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典型世系摘样张

韦氏乃中国古老姓氏之一，她在创造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历程中，功勋卓著。和

其他兄弟姓氏一样，韦氏典型世系记录了韦氏先人辛勤创业的丰功伟绩，为我们展现

了绰约多姿的历史画卷。缅怀先辈，目的是启迪子孙，奋发图强。韦氏典型世系资料

十分丰富，也有交流与研究的价值，如能全部纳入书中，加以认真研究，分门别类，

画龙点睛，将会播惠于族仁之中，济美开荒，养先忧后乐之心；呵壁放眼，充海阔天

空之量。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将所有的韦氏世系收入书中，只能将有代表性的，且能

搜集到的世系入书，故谓“典型世系摘样张”。

第一节 一经京兆扶阳堂 万代赞颂九公房

世称“邹鲁五儒宗”的韦孟，山东邹县人。《汉书》：孟“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

及孙王戊。戊荒淫无道，孟作诗风谏。遂去位，徙家于邹”。从此，韦氏苗裔不断扩展。

韦孟学术地位很高，对子孙教育以经、诗为本，使其明达事理。因此，有邹、鲁民间

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就是对其家训的颂扬，故韦氏族号首称“一

经堂”。

汉初元年设置京兆尹，相当于郡太守，为三辅之一；治所在长安，相当于今之陕

西秦岭以北、西安市以东、渭河以南、华阴以西。汉唐以后，韦氏先祖辅佐朝纲，聚

集西京长安，征为京兆官，是为韦氏族号“京兆堂”。

汉宣帝地节三年（前 67 年）韦贤辞相，又徙京兆杜陵。这样一来，汉代韦氏已分

布于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河北等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韦氏人除避战乱者有

南迁情况外，大部于原籍繁衍生息，“京兆郡”即在此时产生了，成为以后韦氏分支的

主要源头。隋唐时期，韦氏的繁衍仍以“京兆郡”即陕西一带为盛，盛唐时韦氏名人

如韦应物、韦庄皆出于“京兆”。随着世道的变迁，这些世系不断扩散到全国各地乃至

海外。为了缅怀先祖，明示后代，本研究成果将该世系称为“京兆堂”。

韦孟五世孙韦贤是邹鲁的大儒，本始初年官至汉丞相，封扶阳侯，故韦氏族号又

为“扶阳堂”。

一、韦贤世系

韦贤，字长孺。韦孟五世孙，汉丞相，封扶阳节候，享年 82 岁。早先，韦氏家族

并不是长安的土著居民，西汉时韦氏的老家在今山东邹县一带。韦孟为西汉初诗人，

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汉高帝六年（公元前 201 年），为楚元王傅，历辅其子楚夷王

刘郢客及孙刘戊。刘戊荒淫无道，在汉景帝二年（公元前 155 年）因被削王，与吴王

刘濞通谋作乱，次年事败自杀。韦孟在刘戊乱前，作诗讽谏，然后辞官迁家至邹（今



山东邹城），有诗咏其事。后逝于邹。

当时山东韦氏已是当地著名的文化世家。韦氏家族中第一个在长安历史舞台上崭

露头角的，就是《汉书》上记载的“邹鲁大儒”韦贤。韦贤人品贤良，精通诗书经典，

他受到朝廷的器重程度远远超过自己的祖宗们，汉朝皇帝让他担任经学“教授”，那时

的教授可比如今高校里的著名教授都显贵多少倍，因为他带的学生是皇帝啊！西汉初

期的皇帝，把自己的陵寝修建在京城附近的黄土原上，并在陵墓旁圈块地作为陵邑，

然后挑选关东一带的富商大族及其朝中的达官显贵迁入邑中居住。当时有这么个政策：

凡是资产在一百万以上的大户，或两千石以上的大官，就等于获得了迁入该城邑的“基

本通行证”。当时因韦贤居官两千石以上，遂自关东迁入长安。汉宣帝即位后，韦贤顺

理成章被皇帝立为丞相。公元前 71 年，韦氏家族第一位丞相正式上任，尽显一代大儒

风范。担任丞相 5 年之后，韦贤称年老请求退休，成为我国历史上丞相致仕的第一人。

这一惊人举动，也开创了我国历史上“致仕制度”的先河。此后各级官员“告老制度”

开始盛行。《汉书·韦贤传》和《汉书·百官公卿表》有一段记载，邹鲁大儒韦贤以七

十余高龄，在本始三年（前 711 年）就相职，地节三年（前 67 年）主动“以老病乞骸

骨”。一代史家班固下了个权威性的结论：“丞相致仕自贤始”。可见，在班固看来，第

一位退休的丞相是韦贤。

一世 韦贤。

二世 韦贤子：韦方山，高寝令；韦弘，东海太守；韦舜；韦玄成，位至丞相。

三世 韦玄成子：韦宽，扶阳侯、顷侯；韦弘子：韦赏，太傅、大司马车骑将军，

列为三公，赐爵关内侯。

四世 韦宽子：韦育，扶阳侯、僖侯。

五世 韦育子：韦湛，扶阳侯、节侯。

六世 韦赏孙：韦彪，大鸿胪。

七世 韦彪族子：韦义，有二兄：长兄韦顺，平舆县令；次兄韦豹。

八世 韦豹子：韦著，东海相。

九世 韦著子：韦庆。

十世 韦庆子：韦胄，魏詹事、安城候。

十一世 韦胄子：韦潜、韦穆、韦情。韦潜号“西眷”，与其裔孙被史书称为“西

眷房韦氏”（或西眷韦氏）；韦穆号“东眷”，史书称为“东眷房韦氏”（或“东眷韦氏”）。

二、九大公房世系

九大公房指的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载的有宰相人物脉派的九个支系，

即韦氏九房。分别是：“一曰西眷，二曰东眷，三曰逍遥公房，四曰郧公房，五曰南皮



公房，六曰驸马房，七曰龙门公房，八曰小逍遥公房，九曰京兆韦氏。”

如前所述，西汉时迁徙关中杜陵的韦氏家族，经两汉以迄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发展，

至唐代，已经形成一个拥有很多支脉分派的庞大家族集团，“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

（《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由于这个家族集团自魏晋以来一直在国家的政治与

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也受到唐王室的重视，很快又成为唐王室的重要依

靠，并通过联姻的方式与之结成了紧密的政治联盟。如是，韦氏家族成为影响唐代政

治与社会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而韦氏九房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现将九大公房各宗

支分别介绍如下：

1．西眷（又称平齐公房）
西眷出自三国魏时韦胄之子韦潜，所谓“西眷”，即与其弟韦穆的“东眷”相别。

韦潜七世孙韦瑱在西魏末北周初因镇守西面边陲重镇瓜州（今甘肃敦煌）有功而擢为

侍中，进爵平齐公，其子孙又因号平齐公房。其载籍世系以平齐公为该房始祖。则是：

一世 韦瑱，北周侍中、骠骑大将军、平齐公。

二世 韦瑱子：韦峻，北周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袭封平齐县公；韦师，

字公颖，隋汴州刺史，井陉定侯。

三世 韦峻子：韦贞，字德正，隋监辽东城西面军事。

四世 韦贞子：韦怀敬，左领军将军；韦怀辩；韦怀质，光禄卿；韦匡素，和州

刺史。韦师孙韦弘敏，武后朝宰相；韦仁爽，凤州刺史；韦素立，主爵员外郎。

五世 韦怀敬子：韦知艺，襄州刺史。韦怀质子：韦希缄，江都县令。韦弘敏子：

韦容成，骁卫将军。

六世 韦怀质孙：韦颢，阴平郡太守。韦希缄子：韦澹，临汾县主簿。韦匡素孙：

韦洽，考功郎中。韦仁爽孙：韦瑶，果州刺史。

七世 韦澹子：韦渐，陵州刺史；韦淡。韦洽子：韦收，殿中侍御史。韦素立曾

孙：韦屺，宋州刺史。

八世 韦渐子：韦宗礼，陕虢观察支使；韦文恪，字敬之，将作监、充内作使。

韦淡子：韦审规，寿州刺史；韦象，殿中侍御史。

九世 韦文恪子：韦从易。韦审规子：韦发，字知人，工部员外郎。韦象子：韦

元贞；韦方宪，台州刺史。

十世 韦发子：韦究，字继山，右谏议大夫。韦元贞子：韦愍，字端士，武昌军

节度使。韦方宪子：韦钧，福建观察判官；韦从易，国子太学博士；韦珣，滁州刺史；

韦从龟，左庶子；韦铎，乌程县令；韦铃，屯田郎中。

十一世 韦愍子：韦德邻，信州刺史；韦保衡，字蕴用，懿宗朝宰相；韦保殷，

长安县令；韦慎思，泰宁军节度判官；韦保范，邠宁节度副使；韦保义，翰林学士、



兵部侍郎；韦保合，邠宁观察支使。韦钧子：韦赞，字致雍；韦允之，襄州录事参军。

十二世 韦慎思子：韦瑰，秘书郎。韦保义子：韦肃，字内庄，洛州团练副使。

韦允之子：韦仁济，陈州录事参军；韦襄，秘书丞。

2．东眷
东誊出自曹魏安城侯韦胄之次子韦穆。韦穆六代孙韦阆是北魏明帝赏识的干臣之

一，善治国。时关中大乱，咸阳独好，故明元帝尝曰：“我欲有臣皆如阆”，以为美谈。

其子孙因以自别为阆公房。韦阆五世孙韦澄，唐绵州刺史，封彭城县公
①
，子孙又因号

彭城公房。其载籍世系是：

一世 韦胄之次子：韦穆。

二至五世未详。

六世 韦逵子：韦阆，北魏咸阳郡太守。

七世 韦阆子：韦范，北魏高平县男；韦道珍，字秦宝，北魏威远将军，扶风、

冯翊二郡太守。

八世 韦范子：韦法俊，北魏都水使者；韦颢；韦祖欢。韦道珍子：韦邕，北魏

著作郎。

九世 韦法俊子：韦子粲，字晖茂，北齐豫州刺史；韦荣亮，字子昱，北齐左卫

大将军。韦邕子：韦鸿胄，北周仪同三司、雍州大都督。

十世 韦子粲子：韦孝謇，北周集州刺史。韦荣亮子：韦纲，字世纪，隋赵州长

史。韦颢孙：韦慕，隋蒲州刺史。韦鸿胄子：韦澄，字清仁，绵州刺史，彭城敬公；

韦奄。

十一世 韦纲子：韦文宗、韦文傑。韦慕子：韦士让，罗州别驾。韦祖欢曾孙：

韦世师，博州刺史；韦崇操。韦澄子：韦庆嗣，太子家令，袭彭城敬公；韦庆植，魏

王府长史；韦庆余，初名韦庆基，兵部郎中；韦兢，初名韦庆俨，库部员外郎；韦庆

祚；韦庆本，洪府长史；韦庆谏，户部员外郎。韦奄子：韦云起，司农卿、益州行台

仆射；韦云表，字之玄，秘书监，袭晋阳公；韦云平，度支郎中①。

十二世 韦文宗子：韦德敏，太府少卿；韦德基，金部郎中。韦世师子：韦真泰，

户部侍郎；韦修业，水部员外郎。韦崇操子：韦月将，以直谏死于中宗朝；韦晶，眉

州刺史；韦忠，普州刺史。韦庆嗣子：韦正礼，太子舍人；韦正德；韦正名，东海县

令；韦正道，太子通事舍人；韦正己，工部员外郎；韦正象，雍丘县令；韦正履，颍

州司马；韦正矩，殿中监、驸马都尉。韦庆植子：韦瑶，驾部员外郎；韦琳，溵水县

令；韦殉，清河县令；韦瑾；韦琇；韦珽，仓部郎中；韦璿，三原县令；韦顼，工部

尚书。韦庆余子：韦玄真，校书郎；韦玄昱；韦玄符；韦玄直；韦玄胤；韦玄宝，安

州司法参军；韦玄锡，台州刺史。韦兢子：韦巨山。韦庆祚子：韦颖，宋州刺史。韦



庆谏子：韦升，泽州刺史。韦云起子：韦师实，秦州都督。韦云表子：韦师经，齐王

府司马；韦师庄，著作郎。韦云平子：韦师贞。

十三世 韦德敏子：韦璆，衡州刺史，鲁县康公；韦珙，光禄少卿；韦玢，司农

卿；韦瑗。韦德基子：韦琳，广州都督；韦球。韦文慊孙：韦玠，荣州刺史。韦真泰

子：韦琼，考功郎中。韦正礼子：韦承彦。韦正德子：韦广宗，丹扬丞；韦守素，绛

州司功参军。韦正名子：韦元昭，渭州司法参军；韦元晖，恒王府谘议参军。韦正己

子：韦怀撝，彭原县尉；韦怀构，申王府谘议参军。韦正象子：韦元震。韦正履子：

韦齐物；韦千龄。韦瑶子：韦钧，字季和，汉州司马；韦铉，虞部郎中；韦默，神乌

县令；韦邃，左武卫骑曹参军。韦珣子：韦弋；韦键，临颍县令；韦铣，魏州刺史、

河北采访使。韦珽子：韦镐，兴州司马；韦銛，徐州别驾；韦锷，澧泽县令。韦璿子：

韦涣、韦滔、韦清、韦济。韦顼子：韦岁，太子少保、驸马都尉。韦琰子：韦宁，绛

州司兵参军；韦宽，通事舍人。韦玄真子：韦元一。韦玄昱子：韦履恬，绛县令；韦

履惇，婺州法曹参军；韦履愔；韦履恪；韦履协。韦玄直子：韦元寂；韦元覃。韦玄

胤子：韦黄冠。韦玄宝子：韦从一、韦彦谈、韦仲良、韦季良。韦玄锡子：韦元寂，

楚丘县令；韦元泚，襄阳县令；韦元清，商州司户参军。韦巨山子：韦元旦，中书舍

人；韦元晔，司勋员外郎；韦元晨，殿中侍御史。韦颍子：韦行详；韦行诚，著作郎；

韦行诠，尚书右丞。韦师实子：韦方质，武后朝宰相；韦方直，兵部郎中。韦师经子：

韦友道、韦侠客、韦真客、韦楚客。韦师庄子：韦昉、韦豈、韦畯。韦师贞子：韦元

晟，绵州刺史；韦元珪，宗正卿。

十四世 韦璆子：韦元诚，范阳郡仓曹参军；韦元济；韦元贲；韦元曾，宁颖叔，

吏部郎中。韦珙子：韦元方、韦元志。韦玢子：韦元甫，尚书右丞；韦元怿。韦琳子：

韦裕；韦延安，鄂州刺史。韦球子：韦之晋，湖南观察使。韦玠子：韦斅，金部员外

郎。韦守素子：韦忻、韦协。韦元昭子：韦善虚，都水丞。韦元晖子：韦迥，监察御

史；韦邈，校书郎；韦遵，云阳县尉。韦怀撝子：韦东箭。韦怀构子：韦绍，邰阳县

令；韦仿，郃阳县令。韦元震子：韦璎①，左卫中郎；韦玢；韦玠。韦齐物子：韦伯

矿，著作郎。韦千龄子：韦峻，秦王府仓曹参军；韦岘，南阳主簿。韦钧子：韦悦然，

晋州长史；韦怡然，赞善大夫；韦忻然，大理丞；韦怿然，鄂州别驾。韦铉子：韦瑩，

司门郎中。韦弋子：韦至诚，吴县尉。韦键子：韦千秋，乐寿县丞。韦铣子：韦蓝，

秘书郎；韦鉴，著作郎；韦銮，颍王府司马。韦镐子：韦万春，果毅；韦诜，荆府士

曹参军。韦銛子：韦埔，密州录事参军；韦倚，光禄少卿；韦伦，莒县令。书锷子：

韦侨，河池郡司马；韦倩，临洛县主簿。韦岁子：韦友谦，陈王府长史；韦友信，泉、

吉、婺三州刺史；韦友谅，右卫将军；韦友柔，太子舍人；韦友刚，漳州刺史；韦友

顺，山阴县令。韦元晨子：韦涵、韦登。韦行诚子：韦子文，德明皇帝庙令。韦行诠



子：韦良宰；韦利见，岭南节度使。韦元晟子：韦汪，岷州刺史。韦元珪子：韦坚，

字子全，刑部尚书，韦城县男；韦兰，将作少监；韦冰，鄂县令；韦芝，兵部员外郎。

十五世 韦元诚子：韦彤，澧州刺史。韦元埔子：韦悦，长安县令。韦元怿子：韦

宣，巴州刺史。韦之晋子：韦祐。韦迥子：韦镇。韦邈子：韦彭侯、韦成侯。韦遵子：

韦公举、韦公安、韦公衡。韦伯矿子：韦彪，唐州刺史；韦彤，太常博士。韦悦然子：

韦逵、韦遇。韦怡然子：韦巡。韦忻然子：韦迪。韦怿然子：韦遘。韦至诚子：韦密。

韦千秋子：韦去泰、去奢、去甚。韦蓝子：韦微，河中府户曹参军；韦宣，左千牛。

韦友谦子：韦续，天兴县令；韦绣，徐城县令；韦纵，左金吾卫兵曹参军。韦友信子：

韦缜；韦缮；韦繢，试金吾卫长史；韦缓，屯田郎中。韦友谅子：韦约；韦绰，相州

参军。韦友柔子：韦忽，胜州刺史；韦绛，襄州司法参军。韦友刚子：韦蕴，检校太

子詹事；韦绾；韦绍（一名鼎）。韦涵子：韦颢，洋州刺史。韦登子：韦万，忠州刺史；

韦顺；韦倪；韦颛。韦行诚孙：韦斡，太子詹事。韦子文子：韦器，富平县尉。韦利

见子：韦明宸，剑州刺史。韦升曾孙：韦明宗，左赞善大夫。韦坚子：韦证，果州刺

史；韦谅，河南府户曹参军。

十六世 韦彤子：韦昕，字勿喜。韦颢子：韦力仁，驸马都尉。韦器子：韦公右，

昭应县令。

十七世 韦彪孙：韦中立。韦公右子：韦及，三原县令。

十八世 韦中立子：韦慎枢，字欲讷。韦宣曾孙：韦宥，宣州刺史。

3．逍遥公房
逍遥公房以北周名士韦复为始祖。韦夐名高养深而拒不出仕，周明帝怜之，乃赐

号逍遥公，其子孙在唐因号逍遥公房。逍遥公房实际也是“东眷”的一个分支。此房

在唐代有三人先后拜登相位，即武后垂拱间（685-688 年）任相的韦待价，宪宗元和间

(806-820 年)任相的韦贯之及太和间(827-835 年)相文宗的韦处厚。其载籍世系是：

一世 韦夐，北敻周明帝赐号逍遥公。

二世 韦夐子：韦世康，隋荆州总管，汉安文公；韦洗，字世穆，隋广州总管，

襄阳敬公；韦瓘，字世恭，隋随州刺史，达安公；韦颐；韦艺，字世文，北周营州总

管，魏兴怀公；韦冲，字世冲，隋户部尚书，义丰公；韦约，隋仪同，观城公。

三世 韦世康子：韦福嗣，隋内史舍人；韦福奖，隋通事舍人。韦洗子：韦协，字

钦仁，秦州刺史。韦瓘子：韦万顷；韦仁基，龙州刺史。韦艺子：韦彤；韦彧；韦晏，

字宣，马岭县令；韦宣敏。韦冲子：韦挺，象州刺史；韦德运。韦约子：韦克己、韦

后己。

四世 韦福嗣子：韦悰，御史中丞；韦憬，尚书左丞。韦福奖子：韦寡尤，洋州

刺史。韦协子：韦仲锐，金部郎中；韦叔锐。韦万顷子：韦元整，曹州刺史。韦仁基



子：韦元祚，丹州刺史；韦哲；韦仁祚，宋州刺史。韦彤子：韦彦师，抚州刺史。韦

彧子：韦元方，礼部郎中。韦晏子：韦鼎，将作监丞。韦宜敏子：韦峤，秋官侍郎。

韦挺子：韦待价，武后朝宰相；韦履冰；韦兴宗；韦万石，太常少卿。韦德运子：韦

山甫，屯田郎中。韦克己子：韦遥光，万年县令。韦颐孙：韦晤，户部郎中。

五世 韦寡尤子：韦璋，湖州刺史；韦珍。韦叔锐子：韦文彦。韦仁祚子：韦旅，

给事中；韦晔。韦彦师子：韦承徽，忠州刺史。韦鼎子：韦希仲，太常卿，扶阳公；

韦希叔，字季。韦峤子：韦友直，司门郎中；韦友清。韦待价子：韦令仪，宗正少卿；

韦烈。韦兴宗子：韦令望；韦令悌；韦令裕，屯田员外郎。

六世 韦璋子：韦籝金，河南府参军。韦文彦子：韦良嗣，给事中。韦旅子：韦

皎，许州司马。韦承徽子：韦彦方。韦希仲子：韦景先，湖州刺史；韦敫先，拾遗；

韦胄先，殿中侍御史；韦象先。韦希叔子：韦袭先，蜀州参军；韦奉先，岐山县令；

韦令先，翼州参军；韦宗先，易州参军；韦昭先。韦友清子：韦郯，坊州刺史。韦令

仪子：韦鉴；韦銮；韦铸；韦镕；韦镒，监察御史。韦烈子：韦嗣立，宣州司户参军。

韦令望子：韦叔卿，丹州刺史。韦后己曾孙：韦诫奢，殿中侍御史。

七世 韦憬曾孙：韦希元，上党县尉。韦籝金子：韦黄裳，升州刺史。韦良嗣子：

韦稹，京兆少尹、知府事。韦元祚曾孙：韦霸，吏部郎中、汝州刺史。韦皎子：韦敬，

渭南主簿。韦哲玄孙：韦元辅。韦彦方子：韦徵；韦同，洪州都督。韦象先子：韦珣，

将作少临、通事舍人。韦銮子：韦应物，苏州刺史。韦镕子：韦系，岳州刺史。韦镒

子：韦武，京兆尹、御史中丞。韦嗣立子：韦尧，兴道县令。韦叔卿子：韦澣，昭应

县令；韦滌，户部员外郎。韦令悌孙：韦汎，江州刺史。韦诫奢子：韦眰，兵部郎中。

八世 韦希元子：韦启，左补阙；韦肇，吏部侍郎；韦班，衡州刺史。韦黄裳子：

韦曼，河南府参军。韦稹子：韦极。韦敬子：韦商伯，金乡县尉。韦元辅子：韦原叔。

韦徵子：韦衡，原州都督；韦衍；韦衢，殿中监闲厩使。韦同子：韦衍，右骁卫将军，

韦应物子：韦庆復；韦厚復。韦尧子：韦弘景，礼部尚书。韦汎子：韦周方。韦晊子：

韦公辅；韦公素，字复礼；韦公度；韦公玙；韦公肃，太常博士。

九世韦启子：韦青。韦肇子：韦绶，左散骑常侍；韦贯之，字正理，宪宗朝宰相；

韦纁，吏部郎中。韦班子：韦汭。韦曼子：韦博，字大业，昭义节度使。韦商伯子：

韦伟，著作郎；韦儹，睦州刺史。韦衡子：韦寂，司农太府少卿。韦衍子：韦万，监

察御史；韦京，富平县令。韦衎子：韦少华，太府卿。韦庆復子：韦退之。韦厚復子：

韦徹，字中瑩。

十世韦绶子：韦温，字弘有，宣歙观察使。韦贯之子：韦澳，字子斐，河南尹；

韦潾。韦博子：韦郅，监门率府录事参军；韦鲁，泾州营田判官；韦承裕，字天赐；

韦承贻，字贻之。韦极孙：韦光远，字德龟。韦寂子：韦岘、韦屿、韦岵、韦嵫。韦



万子：韦处厚，字德载，文宗朝宰相。韦徹子：韦式、韦韫。韦公素孙：韦荷，字敬

止，岭南节度使。

十一世韦温子：韦皬、韦璆、韦瑰、韦琛。韦潾子：韦庾，刑部侍郎、判户部事；

韦庠，字宾虞；韦□，字德华，户部侍郎、翰林承旨学土；韦序，字休之；韦郊，字

延秀①。韦式子、韦播。韦韫子：韦庄，字端己。韦荷子：韦艺，字德辉；韦堡，字

仁曾；韦塾，字德详。

十二世韦庠子：韦华，字表文。韦播子：韦匡，宇化权。

十三世韦匡子：韦逖，字遐美。

4．郧公房
郧公房以北周太傅、上柱国、郧襄公韦孝宽为始祖，因号郧公房。韦孝宽乃逍遥

公韦夐的胞弟，由此亦知“郧公房”与“东眷”的关系。郧公房在唐代有韦巨源、韦

安石先后拜相，且皆是武后、中宗朝的宰相。另有唐代名臣韦丹之子韦宙，在唐懿宗

朝以岭南节度使加同平章事，时称“使相”，即不在朝而有宰相衔，可见其地位之尊崇。

其载籍世系是：

一世 韦孝宽，北周太傅、郧襄公。

二世 韦孝宽子：韦谌，字奉忠，北周陵、蓬二州刺史；韦总，字善会，北周京

兆尹，河南贞公；韦寿，字世龄，隋毛州刺史，滑定公；韦津，隋户部尚书，陵州刺

史，寿光县男；韦霁，宁开云，北周使持节开府仪同大将军，武阳郡开国公；韦静。

三世 韦总子：韦柱成（又作圆成），袭封郧国公；韦匡伯，隋尚衣奉御，舒国懿

公；韦圆照。韦寿子：韦保峦，右卫副率；韦义节，刑部侍郎，襄城公。韦津子：韦

全壁；韦琬，成州刺史；韦琨，字玄理，太子詹事，武阳贞侯；韦璲，仓部郎中；韦

瑜，歙州刺史。

四世 韦匡伯子：韦思言；韦思齐，尚书右丞、司稼正卿；韦思仁，尚衣奉御。

韦圆照子：韦观。韦全壁子：韦悦，给事中；韦忻，兵部郎中；韦季重；韦儋，定州

长史。韦琬子：韦令则；韦叔夏，礼部侍郎；韦季良；韦才绚，郇王府司马；韦安石，

武后、中宗、睿宗朝宰相；韦季弼。韦琨子：韦畅；韦展，少府监主簿；韦幼平，金

部员外郎；韦调；韦翼，字从善，太府卿，武刚平公。

五世 韦思言子：韦逞，光禄卿。韦思齐子：韦纪，卫尉卿，怀宁公。韦思仁子：

韦巨源，武后、中宗朝宰相；韦液。韦观子：韦爽，太仆少卿。韦保峦孙：韦知远，

监察御史。韦义节孙：韦慎行；韦慎名，彭州刺史；韦慎惑，右骁卫将军。韦悦子：

韦勉，复州刺史；韦幹。韦忻子：韦希先，比部郎中；韦奂，虞部郎中；韦希一；韦

謇。韦季重子：韦烈，都官员外郎。韦儋子：韦千里（名昂，以字行），白水县丞。韦

令则子：韦晟，棣州刺史。韦叔夏子：韦縚，太子师。韦才绚子：韦求；韦回；韦由，



金吾将军；韦韶，明州刺史；韦婴，郑县令。韦安石子：韦陟，字殷卿，吏部尚书，

郇国公；韦斌，临安太守；韦玢，司农卿。韦季弼子：韦廉，考功员外郎。韦畅子：

韦抗，刑部尚书；韦拯，户部郎中。韦幼平子：韦抱贞，梓州刺史。韦翼子：韦慎习、

韦恂如，韦悟微。

六世 韦巨源子：韦明敭，华州刺史。韦爽子：韦润；韦湜，齐州刺史。韦慎行

子：韦潜，澧州刺史；韦涣，嘉州刺史。韦烈子：韦迈、韦迪。韦千里子：韦宏。韦

縚子：韦弘、韦协义。韦回子：韦正名。韦由子：韦士英，监察御史。韦韶子：韦大

囧。韦婴子：韦士南，万州刺史；韦士文，秘书少监。韦陟子：韦士瞻；韦允，吏部

员外郎。韦斌子：韦兖，驾郎员外郎；韦逢；韦曼；韦、讽，洛阳县令；韦襄；韦旉；

韦凛，郎州刺史；韦况，谏议大夫。韦廉子：韦肃、韦端。韦抗子：韦翘，同州刺史。

韦拯子：韦演。韦展孙：韦澣，阆州刺史。韦抱贞子：韦鲠；韦政，洛阳县丞。韦调

孙：韦崟，陇州刺史。

七世 韦液孙：韦寡悔。韦润子：韦昭信，沧州长史。韦湜子：韦昭训，太子仆。

韦兖子：韦同懿、书同休、韦同宪。韦逢子：韦同翊，字启之。韦端子：韦缜、韦纾。

韦鲠子：韦清。韦政子：韦丹，字文明，武阳郡公。

八世 韦明训子：韦光宰，太府少卿；韦光裔，字叔阳，少府监；韦光弼，大理

卿；韦光胄，太常少卿；韦光辅，衢州刺史；韦光宪，太子少詹事。韦承素子：韦瑝，

国子祭酒；韦琏，字礼卿；韦琡，工部尚恃、少府卿。韦清子：韦蹯，司封郎中、太

原河东行军司马；韦潘，字胜之。韦丹子：韦寘；韦宙，岭南节度使、检校左仆射、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韦审，大理评事。

九世 韦光裔子：韦廙，太原府参军。韦光弼子：韦□：韦庠、韦庇。韦光胄之：

韦庄。韦光辅子：韦康、韦膺、韦允节。韦琡子：韦紘，都水使者。韦磻子：韦滂，

汝州录事参军。韦宙子：韦蒙，河南府司录参军；韦临，京兆府司录参军。韦宙子：

韦瓒，胙城县尉；韦政实，河中府士曹参军。

十世 韦瓒子：韦镡，宛丘县令。

5．南皮公房
南皮公房的始祖韦瓒，隋时任仓部侍郎、尚书右丞、司农卿，封南皮县伯，其子

孙因号南皮公房。南皮公房的远祖可上溯至曹魏安城侯韦胄第三子韦愔，亦是与“西

眷”、“东眷”纵列的又一支安城侯裔孙。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 年），韦见素入相唐

玄宗，是此房唯一登上宰相位置者。载籍世系是：

一世 韦瓒，隋司农卿，南皮县伯。

二世 韦瓒子侄：韦叔谐，库部郎中；韦季武，主爵郎中；韦叔谦，考功郎中；

韦季贞；韦元逊；韦述。



三世 韦叔谐子：韦福，字玄福，绥州刺史；韦玄奖。韦叔谦子韦知人，司戎大

夫。韦元逊子：韦玄泰，度支郎中、陕州刺史。

四世 韦福子：韦凑，字彦宗，彭城文公。韦玄奖子：韦光乘，朔方节度使、卫

尉卿。韦知人子：韦维，字文纪，右庶子，南皮县公；韦纵；韦缜；韦纲（初名绍），

陈王傅。韦玄泰子：韦光，资州刺史；韦坚。

五世 韦凑子：韦见素，玄宗朝宰相。韦光乘子：韦儇，江西观察使；韦伦，太

子少保；韦俛，卫尉少卿。韦维子：韦虚心，工部尚书；韦虚舟，刑部侍郎。韦纵子：

韦虚受，通州刺史；韦昭理，常州刺史。韦缜子：韦幼成，山南采访使；韦幼卿，洛

阳县令；韦幼奇，楚丘县令；韦幼章，楚州刺史；韦纲子：韦豫，麟游县尉；韦巽，

三水县主簿；韦咸，汴州司户参军；韦观，洛阳县尉。韦坚子：韦佶，舒州刺史。韦

述曾孙：韦铿，考功郎中。

六世 韦见素子：韦倜，给事中；韦谔，给事中；韦益，工部员外郎；韦晢，光

禄少卿；韦儇子：韦良、韦放。韦伦子：韦敦、韦徵。韦俛俛子：韦正己。韦虚心子：

韦有方，左司员外郎。韦虚舟子：韦有象。韦幼卿子：韦翃，侍御史。韦豫子：韦弯，

魏州参军。韦巽子：韦玧，缑氏县尉；韦濬。韦咸子：韦武。韦铿子：韦少遊，吏部

郎中；韦少华，中书舍人。

七世 韦倜子：韦颂，库部郎中。韦益子：韦凯，兵部员外郎。韦翃子：韦词，

字践之，湖南观察使。韦少遊子：韦復，建州刺史。

八世 韦颂子韦损，初名谌。韦凯子：韦辽，字鹏举。韦词子：韦宪，字持之。

6．驸马房
驸马房始祖为东眷穆八世孙韦延宾。唐中宗时，韦皇后专权，后父一门骤显，诸

弟子多人得尚公主，因号“驸马房”。此房的特点是朝官多外任少。在韦后得势前，外

任仅有后父韦玄贞与伯父韦玄俨，分别官至豫州刺史和许州刺史。韦后干政之后，满

门皆为朝官，其从兄韦温还人相中宗。然此房有昙花一现之憾，及韦后被诛，此房多

受牵连以至惨遭灭门，遂在有唐一代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其载籍世系是：

一世 韦延宾

二世 韦延宾子：韦璋、韦福、韦议。

三世 韦议子：韦仁，隋坊州刺史，恒安县公。

四世 韦璋孙：韦岌。韦福孙：韦昌，左骁卫大将军，普安公。韦仁子：韦弘庆；

韦弘度；韦弘表，曹王府典军；韦弘素。

五世 韦岌子：韦玄郁、韦玄谔、韦玄诞。韦弘庆子：韦玄希、韦玄瑾。韦弘表

子：韦玄俨，邢州刺史，博城县公；韦玄贞，豫州刺史。韦弘素子：韦玄昭。

六世 韦玄郁子：韦、潜，职方郎中。韦玄谔子：韦婴，左金吾将军；韦凯，太



子仆。韦玄诞子：韦瑗，司勋郎中；韦瑅，宗正少卿。韦玄希子：韦淮，光禄少卿，

曹国公；韦濯，太仆卿，驸马都尉。韦玄瑾子：韦涉，太仆少卿；韦淑，卫尉少卿。

韦玄俨子：韦灌；韦温，中宗朝宰相；韦湑，字润甫，左羽林大将军。韦玄贞子：韦

洵、韦浩、韦泂
①
、韦泚。韦玄昭子：韦濬，卫尉少卿。

七世 韦濯子：韦会，太子赞善大夫。韦淑子：韦藏锋。韦灌子：韦构，太仆少

卿，鲁国公；韦播，吏部郎中，宋国公。韦湑子：韦捷，秘书少监，驸马都尉。

八世 韦会子：韦鷫、韦雕、韦鹗。

7．龙门公房
龙门公房以曹魏安城侯韦胄裔孙韦挺杰为始祖。其子韦遵为骠骑大将军、龙门县

公，因号“龙门公房”。此房在唐代出宰相一人，即韦执谊，为相顺宗、宪宗两朝。其

载籍世系是：

一世 韦挺杰，北周平州刺史。

二世 韦挺杰子：韦遵，骠骑大将军、晋州大总管府长史，龙门县公。韦通。

三世 韦通子：韦善嗣，上谷郡太守。

四世 韦善嗣子：韦崇德，太子谕德。

五世 韦崇德子：韦会；韦弼，字国桢，商州刺史。

六世 韦会子：韦仲昌，京兆少尹；韦叔昴，左司郎中；韦伯详，考功郎中。韦

弼子：韦伯阳，字春，仓部郎中，北都副留守；韦季庄，扶风郡太守；韦叔将，豫州

刺史；韦仲长。

七世 韦仲昌子：韦渐；韦浼，一名莓，巴州刺史。韦叔昂子：韦沉。韦伯阳子：

韦建，字正封，秘书监；韦迢，岭南节度行军司马；韦造，大理评事。

八世 韦浼子：韦执中，泉州刺史；韦执谊，顺宗，宪宗朝宰相。韦汎子：韦万。

韦建子：韦宗卿，侍御史、户部员外郎。韦迢子：韦夏卿，字云客，太子少保；韦周

卿；韦正卿。

九世 韦执谊子：韦曙；韦瞳，字宾之，郑州刺史；韦昶，字文明；韦旭，字就

之。韦万子：韦古。韦夏卿子：韦璋，字宜之。韦正卿子：韦珩；韦瓘，宇茂弘。

十世 韦昶子：韦布震，字熙化。韦古子：韦遐，字思永。韦夏卿孙：韦延范，

字承之。

8．小逍遥公房
小逍遥公房出自南迁后又回归京兆杜陵的韦氏，其祖可追至东眷韦穆的曾孙韦钟，

亦是东眷的一个分支。南北朝时，韦钟的曾孙韦祖归南迁襄阳，故其子孙皆仕齐、梁，

因称襄阳韦氏。至唐代，韦祖归的八代孙韦嗣立为中宗朝宰相，受封逍遥公。为区别

于韦夐逍遥公房，故号“小逍遥公房”。此房在唐代出宰相三人，即韦思谦与韦承庆、



韦嗣立父子。若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韦弘瑗为始祖，则其后代世系为：

一世 韦弘瑗，隋武阳县令。

二世 韦弘瑗子：韦德伦，任丘县令；韦知止，库部郎中。

三世 韦德伦子：韦思谦，名仁约，以字行，武后朝宰相；韦仁慎，驾部郎中。

四世 韦思谦子：韦承庆，字延休，武后朝宰相；韦嗣立，字延构，武后、中宗

朝宰相；韦淑，安州都督。韦仁慎子：韦奉先，金部郎中。韦知止孙：韦嗣业。

五世 韦承庆子：韦晋，常州刺史；韦长裕，祠部员外郎。韦嗣立子：韦孚，左

司员外郎；韦恒，陈留太守；韦济，冯翊太守；韦史
①
。韦奉先子：韦濬，梓州刺史。

韦嗣业子：韦希损、韦希舟
②
。

六世 韦长裕子：韦当，富平县令。韦恒子：韦懿，韶州刺史。韦济子：韦士模，

彭州刺史；韦逢，虞部员外郎；韦士勋，河南少尹；韦涵，邵州刺史。

七世 韦逢子：韦贞伯，给事中；韦成季，兵部郎中。

八世 韦贞伯子：韦尚敬，字执勇。

9．京兆韦氏（有两支）
京兆韦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显宦者甚少，惟韦昭度与韦贻范在

僖宗、昭宗朝先后入相。

京兆韦氏(1)，以韦宗立为始祖，其载籍世系是：

一世 韦宗立

二世 韦宗立子：韦式。

三世 韦式子：韦匡范，字廷臣；韦昭范，字宪之；韦昌范，字禹筹，考工郎中；

韦贻范，字垂宪，昭宗胡宰相。

四世 韦昌范子：韦用晦。

五世 韦用晦子：韦彀，字唐后。

京兆韦氏(2)，以韦绶为始祖，其载籍世系是：

一世 韦绶

二世 韦绶子：韦逄。

三世 韦逄子：韦昭度，字正纪，僖宗、昭宗朝宰相。

除《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述世系之外，据《元和姓纂》记载，京兆韦氏至少

还有比较重要的两支，即隋郿城公韦元礼支和北周雍州刺史韦义远支。

(1) 郿城公世系
一世 韦元礼，隋司农少卿，郿城公。

二世 韦元礼子：韦孝恪，侍御史。

三世 韦孝恪子：韦楷，饶州刺史；韦弘机，司农卿；韦弘挺。



四世 韦弘机子：韦余庆。

五世 韦余庆子：韦岳子，峡州刺史；韦景骏，房州刺史；韦景林。

六世 韦岳子子：韦晋；韦恒，兵部郎中、华州刺史；韦贲，蓝田县尉；韦损，

职力郎中、润州刺史；韦益；韦丰。韦景骏子：韦述，工部侍郎、集贤学士；韦迪，

户部员外；韦起；韦□；韦巡；韦冰，一名达。韦景林子：韦咸，工部郎中。

七世 韦贲子：韦聿，比部郎中；韦晕，屯田郎中；韦皋，太尉、中书令、剑南

节度使；韦肇，御史大夫。韦损子：韦彝、韦异、韦弁。韦述子：韦州平，水部郎中；

韦都宾，太常博士。韦迪子：韦宅相；韦夏有，考工郎中；韦启强；韦婴齐，卫尉卿；

韦柏尼。韦咸子：韦覃，楚州刺史
③
。韦冰子：韦渠牟，太常卿。

八世 韦皋子：韦行立，工部员外。

(2) 韦义远、韦晖业世系
韦义远、韦晖业兄弟为北周逍遥公韦复的伯叔父，两人曾先后在北周时荣任雍州

刺史，故又有大小雍州房之称。其载籍世系是：

一世 韦义远，北周雍州刺史；其弟韦晖业，北周雍州刺史。

二世 韦义远子：韦祖寅、韦机霁。

三世 韦祖霁子：韦儹、韦傑、韦伦。

四世 韦傑子：韦思敬；韦思正；韦思安，驸马都尉，岚州刺史。韦伦子：韦恽，

度支郎中。韦晖业曾孙：韦敦礼，监察御史。

五世 韦思正子：韦琏，深州刺史。

六世 韦思敬孙：韦利器，谏议大夫；韦利宾，户部郎中；韦利涉，主爵郎中。

七世 韦利宾子：韦向，工部员外。韦思安曾孙：韦腾，同州刺史。

八世 韦向子：韦彭寿，右司员外、明州刺史。

三、韦履淳世系

韦履淳原居住长安京兆杜陵韦曲，为东眷房裔孙。唐开元进士，官封丞相府都事。

因对奸臣杨国忠等所作所为深恶痛切，以致遭罪，被谪官流贬岭南琼州（今海南琼山

县）。不久遇赦，移婺州（今浙江金华市）法曹参军。后赴居浙江东阳治北龙泉坊，有

“东阳始迁祖”碑刻为证，落款建中元年（780 年）。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修订族

谱时有丁口近 10 万人（不包括散居县外、省外和国外的裔孙），该世系世居东阳。一

般都称之为“东阳世系”。东阳韦氏实际上有两个支系，“东阳世系”取俗称。

一世履淳，生友直。（唐）

二世友直，生韦纶。

三世韦纶，生表宏。



四世表宏，生韦度。

五世韦度，生凤仪。

六世凤仪，生鸣威。

七世鸣威，生勉中。

八世勉中，生思佩。

九世思佩，生韦儒。

十世韦儒，生韦惠。（宋）

十一世韦惠，生韦穗。

十二世韦穗，生日新、韦谅。

十三世日新，生希兰、希颜、希容、希腾。

十四世希兰，生世昌、康孙。

十五世世昌，生文焕、宗华、可维、金翁、弼翁。

十六世文焕，生韦辕、文叔、韦轮、韦轩、道立、韦同、韦朝、韦纶。

十七世韦辕，生福祖、释文、绍祖。（元）

十八世福祖，生武源、兆德、毓顺、礼云、孔川、韦淇。（明）

十九世武源，生永魁、韦廕、韦溶、韦泰、韦潮、关育。

二十世永魁，生进宝、韦元、韦华、韦经、韦贤、韦鳌、怀德、韦辉、韦铠、温

光、韦梅、韦柱、韦芳。

二十一世进宝，生韦初、韦洋。

二十二世韦洋，生韦德、兆松、韦薰、韦增、韦府、绍富、韦成、韦菱、韦凤。

二十三世韦德，生韦麟、韦芹、文臣、中元、良栋、中孚。

二十四世韦麟，生韦荣、应源、韦高、韦期、特甫、应召、韦林、韦魁、国赤。

二十五世韦荣，生士济、韦华、永铤、承宽、士吉、承楠、谏、伸。

二十六世士济，生德深、德贤、德裕、韦佩、德潮。（清）

二十七世德深，生名位、名修、名振、名闻、名诚。

二十八世名位，生韦寅、洪照、韦一、绍虞、洪寿、家琳。

二十九世韦寅，生韦潮、昌荣、韦煤、韦碹、韦璇、韦挺、韦揆、邦进、逵、昌

置、韦乐。

三十世韦潮，生瑞芝、魁占、瑞琳、崧杰、瑞征、麟。

三十一世瑞芝，生征肃、征元、征春。

三十二世征肃，生雍性、韦焕、星辉、雍高、泽、岳。征春生雍肃。

三十三世雍性，生六子，和治、和浚、和沦、和浩、和洽、和淦。雍高生和晖、

宝荣、华。雍泽生和谭、和荣（即卓民，本书顾问之一）、和金、宝同、和阳。雍岳生



和乙。雍肃生和禄、和佐。

三十四世和治，生二子，思敬、思敦。和浚生思齐、思襄。和沦生思岚、思崧、

思巍。和浩生思让、思谟。和洽生思崇、思嵌、思嶷、思嵩。和淦生思巈、思崶、思

岐、思嵂。

三十五世思敬，生俊陶。思齐生俊颐。思襄生俊洪。思岚生俊文、俊武。思崧育

俊陶（继）、俊民。思巍生俊伊、俊侣。思崇生俊乾。思嶔生俊鹏。思嶷生俊智。

三十六世俊陶，生天红（迁西班牙）、晓路（迁西班牙）、天专、天翔。

三十七世天红，生钟剑、彤娜。晓路生佩佩。天专生梦月。天翔生靓云。

三十八世钟剑等。

（资料由韦俊陶、韦思九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