譜》 



  

廣東省雷州市客路鎮後坑仔村 

《李氏承元公系譜》 
 

為紀念李浴日先生而作 

 

 

 

 

  

李仁繆編纂/黄俊智製圖 2018 年 9 月 

編自:《上院李氏族譜》(李錦祥、李世忠手稿)、李氏起源、隴西李氏、上院李氏與後坑仔村李氏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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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仔始祖秀彬公系譜；五、後坑仔天祥公(連順/連泰)系譜；六、 後坑仔天祥公(連安)系譜。 

 

一、引言 

李氏是中國第一大姓氏，同時也是華人與世界第一大姓，人口超過 1.2 億人。 

李姓起源（商-李利贞）：中國上古時期 “五帝”之一颛顼的後代皋陶，在堯舜时擔任掌管刑獄的理官，他的子孫世襲了

“大理”職務，並以官為姓，稱為“理氏”。商代末年，皋陶後代理征因辦案公正，得罪了纣王（公元前 1105-1046 年），

被無故處死，其妻带著兒子利貞逃難，一路上以木子為食才得以活命。為了不忘這段蒙難的歷史，利貞的母親决定将

“理”姓改為“木子”構成的“李”姓，李利貞從而就成了李姓的得姓始祖。 

隴西李氏（秦-甘肅臨洮-李崇）：是中國歷史中古時代一個以隴西郡（今甘肅省臨洮縣）為郡望的李姓家族，始祖是秦隴西

郡郡守李崇，為秦朝（公元前 221-207 年）御史大夫李昙之长子。隴西李氏在南北朝時為北方最顯赫士族之一，後有李淵滅

隋，建立唐朝，李氏成為皇族。 

唐朝西平郡王李晟公（唐-甘肅）：唐代太尉、中書令、三鎮節度使李晟(西元 727-793 年)世居隴西，因平朱泚之亂被唐德宗

冊封為西平郡王。 因功高震主，貞元三年，唐皇剝奪了李晟的兵權，李晟有十五個兒子，李憲李憲因此就被調到江南西道

的洪州(今江西`南昌)任刺史，成為宜春的西平堂李氏的開山始祖，它的後裔供奉他的父親西平郡王李晟為一世祖。 

上院李氏（宋-廣東化州-李承元）：據《上院李氏族譜》述：「粤西化州有一處隴西李氏後裔聚居地，名曰“上院李

氏”。」 上院李氏始祖為承元公祖籍今江西省吉安縣，乃唐朝西平郡王李晟公之廿二世孫，宋景定年間（公元 1260-1264

年），仕化郡（今廣東省化州市）路判。 

後坑仔村李氏（清初-廣東雷州-李秀彬）：據《後坑仔村族譜》載，後坑仔村始祖為李秀彬，乃上院李氏承元公第十九世

孫、唐朝西平郡王李晟第四十代孫。在清代（公元 1644-1911 年）早期，秀彬公自黄坡鎮平澤村遷五合，後定居海康縣第三

區後坑村（今雷州市客路鎮後坑仔村）。秀彬公原配黄氏，續娶林氏。 至連順公一代，已歷經七世（即秀、炳、茂、文、

廣、天、連七代）。  

後坑仔村天祥公系（晚清-廣東雷州-李天祥）：後坑仔村天祥公有三子，分别取名為連泰、連順與連安。連順公娶王氏， 生

三子春魁、春绣與春清，春清即是李浴日先生（公元 1908-1955 年），是為唐朝西平郡王李晟第四十七代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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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東省雷州市客路鎮后坑仔村李氏的由來 
 

1．遷徙地圖 

 

2．時間表 

約西元前 1100 年商朝末期，理官的後裔理利貞在當今河南省鶴壁市逃難時因食李子充饑得以活命，故改姓李氏，是為中國李

姓的得姓始祖。 

約西元前 200 年秦朝時期，李氏的後代李崇從河南省到甘肅省臨洮市出任隴西郡守，是為隴西李氏始祖。  

約西元 750 年中唐時，臨洮市李氏的後代-大將軍李晟因戰功被冊封為西平郡王，是為李晟一世祖。  

同時，李晟之子李憲從甘肅省到江西省宜昌市出任洪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是為西平堂李氏始祖。  

約西元 1250 年晚宋時期，李憲後代李承元從江西省宜昌市到廣東省化州任化州路判，是為上院李氏始祖。  

約西元 1700 年清初時期，李承元的後代李秀彬從廣東省吳川市遷到後坑仔村，是為後坑仔村李氏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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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簡表 
 

李姓名號 姓名 朝代 大約年代 距今約 今地區 官位 西平郡王世代 

中國李姓得姓始祖 李利真 商末 公元前 1100 3000 年 河南鶴壁市 理官之后裔  

甘肅隴西李氏始祖 李崇 秦 公元前 200 2300 年 從河南到甘肅临洮市 陇西郡守  

 李晟 中唐 公元 750 年 1300 年 甘肅临洮市 西平郡王 西平堂李氏一世 

江西西平堂李氏始祖 李憲 中唐 公元 750 年  從甘肅到江西宜昌市 洪州刺史 李晟之子 

廣東化州上院李氏始祖 李承元 晚宋 公元 1250 年 800 年 從江西到广东化州市 化州路判 李晟二十二世孫 

廣東雷州后坑仔村始祖 李秀彬 清初 公元 1700 年 300 年 廣東吴川市到后坑仔  李晟四十世孫 

 李浴日 清末 公元 1910 年 100 年 后坑仔村 少將高參 李晟四十七世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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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廣東省化州市上院李氏始祖承元公（唐朝西平郡王李晟公之廿二世孫）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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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廣東省雷州市客路鎮後坑仔村始祖秀彬公（唐朝西平郡王李晟公之四十世孫）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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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後坑仔村天祥公（連順/連泰）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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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後坑仔村天祥公（連安）系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