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고려 및 조선조 문과방목(高麗 및 朝鮮朝 文科榜目)

  태종실록 25권 태종 13년 5월 13일 조(條)에 의하면 호적과 동방(同榜)의 
이름을 적은 문헌(文獻)이나 족자(簇子) 형태로 된 문･무과 전거(文･武科 典
據)를 사헌부의 상소로 모두 거두어 불사르고 차후에 숨겨진 것이 발견될 시
에는 엄벌에 처한다는 왕명(王命)이 있었으므로 인하여 문헌이나 전거가 온
전히 보존되어 온다는 것은 어려웠으리라 본다.
  경종 4년(1724) 류래(柳徠)가 지은 토진주류씨(土晉州柳氏) 최초 족보인 갑
진보(甲辰譜) 서문(序文, 柳參議 思規)에서 공민왕 9년(경자년, 1360) 포은 
정몽주 방하(圃隱 鄭夢周 榜下)에 정평공(靖平公 柳玽)이 등과(登科)한 방목
(榜目) 아래가 떨어져 나가 몇 사람이 빠져서 없으니(다른 방목에 의하면 4인
의 이름 밑에 父, 祖, 曾祖, 外祖 또는 本貫 부분이 멸실됨) 정평공이 마침 
동방에 참여하셨으나 또한 고증할 수가 없다 하였다. 후대(後代)에 만들어진 
신라･여조(新羅･麗朝)의 방목을 적은 해동용방(海東龍榜, 국외유출자료 영인
본 602-15)과 씨족원류(氏族源流) 기록이 토진주류씨 족보의 상계(上系)가 
오류(誤謬)된 것인지를 모르고 그대로 답습(踏襲)되어 전하여오니 송구스럽고 
개탄스러움을 금할 수가 없다.
  따라서 기록이 잘못되어 계속 전해오는 정평공 류구(柳玽), 문간공 류염(柳
琰)의 조부와 증조부, 청백리공 류겸(柳謙)의 증조부 기록을 이봉진주류씨(移
封晉州柳氏) 상계계보(上系系譜) 기록으로 정정(訂正)하여 바로 잡음과 아울
러 자료가 빈약하여 고증(考證)에 어려움이 있었으나 고려조(高麗朝)에서의 
문과등제(文科登第) 3人, 조선조(朝鮮朝)에서의 문과등제(文科登第) 77人의 
문과방목(文科榜目)을 우리 선조와 함께 대과(大科)에 동방(同榜)하신 문과방
목을 과시별(科試別)로 등재(登載)하여 그 음덕(蔭德)을 우리 후손들이 자손
만대에 이어나가야 할 것이다.

ꁮ 高麗 恭愍王 九年 庚子 十月 二十五日 政 文學 金得培 樞密院直學士 韓方信

   取進士 賜乙科 三人 丙科 七人 同進士 二十三人 及第

    ◈ 乙科 三人
國 子 進 士 鄭夢周 年二十四 父成均服膺齋生云瓘 外李約 延日人



國 子 進 士 林  樸 年三十四 父追封御史大夫成贊 外李英偉 吉安人
國 子 進 士 白君瑛 年二十七 父內苑寺丞宗 珠秀本齋生 外金濕 平山人
    ◈ 丙科 七人
服 膺 齋 生 申仁甫 年三十七 父令同正弘 外朴衫 鵝洲人
國進修職郞 金  輳 年二十二 父密直提學同知春秋館事紏 外方干蕃 樂安人
太 學 進 士 金  質 年三十 父前承奉郞通禮門祗侯仁軾 外李休 慶州人
慶 德 齋 生 文益漸 年三十 父及第叔宣 外趙珍柱 江城人
新  進  士 朴啓陽 年十九 父進賢館提學知三司事文允 外金台鉉 密陽人
國 子 進 士 李 竴 年二十三 父光祿大夫戶部尙書翰林學士達袁 外趙文瑾 慶州人
國 進 宣 德 金君鼎 年二十五 父樞密院左副承宣知工部事達祥 外吳禧 善州人
國 子 進 士 宋允卿 年二十七 父奉常大夫成均司藝興 外宋雲 延安人
    ◈ 同進士 二十三人
國 子 進 士 李仁敏 年三十一 父前匡靖大夫僉評理仕褒 外薛文遇 京山人
四 門 進 士 李子庸 年三十一 父經德齋生洽 外尹就 永州人
國 子 進 士 金  가 年二十三 父大中大夫興威衛大將軍漢貴 外李芳桂 淸道人
國 子 進 士 鄭天驎 年三十一 父中正大夫典客令致仕信綏 外庾日遇 瑞山人
國 子 進 士 許  璡 年二十四 父正順大夫判司宰寺事僐 外金承迎 陽川人
嘉  陽  直 金  禧 年二十九 父太中大夫知製敎漢龍 外嚴公瑾 淸道人
國 子 進 士 李存吾 年二十 父承奉郞司宰寺丞吉祥 外方曙 慶州人
新  進  士 徐均衡 年二十一 父朝靖郞前尙食奉御頴 外李永儒 大丘人
新  進  士 柳  源 年二十 父三重大匡晉川君之淀 外金承濟 晉州人
國進宣德郞 李仁範 年二十一 父司空柱國樂安伯千善 外許冠 德水人
國 子 進 士 郭  樞 年二十三 父前大中大夫前尙書佐丞琛 外鄭怡 淸州人
國 子 進 士 尹德獜 年三十二 父正順大夫左常侍進賢館提學知製敎禟 外李伯謙 咸安人
鄕 貢 進 士 金承遠 年三十七 父戶長正朝演 外金角 定州人
新  進  士 李士渭 年十九 父通直郞弘福都監判官中仁 外金信 龍駒人
大 學 進 士 金慶生 年二十七 尙州人
令  同  正 金石諧 年二十八 父令同正得寶 外金鎭 咸昌人
明 經 進 士 黃元哲 多仁人
太 史 監 候 李  乙 父別將同正
進      士 柳  玽(류  구) 大提學 靖平 父惠芳 祖洧 曾祖仁庇 外權仲達 晉州人



 禑王 六年 五月 瑞城君廉興邦 密直使朴形 取進士 賜三十三人 明經六人 及第

    ◈ 乙科 三人
郎      將 李文和 一云化 伯仲 禮判 父深 外權育 妻父濂 仁川人
典 廐 署 丞 李之直 字伯平 刑議 父集 外黃碩範 妻父李元普 廣州人
佐      郞 韓尙質 字仲質 行政堂文學 評議 文烈 父脩 外權適 妻父李成林 淸州人
    ◈ 丙科 七人
典 法 佐 郞 成守恒 一作守溫 府使 父紀 外吳延寵 昌寧人
別      將 崔  寧 判敦寧府事 父乙義 外朴瑱 妻父洪普賢 全州人
進      士 李  隲 三司使 父係 外李齊賢又趙茂 延安人
進禮門判官 辛  靖 寶文提學 父慶云 靈山人
典 農 寺 丞 金益偉 提學 父鎭 外柳甫發 妻父李東生 安東人
生      員 吳蒙乙 禮判 寶城人
部      將 權執經 牧使 父嗣宗 祖仲達 外李君祥 妻父李仁任 安東人
    ◈ 同進士 二十三人
進      士 朴竪基 刑議 父乙材 密陽人
散      員 宋子郊 密直 父璘 外李德孫 妻父蔡獜 礪山人
進      士 李汝良 副使 父文廣 外金英 妻父呂克海 京山人
別      將 李  作 執義 府使 父思安 外白天儒 妻父韓脩 全義人
慶 順 主 簿 高安勝 正言 父懽 濟州人
郎      將 鄭  恂 鄭作郭 提學 父樞 妻父李丘直 西京人
進      士 閔汝翼 禮判 父玹 妻父郭允明 驪興人
糾      正 權  湛 字槐亭 全州府尹 父鎬 外具崇儉 妻父許䤧 安東人
進      士 金  常
別      將 崔  潾
生      員 尹  相 改名將 監正 父輔 得龍 外全賁 妻父鄭儉 坡平人
           朴希賢 咸安人
進      士 柳  謙(류  겸) 司諫 刑議 父玽 祖惠芳 曾洧 妻父崔濂 晉州人

           張至和 黃監
郎      將 崔云嗣
           徐  坐 改名湜 副令 父鈞衡 外金光利 妻父權鑄 達城人
生      員 安  省 開留 淸白 父器 妻父宋齊垈 廣州人
進      士 李陽實 知中樞 父允卿 妻父南佐時 永川人



郎      將 金子孟
糾      正 洪  寶
生      員 金  雅 注書
散      員 金  郃 一作邵 牧使 廣州人
生      員 王  章

 禑王 九年 四月 門下評理 禹玄寶 政堂文學 李仁敏 取進士 賜三十三人 及第

    ◈ 乙科 三人
密  直  堂 金漢老 贊成 父子贇 外李斯祥 妻父洪潤福 光州人
           沈孝生 大提 父立仁 外黃公老 妻父柳濕 富有人
生      員 金  愔
    ◈ 丙科 七人
郎      將 李  來 字樂甫 大憲 父存吾 外閔璿 妻父尹東明 慶州人
判      官 柳  琰(류  염) 大提學 文簡 父惠蓀 祖洧 曾仁庇 外權廉 妻父李琳

晉州人

別      將 尹  珪 提學 父丞禮 外成汝完 妻父李元 坡平人
署      令 成  溥 僉知中樞 父士達 昌寧人
郎      將 權文毅 禮議
郎      將 李   安城郡守 父元綋 仁川人
成 均 進 士 李芳遠
    ◈ 同進士 二十三人
進      士 張子秀
直      長 朴  簿 奉常少尹 父林宗 高靈人
新  進  士 鄭安道 字勿齊 牧使 父義 外安文彦 妻父朴可興 光州人
內      侍 尹宗文 佐郞 父東明 外朴仁海 茂松人
參      軍 李  蟠 牧使 父彰路 外金昂 妻父崔之義 慶州人
中  郎  將 金若時 直提學 父鼎 妻父宋完 光州人
寺      丞 鄭  易 字順之 栢亭 贊成 父允珪 外薛文遇 妻父權嗣宗 海州人
糾      正 李孟潘
判      官 辛鳳生
進      士 尹  湏 司諫 父普老 子須彌 坡平人
           吳  陞 父仲和 外權廉 妻父李謚 同福人



生      員 申包翅 左司諫 父德隣 外鄭臣邕 妻父金仲漢 高靈人
主      簿 李元老 判濟州監司 父貴生 外李邦直 妻父李溥 固城人
直      長 權  壎 司諫 父鑄 妻父朴雍 安東人
別      將 王  廉 佐郞 父昇 外鄭頓 妻父李蹲 開城人
進      士 李次點 正言 父崇仁 外洪師晋 星州人
           玄孟仁 司諫
中  郎  將 安  束 府使 妻父朴光理 忠州人
進      士 朴  習 兵判 父德常 妻父金存誠 咸陽人
           安希德 判書
           孫九成 注書
           尹思修 參知 父邦晏 外姜得龍 妻父宋謙 海平人
           洪尙溥 同知 南陽人

조선조 문과급제자(朝鮮朝 文科及第者)

ꁮ 世宗 丁卯 二十九年 榜

    ◈ 乙科 三人
進士 李承召 字胤宗 號三灘 壬寅生 父蒕 外李薈 妻父鄭忠碩 禮判湖堂 陽城人
生員 金  㻶 父敬義 吏郞監察 靈光人
     姜  老 字少之 父諧 外黃吉元 妻父崔中 大司成通政 晉州人
    ◈ 丙科 七人
生員 金  煒 司藝
進士 裵孝崇 父桓 外金貞用 獻納 興海人
生員 李季專 字敬止 甲午生 父審之 外呂克誨 妻父李文孫 吏參守知樞 碧珍人
生員 姜睂壽 父智 妻父李思任 注書掌令 晉州人
     河孝文 號安齋 父自淸 監察 晉州人
陵直 成  任 字重卿 辛丑生 父念 外安從約 妻父許末石 吏判文安 昌寧人
幼學 鄭從韶 父淮衡 司成 延日人
    ◈ 丁科 二十三人
生員 康  福 父般 判官 谷山人



     李繼孫 字引之 癸卯生 父依仁 外宋九贇 妻父鄭保 兵判敬憲 驪興人
     徐  岡 字后山 父混 外金筍生 妻父李延孫 大成 利川人
進士 崔善復 字子初 父自海 外尹之禮 妻父申檣 承旨 和順人
生員 李克培 字謙甫 壬寅生 父仁孫 外盧信 妻父崔有悰 領相 廣州人
殿直 尹  慈 父須彌 外柳思訥 妻父朴順山 左尹 坡平人
進士 洪  宇 監察
敎導 金子鉉 父輊 外高瞻 妻父吳綱崔善 縣監 江陵人
宮直 李文烱 父暿 外安騰 妻父許末生 禮參 慶州人
司勇 李孝長 父士寬 外韓尙敬 妻父金儀之 監司 全義人
進士 芮承錫 字周卿 父思文 外宋腆 妻父安福 全監 缶溪人
生員 李尹仁 字任之 乙未生 父繼蕃 外尹常 妻父洪仲良 監司 慶州人
陵直 韓瑞鳳 字應辰 壬辰生 父承舜 外李懃 妻父權紹 翰林吏正 淸州人
敎導 權安世 父子侯 司藝 安東人
生員 高德稱 父有廉 縣監 濟州人
生員 金克行
生員 金  港 父澹 外吳僴 妻父金俱 校勘 義城人
生員 柳子文(류자문) 父悅 祖謙 曾玽 外金淇 妻父李仁淑 辰仝祖 翰林府使 晉州人

     金永濡 字澤夫 戊戌生 父根 外李淳 妻父韓瑞龍 大憲 慶州人
進士 韓繼禧 字子順 癸卯生 父惠 外成達生 妻父呂稽 贊成 淸州人
     安寬厚 字栗甫 父璟 外趙胖 妻父金淑貞 監司 順興人
敎導 孔  頎 父成吉 大成 昌原人
生員 丁明應 縣監

ꁮ 成宗 癸卯 十四年 春場榜三月二十九日行 唐李泌請辭職還山表臯夔稷卨讀何書의 武壯鄭洪孫
    ◈ 甲科 三人
生員 李文佐 字顯道 父繼祥 妻父權善 典籍 慶州人
宣傳官 李績 字熙卿 父行儉 外李賀 妻父李永敷 寺正 特除宣傳官 龍仁人
生員 金  巓 字子仰 父安中 外李之剛 寺正 義城人
    ◈ 乙科 七人
進士 崔亨漢 字卓卿 父永源 正字 靈岩人
司猛 李世銓 字公衡 父克墩 外權至 妻父李質 府使通政 廣州人
生員 權守平 字正叔 父신 典籍 安東人



務功 金  瑗 字伯玉 父許義 禮正 義城人
生員 權  瑠 字季玉 父有順 外金學知 妻父李千㱓 典翰 安東人
訓導 吳  凌 字虛受 父致仁 府使 咸陽人
生員 李自健 字健之 乙亥生 父湊 外權以順 妻父金欽 刑判 星州人
    ◈ 丙科 二十三人
參奉 洪  湜 字持正 己巳生 父貴海 外閔孝悅 妻父姜居仁 嘉善承旨 南陽人
從仕 韓  㫬 字大臨 父長孫 外林襜 妻父廉紀 翰林持平 淸州人
啓功 李  芸 父文發 典籍 載寧人
進士 柳  濱(류  빈) 字子淸 父仁濕 祖均 曾子偕 外李孝福 妻父李仁行尹垓

     吏判淸白吏忠定 晉州人

効力 柳廷秀 字國俊 辛未生 父霔 外辛繼祖 妻父朴潤孫 掌令 文化人
生員 閔輔翼 字應台 父友 僉正 驪興人
展力 李懿孫 父壽福 承旨 固城人
効力 梁芝孫 字伯英 父汀 外崔得之 禮議 南原人
司猛 朴承爚 字彦明 父楗 外崔昀 妻父寧海君璋鄭尙祖 翰林舍人 密陽人
進士 尹  璋 字可沽 父志夏 外李紬 妻父崔哲石 翰林工判 楊州人
     朴增榮 字希仁 號訥齋 丙戌生 父楣 外姜碩德 妻父朴英達 弘博校理 密陽人
     姜子魚 字變鱗 父延壽 典籍 晉州人
     鄭  鐸 字警叔 壬申生 父忠基 外金連宗 妻父都震孫李元亨 獻納 溫陽人
生員 金延壽 字而康 父自埥 外金宗瑞 兵使 安東人
參奉 許  輯 字伯和 父葟 外郭汾 妻父鄭忠基 知中 陽川人
進士 金石精 字希奎 父季老 外咸傳霖 妻父吉再 吏郞 安東人
修義 李孝篤 字舜卿 辛未生 父奉孫 外洪利用 妻父崔命根 翰林司諫 龍仁人
秉節 柳  坰 字子野 父原汶 外安從義 僉知 文化人
忠義 金孟鋼 字克柔 父漑 外尹救 妻父姜希顔 校勘 安山人
修義 河  潤 字睟夫 父繼文 妻父金之慶 翰林 晉州人
生員 高荊山 字靜叔 父思信 贊成 橫城人
幼學 金秀英 字士傑 父惠 江都
生員 安潤德 字善卿 丁丑生 父彭老 外權愷 妻父羅文緖 參贊 廣州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姜  渾 丙午式



ꁮ 成宗 丁未 十八年 別試榜三月十六日行
    ◈ 一等 一人
進士 柳 汀(류순정) 字智翁 己卯生 父壤 祖子偕 曾怡 外鄭楫 妻父權孝忠

     濱從叔 領相靖國功菁川府院君 中廟文定文定後犯國諡改成烈 端敬復位

     後有黜享議 五十四 晉州人

    ◈ 二等 一人
進士 南世周 字仁父 父益文 妻父瑞城副正德植 翰林 固城人
    ◈ 三等 三人
生員 禹  楫 字用汝 父埏 外李畏 司藝 丹陽人
敎官 黃六雲 父克明 主簿
生員 梁  賀 字吉元 父順石 外鄭孝忠 妻父慶또 持平 南原人

ꁮ 成宗 庚戌 二十一年 別試榜皇太子誕生慶十二月行
    ◈ 甲科 一人
生員 宋  軾 父碩孫 外李繼孫 典籍 礪山人
    ◈ 乙科 二人
生員 奇  褚 字遂良 父軸 外鄭忠敬 翰林府使 幸州人
別提 鄭  洙 父自濟 外李順蒙 妻父李坡 郡守 延日人
    ◈ 丙科 七人
生員 安萬哲 字勉夫 父俊 掌令 順興人
司評 姜  詗 字詗之 父子平 外誼城君寀 妻父金承慶 大諫 晉州人
生員 柳世琛(류세침) 字子獻 父宗潤 祖諧 曾瑱 外閔解 妻父兪起昌 大憲忠監

     任所暴卒夫人在京承訃墮樓而死旌閭 晉州人

進士 郭宗藩 字之翰 父隍 外朴仁孝 妻父李漬 掌令 玄風人
     李  寬 字栗而 父仁錫 外趙元壽 妻父尹坡 校理 全義人
司果 沈光輔 字翼之 父冑 外尹沔 妻父金廷光 禮參 豊山人
參奉 鄭汝昌 字伯勗 號一蠹 庚午生 父六乙 外崔孝孫 妻父桃平君末生 翰林 河東人

ꁮ 燕山 辛酉 七年 式年榜

    ◈ 一等 三人
生員 李  頫 字昂之 父昌臣 外德泉君厚生 妻父李績 吏正 全義人
     金  漑 字茂沃 父履祥 持平 靈光人



     李世應 字公輔 號安齋 癸巳生 父季通 外柳孟近 妻父金楣 左尹 咸安人
    ◈ 二等 七人
進士 曺繼衡 字平甫 父珣 外權恢 妻父李貞陽 承旨 昌寧人
     柳公奭 父文孫 成博 文化人
生員 金世瑀 字公瑾 父勑正 妻父河興瑞 郡守 義城人
進士 韓效元 字元之 戊子生 父曾 外李三老 妻父金自淑 翰林領相 淸州人
生員 朴  祥 字昌世 號訥齋 甲午生 父智興 外徐宗夏 妻父柳宗漢 應敎湖堂 忠州人
     申  儼 字思仲 父承濬 妻父李孫 院正 平山人
訓導 張  翼 字致遠 父若連 校檢 扶安人
    ◈ 三等 二十五人
訓導 兪好禮 父廕 外李節 妻父劉永壽 主簿 高靈人
進士 卞亨良 字良之 父瑊 外具文信 妻父慶祥 正字 草溪人
生員 李希輔 字伯益 號安分 父克文 妻父烏川君嗣宗 大成湖堂 平壤人
經歷 李世貞 字仲權 辛巳生 父克墩 外權至 妻父芮川君蒨 監司 廣州人
進士 李允濯 字濯之 父叔生 外金日知 妻父申澮 承正 星州人
奉事 洪景舟 字濟翁 父任 外許蓀 妻父權金成 贊成 南陽人
進士 尹龜壽 字大年 父熺 外申丁道 妻父邊祥 翰林兵正凶 坡平人
生員 鄭舟臣 字濟翁 壬辰生 父誠謹 外柳孝章 妻父禹拜昌黃事孝 注書 晉州人
司果 尹  珣 字伯玉 號臨深 父繼謙 外金震孫 妻父具長孫 刑判 坡平人
訓導 朴元秢 父惟精 妻父洪孝幹 參校 彦陽人
進士 柳  溥(류  부) 字彦博 父添汀 祖壤 曾子偕 外洪琮 妻父朱溪君深源月城

     副守  汀姪 左相 社以安 黨遞相 晉州人

     尹  倬 字明仲 號平窩 壬辰生 父師殷 外朴從愚 妻父韓士信李陌 禮參 坡平人
     李  耘 字仲壄 己丑生 父仁堅 外柳京生 妻父安遇臣 翰林參議 韓山人
昭威 任  瀏 字子澂 癸酉生 父彭孫 外楊和 妻父李貔 訓副 豊川人
展力 李  芑 字文仲 號敬齋 丙申生 父宜茂 外成熺 妻父金震 領相 德水人
承義 金  瑋 父孟鋼 外姜希顔 妻父安扔 正 安山人
生員 李守貞 字幹仲 丁酉生 父世佐 外趙瑾 妻父申承演 翰林修撰 廣州人
訓導 金欽祖 字敬叔 父孝友 翰林判決 禮安人
生員 朴  鯤 字變甲 父子回 妻父尹仁孫 司藝 陰城人
     金乃文 字景野 父性源 外鄭繼韶 妻父江陽君潚 監正 光州人
直長 權  憲 字耆章 父傑 外南倜 妻父李保基 持平 安東人



訓導 金驥趾 郡守 咸興人
生員 金胤文 字斐肰 父性源 外鄭繼韶 妻父崔安厚 禮正 光州人
     李紹元 字仁叔 父約東 外李知命 妻父鄭自周 刑佐 碧珍人
司直 柳  房 字平原 父子光 武壤君 靈光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李守貞 同年式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金安國 癸亥別

ꁮ 燕山 壬戌 八年 別試榜

    ◈ 一等 一人
進士 宋世琳 字獻仲 號醉隱 己亥生 父演孫 外金甫漆 妻父趙溫姜參 校理 礪山人
    ◈ 二等 四人
進士 李  蘋 字世亨 父宜衍 外盧允弼 妻父金首孫 禮參 德水人
生員 沈  貞 字貞之 號逍遙 父膺 外徐文翰 妻父許塘 左相 豊山人
     李長坤 字希剛 號琴齋 甲午生 父承彦 外春陽君徠 妻父慶祥 贊成 碧珍人
進士 朴  壕 字仲深 丙戌生 父臨卿 外成三問 妻父李允靖 戶判 務安人
    ◈ 三等 九人
進士 洪彦邦 字君美 父貴達 外金淑貞 弘博 缶溪人
     姜  洪 字巨源 父利溫 外金效震 修撰 晉州人
     金良輔 父信 外益寧君袳 弘博 慶州人
     辛世瑚 字彦器 父禮聃 郡守 靈山人
     李守義 字存仲 父世佐 外趙瑾 妻父崔秀英 翰林 廣州人
生員 柳義臣(류의신) 字介翁 父塾 祖子偕 曾怡 外魚孝瞻 妻父南恢 禮臣兄涉父

     司成 晉州人

     金錫弼 字公彦 父仲孫 監正 扶安人
     黃  瑋 字彦珍 父龜壽 縣監 善山人
進士 南  褒 字士華 父致信 外河備 妻父鄭有智 署令 宜寧人

ꁮ 中宗 庚午 五年 式年榜三月二十三日行 武壯金鉤
    ◈ 甲科 三人
生員 李  膂 字强哉 甲辰生 父泙 外許樞 妻父李思謙 修撰湖堂 固城人



     蔡世傑 字挺之 父子涓 外柳孝庸 妻父召城守順丁 江監 平康人
進士 金  磧 字不磷 外李遇良 妻父尹耕 郡守 善山人
    ◈ 乙科 七人
生員 鄭謹元 字國仁 父懽 郡守 沃川人
敎官 李孝彦 字彦之 父奉孫 外洪利用 妻父李敷 吏正 龍仁人
進士 蔡  忱 字仲孚 父碩卿 外曺彙 妻父金繼祖 大憲湖堂 平康人
生員 金以衡 字子平 郡守
進士 許  渭 字淸夫 乙巳生 父聃 外尹繼謙 妻父李世弘 翰林監司 陽川人
參奉 南世準 字正卿 戊戌生 父忭 外李塤 妻父安琛 吏參 宜寧人
生員 申光漢 字漢之 號企齋 號駱峯 甲辰生 父泂 外鄭溥 妻父林萬根吳玉貞
     領經贊成 高靈人
    ◈ 丙科 二十三人
生員 曺允文 字仲素 父繼夏 外牟陽君稙 妻父吳宗周 翰林 昌寧人
副正 洪景霖 字潤卿 父任 外許蓀 妻父呂忠輔 工判 南陽人
生員 李  佑 字賢仲 號省庵 父珌 外奇軸 妻父呂遇昌 舍人 固城人
     羅  昶 字彦明 號止齋 父逸孫 翰林司藝 羅州人
進士 鄭  球 字大鳴 號乖隱 父有義 外趙瓚 妻父金仲文 副正 東萊人
幼學 鄭應麟 字麟之 父胤曾 外李昌東 妻父金宗孫 翰林大諫 淸州人
生員 柳禮臣(류 신) 字文卿 父塾 祖子偕 曾怡 外魚孝瞻 妻父鄭 兵正 晉州人

幼學 金振祖 字孝叔 父俌 妻父柳大升 司成 善山人
     孫  洙 字道源 校理 密陽人
生員 姜  琯 字伯玉 父安重 典籍 晉州人
敎官 金可遠 字公望 父仲良 典籍 慶州人
進士 金事結 字次山 父胤源 外高台輔 妻父趙勉 府使 延安人
生員 柳  墩(류  돈) 字士平 父仲演 祖誠 曾瑱 外金成寶 妻父趙永錫 人 晉州人

秉節 南世瑍 字昌卿 父珣 司藝 宜寧人
幼學 金希貞 字貞之 判官
進士 朴  祐 字昌邦 號六峯 丙申生 父智興 外徐宗夏 妻父鄭 留守 忠州人
郡守 鄭  洵 字老泉 丙子生 父自淑 外李臺 妻父南潤宗沈湲 判決 延日人
生員 柳仁淑 字原明 號靜叟 乙巳生 父文通 外李抽 妻父李敭 翰林贊成 晉州人
幼學 金宗弼 字國輔 父貞幹 典籍 尙州人
生員 曺漢弼 字公亮 丙午生 父璒 外金哲成 妻父李成元 監司 昌寧人



別提 南孝純 字一之 父慄 外洪貴海 妻父金克諴朴謙 府使 宜寧人
生員 李  迨 字仲豫 號月淵 父師弼 外柳子恭 妻父李欽禮 僉正 驪興人
進士 金  紈 字仲素 父潤屋 典籍 黃澗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金就精 己卯別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趙光祖 乙亥別

ꁮ 中宗 丙子 十一年 式年榜三月行
    ◈ 甲科 三人
進士 金庾信 字興元 父寬 外安璋 妻父崔邦貴 修撰 金海人
     李英符 字應瑞 己未生 父攀 外宋希烈 妻父李孝完 文學 廣州人
生員 梁彭孫 字大椿 號學圃 戊申生 父以河 外崔渾 妻父金銛韓 校理 濟州人
    ◈ 乙科 七人
生員 具壽福 字伯凝 號屛庵 辛亥生 父頤 外李宜榮 妻父丹山正穗 翰林吏郞湖堂

綾城人
進士 權  雲 字山龍 父受益 校理吏佐 安東人
生員 尹  衢 字亨仲 號橘亭 乙卯生 父孝貞 妻父林畦 校理湖堂 海南人
敎授 許  輔 字贊之 父忠 郡守 河陽人
生員 金學曾 字士確 父啓昕 持平 英陽人
     崔順成 字成之 父秀孫 外吳伯亨 妻父朴 監正 全州人
進士 安秀崙 字大臨 父範 妻父愼蘭仝 司錄 竹山人
    ◈ 丙科 二十三人
生員 尹  淙 字智翁 父輔殷 禮佐 玄風人
幼學 尹  漑 字汝沃 號松坡 甲申生 父李孫 外尹伯 妻父永春君仁 翰林左相 坡平人
生員 趙九齡 字子壽 父俊孫 翰林 淳昌人
敎授 朴世平 字國衡 父培源 外柳孝眞 直講 順天人
     李傳孫 字祚胤 父從元 外崔沼南 妻父鄭錘 縣令 寧海人
郡守 李  殼 字介甫 父克連 外余孝溫 妻父陳敬源 司成 韓山人
生員 李承須 字子健 父絳 直講 星州人
進士 朴亨鱗 字之衢 父訥 外金係行 妻父金永孫 牧使 咸陽人
庶尹 尹  衡 字莘叟 父繼祐 外尹愼德 妻父成瓚李龜淵 禮議 南原人



進士 尹時豪 字彦弼 父訔 外趙元禧 妻父羽溪正益昌 典籍 南原人
幼學 安世豪 字次雋 父承源 副正 竹山人
生員 奇  迥 字子高 父禶 外尹俊元 妻父安子誠 持平 幸州人
     柳庸謹(류용근) 字圭復 乙巳生 父濱 祖仁濕 曾均 外李仁行 妻父鄭弘先

     都承旨登科四年驟陞知申北兵使己卯名人謫卒四十四 晉州人

進士 林  遠 字致卿 父禹錫 外鄭從雅 妻父李義錫 司藝 平澤人
生員 田九疇 字錫禹 父士發 外金晩生 妻父安湜 牧使 潭陽人
     鄭  犀 字斐然 父應鍾 外李貴男 妻父高自儉 兵正 光州人
敎授 韓翼之 字國佐 父茂陽 咸興人
生員 權  輗 字景信 乙卯生 父哲經 外黃允卿 妻父洪頤韓胤根 翰林吏判 安東人
     朴亨幹 字幹之 縣監 密陽人
     朴  讓 字得之 父基 外閔永慕 妻父崔가 承正 潘南人
宣敎 李玄齡 字椿卿 直講 尼山人
進士 李  膺 字膺之 父延源 外李奉孫 妻父鄭光輔鄭仁厚 平評 原州人
     李文昌 字彦實 父薈 妻父安潤德 典籍 慶州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沈連源 壬午式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趙  璉 字白維 父世卿 不第 咸安人

ꁮ 中宗 己卯 十四年 賢良科榜戊寅下政府禮曹同議內則四館專掌勿의儒生朝士薦報成均成均轉
報禮曹中樞六曹漢城弘文亦擧移禮曹外則鄕所報守令守令報監司監司移禮曹禮曹取京外所薦開姓名
行實弁擧主姓名報政府啓聞京外所薦百二十人是年四月初十日上御勤政殿策問十四日讀卷官申用
漑等以金湜等二十八人所對進上曰金湜賢者要得此人將爲師儒恐或不與今居壯元予別喜焉用漑等
言非徒湜也有名之士多與焉二十日賜紅牌及花以旱停遊街榜中預瀛選者十八人及袞貞搆禍以淸流多
在是科首先啓罷乙巳六月仁宗遺命復之十月李芑等言尹任欲收人心矯命復科又罷之時生存者十四
人或登科或筮仕閒住惟十人宣祖元年大臣李浚慶因雷變又請復科上許之武壯鄭璘

    ◈ 一等 一人
掌令 金  湜 字老泉 壬寅生 父叔弼 外睦哲成 妻父永新君怡 玉堂大成 淸風人
    ◈ 二等 一人
佐郞 趙  佑 字誠之 甲辰生 父永錫 外新豊都正循 妻父尹莘老 校理 漢陽人
    ◈ 三等 二十六人
佐郞 李延慶 字長吉 號灘叟 甲辰生 父守元 外房毅文 妻父伊城君墀李延源 校理

廣州人



生員 安處謹 字靜夫 庚戌生 父瑭 外李永禧 妻父安邦烱 弘博 順興人
進士 金明胤 字晦伯 癸丑生 父克愊 外把城君哲仝 妻父洪景舟 南床贊成 光州人
生員 安  珽 字挺然 號竹窓 甲寅生 父處善 外崔潤身 妻父東城君詢尹世洸
     翰林典籍 順興人
進士 安處謙 字伯虛 號虛齋 丙午生 父瑭 外李永禧 妻父玉堂副守壽長 學諭 順興人
生員 權  磌 字君安 庚戌生 父柱 外李則 妻父李承叔 修撰吏佐 安東人
進士 申  潛 字元亮 號靈川 辛亥生 父從濩 外義昌君玒 妻父唐海守朋龜 翰林 高靈人
正郞 鄭  浣 字新之 癸巳生 父溱 外尹遇 妻父鄭崇祖韓謹奇禇 吏正 延日人
佐郞 閔懷賢 字季思 號一齋 壬寅生 父質 外禹繼忠 妻父趙秀武 正言 驪興人
幼學 安處諴 字允叔 戊申生 父瑭 外李永禧 妻父尹秀崙 修撰 順興人
持平 朴  薰 字馨之 號江叟 甲辰生 父增榮 外朴英達 妻父卞紀之 承旨 密陽人
進士 金  釴 字君擧 丙午生 父彦弘 外李奉孫 妻父柳續 正言 安東人
幼學 申遵美 字士休 辛亥生 父援 外把城君哲仝 妻父吉安正義柳聃壽 翰林典籍 平山人
參奉 金神童 字聖而 乙巳生 父磲 外南軺 妻父朴以恭金堢郭世籍 翰林主簿 光州人
進士 姜  㶏 字淸老 號葵亭 壬子生 父子仁 翰林典籍 晉州人
參奉 房貴溫 字玉汝 乙酉生 父戒文 外鄭存 妻父許壽魯懷明 正言 南原人
生員 柳  貞(류  정) 字復元 辛亥生 父自恭 祖繼源 曾苯 外張全 妻父金世琓

     典籍己亥以江陰縣監棄歸己酉杖殞薦識度 五十九 晉州人

     朴公達 字大觀 號江湖 庚寅生 父始行 妻父金晋錫 兵佐 江陵人
幼學 李  阜 字子陵 號杏院 壬寅生 父嶔 校理正言 固城人
直長 金大有 字天祐 號三足 己亥生 父駿孫 外高台翼 妻父李樑 正言 金海人
幼學 都  衡 字國銓 庚子生 父孟寧 外禹孜善 妻父辛瑞聃 戶佐 八莒人
正郞 宋好智 字景愚 甲午生 父自剛 外趙瑾 妻父金叔演 校理 礪山人
縣監 閔世貞 字正叔 辛卯生 父興 外孫士晟 妻父朴景仁 咸都 驪興人
直長 金  顒 字大而 號畏齋 甲辰生 父三山 妻父鄭俅 典籍 尙州人
進士 慶世仁 字心仲 號敬齋 辛亥生 父祥 外李垤 妻父李長堅 弘著 淸州人
     李  翎 字汝翼 父仁亨 外李孟浩 禮佐 咸安人

ꁮ 中宗 辛卯 二十六年 式年榜十月初九日行 武壯徐慶千
    ◈ 甲科 三人
生員 金忠烈 字國幹 癸亥生 父宗胤 外郭垠 妻父洪潔金永純 牧使 江陵人



     姜  麟 字天祥 父承緖 監正 晉州人
     趙士秀 字季任 號松崗 壬戌生 父邦佐 外申泂 妻父權偉 參贊湖堂 楊州人
    ◈ 乙科 七人
生員 朴  瑜 字公謹 父永昌 外朴秉中 妻父李源英 典籍 咸陽人
敎授 金光佑 字鄰哉 父致璉 外金孟溫 妻父朴元成 工正 光州人
生員 李浚慶 字原吉 號東臯 己未生 父守貞 外申承演 妻父金揚震 翰林領相 廣州人
進士 羅  瀷 字明源 丁卯生 父世傑 外趙益貞 妻父高興守億千 翰林典籍 安定人
生員 朴忠元 字仲初 號駱村 丁卯生 父藻 外奇禶 妻父李獜壽 吏判湖堂 密陽人
幼學 李  菑 字有秋 父仁老 外朴枝生 判校 韓山人
進士 元  集 字浩然 父胤宗 外任湛 妻父余繼績 府使吏議 原州人
    ◈ 丙科 二十三人
別提 鄭  振 字應之 父洪孫 外李世佐 妻父許確 禮佐 東萊人
生員 金  洪 字稚川 父世震 外宋連宗 妻父林千孫 郡守 義城人
     盧漢文 字士郁 父自璋 外朱晦 妻父柳淑 吏郞禮議 光州人
監役 吳世佑 字君卿 父自瀅 妻父李福貞 正言 寶城人
生員 任虎臣 字武伯 號知足 丙寅生 父樞 外許邃 妻父崔浩文 翰林戶判 豊川人
幼學 任  楨 字伯幹 庚戌生 父由遜 外權仲禧 妻父朴鶴㱓 司成 豊川人
進士 韓  鉤 字希直 父弘演 外閔始生 妻父權軾 牧使 淸州人
生員 洪  暹 字退之 號忍齋 甲子生 父彦弼 外宋軼 妻父韓慈柳泓 領相湖堂 南陽人
     尹世忱 字信仲 父之嶸 外茂林君善生 妻父李應時 翰林僉正 坡平人
進士 柳世華 字伯實 甲子生 父彭成 妻父金有極 府使 全州人
生員 柳智善 字仲朋 父演 外南用信 妻父金燁 刑參 文化人
進士 金彦琚 字季珍 號風咏 父또 外林叔亨 妻父金達孫 判校 光州人
生員 李彭壽 字大老 庚申生 父宗元 外金環 妻父金洧 文學 德水人
     安汝止 字止止 父世俊 校權 竹山人
幼學 尹  行 字大用 父孝貞 妻父姜欣壽李光胤 牧使 海南人
生員 朴世茂 字景蕃 號逍遙 丁未生 父仲儉 外李寬植 妻父權仍 翰林院正 咸陽人
進士 柳辰仝(류진동) 字叔春 號竹  丁巳生 父漢平 祖子文 曾悅 外洪貴海

     妻父金 門尹衡 翰林玉 工判有 才曾經西北兵使 六十五 晉州人

     慶秀恭 字謙仲 壬戌生 父俶 外昌原君晟 妻父丁世宋 郡守 淸州人
生員 宣  憲 字叔度 父大德 妻父德津君濊 郡守 寶城人
     金彦謙 字茂業 父仁孫 牧使 金海人



     李  畬 字肎穫 號松崖 癸亥生 父仁老 外朴枝生 妻父李安民 校理 韓山人
幼學 張應旋 字仲紀 父錫 正 興德人
進士 金允悌 字恭老 父珝 牧使 光州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李  樞 己亥式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李潤慶 甲午式

ꁮ 中宗 癸卯 三十八年 式年榜九月十二日行 武壯金軼兵使
    ◈ 甲科 三人
進士 盧守愼 字寡悔 號蘇齋 乙亥生 父鴻 外李自華 妻父李延慶 領相湖堂 光州人
     車  軾 字敬叔 號頤齋 丁丑生 父廣運 外崔漬 妻父李繼元 郡守 延安人
生員 尹春秊 字彦久 號滄洲 甲戌生 父安仁 外鄭汝寬 妻父閔光門 吏判湖堂 坡平人
    ◈ 乙科 七人
進士 尹  潔 字長源 號醉夫 丁丑生 父時傑 外南順宗 妻父鄭光門 吏正湖堂 南原人
副護軍 李宗奎 字文仲 父潔 妻父柳世應 郡守
生員 李  戡 字彦信 父光軾 外李世應 妻父任權 翰林大憲 羽溪人
進士 李之信 字元立 壬申生 父諶 外金叔馨 妻父曺褘柳寅仝 黃監 牛峯人
幼學 李思忠 字恕可 僉正 高陽人
生員 權  擘 字大手 號習齋 庚辰生 父祺 外金世英 妻父鄭休鄭守忠 禮議 安東人
進士 李世琳 字景瑞 父繼長 外辛  妻父金漢功朴仁謙 承旨 陜川人
    ◈ 丙科 二十三人
生員 鄭宗榮 字仁吉 號恒齋 癸酉生 父淑 外金季勳 妻父柳渰李揜 翰林贊成 草溪人
     趙應恭 字叔亨 父翊 外閔暉 妻父閔世卿 禮佐 林川人
幼學 洪碩舫 字應龍 戊辰生 父孝宗 外鄭忭 妻父李忠元 監正 南陽人
司直 鄭惟仁 字德老 父勞謙 外金勿 妻父具元之 寺正 東萊人
進士 趙  澄 字泂叔 辛未生 父廣弼 外咸汝勳 妻父永花正呈珠 丙寅重 漢陽人
生員 王希傑 字士雄 父懋 妻父洪若弼李榮幹李  翰林舍人 開城人
進士 金乃雍 字彦和 父珙 妻父朴景智 兵正
     李純孝 字希舜 父瑀 外成世貞 妻父申瀚 翰林兵佐 全州人
     李審幾 字克中 辛巳生 父潑 外吳巖 妻父薛銓 正字 全義人
生員 梁應台 字叔躔 父彭孫 外全銛 妻父金 禮議 濟州人



     申汝悰 字仲蘊 父據 外姜利行 妻父金玉卿金興禮權亮 參判 平山人
進士 金三達 字大尊 父世貞 校博丙午重 靈岩人
生員 朴  蘭 字養叔 號梧亭 父元亮 倉守 咸陽人
幼學 都鉉輔 字公擧 父鈞 外金淑熈 縣監 八莒人
進士 柳  涉(류  섭) 字仲濟 父義臣 祖塾 曾子偕 外南恢 翰林牧使 晉州人

     金希錬 字精仲 評事 靈岩人
生員 陳  瓘 字瑩中 父嘉猷 府使 三陟人
     李  葵 字汝誠 父仁壽 縣監 陽城人
進士 金  適 字希正 父粹南 牧使 羅州人
生員 孫弘績 字彦盛 父重老 翰林 扶安人
     李  蘭 字子芳 父克榮 奉禮 驪興人
幼學 金成卿 字斐仲 父祉吉 牧使 公州人
進士 李  煇 字孟明 父弘健 外權澄 妻父金錫 修撰 星州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李光前 丙午式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金  鈞 字玄器 父紞生絿 妻父呂 光州人

ꁮ 明宗朝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卽位隆慶元年丁卯昇遐在位二十二年
   丙午 元年 增廣榜表題請汰原從功臣
    ◈ 甲科 三人
進士 崔應龍 字見叔 號松亭 甲戌生 父以漢 外文以信 妻父康 參判 全州人
     金德龍 字雲甫 號駱谷 戊寅生 父瀣 外申皓 妻父南廷縉 大憲 安東人
幼學 梁應鮐 字景三 父鐵堅 外李守良 妻父徐獜孫 郡守 南原人
    ◈ 乙科 七人
生員 朴民獻 字希正 號正庵 丙子生 父瑜 外李源英 妻父曺琛 監司北兵使 咸陽人
進士 柳從善(류종선) 字擇中 己卯生 父柔 祖自恭 曾繼源 外任文載 妻父金澤

     禮議 六十 晉州人

     李希溫 字景醇 己卯生 父河東令裕 外柳坤元 妻父羅沃 禮正 完山人
生員 盧  禛 字子膺 號玉溪 戊寅生 父友明 外權時敏 妻父安處順 吏判 豊川人
進士 林  復 字希仁 號楓岩 辛巳生 父鵬 外李宗義 妻父朴宸徐 承正 會津人
幼學 辛  崙 字景立 戊子生 父弼周 妻父南廷召 牧使 靈山人



     睦  詹 字思可 號逗日 乙亥生 父世枰 外趙澈 妻父李寶鄭謇 翰林吏參 泗川人
    ◈ 丙科 二十三人
幼學 金克一 字伯純 號藥峯 父璡 外閔世卿 妻父權祉李葳 府使 義城人
進士 姜  暹 字明仲 號松月 丙子生 父公望 外崔長孫 妻父宋世文 翰林戶判 晉州人
幼學 高景虛 字應實 號丫溪 父漢衡 外申希演 翰林監司 濟州人
生員 金忠甲 字恕初 號龜岩 乙亥生 父錫 外奇㢠 妻父金神童 司藝獻納 安東人
進士 楊士俊 字應擧 號楓阜 父希洙 外宋環貞 僉正 淸州人
幼學 黃  祐 字慶仲 父世淸 工佐 紆州人
生員 申義忠 字忠卿 父億壽 外鄭倫 妻父河元老 通禮 平山人
幼學 周  怡 字士安 父世龜 都事 尙州人
生員 李希儉 字景質 號菊參 丙子生 父또 外姜璜 妻父姜好德柳塢 玉堂兵判 完山人
進士 趙善奎 字士文 父世弼 妻父徐八凱 正言 豊壤人
生員 李友閔 字孝叔 號守拙 父國柱 外閔琛 妻父安從㙉 禮參 延安人
進士 申  濩 字德弘 父光弼 妻父金應祜 僉正 永川人
     鄭思亮 字執中 父銀海 外林石鐵 妻父安璨 翰林司諫 晉州人
生員 李彦忠 字思敬 甲申生 父掀 外李克昌 妻父成守瑛 玉堂大憲 星州人
幼學 朴  全 字勉夫 甲戌生 父元基 外文愷 妻父朱幸 戶正 務安人
     朴  偉 字宏仲 父承英 刑佐 密陽人
生員 尹弘中 字重任 父衢 外林畦 妻父宋弘 郡守 海南人
幼學 陸大春 字建中 父始亨 僉正 沃川人
生員 李重慶 字叔喜 丁丑生 父英符 外李孝完 妻父尹綱尹思翼 翰林吏判 廣州人
進士 李克恭 字懿仲 父謙 典籍 公州人
     李光軫 字汝任 丁丑生 父遠 外洪潤德 妻父朴英美 翰林承旨 驪興人
幼學 郭  趕 字允靜 號梅塘 己丑生 父之堅 外金守敦 妻父朴純 通禮 玄風人
進士 安士雄 字偉伯 己丑生 父子欽 外辛舜昇 兵議 廣州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朴民獻 同年增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金慶雲 字亨叔 父粹 順天人

ꁮ 明宗 丙午 元年 式年榜十月行
    ◈ 甲科 三人
進士 沈守慶 字希顔 號聽天 丙子生 父思遜 外李禮長 妻父申玻 右相湖堂 豊山人



生員 金  沈 字用晦 父順孫 郡守
進士 許  曄 字太輝 號草堂 丁丑生 父澣 外成熹 妻父韓叔昌金光轍 監司吏郞 陽川人
    ◈ 乙科 七人
進士 梁  喜 字懼而 號九拙 乙亥生 父應鵾 外姜文會 妻父盧友奭李延年 吏參 南原人
奉事 鄭純祐 字伯受 父漢龍 外柳繼根 妻父安龜㱓 府使 東萊人
參奉 韓  灝 字源源 父瑾 外李泙 妻父李賢源 判校 唐津人
進士 奇大恒 字可久 己卯生 父遵 外尹金孫 妻父趙邦宗 翰林判尹 幸州人
進士 柳承善(류승선) 字應卿 父貞 祖自恭 曾繼源 外金世琓 妻父權應祥 牧使通政

晉州人

訓導 田霽光 字浩然 父潤 郡守 南陽人
進士 朴文秀 字而實 壬戌生 父堪 妻父朴彦範 寺正 密陽人
    ◈ 丙科 二十三人
生員 徐克一 字善源 妻父黃怡 院正 峯城人
幼學 郭懷英 字仁傑 父完 外柳季孫 妻父辛貴貞 寺正 淸州人
     孫  翰 字文伯 父台佐 學錄 密陽人
進士 金  虬 字夢瑞 壬戌生 父世愚 外辛悌聃 妻父興城守億年 典翰 光州人
幼學 金德良 字一之 父禹卿 郡守 公州人
生員 金  鎔 字錬仲 父仲淹 司議 淸風人
進士 邊  偉 字太虛 父自靖 外鄭復興 妻父閔希賢 禮佐 原州人
     姜士尙 字尙之 己卯生 父溫 外朴栻 妻父尹光雲 翰林 晉州人
訓導 金廷碩 字國老 父季同 郡守 交河人
生員 金士銛 字伯溫 父應斗 外金訢 妻父尹繼宗 司藝 江陵人
訓導 金起文 字斐然 父禹錫 判官 慶州人
生員 張文輔 字伯勳 丙子生 父侃 司成 順天人
     沈  銓 字叔平 丙辰生 父達源 外尹希仁 妻父李翰 翰林監司 靑松人
幼學 朴  虎 字景仁 父仲文 妻父趙世英 郡守 密陽人
生員 鄭  得 字德夫 癸卯生 父光門 外崔淑 妻父崔崇祖申汝樑 獻納 慶州人
進士 申國樑 字幹仲 父公錫 外赤川守 妻父成敬達 兵正 平山人
幼學 劉漢忠 字玉汝 父長宗 妻父朴仁貞 府使 平山人
進士 柳應斗 字樞甫 父漢 外鄭永叔 妻父河伯崑 郡守 晉州人
生員 李光前 字孝先 父啚南 妻父權逸 承權 陜川人
     楊士彦 字應聘 號蓬萊 丁丑生 父希洙 外宋環貞 妻父朴    李時春  士俊弟
     府使 淸州人



進士 金漢傑 字子伸 父禮根 府使 開城人
訓導 李成義 字宜之 父國樑 郡守 廣州人
幼學 李  銘 字子新 辛巳生 父景忠 外金劇 妻父鄭希㱓 翰林校理 全州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尹  棐 字子恭 父漑 外永春君仁 妻父李誠彦 坡平人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金弘度 戊申別

ꁮ 明宗 丁未 二年 聖榜閏九月二十五日初行酌獻禮親試擧人卽日放榜  表
    ◈ 甲科 一人
進士 李壽鐵 字剛伯 外梁潔 妻父尹允英 北兵使 完山人
    ◈ 乙科 二人
進士 金光載 字希張 父瀚 外李長潤 妻父新溪令佳 牧使 延安人
生員 柳 善(류순선) 字純仲 號素參 丙子生 父柔 祖自恭 曾繼源 外任文載

     妻父公山令挺 監司湖 丙辰重 晉州人

    ◈ 丙科 三人
進士 金貴榮 字顯卿 號東園 庚辰生 父應武 外李守寬 妻父尹寬李繼亨 左相 尙州人
生員 朴裕慶 字仲綏 壬申生 父仁㱓 外郭之翰 妻父李蓊 副正 密陽人
進士 陳  寔 字樂而 己卯生 父福命 外黃璡 妻父朴熾閔思寬 翰林副學 驪陽人

ꁮ 明宗 庚申 十五年 別試榜以  世子冠禮入學慶設六百別試九月二十八日行  講經殿策
    ◈ 甲科 一人
進士 閔德鳳 字應韶 號龍溪 甲戌生 父友弼 外鄭玉堅 妻父鄭虎 舍人 驪興人
    ◈ 乙科 三人
生員 具鳳齡 字景瑞 號栢潭 丙戌生 父謙 外權檜 妻父金應律 翰林吏參 綾城人
進士 丁  熖 字君晦 號晩軒 甲申生 父終碩 牧使 昌原人
幼學 都希齡 字子守 父得獜 校正 八莒人
    ◈ 丙科 十四人
參奉 李順壽 字正老 庚申生 父幼彦 外洪以平 妻父具希璟 寺正 全州人
     李彦怡 字怡之 甲申生 父璋 外成希哲 妻父李元또 寺正 全州人
幼學 崔鎭邦 字之屛 父士俊 郡守 忠州人
進士 徐  崦 字鎭之 己丑生 父固 外安嗣金 妻父宋之楨 司藝 達城人



     李  增 字可謙 號北厓 乙酉生 父之菽 外金弼臣 妻父李夢黿 禮判 韓山人
洗馬 柳  濤(류  도) 字大源 庚辰生 父辰仝 祖漢平 曾子文 外金 門 妻父閔簡

     鄭弘弼 承旨 晉州人

生員 張以吉 字天應 己丑生 父俔 妻父沈枰 郡守 興德人
幼學 權文海 字灝元 號草磵 父祉 外鄭纘宗 監司 醴泉人
     具方慶 字仁基 父斗南 外梁以汀 妻父金庭秀 正郞 綾城人
     李成憲 字仲章 父戡 外任權 妻父李澣 注書判官 羽溪人
生員 黃允中 字伯時 父懲 外韓慶瑞 郡守 長水人
顯信 姜汝愷 字景誾 父允權 妻父金良範 郡守 晉州人
生員 柳德粹 字仲精 父文沃 妻父李承孝 掌令 文化人
幼學 曺千齡 字耆之 父國柱 府使 喜興人

ꁮ 明宗 壬戌 十七年 別試榜

    ◈ 甲科 二人
進士 鄭  澈 字季涵 號松江 丙申生 父惟沉 外安彭壽 妻父柳强項 左相湖堂 延日人
幼學 閔忠元 字恕初 辛丑生 父思諴 外安崇福 妻父洪誾 執義 驪興人
    ◈ 乙科 三人
進士 沈義謙 字方叔 號並參 乙未生 父泓生鋼 外韓胤源 妻父韓興緖 大憲湖堂 靑松人
府使 尹百源 字巨容 戊子生 父元老 外李亮 妻父金禧 司諫 坡平人
幼學 金希弼 字鄰哉 父添壽 外韓佐 府使 金海人
    ◈ 丙科 二十人
進士 李慶禧 字仲應 戊辰生 父佸 外韓湑 妻父柳陵 牧使 全州人
幼學 柳思規(류사규) 字汝憲 號桑楡 甲午生 父惟一 祖弘慶 曾世琛 外任弼亨

     妻父李淑 舜翼父 禮議 七十四 晉州人

別坐 尹  吉 字德一 父奉宗 外金季諴 妻父趙榮祖 監正 坡平人
直長 權德輿 字致遠 戊寅生 父博 外吳致精 妻父申匡國 副學 安東人
幼學 林  樞 字伯機 戊子生 父用晦 外連山正舷 妻父申琮 院正 平澤人
進士 尹自新 字敬修 己丑生 父湜 外新恩令嗣宗 妻父尹涑 戶判 南原人
訓導 張彦鄰 字德夫 父瑾 校正
都事 任壽臣 字亨伯 父楗 外鄭達德 妻父利原令鶴丁 正言 豊川人
生員 鄭英臣 字敏由 己丑生 父祗 外李偉 妻父金騵 司諫 光州人
奮順 權  徵 字而遠 號松庵 戊戌生 父硡 外宋承殷 妻父李孝彦 翰林兵判 安東人



進士 任國老 字台卿 號竹塢 丁酉生 父尹 外權世傑 妻父韓垣 吏判 豊川人
     金  鎬 字應基 丙戌生 父元吉 郡守 豊山人
生員 林應祥 字彦吉 父琛 外元自榮 成權 醴泉人
幼學 李玄培 字善吉 號弘齋 父爓 外金憲胤 妻父鄭澍 府尹 星州人
     李光俊 字俊季 號鶴洞 父汝諧 妻父申權 江監 永川人
通德 尹景禧 字君會 父柟 妻父利仁守叔根 府使 玄風人
進士 金  瓘 字伯溫 乙酉生 父敏思 外宜仁君欽 妻父吳敬文申汝楫 執義 延安人
     鄭姬龍 字景霖 丁亥生 父祥 外南孝宗 牧使 溫陽人
     郭懷俊 字士傑 辛巳生 父完 外柳季孫 妻父金善文尹金春 工佐 淸州人
宣略 李景明 字如晦 丁丑生 父佑 外呂遇昌 妻父申任 翰林府使 固城人

ꁮ 宣祖 戊辰 元年 增廣榜

    ◈ 甲科 三人
進士 鄭熙績 字士勳 辛丑生 父起門 外洪또 妻父趙珝 監司 河東人
     李廷馨 字德薰 號知退 己酉生 父宕 外金應辰 妻父宋應慶尹鉉尹思寬 吏參

慶州人
生員 鄭以周 字邦武 號惺齋 庚寅生 父褧 外蔡恂 妻父鄭應瑞 翰林掌令 光州人
    ◈ 乙科 七人
進士 田見龍 字德普 壬寅生 父祥 寺正 牛峯人
通仕 洪仁健 字應强 父德濂 外李世成 妻父閔禕 監正 南陽人
進士 崔慶昌 字嘉運 號孤竹 己亥生 父守仁 外尹弼卿 妻父林九齡 郡守湖堂 海州人
     崔鎭國 字之翰 壬寅生 父士俊 縣監 忠州人
生員 洪汝諄 字士信 丁未生 父誾 外洪胤玄 兵判 南陽人
參奉 李榮翼 字文亮 辛丑生 父智 妻父李希㱓 承著 咸平人
生員 金應南 字重叔 丙午生 父珩 外金德裕 妻父李之蕃 左相湖堂 原州人
    ◈ 丙科 二十三人
進士 禹性傳 字景善 號秋淵 壬寅生 父俊謙 外朴汝霖 妻父許曄 翰林大成 丹陽人
參奉 金  澤 字兌仲 父長琇 妻父慶山令芝孫 監察 尙州人
生員 趙  徽 字子美 號松坡 癸卯生 父允成 外具壽福 妻父宋璧蔡有業 禮佐 豊壤人
進士 成  洛 字士中 號南阿 壬寅生 父世平 外盧公佐 妻父宋億壽 承旨 昌寧人
     尹先覺 字粹夫 號恩省 癸卯生 父希廉 外李餘慶 妻父趙琇 工判 坡平人
宣務 文命凱 字子安 父彦純 外洪希福 妻父權東弼 監察 甘泉人



効力 周  博 字約之 甲申生 父世鵬 外朴漢柱 妻父張世沉 翰林校理 尙州人
生員 奇  苓 字景延 丁酉生 父大復 外花川守琅 妻父李觀國 忠監 幸州人
     李  準 字平卿 號영坡 乙巳生 父惟貞 外金麒瑞 妻父慶時衡宋重器 參贊 全州人
幼學 朴  顒 字彦倫 己丑生 父世貞 外鞠裳 妻父崔汝楫 府使 密陽人
進士 金   字景直 戊戌生 父九淵 外辛世瑊 妻父李雷  鼎台曾 府尹 慶州人
訓導 鄭  諶 字仲宲 號逸軒 父念 正郞 羅州人
進士 李期男 字慶遇 乙未生 父春壽 庶尹 安城人
生員 金信玉 字公瑞 甲午生 父世琰 外尹耕 妻父鄭師賢 僉知納粟 善山人
     柳永立 字立之 丁酉生 父堪 外曺允武 妻父李夔 參判 全州人
幼學 尹之瑞 字文彦 父瓘 妻父李緯 典籍 茂松人
生員 李山甫 字仲擧 號鳴谷 己亥生 父之茂 外具承裕 妻父李Ꞔ 翰林吏判 韓山人
幼學 李廷鸞 字文父 己丑生 父承孝 外金應璧 妻父李仁賢 府尹 全義人
判官 崔興源 字復初 己丑生 父秀珍 外李世臣 妻父權應昌 領相 朔寧人
幼學 柳希規(류희규) 字君憲 父惟一 祖弘慶 曾世琛 外任弼亨 妻父宋沆  思規弟

     司成 晉州人

禦侮 李胤禧 字大綏 父嗣源 外趙仲謹 府使 陜川人
     閔  福 字應順 父禮 外李瑠 妻父具徵 僉正 驪興人
進士 金誠一 字士純 號鶴峰 戊戌生 父璡 外閔世卿 妻父權德凰 翰林湖堂 義城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許  篈 壬申春塘 陽川人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河  洛 字道源 庚寅生 父麟瑞 不第師傅 晉州人

ꁮ 宣祖 甲戌 七年 別試榜以宗系誣伸九月十三日行
    ◈ 甲科 一人
幼學 鄭  詳 字仲愼 號滄洲 癸巳生 父念祖 羅州人
    ◈ 乙科 二人
奮順 金應生 字子期 辛丑生 父大愚 外金裕道 兵正 彦陽人
縣監 朴光玉 字景瑗 號懷齋 丙戌生 父鯤 外尹仁孫 妻父徐勗 持平 陰城人
    ◈ 丙科 十二人
生員 李思謙 字仲益 己亥生 父廷老 外趙宗敦 妻父鄭沃 承著 星州人
生員 柳  (류  극) 字景時 丁酉生 父亨弼 祖汀 曾從漢 外權祺 妻父崔埴  

     昌文祖 牧使 晉州人



縣監 柳夢鼎 字景任 號鶴岩 丁亥生 父用良 外權戀 妻父金應千 承旨 文化人
進士 李  憙 字子修 壬辰生 父葳壽 外張仲羽 妻父邊應寧 郡守 延安人
進勇 權末卿 字汝翼 甲辰生 父季貞 外朴允元 妻父金德允 正郞 安東人
進士 張五吉 字慶應 庚子生 父麟 妻父奉繼達 正字 德水人
     李  覺 字民先 辛丑生 父彦諄 外崔濬文 妻父宋贊 正 全州人
司果 申  津 字濟世 號嵐岩 丁亥生 父光漢 外吳玉貞 妻父成謹辛弼宗 都事 高靈人
參奉 李  洸 字士武 號雨波 辛丑生 父元祥 外申玉衡 妻父李增榮 翰林知事 德水人
生員 黃佑漢 字汝忠 號葆亭 辛丑生 父世懃 外辛獻 妻父李懷仁 翰林大憲 尙州人
進士 黃  璡 字景美 號영潭 壬寅生 父湯卿 外吳潔 妻父李亨成 注書判樞 昌原人
生員 元士安 字彦仁 癸卯生 父鵬 外尹殷佐 司成 原州人

ꁮ 宣祖 癸未 十六年 別試榜以皇嗣誕生慶八月二十八日  殿策  武壯吳定邦
    ◈ 甲科 一人
生員 沈友正 字元擇 丙午生 父鎡 外具思謙 妻父安汝敬 牧使 靑松人
    ◈ 乙科 五人
幼學 尹  暹 字汝進 號果齋 辛酉生 父又新 外柳文潤 妻父元景諶 校理 南原人
敎官 金益淸 字季和 甲午生 父寧胤 外成希哲 妻父金䋻 監察 光州人
進士 金德謙 字景益 號靑陞 壬子生 父洪 妻父洪偉 同知 商山人
     呂大老 字渭叟 號鑑湖 壬子生 父應龜 外辛馹 妻父柳景深 郡守 星州人
參奉 申光弼 字隣卿 號郊峯 癸丑生 父溥 外趙仁輔 妻父金可賓 禮正 平山人
    ◈ 丙科 二十七人
直長 金  欽 字居敬 丁酉生 父承碩 外尹宣佐 妻父金舜弼 牧使 安東人
進士 郭期壽 字眉壽 號寒碧 丁酉生 父世功 禮佐 海美人
幼學 崔  洽 字太和 甲辰生 父熈慶 府使 全州人
師傅 李   字汝震 辛亥生 父遵義 妻父朴源 翰林副學 廣州人
進士 朴慶先 字伯吉 壬子生 父思恭 外尹澄 妻父申伯潤 掌令 竹山人
敎官 許  筬 字功彦 號岳麓 戊申生 父曄 外韓叔昌 妻父李憲國南彦純 翰林吏判

陽川人
進士 趙  擢 字處中 丙辰生 父慶蘭 新昌人
幼學 高成厚 字汝寬 己酉生 父敬 郡守 長興人
生員 王  玉 字玉汝 丁未生 父希俊 郡守 開城人
幼學 宋周賓 字商叟 辛亥生 父瑗 戶佐 鎭川人



効力 柳拱辰(류공진) 字伯瞻 丁未生 父滋 祖光植 曾璲 外李荇 妻父金鋘 翰林

     玉 承旨 谿谷撰碑 五十八 晉州人

幼學 鄭  曄 字時晦 號守夢 癸亥生 父惟誠 妻父李山甫 行參贊 草溪人
     具   字公進 號草堂 戊午生 父思中 外曺世器 妻父李欽禮 翰林吏佐 綾城人
     金希律 字汝則 己未生 父潝 僉正 義城人
奮順 慶時成 字成中 丙申生 父渾 外許砯 妻父朴蘭榮 獻納 淸州人
進士 兪大進 字新甫 甲寅生 父泓 外李遵仁 妻父申博南琥 翰林玉堂 杞溪人
秉節 許  昕 字景晦 癸卯生 父雲 外李龜또 妻父嚴曙 分承旨 陽川人
幼學 李忠誠 字藎叔 乙卯生 父彦師 外洪希淑 妻父金㶏 翰林正言 全州人
     鄭  燁 字克晦 庚戌生 父承忠 妻父李壽男 注書郡守 東萊人
     權德饒 字饒夫 戊申生 父世經 正字 安東人
生員 李之綱 字汝張 癸丑生 父贇 外南廷緖 妻父慶得 郡守 全州人
進士 李  覮 字士瑩 號泥丸 辛酉生 父彦諄 外崔濬文 妻父金邦善 戶判 全州人
生員 李  瑗 字伯玉 號東臯 癸卯生 父壽男 外柳依漢 妻父金麟趾  惕然叔 左尹

全州人
幼學 李繼禹 字子胤 戊戌生 父億壽 校正 泰安人
直長 宋  圻 字淸源 癸丑生 父惟毅 外鄭大年 妻父金弘胤 僉知 礪山人
進士 黃  沂 字淸源 丙辰生 父承錫 牧使 長水人
幼學 朴夢說 字汝賚 壬寅生 父亨良 外李庭芝 妻父李淑 校著 蔚山人

ꁮ 宣祖 乙酉 十八年 式年榜九月二十八日行殿策  武壯宣義門
    ◈ 甲科 三人
進士 高翰雲 字子龍 壬子生 父應陟 縣監 安東人
     李尙吉 字士祐 號晩沙 丙辰生 父喜善 外丁煥 妻父李愷胤 工判 碧珍人
參奉 羅  級 字子升 號後谷 壬子生 父允忱 外李元紀 妻父金好善 輔德 安定人
    ◈ 乙科 七人
進士 崔  沂 字淸源 號雙栢 癸丑生 父汝漑 外許雲 妻父李希福 玉堂監司 海州人
     金弘微 字昌遠 號省克 丁巳生 父範 妻父柳雲龍 吏議江陵府 尙州人
迪順 李光吉 字仲明 丁巳生 父以需 外李性終 妻父金鉉 掌令 廣州人
生員 文德敎 字可化 號東湖 辛亥生 父鰲 外朱夢宣 妻父韓彭齡 刑佐 開寧人
幼學 秦㝠鴻 字而遠 己未生 父宗善 校正 豊基人
將仕 李慶禥 字君應 號天堂 甲寅生 父佶 外李楨 妻父洪百男 掌令 全義人



進士 柳應龍 字景悟 辛丑生 父秩 外柳渚 妻父李夢良 左尹 文化人
    ◈ 丙科 二十三人
進士 康  偁 字士宣 壬寅生 父世雲 學諭 信川人
     金直哉 字景魚 甲寅生 父欽 外全舜弼 承愽 安東人
生員 尹  暾 字汝昇 號竹窓 辛亥生 父克新 外南堅孫 妻父興義守壽麒 吏郞刑判

南原人
承訓 洪麒祥 字應和 辛亥生 父以坤 外金碩麟 妻父趙琇 承旨 南陽人
生員 河弘量 字伯受 乙巳生 父一淸 縣監 江華人
     洪鳳祥 字文瑞 丙辰生 父脩 外白承秀 妻父權鏛 注書典籍 豊山人
宣敎 李慶涵 字養源 號晩沙 癸丑生 父增 外李夢黿 妻父李義忠崔德秀 判尹 韓山人
進士 李大胤 字景述 壬辰生 父渾 外沈彦通 妻父朴應宲 司成 全州人
     黃  洛 字聖源 癸丑生 父承錫 妻父金友甲姜應生 承旨 長水人
幼學 金質重 字文甫 乙卯生 父應龜 外盧景猉 妻父朴義信 正郞 光州人
進士 柳  澤(류  택) 字景潤 辛酉生 父宗汀 祖沉 曾義濕 外朴誠厚 妻父李淸

     奉常寺正 五十七 晉州人

敦勇 李用淳 字士和 庚戌生 父礩 外鄭世臣 妻父安景豪羅允忱 北兵使 全州人
生員 康景禧 字彦綏 乙巳生 父鵬 外權守均 妻父張渾 府使 載寧人
進士 鄭期遠 字士重 號見山 己未生 父象信 外永川正璟 妻父沈銓 承旨 東萊人
進勇 金就義 字宜仲 戊申生 父曄 刑正 安山人
生員 黃  諧 字汝和 戊申生 父潤瑄 外金彦誠 懷德人
幼學 李  恪 字子敬 癸丑生 父夢吉 工佐 咸平人
訓導 柳宗介 字季裕 戊午生 父贇 校權 豊山人
啓功 韓景甲 字應振 己巳生 父瑜 外李世昌 妻父尹毅立 正郞 淸州人
生員 李邦俊 字應籲 壬子生 父慤 縣監 慶州人
訓導 權承衡 字衡之 庚子生 父萬鈞 刑佐 安東人
進士 李尙哲 字士保 壬子生 父喜善 外丁煥 妻父許壽 評事 碧珍人
生員 黃應聖 字慶遇 丙辰生 父大臨 府使 黃州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李尙毅 字而遠 庚申生 父友仁 丙戌別 驪興人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鄭  協 字和伯 辛酉生 父彦信 戊子式 東萊人



ꁮ 宣祖 甲午 二十七年 別試榜十一月二十三日行 表本朝羣臣謝敎師  武壯卞懷寶
    ◈ 甲科 一人
都事 宋  駿 字晋甫 號省菴 甲子生 父言愼生承禧 外金士元 妻父曺胤祉金汲 吏議

礪山人
    ◈ 乙科 三人
生員 尹  晫 字汝賓 號坡村 己巳生 父民新 外李敬宗 妻父元景琦 翰林掌令 南原人
進士 閔汝任 字景仲 號振衣 己未生 父思容 外金昇 妻父崔汝漑李士良 工參淸白 驪興人
縣監 李爾瞻 字得輿 號觀松 庚申生 父友善 外柳惟一 妻父李應祿 禮判湖堂 廣州人
    ◈ 丙科 十五人
進士 洪瑞鳳 字輝世 號鶴谷 壬申生 父天民 外柳樘 妻父黃赫 領相 南陽人
察訪 李光胤 字克休 號瀼영 甲子生 父潛 外姜應淸 妻父朴荀 校理 慶州人
幼學 朴承業 字應休 戊辰生 父懋 同知 高靈人
     李  讜 字君直 己未生 父佚 校權 固城人
彰信 安  昶 字景容 號石泉 壬子生 父方慶 外朴亨彦 妻父兪洵 府使 竹山人
幼學 李必亨 字而泰 辛未生 父士修 外金銑 妻父朴安世 吏郞修撰 廣州人
參奉 尹  宖 字隆吉 庚申生 父宜臣 外豊原監億貞 妻父朴安世 修撰 坡平人
幼學 蔡  衡 字子正 丁卯生 父興慶 妻父羅允忱 掌令 平康人
直長 成以文 字質甫 號藥峯 丙午生 父效寬 外沈思恭 妻父趙昕 翰林吏議 昌寧人
幼學 柳汝諧(류여해) 字舜擧 辛未生 父潭 祖孝元 曾光祖 外鄭琛 妻父李瑗 學正

晉州人

     鄭榮國 字邦彦 號灌園 甲子生 父鴻 承旨 盈德人
     鄭  謹 字汝頊 戊辰生 父龜應 外權愷 妻父黃致敬 承愽 延日人
都事 李弘冑 字伯胤 號梨川 壬戌生 父克仁 外兪煥 妻父具孝淵 領相 全州人
別提 洪慶臣 字德公 號鹿門 丁巳生 父昷 外成彦愽 妻父申應洛任琇 翰林副學 南陽人
參奉 權  渫 字君受 丁卯生 父晫 外崔忭 正郞 安東人

ꁮ 宣祖 乙未 二十八年 別試榜十一月二十八日行  表宋范鎭請使中書樞密三司通知兵民財以制
國用  武壯徐惟一

    ◈ 甲科 一人
幼學 成以敏 字退甫 號三古 乙丑生 父效寬 外沈思恭 妻父延原守億壽 經歷 昌寧人
    ◈ 乙科 二人
進士 柳慶宗(류경종) 字善元 乙丑生 父詮 祖希澤 曾洪 外閔起武 妻父洪澤柳夢彪  

     韡父 翰林大憲癸亥 凶 五十九 晉州人



     姜  籕 字師古 號竹窓 丁卯生 父雲祥 妻父金應海 翰林弘吏 晉州人
    ◈ 丙科 十二人
生員 尹民逸 字顯世 號芝山 甲子生 父儼 外金澍 妻父申磼黃大任任慶望 判決 坡平人
奉事 朴孝生 字誠仲 丙辰生 父黎獻 外李希伯 妻父金堯命許銘 掌令 咸陽人
經歷 尹  暘 字時晦 號陶齋 甲子生 父斗壽 外黃大用 妻父陽原都正譓辛應時 玉堂
     知中 海平人
生員 李卿雲 字君瑞 丙辰生 父克成 外林亨秀 妻父金嶪 掌令 全州人
     尹  㬚 字汝輝 丁卯生 父民新 外李敬宗 妻父鄭文粹 承旨 南原人
幼學 李顯英 字重卿 號雙山 癸酉生 父大秀 外洪礩 妻父柳思規 吏判 韓山人
副率 宋  馹 字德甫 號伴鶴 丁巳生 父承禧 外黃璘 妻父柳永成李壽長 知事 礪山人
縣監 權  盼 字仲明 號閉戶 甲子生 父和 外尹健 妻父尹國馨 刑判 安東人
參奉 申  慄 字惧而 壬申生 父純一 外李匡顯 妻父辛慶晋李好閔 持平 平山人
     金繼燾 字順元 癸卯生 父龜 外朴彦孝 妻父李꜈ 知事 安東人
幼學 尹  昫 字汝旭 戊午生 父民新 外李敬宗 妻父趙譍 禮正 南原人
勵節 鄭  浹 字士和 戊申生 父玄福 正郞 光州人

ꁮ 宣祖 己亥 三十二年 別試榜世子入學元孫誕生合慶設六百別試七月二十六日行  殿策人才
   武壯申得福
    ◈ 甲科 一人
副率 曺  倬 字大而 號二養 壬子生 父夢또 外洪愼 妻父朴蘭榮 京監 昌寧人
    ◈ 乙科 三人
幼學 李三省 字希聖 甲子生 父春蘭 察訪 星州人
     趙誠立 字汝明 號拙翁 戊辰生 父遴 外金世輝 翰林大諫 橫城人
     成俊耈 字德甫 甲戌生 父以文 外趙昕 妻父申橈 翰林弘吏 昌寧人
    ◈ 丙科 十二人
進士 朴春亨 字孟元 丁酉生 父世良 順天人
參奉 李  稶 字仲實 號芝江 壬戌生 父義老 外金伯醇 妻父金澥 翰林江監 星州人
幼學 閔慶基 字善餘 丙子生 父悌 外李昭 妻父洪慶臣宋馹 吏郞校理 驪興人
     權泰一 字守之 號藏谷 己巳生 父春蘭 外朴承侃 妻父金誠一 弘吏大諫 安東人
縣監 柳舜翼(류순익) 字勵仲 己未生 父思規 祖惟一 曾弘慶 外李淑 妻父權澍

     兵參靖社功菁川君忠靖爾瞻外從 七十四 晉州人

     柳時行 字仲楗 丙寅生 父格 外李希天 妻父李大禾 校理 晉州人



僉正 柳  澗(류  간) 字老泉 號後村 甲寅生 父敬元 祖光勳 曾璵 外權䃢 妻父李墍

     汝格父 參贊辛酉水路朝天渰死廢母時坐政府垂淚 六十八 晉州人

幼學 宋   字謹甫 丁丑生 父承禧 外黃璘 妻父金洽 吏正 礪山人
進士 洪翼俊 字亨遇 癸卯生 父靜 僉正 南陽人
宣敎 金鼎一 字羲仲 壬戌生 父壤 外慶祈 妻父金福億 持平 安東人
生員 金存敬 字守吾 號竹溪 己巳生 父彦勗 妻父李彦誠 同知 光州人
郡守 權  詗 字仲悟 辛丑生 父琛 外金碩輔 妻父卞勳男 掌令 安東人

ꁮ 光海 壬子 四年 式年榜四月二十一日行死因其子上疏追  別製居首金應福殿試前賜紅牌及花
    ◈ 甲科 三人
生員 洪命亨 字季通 號無適 辛巳生 父永弼 外趙琇 妻父具繼禹成文漑 承旨 南陽人
進士 朴來章 字而慶 庚寅生 父弘耈 翰林校理 竹山人
生員 李  楘 字文伯 號松畦 父愼誠 外邊克誠 妻父趙稙黃佑申得濬 吏參 全州人
    ◈ 乙科 七人
生員 李  瀷 字汝涵 號艮翁 己卯生 父惟一 外閔德龍 妻父嚴仁祿申吉元 翰林掌令

慶州人
進士 金守玄 字仲黙 壬午生 父順直 右尹 金海人
     趙廷虎 字仁甫 號南溪 壬申生 父凝生冲 外金德潤 妻父沈訔 江監 白川人
進士 柳昌文(류창문) 字汝弘 辛巳生 父元培 祖  曾亨弼 外慶大有 妻父閔汝慶

     吳益昌具枋 昌辰兄 掌令 五十八 晉州人

生員 權斗南 字景望 癸酉生 父用中 正郞 安東人
監察 金信行 字士立 己卯生 父泰國 外閔弘俊 妻父曺敬男 泰廷姪 注書 光州人
生員 李   字重甫 乙酉生 父廷秀 妻父李時立 正言 陽城人
    ◈ 丙科 二十四人
進士 崔  嶪 字士瞻 癸酉生 父漢貞 靈岩人
幼學 金友益 字彦謙 辛未生 父允誼 黃都 禮安人
直長 李  莯 字子繇 癸酉生 父世良 外金澍 妻父尹自新 刑議 全州人
幼學 閔應亨 字嘉伯 戊寅生 父頀 外洪翼世 妻父李挺植崔基錫 玉堂參贊 驪州人
直長 韓  峻 字卓爾 號雪簑 丙子生 父日休 外尹輪 妻父李宜正李師德 學正 淸州人
進士 羅茂春 字耆之 號九華 庚辰生 父德用 外宋廷筍 典籍 羅州人
     蔡承先 字孝彦 乙酉生 父元峻 應敎 平康人
敎授 盧大敏 字景達 乙丑生 父澐 長淵人



進士 尹  根 字晦遠 甲戌生 父希吉 外辛琮 妻父李崙 正言 坡平人
生員 金  渫 字汝收 戊寅生 父士貞 刑佐 安東人
幼學 李廷賢 字元老 丁亥生 父若 正字 星州人
生員 金光白 字太華 壬戌生 父玘 妻父崔雲祥 郡守 江陵人
敎授 鄭信男 壬申生 父敬先 校檢 慶州人
幼學 朴  瑨 字士溫 己卯生 父永㱓 外韓日就 縣監 咸陽人
參奉 安  璥 字伯溫 號芹田 甲子生 父義孫 掌令 順興人
幼學 權省吾 字省之 號東岩 丁亥生 父虎臣 外朴遇 妻父黃彦柱 僉知 安東人
進士 吳行健 字汝强 壬戌生 父台佐 江都 寶城人
     李  楯 字叔閑 丁丑生 父齊閔 校校庶 全州人
生員 黃尙謙 字子益 癸酉生 父怡 院正 平海人
進士 金延祖 字孝錫 乙酉生 父大賢 外李纘金 妻父金潗 承正 豊山人
生員 鄭  沺 字浩然 乙酉生 父輔臣 江都 延日人
進士 沈  榰 字厦卿 庚午生 父源淮 正郞 靑松人
     梁時獻 字士賢 丁丑生 父應祿 南原人
洗馬 李用晉 字仲通 乙亥生 父聖任 外李恪 妻父金敏善 注書承旨 全州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南好學 字學顔 父格 外洪天民 妻父金尙容 宜寧人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李大燁 詩

ꁮ 光海 癸丑 五年 增廣榜以上尊號及世子受冕服合二慶設科初試元數二百四十外加一百三十二
覆試文武元額外加七員十月初十日行  殿策  武壯李慶餘

    ◈ 甲科 三人
務功 任性之 字遂初 壬午生 父鋏 外張徵 妻父趙瑗 輔德湖堂 豊川人
進士 金奉祖 字孝伯 號鶴湖 壬申生 父大賢 外李纘金 妻父金翌 持平 豊山人
生員 金廷益 字士謙 辛酉生 父得地 慶州人
    ◈ 乙科 七人
宣敎 柳汝恪(류여각) 字守而 號明洲 己丑生 父澗 祖敬元 曾光勳 外李墍

     妻父朴東燾 三司府使通政丙辰重兄弟同榜 晉州人

縣監 鄭  道 字履之 辛酉生 父文英 外洪純 三司 海州人
進士 李偉卿 字長而 丙戌生 父有訓 外趙應恭 妻父洪榮 湖堂大諫 全義人



參奉 辛慶衍 字士達 庚午生 父應性 外瑞石監祥獜 妻父朴繼禧 平評 寧越人
司果 權光烈 字克晦 號檜陰 甲子生 父胤 外朴軾 妻父任紀 寺正 安東人
生員 黃  紐 字會甫 號槃澗 戊寅生 父俊 外閔師悅 妻父趙希轍李希閔許禟 注書
     持平 長水人
直長 吳汝檼 字隆甫 辛酉生 父澐 外許士廉 妻父朴廷琬周慱 翰林應敎 高敞人
    ◈ 丙科 三十二人
進士 金  鑑 字仲虗 丙寅生 父聲遠 全都 錦山人
幼學 南省身 字守約 丁卯生 父獜壽 翰林典籍 宜寧人
縣監 朴有章 字而晦 壬申生 父弘耈 校理 竹山人
別坐 柳汝恒(류여항) 字久而 辛巳生 父澗 祖敬元 曾光勳 外李墍 妻父尹綎 翰林

     承旨 晉州人

洗馬 李弘燁 字文彦 壬辰生 父爾膽 外李應祿 妻父鄭鎔 承旨 廣州人
宣敎 李培元 字養伯 乙亥生 父琰 外崔盖國 妻父柳思瑗尹慶元 黃監 咸平人
生員 金是柱 字而立 乙亥生 父涌 外李寯 妻父權偉 注書兵正 義城人
縣令 許  宙 字遠卿 癸亥生 父笣 外李英爀 妻父卞驥韓景濂 未文職 陽川人
縣監 黃益中 字叔正 甲寅生 父瑋 外李愿 妻父崔彦洺 司諫修撰 昌原人
進士 權  儆 字警吾 壬午生 父盼 外尹國馨 妻父李晬光 承正 安東人
司果 朴自凝 字正吉 號挹白 己丑生 父承宗 外金士元 妻父沈俠鄭謹 校理 密陽人
察訪 姜  繗 字子修 戊辰生 父渭老 妻父韓孝仲鄭逑 校理 晉州人
宣敎 洪得一 字亨諸 號晩悔 丁丑生 父思斆 外金秀淵 妻父尹暾 監司 南陽人
司果 王輔臣 字直夫 戊辰生 父洪 佐郞 開城人
生員 崔有海 字大容 號守黙 戊子生 父澱 外申鴻漸 妻父趙應文洪敬紹金光潤
     三司承旨 海州人
縣令 朴  潡 字巨源 號芝浦 甲子生 父云또 禮正 密陽人
佐郞 南以雄 字敵萬 號市北 乙亥生 父大佑生瑋 外鄭泰亨 妻父曺敬男 左相 宜寧人
主簿 鄭應斗 字伯樞 號東海 丁卯生 父瑀 外李曄 妻父朴文壽尹宕 正郞 河東人
察訪 鄭弘遠 字子裕 戊辰生 父象信 外永川副正璟 妻父李湜 掌令 東萊人
參奉 金蓍國 字景徵 號東村 丁丑生 父洛生汲 外朴應賢 妻父鄭期遠李泰男
     禮參提學 淸風人
承議 柳  韡(류  ) 字美叔 戊子生 父慶宗 祖詮 曾希澤 外洪澤 妻父兪大儞
     翰林校理癸亥 父栲死 三十七 晉州人

宣敎 李重吉 字吉甫 戊寅生 父惟誠 外具廷賢 妻父韓瀛 牧使 全州人



     張自好 字守謙 號了流 癸未生 父世哲 外李廷虎 妻父李弘濟 玉堂承旨 仁同人
將仕 林  埬 字東野 號閑好 己丑生 父㥠 外林植 妻父洪瑞翼 承旨 會津人
生員 權  濬 字導甫 號霜岩 戊寅生 父世仁 外李公憲 妻父趙凝道 寺正 安東人
進士 柳應元 字克己 庚申生 父會 全州人
     權  濤 字靜甫 號東溪 乙亥生 父世春 外金湛 妻父柳沃 玉堂承旨 安東人
     李之華 字而實 戊子生 父宗文 外全慶昌 妻父李覮 翰林禮議 全義人
幼學 曺挺生 字以寧 己丑生 父命仁 翰林校理 昌寧人
     李之英 字子實 乙酉生 父宗文 外全慶昌 妻父金致三 直講 全義人
進士 金  遂 字成哉 辛未生 父彭祐 都事 金海人
     玉晉輝 字德裕 壬申生 父光浩 兵佐 班城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李  穧 丙辰謁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羅萬甲 癸亥謁

ꁮ 仁祖 乙亥 十三年 增廣榜以成廟世室仁穆王后祔廟世子冊封慶十月二十七日行 是榜鄭攸在 
喪未赴殿試  武壯鄭韺

    ◈ 甲科 三人
參奉 李爾松 字壽翁 戊戌生 父義遵 外金大賢 妻父朴敬吉 寺正 眞寶人
     李三俊 字德厚 丙戌生 父好益 外金元慶 妻父閔得龍朴文謙 寺正 全州人
幼學 李  垶 字華封 甲午生 父克扶 注書持平 全州人
    ◈ 乙科 七人
參奉 李純馨 字季薰 庚辰生 父錦平君義壽 外李悌慶 妻父曺三樂 判校 完山人
進士 元  簋 字汝盛 己亥生 父澤民 妻父沈湜 郡守 原州人
幼學 金  振 字君玉 號駱峯 癸卯生 父誠立生正立 外洪世贊 妻父李生寅 翰林玉堂

安東人
司果 沈   字元直 號竹沙 庚寅生 父關 外南瑜 妻父李溟 玉堂承旨 豊山人
主簿 李  衫 字子晦 庚子生 父昌庭 外李應明 妻父成俊吉 玉堂大諫 延安人
奉事 李枝茂 字茂伯 號壽菴 甲辰生 父眞卿 外李佑 妻父崔應虛林蓂 承旨 全義人
參奉 金弘郁 字文叔 號鶴洲 壬寅生 父積 外崔遠 妻父吳靖 吏郞黃監 慶州人
    ◈ 丙科 三十三人
縣監 李  沈 字仲黙 癸巳生 父培元生樹元 外尹慶元 妻父柳塾 牧使 咸平人



     李  溍 字晋叔 庚寅生 父文蓂 外尹范龍 妻父慶遲 禮佐 新平人
進士 李泰運 字道長 戊申生 父惟聖 外柳熈緖 妻父金蓍國 兵佐 全州人
許通 兪名曾 字子省 乙巳生 父大祺 妻父安元男 校正庶 杞溪人
縣監 金鳴遠 字道而 辛卯生 父繼宗 外柳贇 妻父申忠男 直講 安東人
郡守 李厚源 字士深 號迂齊 戊戌生 父郁 外黃廷彧 妻父金槃辛喜道 右相 全州人
縣監 林  墰 字載叔 號淸癯 丙申生 父㥠 外林植 妻父沈光世朴煇金震賢 吏判 羅州人
     申翊亮 字君輔 號象峯 庚寅生 父鑑 外趙仁後 妻父朴孝誠李軫賓 監司 平山人
侍直 柳  淰 字澄甫 號道溪 戊子生 父廷亮 妻父嚴惺尹敬之 弘吏禮參 全州人
參奉 崔基銆 字子武 號東溟 乙亥生 父景祥 外鄭宗榮 妻父李景立李敏善 司藝 江陵人
生員 蘇東道 字子由 壬辰生 父萬善 妻父宋希建 監司 晉州人
進士 盧文漢 字士章 辛丑生 父克履 妻父趙湜宋希遠 牧使 交河人
司果 卞時煥 字輝卿 庚寅生 父惟明 縣監 草溪人
司評 沈  澤 字施甫 號翠竹 辛卯生 父大亨 外韓仲謙 妻父韓近 平監 靑松人
監察 尹得說 字天與 戊戌生 父宗福 外鄭恒福 妻父崔起源李慶恒 監司 坡平人
縣監 張仲仁 字士元 甲午生 父甲奎 牧使 安東人
司果 李行進 字士謙 號止庵 丁酉生 父厚基 外南琥 妻父李軫賓 吏參 全義人
宣敎 李克仁 字子安 號松汀 壬寅生 父復吉 持平 延安人
直長 柳昌辰(류창진) 字汝遇 庚子生 父元培 祖  曾亨弼 外慶大有 妻父 鳴遠

     南宮杰 相禮 晉州人

生員 李陽復 字復初 丁未生 父三近 外盧大河 妻父權克中 兵佐 全州人
     呂孝曾 字魯而 甲戌生 父燦 外宋遠器 郡守 星州人
進士 柳晉三 字汝重 戊戌生 父天根 外鄭之升 妻父權憬崔振河 掌令 晉州人
     郭弘址 字子久 庚子生 父嶙 妻父曺仁友李蒤 府使 玄風人
幼學 呂渭老 字君輔 甲辰生 父慶元 外朴儀 妻父韓弘胤 郡守 咸陽人
別坐 安獻規 字子正 戊戌生 父應亨 外李山海 妻父李幼淵 兵正 廣州人
生員 曺時亮 字汝寅 癸卯生 父挺立 外權瀁 妻父尹左辟 郡守 昌寧人
幼學 金  宏 字汝碩 辛卯生 父義貞 外李友閔 妻父韓繼咸 郡守 淸風人
     尹  瑛 字汝瑩 乙未生 父興鳴 察訪 坡平人
生員 張汝衎 字和仲 甲辰生 父輔漢 判官 仁同人
郡守 黃一皓 字翼就 號芝所 戊子生 父愼生惕 外原川君徽 妻父安重黙李彦慶
     李光後 參知 昌原人
生員 康喬年 字萬獻 丁未生 父伏龍 妻父李道輔 成權 信川人



幼學 金  寅 字汝震 丙戌生 父義貞 外李友閔 妻父禹俊立 察訪 淸風人
     朴亨遘 字慶行 乙酉生 父玠 佐郞 完山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金益兼 字汝南 乙卯生 父槃 外徐澍 妻父尹墀 光州人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洪重普 乙酉別

ꁮ 孝宗 甲午 五年 春塘臺榜三月十一日行 表擬唐諸衛將士謝令習射於顯德殿庭仍五年賜親諭
   武壯崔景立
    ◈ 甲科 一人
敎官 朴世模 字汝道 庚戌生 父濠 外申欽 妻父安斗元 禮參 潘南人
    ◈ 乙科 一人
通德 李東老 字元龍 戊辰生 父時煜 外李樴 妻父李巨源申在 都承旨 全州人
    ◈ 丙科 四人
郡守 朴世堅 字仲固 號湍厓 己未生 父炡 外尹安國 妻父崔滾 承旨 潘南人
通德 李四翼 字鳳來 丙寅生 父際可 外沈關 妻父盧弘器 府使 全義人
生員 柳之芳(류지방) 字子華 癸亥生 父琳 祖淮 曾辰仝 外金昕 妻父李櫋  之發兄

     牧使 四十八 晉州人

進士 金萬均 字正平 號思休 辛未生 父益熈 外李德洙 妻父李一相 玉堂承旨 光州人

ꁮ 孝宗 丁酉 八年 式年榜九月十三日行  武壯全義吉
    ◈ 甲科 三人
奉直 閔重魯 字東望 甲子生 父賀 外崔有涵 掌令 驪興人
護軍 李明彬 字文哉 庚申生 父莆 妻父姜鶴年 郡守 全州人
生員 趙世煥 字嶷望 號樹村 乙卯生 父碩 外李據仁 妻父金誼行 全監 林川人
    ◈ 乙科 七人
生員 金振元 字仁叔 癸丑生 父時輔 郡守 光州人
幼學 李  楷 字元禮 己未生 父莘逸 成權
生員 尹壽斗 字亨有 乙丑生 父熲 外朴鼎賢 妻父朴泰亨 承正 咸安人
進士 李耈徵 字大年 己酉生 父尙一 外申僴 妻父柳現 判校 慶州人
     鄭載海 字汝振 壬申生 父萬和 外沈器周 妻父金逸 翰林兵正 東萊人
     郭後昌 字興叔 戊申生 父涌 玄風人



     洪仁量 字德宇 己亥生 父文海 外許漑 刑佐 南陽人
    ◈ 丙科 二十四人
幼學 兪命胤 字胤甫 己巳生 父棨 外李山岳 妻父尹衡聖 玉堂吏郞 杞溪人
都事 金世鼎 字子重 庚申生 父孝誠 妻父柳德俊 承旨 光州人
參奉 韓井一 字而拱 壬子生 父允謙 外李平亨 妻父趙聖豪 正郞 淸州人
通德 柳晉昌(류진창) 字斗章 辛酉生 父珍 祖汝惺 曾澣 外李尙  妻父李磊

     金振聲李之楷 寺正 晉州人

宣敎 李雲林 字德茂 甲子生 父時益 外李仁後 妻父尹謁李如海 府使 全義人
進士 鄭重徽 字愼伯 號敦谷 辛未生 父植 外嚴惺 妻父吳挺奎 玉堂兵參 海州人
     金  澤 字泰元 號浦亭 乙卯生 父鼎吉 禮正 扶安人
參奉 李達意 字以正 丙辰生 父崇彦 外權集 妻父朴炓蔡震亨 掌令 慶州人
通德 李慶果 字碩之 壬戌生 外申葆 妻父申景禋 持平 慶州人
     吳命說 字用汝 號釣隱 辛酉生 父致舜 外鄭惕 妻父南振寧 府使 海州人
生員 盧尙欽 字欽之 丁未生 父忠秀 典籍 長淵人
     元振澤 字施甫 甲子生 父錪 妻父沈儒訓 承旨 原州人
     權克休 字時遠 戊申生 父凈 監察 安東人
     李世華 字君實 號雙栢 庚午生 父熈載 外閔伏龍 吏判 富平人
進士 朴  純 字子粹 壬午生 父守文 外趙有恒 妻父柳淰 黃監 密陽人
     金   字 餘 辛酉生 父是捅 外張汝翮 妻父金韺 禮參 義城人
     金是榮 字仁汝 辛酉生 父檝 外裵偰 妻父嚴士和 郡守 義城人
幼學 宋  昌 字漢卿 癸酉生 父有佺 外李瀞 翰林參贊 鎭川人
     奉  綸 字仲宣 壬申生 父春南 奉事 河陰人
     楊廷藎 字士進 丁卯生 父有時 妻父林  直講 安岳人
     洪鍾聞 字秋卿 乙巳生 父南甲 外閔與顔 監察 豊山人
     金錫之 字時遇 壬申生 父三俊 妻父金聲鐸李時益 禮正 安東人
     金世熙 字叔明 丙寅生 父聲遠 典籍
     趙弘璧 字國寶 甲戌生 父克謙 禮正僉知 咸悅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李  泂 字公潤 戊辰生 父星徵 外宋希慶 妻父崔大年 參奉 延安人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金錫冑 壬寅增



ꁮ 孝宗 丁酉 八年 聖榜九月十七日行  表擬東漢太尉張禹請勿冒險遠遊  武壯趙得廉
    ◈ 甲科 一人
生員 崔俊衡 字士重 戊申生 父瑍 寺正 全州人
    ◈ 乙科 一人
司果 柳時蕃(류시번) 字昌世 丙辰生 父燦 祖重光 曾浚 外黃赫 妻父張晩嫬
     府使庶 七十七 晉州人

    ◈ 丙科 三人
縣監 尹趾美 字伯麟 丙辰生 父絳 外鄭廣成 妻父李梣 持平 坡平人
進士 李  柙 字允迪 號臺山 甲子生 父安訥 外宋承禧 妻父閔聖徽崔後定 大諫 德水人
     李  翊 字季羽 號睡窩 己巳生 父有謙 外尹弘裕 妻父朴渟 吏判 牛峯人

ꁮ 顯宗 壬寅 三年 增廣榜孝宗祔 太廟兩 太妃上尊號 中殿冊禮元子誕生合五慶三月十五日行 
殿箋魯大夫臧孫辰請告糴于齊  武壯趙忠善

    ◈ 甲科 三人
生員 金錫冑 字斯百 號恩菴 甲戌生 父佐明 外申翊聖 妻父李厚源黃一皓 弘吏右相

淸風人
縣監 金益炅 字啓明 己巳生 父槃 外徐澍 妻父尹濟 大憲 光州人
通德 柳之發(류지발) 字起之 癸酉生 父琳 祖淮 曾辰仝 外金昕 妻父尹相殷

     之芳弟 參判 七十三 晉州人

    ◈ 乙科 七人
正郞 李端夏 字季周 號畏齋 乙丑生 父植 外沈㤿 妻父韓必遠 左相 德水人
監役 尹  堦 字泰昇 號霞谷 壬戌生 父勉之 外慶暹 妻父洪霙朴暉吉 戶判翼正 海平人
參奉 金載顯 字晦伯 丁卯生 父敏敎 妻父沈榗 兵參 慶州人
通德 尹趾完 字叔麟 號東山 乙亥生 父絳 外鄭廣成 妻父朴天球 左相 坡平人
     趙師錫 字公擧 號晩悔 壬申生 父啓遠 外申欽 妻父權垕 翰林左相 楊州人
     李世長 字道源 戊辰生 父時術 外洪霙 妻父金益熈 翰林吏郞 慶州人
生員 田   字子遠 庚申生 父擢英 外金德蘭 妻父李毅匡 禮正 潭陽人
    ◈ 丙科 三十一人
別坐 洪柱國 字國卿 號泛翁 癸亥生 父霙 外李廷龜 妻父李景曾 禮議 豊山人
通德 閔宗道 字汝曾 癸酉生 父點 外金時讓 妻父李㬅 翰林兵判 驪興人
     洪萬衡 字叔平 號藥軒 癸酉生 父柱元 妻父閔光勳 翰林吏佐 豊山人
從仕 李明錫 字汝晦 壬申生 父齊衡 外成大受 妻父金振坤 承權 全州人



幼學 李  馣 字實餘 號月峯 癸亥生 父尙規 縣監 星州人
府使 張善澂 字靜之 號영崦 甲寅生 父維 外金尙容 妻父尹宗之李承孝 禮判豊陽君

德水人
正郞 李  秞 字君實 戊午生 父景閔 外李河 妻父韓器遠 兵參 德水人
縣監 李  暹 字退叔 壬子生 父礪原正 外李璨 妻父洪有炯李弘載 掌令 完山人
通德 魚震說 字說之 丁巳生 父漢明 外權俶 妻父具橚 兵正 咸從人
     尹趾善 字仲麟 號杜浦 丁卯生 父絳 外鄭廣成 妻父洪恕 左相 坡平人
     姜碩賓 字渭師 辛未生 父頊 外李昌源 妻父睦兼善崔晟 吏郞 晉州人
生員 韓翊周 字益之 乙卯生 父曇 外鄭聰 妻父元長吉 通禮 淸州人
     丁道謙 字鳴叔 癸未生 父時翰 外柳潁 妻父沈梓 承博 押海人
進士 申儀華 字瑞明 號四雅 丁丑生 父最 外沈熈世 妻父尹勉之崔道源 承權 平山人
進士 李宇鼎 字重伯 乙亥生 父翼老 外趙贇 妻父李袗丁彦璧 禮判 全州人
幼學 李尙悌 字士順 辛酉生 父翊邦 外吉誼 妻父朴泰維 直講 全州人
判官 李惇臨 字汝吉 己酉生 父基卨 外李鉄 妻父趙絅李 兵正 延安人
別檢 尹仁美 字子壽 丁未生 父善道 外尹暾 典籍 海南人
參奉 金得臣 字子公 號栢谷 甲辰生 父緻 外睦詹 妻父金聲發 掌令 安東人
進士 金  奐 字然明 丁丑生 父鼎之 外李志宏 妻父申最 校理 安東人
牧使 李星徵 字吉應 戊申生 父袨 外柳永慶 妻父宋希慶 監司 延安人
判官 申命圭 字元瑞 號黙癡 戊午生 父恦 外李興仁 妻父南好學 執義 平山人
縣監 李東稷 字舜弼 辛亥生 父聖淵 外李蕆 妻父朴安行趙昌問 監司 韓山人
縣監 李奎齡 字文瑞 乙丑生 父徽祚 外李斗瞻 妻父申湸黃埏 刑判 韓山人
司果 沈  栢 字後凋 丁卯生 父光洙 外權復吉 妻父李命寅 兵佐 靑松人
生員 金時輝 字用晦 戊午生 父鑺 禮佐 光州人
生員 鄭東望 字一老 壬申生 父以虎 察訪 晉州人
     吳始復 字仲初 丁丑生 父挺奎 外李如璜 妻父趙有徵 吏判 同福人
進士 任弘亮 字士寅 甲戌生 父晙 外蘇光震 妻父李滋朴後文 牧使 豊川人
幼學 尹衡聖 字景任 號棄棄齋 戊申生 父  外李世良 妻父李師閔 兩司牧使 南原人
     鄭民獻 字聖元 丙寅生 父以濟 外黃敏中 直講 晉州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李萬程 字鵬擧 壬申生 父碩擧 全州人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李羽成 字儀卿 辛巳生 父哲英 外吳行敏 正郞 全州人



ꁮ 顯宗 癸卯 四年 式年榜四月初五日行 殿箴念終始典于學  武壯朴弼聖
    ◈ 甲科 三人
幼學 權震翰 字九萬 乙卯生 父雲瑞 持平 安東人
通德 南夢星 字徵叔 甲戌生 父熀 外朴鼎賢 妻父金寅亮沈瑞肩 兵正 宜寧人
生員 朴元度 字仲憲 號竹窓 丙寅生 父戫 外李光林 妻父閔聖與 承旨 潘南人
    ◈ 乙科 七人
都事 李元祿 字士興 己巳生 父道長 外金時讓 妻父李命龜安櫶 參判 廣州人
通德 尹敬敎 字養一 壬申生 父抃 外趙溭 妻父韓壽遠 翰林吏議 坡平人
幼學 金粹五 字子純 己未生 父琄 外李廣中 妻父柳慶元 府使 延安人
通德 李碩蕃 字茂卿 丁巳生 父尙晋 正郞 永川人
     宋  最 字文卿 辛未生 父有佺 外李瀞 持平 鎭川人
進士 尹  理 字子一 丙子生 父止善 外李宗澤 妻父李義胤 府尹 坡平人
奉事 尹以濟 字汝楫 戊辰生 父世徵 外柳艇 妻父柳潁豊海君潛 刑判 坡平人
    ◈ 丙科 二十三人
通德 宋光璧 字文星 戊辰生 父尙憲 掌令 冶城人
     李泰祺 字大來 丙子生 父休 縣監 星州人
     崔日隆 字隆甫 己巳生 父俊衡 禮正 全州人
生員 陳尙漸 字以正 壬戌生 父珩 直講 江陵人
     宋尙周 字文伯 庚午生 父世英 司藝 泰仁人
參奉 元  㯙 字汝方 甲子生 父海宏 外梁慶生 妻父尹進卿 司藝 原州人
通德 姜碩耈 字渭望 壬申生 父  外鄭恢遠 妻父權諿 執義 晉州人
宣敎 金海一 字宗伯 庚辰生 父鍴 外權克諧 妻父李殷鎭 府尹 禮安人
生員 金學培 字天休 戊辰生 父黯 外李義遵 妻父裵澤全高爾節 縣令 義城人
幼學 柳  梴 字天長 辛巳生 父汝弼 刑佐 全州人
通德 柳星三(류성삼) 字台  辛未生 父浩然 祖孝傑 曾珩 外金守宗 妻父李碩臣

     憲章父 掌令以侍從父陞嘉善 七十 晉州人

     柳英立 字爾粹 癸亥生 父仁茂 寺正 全州人
     李國華 字子章 庚午生 父明傳 外金鏞 妻父閔賀 刑參 全義人
承議 盧說之 字以直 癸酉生 父繼宗 工佐 海州人
生員 李循先 字儀卿 丙寅生 父增吉 外李師哲 妻父蘇爾權 判官 全義人
進士 鄭維悌 字順卿 甲子生 父彬 察訪 奉化人
幼學 裵榮成 字就之 己卯生 父時尙 縣監 昆陽人



奉事 鞠  旻 字悠遠 辛亥生 父大雄 縣監 潭陽人
通德 趙時瑗 字伯玉 丁卯生 父咸章 外徐恒 妻父柳命立 持平 咸安人
生員 金振漢 字季翼 己巳生 父錡 江陵人
幼學 李益華 字國馨 丙戌生 父昕 外金德涵 妻父李瑾 郡守 龍仁人
     禹拜昌 字好善 辛未生 父東奎 外李獜壽 察訪 丹陽人
     金聖佐 字任卿 己卯生 父尙璘 外南磼 妻父權斗望 府使 安東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李  積 父景憲 外尹應聘 牧使 德水人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洪碩普 父命夏 都事 南陽人

ꁮ 顯宗 乙巳 六年 別試榜上浴溫泉聖候平復稱慶設六百別試十月二十五日行 殿의守成難於創業
   武壯李禮吉
    ◈ 甲科 一人
通德 任相元 字公輔 號恬軒 戊寅生 父重 外李更生 妻父鄭植 禮判 豊川人
    ◈ 乙科 三人
生員 柳譚厚 字正夫 號潔淸 癸亥生 父箮 外兪大祺 玉堂承旨 文化人
進士 李昌來 字泰伯 庚午生 父景鼎 學諭 咸平人
生員 李  璾 字粹夫 丁卯生 父汝龍 外沈仁偉 妻父元昕 通禮 全州人
    ◈ 丙科 九人
幼學 權  愈 字退甫 號霞溪 癸酉生 父偳 外鄭百亨 妻父李行源 禮判 安東人
生員 李壽慶 字子仁 戊辰生 父行源 外鄭應斗 妻父李汝澤 司諫 韓山人
參奉 李壽㬅 字汝老 庚午生 父憲國 外尹有吉 妻父李河岳 府使 固城人
直長 吳斗憲 字春章 壬戌生 父䎙 外鄭孝俊 妻父李溍崔滾三李耋 掌令弼善 海州人
幼學 張  瑱 字君玉 乙亥生 父元慶 正言 仁同人
司果 柳  㝚(류  연) 字延叔 號歸來 辛酉生 父時定 祖燦 曾重光 外金尙寬

     妻父慶昌君珘許穉  成運父綏綎祖 弼善 五十四 晉州人

參奉 柳榮厚 字春卿 壬戌生 父  外具崈 妻父李時材 承權 文化人
幼學 安永錫 字永叔 戊寅生 父濬慶 察訪 竹山人
     安漢珪 字仲章 丙寅生 父重行 寺正 順興人



ꁮ 顯宗 癸丑 十四年 春塘臺榜三月二十六日行 銘養心閤  武壯蔡嗣雄
    ◈ 甲科 一人
進士 柳命賢 字士希 號靜齋 癸未生 父潁 外李潤身 妻父申命儒許禺 吏判提學 晉州人
    ◈ 乙科 三人
進士 兪命哲 字明仲 丙子生 父檀 外朴諴 妻父金義生 兵佐 杞溪人
通德 吳道一 字貫之 號영坡 乙酉生 父達天 外趙榦 妻父趙復陽鄭淹 湖堂兵判 海州人
參奉 李  綸 字汝言 己未生 父有養 外洪鳳祥 承旨 全州人
    ◈ 丙科 六人
進士 金壽能 字能之 甲申生 父光燦 妻父李敏厚庶女 縣監 安東人
     李華鎭 字子영 號黙拙 丙寅生 父志一 外吳益昌 妻父金友參李弘翼 承旨 驪興人
進士 柳壽芳(류수방) 字仲華 丙戌生 父時材 祖大朋生眞朋 曾錫俊 外柳愃

     妻父尹世豪 都事 晉州人

幼學 嚴  緝 字敬止 號晩悔 乙亥生 父聖耈 外安夢尙 禮判淸白 寧越人
     李善溥 字季泉 號六松 丙戌生 父觀夏 外李行遠 妻父崔時卨 刑判 德水人
生員 沈  檀 字德輿 號藥峯 乙酉生 父光沔 外尹善道 妻父李允元 吏判 靑松人

ꁮ 肅宗 己未 五年 式年榜十月 三十日行 殿表擬신伯益請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  武壯朴亨
    ◈ 甲科 三人
奉事 李麟徵 字玉瑞 癸未生 父  外李元樑 妻父洪有阜鄭后望 玉堂工判 延安人
司果 李  震 字長儒 丁亥生 父明彬 外姜鶴年 妻父元世鐸 縣監 全州人
生員 河世元 字仁仲 丁亥生 父頎 縣監 晉州人
    ◈ 乙科 七人
通德 李萬根 字子深 辛卯生 父舜元 外李稷 禮正 全州人
進士 蔡獻徵 字文叔 戊子生 父之洙 外任  妻父姜晪 獻納 仁川人
幼學 盧碩賓 字大觀 己卯生 父世茂 直講 光州人
     韋壽徵 字德耈 癸巳生 父明立 察訪 江華人
參奉 申  曅 字季晦 丙戌生 父翊全 外趙昌遠 妻父任垕 弘吏監司 平山人
進士 權壽鵬 字眉瑞 甲戌生 父銄 成博 安東人
     金  沆 字太初 丙戌生 父光績 司藝 安山人
    ◈ 丙科 二十六人
幼學 金以鉉 字仲實 甲午生 父涑 禮佐 江陵人
忠義 沈漢弼 字漢卿 甲申生 父洙 外趙必久 妻父柳宜昌 禮佐 靑松人



通德 韓  㙉 字仲厚 丁亥生 父宜吉 縣監 淸州人
通德 柳廷喬(류정교) 字仲高 丁丑生 父堤 祖汝愼 曾洵 妻父李希耋 校校 晉州人

參奉 朱宅正 字靜而 號德谷 辛卯生 父楘 外韓汝虎 妻父朴泳 兵正 全州人
忠義 具仁熙 字忠卿 丙午生 父璿 直講 綾城人
幼學 朱  格 字正伯 壬辰生 父汝箕 外韓顒 司藝 全州人
     金天挺 字天休 甲申生 父起 外楊時晋 察訪 道康人
生員 朴徵晩 字夙吉 甲申生 父廷稷 妻父李昌來 縣監 密陽人
進士 崔  琥 字瑞玉 癸未生 父挺宇 直講 和順人
幼學 裵舞和 字夢應 戊子生 父以顯 察訪 星州人
     朴世華 字晦之 癸巳生 父文昌 縣監 忠州人
     朴載時 字聖之 丙申生 父煥 察訪 羅州人
     金運乘 字大用 丁酉生 父益熺 禮正 楊州人
     安健之 字汝剛 丙戌生 父逵 寺正 順興人
     金聲振 字善鳴 辛巳生 父益㻩 典籍 全州人
     金國鉉 字大重 壬辰生 父夢脩 監察 光州人
     盧光協 字和仲 甲午生 父挺之 禮正 海州人
     金相殷 字莘叟 壬辰生 父世欽 縣監 靈光人
     崔弘甸 字壽會 丙子生 父南振 兵佐 耽津人
     李松齊 字秀夫 戊子生 父義奎 外吳應祥 妻父裵世澤金有鼎 縣監 慶州人
     尹  樀 字子華 甲午生 父衡泰 縣監 南原人
     金德恒 字子常 己丑生 父國獻 牧使 善山人
     尹訓甲 字汝衡 辛巳生 父自莘 郡守 坡平人
通德 尹  贇 字吉甫 己丑生 父商翊 外洪克忠 妻父李擇中柳時奭 都事 坡平人
幼學 全世祿 字永受 庚辰生 父文道 典籍 江陵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蔡時益 字伯謙 丁亥生 父聖俊 府使 平康人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李玄齡 字汝喬 壬辰生 父堂揆 外姜大遂 妻父金鼎相 縣監 全州人

ꁮ 肅宗 辛酉 七年 聖榜九月初十日行 表擬漢韓信請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武壯金次俊
    ◈ 甲科 一人
司猛 金盛始 字子順 丙戌生 父壽翼 外李大奇 縣監 安東人



    ◈ 乙科 二人
縣監 林  渙 字文甫 癸酉生 父一儒 外朴豪 妻父柳寔 掌令 羅州人
參奉 朴泰維 字士安 號白石 戊子生 父世堂 外南一星 妻父金夏浪 翰林持平 潘南人
    ◈ 丙科 五人
司果 兪命一 字萬初 己卯生 父棐 外李生寅 妻父黃儁耈 府尹 杞溪人
奉事 李箕相 字說卿 戊辰生 父至 妻父尹惟晋 兵佐 全州人
通德 柳憲章(류헌장) 字子維 戊戌生 父星三 祖浩然 曾孝傑 外李碩臣 妻父金德遠

     李宇量李昌明 玉 參議 六十四 晉州人

進士 李允修 字勉叔 癸巳生 父象鼎 外南斗春 妻父李濟後 黃監 廣州人
     南彦昌 字應叔 甲申生 父溟翼 外李慶益 妻父崔俊衡鄭壽德 牧使 宜寧人

ꁮ 肅宗 辛酉 七年 式年榜十二月初一日行 命官金壽興主文李敏叙 殿策灾異  武壯李雄漢
    ◈ 甲科 三人
忠義 李泰東 字景通 戊寅生 父塾 外宋湜 妻父金尙濂陳舜擧 縣監 全州人
縣監 李世茂 字華叔 丁丑生 父敏達 外鄭嵂 妻父金瑀沈璬安瑀 牧使 全州人
幼學 柳  偉 字伯高 癸亥生 父東閔 禮佐 全州人
    ◈ 乙科 七人
通德 宋儒龍 字德甫 庚寅生 父道興 外盧峻命 承旨 恩津人
     金宇杭 字濟仲 號甲峯 己丑生 父洪慶 外金光爀 妻父金世楨 右相 金海人
生員 李應錫 字龜卿 丙申生 父毗 外趙嗣基 兵佐 德水人
幼學 權彭老 字仲耈 乙酉生 父慶業 外朴大恒 妻父李爀 司藝 安東人
通德 李萬齡 字德老 戊戌生 父震獻 外權尙矩 妻父權道經 牧使 全州人
生員 姜世輔 字德章 丁亥生 父汝尙 僉知 晉州人
忠義 李  菂 字盛甫 甲申生 父元哲 外元長吉 府使 全州人
    ◈ 丙科 二十三人
通德 崔啓翁 字乃心 甲午生 父徽之 外梁俊遇 玉堂牧使 朔寧人
     朴  澄 字澄之 戊子生 父昌夏 外李繶 妻父睦林馨 工參 務安人
幼學 李寅錫 字天賚 庚寅生 父震綱 妻父權大夏 同知 陽城人
     崔廷龍 字舜卿 癸巳生 父大建 縣監 江陵人
通德 柳壽崙(류수륜) 字國  甲戌生 父昌辰 祖元培 曾  外 鳴遠 妻父金說

     鄭勤朴煜 司藝 六十五 晉州人

生員 柳世賓 字光彦 乙亥生 父元賚 縣監 豊山人



幼學 陳晩宰 字治卿 庚寅生 父禹道 典籍 驪陽人
     魚瑞龍 字聖泰 丙申生 父益海 察訪 咸從人
     劉瑞井 字徵夫 辛未生 父義立 典籍 雪城人
     李碩祚 字受夫 乙丑生 父晩成 郡守 原州人
     金弘楨 字汝幹 己丑生 父得元 外金逷 妻父李後吉 注書承旨 江陵人
奉事 許  頴 字堯夫 庚寅生 父悅 外權睍 妻父李泰晩 玉堂承旨 陽川人
通德 李信傳 字允輔 甲申生 父椅 外洪仁甲 妻父李邦老 校檢 全義人
忠義 曺徵漢 字俊弼 戊子生 父瑾 縣監 昌寧人
     李秀英 字馨汝 甲午生 父俌 僉知 全州人
幼學 吳碩夏 字大哉 庚寅生 父昌運 直講 羅州人
     吳命老 字伯叟 戊子生 父瑞應 郡守 高敞人
     梁聖揆 字一卿 辛丑生 父重厦 外金應海 妻父李汝發 工參 南原人
     吳  勣 字伯翼 丙申生 父伯興 郡守 長興人
     全聖準 字仲式 丁酉生 父氣正 司藝 羅州人
     金萬益 字大有 壬辰生 父汝玉 禮正 慶州人
     李商雨 字聖澤 戊子生 父英久 察訪 羽溪人
     李  琩 字玉汝 辛丑生 父處仁 妻父朴以文 通禮 禮安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閔鎭厚 丙寅別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趙正萬 字定而 丙申生 父景望 工判 林川人

ꁮ 肅宗 癸亥 九年 增廣榜以太祖太宗追上諡號  仁祖孝宗世室合四慶十一月二十二日行  殿箴
敬德祈命  是榜韓弘濟未赴殿試而死  武壯張益訓

    ◈ 甲科 三人
通德 許  玧 字允玉 乙酉生 父卨 外柳宜涵 妻父洪應元 知事 陽川人
     李萬謙 字子益 號霞山 庚辰生 父行道 外安獻徵 妻父柳震昌李有湞 直長 全義人
進士 宋廷奎 字文卿 丙申生 父拯 外申得洪 妻父李井漢李碩揆 玉堂江監 礪山人
    ◈ 乙科 七人
奉事 洪  璛 字玉汝 甲午生 父聖元 外朴安鼎 妻父李四翼 兵參 南陽人
奉事 李  瑄 字奉彦 庚辰生 父時恒 外李煥 妻父金貞金一明 佐郞 全州人



通德 宋疇錫 字叙九 庚寅生 父基泰 外李挺漢 妻父李敏章 修撰 恩津人
生員 朴光潤 字士澤 辛卯生 父尙眞 學諭 順天人
縣監 趙相愚 字子直 號東岡 庚辰生 父珩 外睦長欽 妻父李長英 右相 豊壤人
通德 李宜昌 字德初 庚寅生 父世亨 外南熀 妻父李重龜申繼 司諫 龍仁人
     柳尙載 字悠遠 甲申生 父誠吾 外朴東亮 妻父宋國藎 玉堂大諫 文化人
    ◈ 丙科 二十五人
通德 李東標 字君則 甲申生 父雲翼 外金厚基 妻父權鋏 承旨 眞寶人
生員 朴萬鼎 字士重 戊子生 父廷瑞 外柳德昌 妻父李  應敎 密陽人
     柳百乘 字仲車 壬辰生 父溍 妻父蘇爾寅 監正 文化人
     金文夏 字聖起 壬辰生 父壽蕃 外金振 妻父李粹蕃 湖堂應敎 淸風人
     朴俊蕃 字德茂 癸未生 父垠 郡守 忠州人
通德 沈季良 字直夫 己亥生 父梓 外李象乾 妻父丁道元 弘吏承旨 靑松人
     朴  渲 字深源 壬午生 父仁行 妻父韓必榮 密陽人
生員 李天果 字君碩 辛卯生 父國厦 外金尙賓 妻父金粹潤 兵正 全州人
     申  奎 字文甫 己亥生 父纘延 外李陟 牧使 平山人
幼學 羅學川 字師道 戊戌生 父壽宗 外朴昌澂 承旨 壽城人
通德 李一台 字德老 辛卯生 父國華 外閔賀 妻父崔文湜 掌令 全義人
     南至熏 字熏叔 癸巳生 父翧 外權睍 妻父慶㝡 承旨 宜寧人
生員 崔時翰 字飛卿 辛未生 父瀗 判官 海州人
進士 閔震元 字春卿 庚辰生 父胤祖 外趙文粹 判校 驪興人
     元聖兪 字命汝 庚辰生 父行義 妻父成道重 府尹 原州人
縣監 李  湜 字正源 癸酉生 父奎鎭 外朴鼎賢 妻父許塤 未文職逝 驪興人
司果 尹興績 字仲振 辛卯生 父鼎弼 妻父宋㺹 兵佐 漆原人
參奉 李宇晉 字晉伯 庚辰生 父翼老 外趙贇 妻父權跋 承旨 全州人
生員 呂必容 字休卿 乙未生 父奎齊 外成鑰 妻父趙黙 戶參 咸陽人
通德 崔敬中 字日强 丙戌生 父侃 妻父李廷機 左尹 全州人
     任翊元 字士亮 甲申生 父重 外李更生 妻父權跋 注書兵佐 豊川人
幼學 柳成運(류성운) 字集中 辛卯生 父㝚 祖時定 曾燦 外許穉 妻父申汝挺 注書

     弼善 六十 華盡恠拙 注書被論 晉州人

     尹星駿 字君房 乙未生 父彬 外尹得說 妻父洪命夏 玉堂吏議 南原人
生員 呂聖擧 字子遇 己丑生 父大和 妻父李泰亨 持平 星州人
     林  濩 字次韶 乙酉生 父長儒 玉堂大諫 羅州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尹峕敎 字魯夫 父拄 坡平人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洪萬迪 乙酉增

ꁮ 肅宗 丁卯 十三年 聖榜九月二十一日行初定於初九日因萬壽殿灾退定於二十日以風雨又差
退行於是日命官南九萬主文南龍翼 表漢諸葛亮請以前漢興隆爲法後漢傾頹爲戒  武壯金球

    ◈ 甲科 一人
通德 權   字敬仲 癸巳生 父誢 外韓克謙 妻父崔渲 刑判 安東人
    ◈ 乙科 一人
牧使 李光夏 字啓而 癸未生 父柙 外閔聖徽 妻父沈之源 判尹 德水人
    ◈ 丙科 六人
僉正 李鼎命 字伯凝 壬午生 父敏章 外李楚老 妻父李梓徐椗 玉堂承旨 全州人
參奉 任胤元 字士長 乙酉生 父量 外權以亮 妻父權俒 玉堂監司 豊川人
通德 沈仲良 字師聖 戊戌生 父梓 外李象乾 妻父福昌君楨 玉堂承旨 靑松人
     朴泰恒 字士心 丁亥生 父世楷 外林偉 妻父柳彬 判敦 潘南人
     鄭徽周 字美叔 庚寅生 父勗 外韓汝望 妻父朴良胤 承正 海州人
生員 柳亨運(류형운) 字 叔 戊子生 父宰 祖時蕃 曾燦 外金槼 妻父李厚根

     僉正庶 晉州人

ꁮ 肅宗 庚午 十六年 式年榜三月二十六日行  武壯姜暄
    ◈ 甲科 三人
生員 趙德純 字顯夫 壬辰生 父頵 外柳世長 妻父南天斗 持平 漢陽人
通德 李適意 字以達 壬辰生 父崇彦 外李尙白 妻父吳慶基 持平 慶州人
幼學 金南甲 壬辰生 父英傑 典籍 金海人
    ◈ 乙科 七人
通德 成  瑍 字季輝 乙未生 父後周 外睦嗜善 妻父李泰晩趙淵卿 同知 昌寧人
     朴安道 字履仲 辛卯生 父孝元 縣監 潘南人
生員 金泰鼎 字元瑞 壬辰生 父智立 主簿 金海人
縣監 丁時潤 字子雨 丙戌生 父彦璧 外睦取善 妻父李正源 弘吏參知 押海人
通德 權  慜 字達夫 甲午生 父儔 外安獻徵 妻父李光鎭 牧使 安東人
     南圖翼 字雲擧 壬寅生 父垕 外李崇彦 妻父李允協 典籍 宜寧人



     鄭棟隆 字吉甫 甲辰生 父䎖 外李時荃 妻父沈晢 縣監 草溪人
    ◈ 丙科 三十人
忠義 尹徵商 字殷卿 甲午生 父珉 妻父李純仁 監察 坡平人
生員 柳行三 字叔五 辛卯生 父興門 外李克寬 妻父李震杓 縣監 晉州人
進士 權希說 字命之 己丑生 父昪 外李尙彦 兵佐 醴泉人
郡守 洪柱震 字春卿 甲戌生 父  外趙安國 妻父丁彦璧 獻納 豊山人
縣監 趙祺錫 字來慶 癸未生 父益剛 外曺挺生 妻父鄭之叔 府使 楊州人
通德 權始經 字元伯 丁未生 父德潤 外海安君億 妻父李壽徵李有經 承旨 安東人
     朴行義 字道彦 癸巳生 父鎭圭 外李楔生黃瀡 妻父姜碩賓許塖 應敎 密陽人
幼學 柳粹然(류수연) 癸亥生 父禮傑 祖珩 曾溶 外韓仁祿 察訪 六十九 登科庶 晉州人

     金萬柱 字仲能 癸巳生 父宗灝 妻父柳榰 都事 禮安人
     曺夏榮 壬辰生 父時進 典籍 昌寧人
生員 朴聖世 字皥如 壬辰生 父惠 密陽人
     金世鎬 字京伯 壬辰生 父益基 外朴希文 妻父權以時 翰林正言 義城人
進士 琴  暹 字仲舒 己亥生 父以諧 學正 奉化人
     金昌錫 字天與 壬辰生 父履基 外尹湯聘 妻父沈挺賢 正言 義城人
     洪重鼎 字象之 己丑生 父萬最 外申起漢 妻父鄭儋 翰林正言 豊山人
     崔泰厚 字汝重 丙申生 父炡 典籍 水原人
幼學 盧世南 庚子生 父浣 妻父李有叙 學諭 豊川人
     金壽益 字天老 庚寅生 父重寶 相禮 延豊人
     韓在垕 字子厚 乙巳生 父紀千 司藝 淸州人
     李  瀏 字巨源 癸卯生 父逢舜 縣監 原州人
     金萬衡 字士平 辛丑生 父輝挺 縣監 道康人
     潘尹衡 己巳生 父進洙 察訪 光州人
     宋泰基 字汝亨 乙未生 父  司藝 冶爐人
     金遇一 字時仲 己亥生 父鋋 禮佐 禮安人
     李聖佐 字大而 甲午生 父天相 外許洙 妻父邊起漢秦瑞國 察訪 全義人
     金  垕 字赫然 壬辰生 父有善 縣監 慶州人
     金重泰 癸卯生 父昌老 察訪 靈光人
     李枝遠 字子長 庚子生 父汝愚 察訪 固城人
     崔鎭厦 壬辰生 父俊吉 典籍 水原人
     孟養浩 戊戌生 父之梁 主簿 新昌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尹  鋠 字國甫 甲午生 父商衡 外洪宇遠 不第 坡平人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李儀鴻 字熈叔 己亥生 父玄年 外李如璜 妻父嚴纘 韓山人

ꁮ 肅宗 庚寅 三十六年 增廣榜以 玉候及東宮瘧疾平復慶六月初八日行 殿表宋參知政事畢士安
謝諭以行且相卿仍問誰可與卿同進者 姜世胤以易書用情配退付後科  武壯金重胤

    ◈ 甲科 三人
幼學 朴徵賓 字仲觀 辛酉生 父斗山 掌令 比安人
通德 尹錫來 字仲吉 乙巳生 父理 外李義胤 妻父柳軸洪瑛 兵參 坡平人
     黃  懰 字美叔 庚戌生 父潤河 外申澐 妻父李喜年 牧使 昌原人
    ◈ 乙科 七人
縣令 趙鳴鳳 字擇之 丙午生 父爾炳 外池性淵 妻父崇善君澂洪聖文 承旨 楊州人
進士 李光普 字德章 乙卯生 父亨郁 掌令 全州人
     趙遠命 字致卿 乙卯生 父祺壽 外麟坪大君㴭 妻父沈冲 弘吏判敦 豊壤人
通德 李太元 字囿和 癸丑生 父廷圭 掌令 富平人
佐郞 南道揆 字汝一 壬寅生 父宅夏 外吳斗寅 妻父李重蕃 大諫監司 宜寧人
通德 李鳳翼 字士輝 辛亥生 父誧 妻父沈儆 承旨 驪興人
進士 金器之 字瑚璉 癸丑生 父震聲 府使 金海人
    ◈ 丙科 三十一人
進士 李必重 字鼎叔 壬子生 父晩益 外趙仲耘 妻父尹攀 說書 韓山人
通德 申  滌 字日新 庚申生 父應濟 外金弘烈 妻父趙世耋 兵正 高靈人
進士 李廷弼 字良甫 壬子生 父相伯 外崔逸 注書承旨 全州人
通德 金有慶 字德裕 己酉生 父斗徵 外尹弼殷 妻父李箕洪 吏參參贊 慶州人
     趙彦臣 字汝輔 壬戌生 父泰興 外洪柱天 妻父任堂 兵參 淳昌人
     李  滿 字周臣 庚子生 父楨來 外李得  妻父崔日隆 掌令 韓山人
幼學 黃啓垕 字士厚 丙辰生 父濡 外金克禰 妻父吳廷亨 典籍 長水人
進士 徐命均 字平甫 號松峴 庚申生 父宗泰 外李藼 妻父金構 弘吏左相 達城人
     李景遠 字孟胤 壬戌生 父廷揆 妻父沈得 承正 原州人
幼學 朴弼夢 字良卿 戊申生 父泰進 外金德承 弘吏大憲 潘南人
通德 沈尙鼎 字聖凝 號夢悟 庚申生 父楫 外柳淰 妻父權持 注書正言 靑松人
進士 柳  綎(류  정) 字汝信 甲子生 父振運 祖㝚 曾時定 外李碩蕃 妻父朴弼義

     李炯  綏弟 刑參乙亥追奪 晉州人



幼學 李以濟 字美仲 庚申生 父基全 外宋後松 妻父鄭松年 掌令 全義人
縣監 權斗經 字天章 號雪齋 甲午生 父濡 外金鑑 修撰 安東人
通德 洪廷相 字士輔 丁巳生 父瀅 外朴時瑋 妻父柳 崔命基 玉堂府尹 南陽人
業儒 姜必中 字時卿 壬寅生 父汝㦿 外康用候 晉州人
生員 孫命來 字顯承 甲辰生 父守業 縣監 密陽人
幼學 李徵道 字以時 壬辰生 父聖兪 直講 羽溪人
進士 金  侃 字士行 癸巳生 父弼臣 通政 豊山人
幼學 權相一 字千之 己未生 父深 安東人
     姜  綸 字士言 丁巳生 父齊益 承權 晉州人
     洪   字世杰 丁卯生 父游敬 承權 南陽人
通德 南重繼 字而善 壬午生 父斗老 外韓公則 直講 宜寧人
監役 沈  瀷 字浩而 乙酉生 父若溟 外李文柱 妻父李秞金信圭 靑松人
進士 趙尙絅 字子章 辛酉生 父道輔 外金必振 妻父李廷泰 吏判 豊壤人
通德 金取魯 字取斯 壬戌生 父楺 外宋摶 妻父李基夏鄭鎬洪重埰 吏判玉堂 淸風人
     張世良 字君房 癸亥生 父相漢 直講 木川人
     金重熙 字皥卿 辛酉生 父世龜 外李擇仁 妻父柳星漢 執義 安東人
     金  濰 字汝楫 乙丑生 父重禹 外李綱 妻父鄭亨益 大諫右尹 安東人
進士 黃  璿 字聖在 號鷺汀 壬戌生 父處信 外李敏徵 妻父安時亮徐命世 參判 長水人
幼學 姜必輔 字啓周 乙丑生 父櫟 外兪夏益 妻父洪萬長 平都 晉州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權   癸巳增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閔應洙 乙巳增

ꁮ 肅宗 己亥 四十五年 增廣榜是歲  上入耆英社稱慶設科九月二十一日行◯箋漢韓信謝諭以承
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敎寡人計策  武壯朴端錫

    ◈ 甲科 三人
郡守 鄭亨益 字時偕 甲辰生 父濟先 外李尙淵 妻父洪九叙金相器 參贊 東萊人
進士 權  賮 字邦瑞 己巳生 父稠 外徐文縉 妻父李演 司諫 安東人
生員 李聖至 字伯倫 戊辰生 父喜益 外許鈺 妻父鄭厦柱 府使 廣州人
    ◈ 乙科 七人
生員 崔益秀 字俊卿 壬戌生 父溍 外趙昱 掌令 全州人



參奉 宋寅明 字聖賓 己巳生 父徵五 外李端相 妻父兪岦 翰林左相 礪山人
     呂善長 字元伯 丙寅生 父光周 外李潤朝 妻父柳鳳逸 弘吏承旨 咸陽人
通德 韓德厚 字稚圭 庚申生 父以原 外洪聖休 承旨 谷山人
     曺命敎 字彛甫 丁卯生 父夏奇 外韓如愚 妻父尹春敎 吏參提學 昌寧人
     宋翼長 字雲擧 癸酉生 父成明 外朴泰淳 妻父李箕獻 承正 礪山人
幼學 韓啓震 字季明 己巳生 父宗箕 外鄭晋爀 妻父李蕃 參議 淸州人
    ◈ 丙科 二十四人
僉正 金濟謙 字必亨 庚申生 父昌集 外朴世楠 妻父宋炳文 玉堂承旨 安東人
縣令 趙尙慶 字子餘 丙辰生 父衡輔 外林一儒 妻父洪萬恢 玉堂大諫 豊壤人
別提 金天敘 字元亮 丙辰生 父盛始 外李  僉正 安東人
參奉 李重觀 字國賓 甲寅生 父夏㱓 外吳添慶 承旨 全州人
     柳謙明 字益輝 乙丑生 父完 外許恜 妻父李仁涵 修撰 全州人
通德 李普昱 字輝伯 戊辰生 父宜著 外鄭正陽 妻父韓永熈 玉堂承旨 龍仁人
     趙顯命 字稚晦 辛未生 父仁壽 外金萬均 妻父尹志源金聖游 弘吏領相 豊壤人
進士 徐宗伋 字汝思 戊辰生 父文澤 外洪一宇 妻父孟萬澤 吏判提學 達城人
     申致謹 字幼言 甲戌生 父輔 外尹商衡 妻父朴泰鎭尹明臣 翰林校理 平山人
     朴宗潤 字景輝 癸亥生 父萬㱓 妻父金斗瑞成屹 正 密陽人
進士 柳應煥(류응환) 字叔章 乙亥生 父尙徽 祖奎廷 曾長茂 外李相儼 妻父權旻

     江都乙巳上疏討 引見 三十一 晉州人

     金遇喆 字嘉會 己巳生 父是誠 外申以孝 刑議 光州人
     洪一輔 字汝咸 庚申生 父重泰 外李箕徵 妻父尹勗 持平 豊山人
生員 白時光 字孟卿 丙申生 父以觀 外李克培 正言 水原人
     吳光運 字永伯 己巳生 父尙純 外安後說 妻父權䪫 禮參提學 同福人
進士 李  憙 字悅道 辛未生 父舒華 外鄭行萬 妻父洪澤 掌令 載寧人
生員 黃  浚 字道源 甲寅生 父鍾振 外權摶 妻父權用經 監察 長水人
     金道彦 字汝由 甲子生 父萬衡 外趙錫㱓 縣監 道康人
業儒 洪啓相 字乃心 甲子生 父聖休 外徐浚行 察訪 南陽人
幼學 柳升鉉 字允卿 庚申生 父奉時 外申以徵 判決 全州人
     李知聖 字國華 丙寅生 父以達 禮正 全州人
生員 李  瑜 字幼玉 辛未生 父命熈 外韓濟愈 妻父鄭重先 吏判 延安人
進士 金夏九 字鼎甫 丙辰生 父世熈 外張宗翰 兵佐 遂安人
幼學 申正模 字景稽 辛未生 父德溢 外李聖耈 縣監 鵝洲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趙明翼 乙巳庭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權  爀 丙午謁

ꁮ 肅宗 己亥 四十五年 春塘臺榜王世子十月初一日詣文廟行酌獻禮試士于春塘臺 箋宋羣臣賀
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史以祀先王  武壯金興尙

    ◈ 甲科 一人
通德 南壽賢 字希叔 甲寅生 父重維 外沈壽公 妻父李增重 縣監 宜寧人
    ◈ 乙科 一人
幼學 柳得章(류득장) 字大卿 丙寅生 父星明 祖赫然 曾孝傑 外李益培 妻父鄭奎祥

     縣監庚戌獄杖死伸 四十五 晉州人

    ◈ 丙科 二人
進士 李匡世 字濟卿 己未生 父聞政 外金夏錫 妻父柳德玉 戶參判尹 全州人
     黃  晸 字陽甫 己巳生 父爾章 外金世輔 妻父李彦經 應敎咸監 長水人

ꁮ 景宗 辛丑 元年 增廣榜以卽位慶十一月初四日行 是科會試吳瑗參榜與監試官黃梓有親避而誤
赴自首拔去睦天顯則殿試封內只書父名拔去  武壯梁必大

    ◈ 甲科 三人
進士 申處洙 字汝仁 庚午生 父瀁 外權俒 妻父李泰岳 司諫 高靈人
生員 姜一珪 字伯玉 甲子生 父世輔 參議 晉州人
     金東俊 字伯兼 乙丑生 父升國 外李元楨 妻父李玄亮 掌令 光州人
    ◈ 乙科 七人
生員 崔致重 字德望 壬子生 父淑雲 掌令 水原人
     權  扶 字子常 戊辰生 父寓 外崔文瑞 妻父李籩 修撰大諫 安東人
參奉 洪聖輔 字幼亮 乙丑生 父重華 外沈胤元 妻父沈玹 玉堂 豊山人
     金守文 字輝世 丁未生 父汮 兵佐 延安人
通德 鄭熙揆 字叔瞻 戊辰生 父漢柱 妻父洪重禹 獻納 草溪人
生員 李挺龍 字山甫 丁巳生 父嶰 縣監 全州人
     黃  沈 字仲晦 戊辰生 父鍾應 外鄭碩周 妻父鄭歧成李時夏 承正 長水人
    ◈ 丙科 二十二人
進士 趙迪命 字由道 乙丑生 父裕壽 外柳軫 妻父宋徵五 弘吏右尹 豊壤人



通德 朴履文 字仲禮 乙卯生 父澄 外睦林馨 妻父李雲根 掌令 務安人
進士 鄭益河 字子謙 號晦窩 戊辰生 父洊 外沈若溟 妻父李喬岳 玉堂刑判 延日人
     尹宗臣 字子相 乙亥生 父廷尙 外洪禹績 禮佐 坡平人
幼學 李萬東 字宗伯 辛酉生 父泌 外柳命河 縣監 延安人
     權一夔 字堯章 癸亥生 父斗璧 承正 安東人
     鄭弘濟 字汝楫 壬戌生 父相吉 外洪應元 妻父李樹達 府尹 延日人
     鄭彦儒 字林宗 丁卯生 父雲瑞 外李鼎興 東萊人
縣監 柳  綏(류  수) 字汝懷 戊午生 父振運 祖㝚 曾時定 外李碩昌 妻父李彦維

     綎兄 承旨 晉州人

通德 柳時模 字君楷 壬子生 父淐 參議 文化人
進士 金夢佐 字若礪 戊辰生 父炳遠 縣監 原州人
生員 李廷錫 字聖三 乙丑生 父相何 掌令 全州人
進士 權  贄 字敬輿 乙卯生 父稠 外徐文縉 獻納 安東人
     趙明澤 字叔涵 庚午生 父正緯 外閔挺杞 妻父尹弘离沈尙益 弘吏大憲 林川人
     權世秤 字平叔 戊辰生 父夔 察訪 安東人
幼學 李道亨 字士正 丁未生 父樹業 外柳寔 妻父金世南 承權 廣州人
     權  顈 字幼文 辛未生 父  外趙鏊 妻父趙世垕 典籍 安東人
通德 李喜濟 字用汝 壬寅生 父萬徵 外崔克寧 妻父鄭錫圭 郡守 廣州人
     崔  暐 字伯輝 壬戌生 父晩興 水原人
生員 金廷鳳 字聖瑞 戊午生 父湜 外崔東翰 判校 光州人
進士 申致雲 字公望 庚辰生 父輶 外金世翊 妻父尹澈 玉堂承旨 平山人
業儒 李植命 字仲堅 己未生 父元祉 判官 廣州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閔通洙 甲寅庭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金致萬 字會一 丁丑生 父希魯 外李世白 妻父洪錫輔 淸風人

ꁮ 景宗 癸卯 三年 增廣榜八月    日行 肅廟祔廟 仁敬 仁顯徽號 東朝尊崇 中宮冊禮 世弟入
學慶會榜中崔逵泰安聖時未赴試  武壯李震龍

    ◈ 甲科 三人
奉事 朴師洙 字景魯 丙寅生 父弼明 外李興稷生安縝 妻父宋正明張泰亨 吏判提學

潘南人



通德 沈游義 字宜甫 丙子生 父壽榦 外李漢命生權瑍 妻父鄭行五 兵佐 靑松人
幼學 李萬瞻 字伯崇 己巳生 父泌 外柳命河 妻父朴涏具益亨 直長 延安人
    ◈ 乙科 七人
直長 李秉泰 字幼安 戊辰生 父浹 外韓濟愈 妻父朴弼震 副學淸白 韓山人
參奉 李大源 字天敬 戊午生 父萬年 外安級 妻父申畢 掌令 韓山人
通德 趙尙命 字子休 丁卯生 父衡輔 外林一儒 妻父李聖漢 玉堂大諫 豊壤人
生員 李齊聃 丁卯生 父松㱓 獻納 全州人
副率 李眞洙 字子淵 甲子生 父德成 外洪有龜 玉堂承旨 全州人
參奉 朴師悌 字順甫 癸亥生 父弼貞 外柳楙 妻父尹五商任思遠 持平 潘南人
     朴奎文 字文瑞 庚戌生 父渲 獻納 密陽人
    ◈ 丙科 三十一人
都事 李度遠 字器甫 甲子生 父聖碩 外尹歆 翰林應敎 全州人
奉事 柳  儼(류  엄) 字思叔 壬申生 父挺晉 祖綰 曾長運 外朴泰定 妻父宋正明

     玉 禮判菁陽君戊申以洪州牧使棄母 城爲正 李碩臣所論孝敏 晉州人

參奉 李壽益 字叔謙 乙丑生 父ꞹ 注書大憲 驪興人
通德 洪景輔 字大而 壬申生 父重夏 外鄭正陽 妻父沈季良 玉堂參判 豊山人
洗馬 林光弼 字仲亮 壬戌生 父鳳輝 承旨 平澤人
生員 申  澋 丙辰生 父錫漢 外李涵 妻父宋道進 承權 高靈人
進士 金鼎九 庚申生 父世熈 遂安人
     洪  晟 字光國 壬午生 父命源 外李淑 妻父丁志濂 南陽人
     李宗白 字太素 己卯生 父衡佐 外尹趾慶 妻父鄭錫圭金宗碩 翰林弘吏 慶州人
     李世瑃 字伯和 辛酉生 父志遇 縣監 碧珍人
幼學 金汴光 字景實 甲戌生 父南栻 外尹爾厚 妻父李玄亮 安東人
     丁來復 壬戌生 父一星 靈山人
奉事 李聖臣 字茂叔 丁巳生 父鳳朝 外洪柱三 妻父申轂 正言 延安人
參奉 睦天顯 字公著 己酉生 父林一 外禹昌績 妻父洪萬朝 縣監 泗川人
通德 蔡膺萬 字幼言 丁巳生 父成胤 妻父李玄紀 持平 平康人
     朴文秀 字成甫 辛未生 父恒漢 外李世弼 妻父金道浹 翰林玉堂兵判 高靈人
     兪最基 字良甫 己巳生 父命健 外安後宣 妻父鄭亨益 玉堂參贊 杞溪人
     韓顯謩 字晦而 癸酉生 父師范 外兪命興 妻父沈鳳輝 吏郞大憲 淸州人
     鄭羽良 字子揮 壬申生 父壽期 外尹希壽 妻父李世會李馝 提學右相 延日人
     閔  圻 字君輔 壬戌生 父震煥 外成爾昌 注書掌令 驪興人



     任  珽 字聖方 甲戌生 父守廸 外柳以井 妻父姜鋧 吏議 豊川人
生員 裵胤命 己巳生 父正徽 縣監 興海人
     金弘壽 字毅卿 辛酉生 父元燮 外權愭 承正 善山人
     李  槳 字舟汝 丙子生 父仁溥 全州人
     李挺膺 字元禮 辛未生 父世璋 外金鼎昌 妻父張夢翼 執義 碧珍人
進士 金白虎 庚申生 父允廸 縣監 光州人
     李鳳鳴 字邦瑞 壬戌生 父玹 全都 舒川人
     金  權 字汝中 癸酉生 父聖澄 外林渻 妻父尹彙全 持平 安東人
     任  轍 癸亥生 父弘式 察訪 豊川人
幼學 趙  鏛 字子常 甲申生 父光奎 外李喜年 妻父權應經 承正 淳昌人
     南渭老 字聖望 己卯生 父泰承 外花山君滾 妻父李東源 獻納 宜寧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尹尙白 同年庭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吳遂燁 父道一 不第 海州人

ꁮ 英祖 乙卯 十一年 增廣榜閏四月十三日行 元子誕降慶 殿賦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武壯李尙白
    ◈ 甲科 三人
參奉 朴弼理 字景玉 丁卯生 父泰昌 外李震謙 妻父李宇相鄭重震 承旨 潘南人
生員 柳東垣(류동원) 字叔野 戊辰生 父瑞麟 祖日三 曾時稷 外盧峻命 妻父梁斐

     判決 晉州人

郡守 吳命瑞 字信卿 戊辰生 父遂一 外南  妻父趙泰果 大諫 海州人
    ◈ 乙科 七人
縣監 金聖鐸 字振伯 甲子生 父泰重 外金如萬 妻父朴震相 修撰 義城人
通德 金范甲 字仲萬 庚午生 父夏英 外李挺岳 妻父洪禹龜鄭堥 縣監 安東人
參奉 朱  杞 字仲良 癸亥生 父汝井 外韓有畿 妻父李孝全李斗苾 兵佐 全州人
生員 申命佐 字季良 乙丑生 父翰周 禮佐 平山人
     柳正源 字淳伯 癸未生 父錫龜 玉堂大諫 全州人
     金景泌 字源仲 辛巳生 父汝鏜 察訪 義城人
幼學 沈景先 字士行 庚辰生 父泰元 承正 豊山人
    ◈ 丙科 三十二人
主簿 朴弼榦 字季直 癸亥生 父泰恒 外柳彬 妻父李成朝 承旨 潘南人



都事 洪象漢 字雲章 辛巳生 父錫輔 外趙儀徵 妻父魚有鳳 兵判 豊山人
通德 李昌誼 字聖方 甲申生 父泰躋 外宋徵殷 妻父鄭壽期洪禹九 左相 全州人
     李徵奎 字天章 壬戌生 父碩臣 持平 延安人
生員 朴昌潤 字君擢 己卯生 父萬源 外權志 妻父成鉉尹履周 密陽人
     朴海潤 字汝重 丙子生 父萬善 外成萬春 妻父李濟相 密陽人
幼學 黃最彦 字良伯 辛卯生 父壽泰 外李萬全 妻父禹鼎九 昌原人
     柳觀鉉 字用賓 壬申生 父奉時 外李以徵 判決 全州人
主簿 吳遂采 字士受 壬申生 父道一 外鄭淹 妻父尹行敎 大憲提學 海州人
敎官 李成中 字士得 丙戌生 父顯謨 外金弘楨 妻父韓祉 吏判提學 全州人
參奉 兪彦國 字君弼 辛巳生 父健基 外李徵海 妻父權益文 兵參 杞溪人
     徐海朝 字宗之 辛未生 父  外朴繘 妻父金商翼 連山人
通德 尹志泰 字大瞻 庚辰生 父殷績 司諫 漆原人
     鄭純儉 字聖從 庚寅生 父錫遠 外金宗衍 玉堂大諫 東萊人
     沈  瑴 字君玉 乙亥生 父得良 外李后沆 妻父許源 靑松人
     尹東浚 字士深 癸酉生 父可敎 外羅良佐 妻父呂光周 玉堂大諫 坡平人
     李衡萬 字平一 辛卯生 父聖龍 外宋溢 妻父趙鳴鳳 玉堂承旨 慶州人
     許  錘 字德稱 丁丑生 父堣 外安櫶 妻父趙汝謙 承正 陽川人
     李昌儒 字而珍 癸巳生 父春躋 外趙遠命 妻父吳命新 全州人
     金光國 字大觀 己丑生 父湛 外崔가 妻父黃應泰安允揆 安東人
     林象元 字彦春 己丑生 父世諿 外趙大壽 妻父沈瑋 府使 羅州人
     鄭夏彦 字美仲 壬午生 父堥 外尹遇泰 妻父趙錫命 承旨 延日人
生員 朴弘儁 字子毅 甲申生 父泰來 司諫 羅州人
     金   字久而 甲戌生 父世載 外洪夏錫 妻父李  僉知 扶寧人
     閔洙彦 字聖源 丙寅生 父致中 正言 驪興人
     任  遠 字致叔 戊辰生 父世復 持平 豊川人
     李彛章 字君則 戊子生 父必重 外尹攀 妻父崔尙謙 玉堂大憲 韓山人
進士 李象靖 字景文 辛卯生 父泰和 外李栽 妻父黃混 韓山人
     金時粲 字穉明 庚辰生 父盛道 外申  妻父李采朝 玉堂副學 安東人
     安宅重 字仁老 乙亥生 父義行 承權 順興人
     姜鳳休 字儀伯 甲戌生 父夏振 獻納 衿川人
     金  硡 字大叔 癸未生 父應豪 持平 慶州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朴萬源 父師洙 羅州人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任   庚申增

ꁮ 英祖 乙卯 十一年 式年榜八月二十九日行 殿賦讀書如鍊丹  武壯鄭興道
    ◈ 甲科 三人
幼學 尹澤休 字美仲 丁卯生 父鉉 外李河 兵佐 海平人
     金  脩 字遠之 庚午生 父一麒 外崔久徵 兵佐 光州人
     李德觀 字士賓 庚辰生 父仁復 外朴萬華 察訪 慶州人
    ◈ 乙科 七人
幼學 洪聖龜 字君瑞 戊寅生 父得平 外金順之 妻父張時翰 司藝 南陽人
     林德升 字德亨 癸亥生 父瑞奎 外李益謙 禮佐 淳昌人
     兪鴻觀 字聖逵 丙寅生 父以杞 外申浩 察訪 杞溪人
     南彦彧 字汝成 癸未生 父履陽 外金弘瑞 掌令 宜寧人
     尹澤厚 字仲深 丙寅生 父海一 外朴再泰 掌令 海平人
     文復亨 字來陽 戊午生 父國寶 外權汝發 察訪 南平人
生員 李錫禧 字汝玉 辛酉生 父埰 外郭泰安 監察 全州人
    ◈ 丙科 二十七人
通德 尹學輔 字來修 庚午生 父慶萬 外韓碩運 妻父安瑞龜 兵正 坡平人
     姜守珪 字仲玉 壬辰生 父德彦 外李碩文 妻父吳道炳李時亨 晉州人
生員 琴沃心 字啓汝 壬申生 父德興 外金益輝 承正 奉化人
進士 李弘稷 字季長 乙酉生 父俊林 外庾翮 妻父李奎㱓 咸平人
通德 尹亨基 字聖元 辛卯生 父澈 外洪禹績 妻父鄭德鳴 典籍 坡平人
幼學 徐性慶 字士善 庚午生 父命老 外沈瑞文 縣監 南陽人
     趙  擎 字柱天 丙子生 父尙夔 外李溭 妻父尹得鳳 僉知 豊壤人
     韓始佐 字元輔 甲戌生 父命廸 外朱檳 禮佐 淸州人
     金衡一 字平叔 乙酉生 父鼎九 外崔克嶙 妻父李萬紀 察訪 安東人
     鄭升賓 字大猷 甲申生 父世夔 外安欽 妻父尹德敎 慶州人
     韓德孚 字聖聞 乙酉生 父宗說 外李增生 淸州人
     沈潤海 字德粹 庚寅生 父景洙 外金後敞 察訪 靑松人
     崔鎭岳 字峙仲 乙亥生 父紀昌 外鄭大聖 妻父金濬彰 典籍 鐵原人
     南泰運 字汝大 乙亥生 父胤또 外權得輿 妻父玉振韶 承正 英陽人
     洪啓沃 字士心 丁亥生 父昌夏 外許時鳳 典籍 南陽人



     李胤沆 字季靖 甲申生 父升運 外桂林桓 咸都 全州人
幼學 柳 基(류억기) 字大年 己卯生 父晦章 祖星五 曾卓然 外睦昌萬 妻父李應運

     辰仝七代孫 兵正 晉州人

     金可慶 字善甫 甲戌生 父重周 外呂安素 妻父申命疇柳衍 都事 安東人
     朴  玶 字平甫 庚辰生 父台東 外李泳 妻父金錫曾 承旨 密陽人
     南龍震 字國輔 戊子生 父以煜 外韓㦿生 承正 英陽人
     朴昌朝 字子盛 壬戌生 父廷亮 外禹聖奎 直講 高靈人
     韓處熙 字君緝 癸未生 父萬厚 外李恒年 察訪 淸州人
     崔一奎 字燦五 戊寅生 父夏績 外沈潤海 縣監 江陵人
     李衡擧 字平輔 乙丑生 父彛明 外韓義珍 僉正 星州人
     韓正旭 字鳳鳴 辛巳生 父夢年 外金翼成 妻父姜橒 察訪 淸州人
     鄭東潤 字潤卿 丙子生 父瑞耈 外李晩春 縣監 慶州人
     李世震 字亨伯 庚申生 父守約 外姜鄑 司書 眞寶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李匡會 字善感 丙戌生 全州人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李存中 庚午式

ꁮ 英祖 乙卯 十一年 庭試榜十月十一日行 元子水痘平復慶 賦肇開鴻業命官金興慶  武壯金世冑
    ◈ 甲科 一人
通德 申   字士純 癸酉生 父致遠 外朴震龜 妻父魚史經 司諫 平山人
    ◈ 乙科 一人
幼學 金商煥 己卯生 父彦夏 察訪 金海人
    ◈ 丙科 五人
直長 鄭俊一 字宅之 戊辰生 父齊泰 外韓後相 妻父尹聖和 玉堂大諫 延日人
通德 兪彦好 字子容 丙戌生 父偉基 外李碩觀 妻父曺命敎 修撰 杞溪人
生員 柳顯章(류 장) 字達甫 丙子生 父星河 祖炳然 曾忠傑 外崔堣 妻父朴泰慶

     辰仝六代孫 兵參 晉州人

進士 南泰赫 字汝輝 甲子生 父浚明 妻父李景茂 工參 宜寧人
     李會元 字道成 丁丑生 父廷濟 外閔恦 妻父洪啓章 正言 富平人



ꁮ 英祖 癸亥 十九年 庭試榜九月三十日行 親臨殿試 王世子紅疹平復冠禮合慶庭試設初試之議
累發於章奏 筵對之間至是始行九月二十日分三所出賦表合取一千人御題殿賦百兩御之 是年三日製
壯元恩賜尹得敏病逝未赴殿試 贈弘文正字王世子入學將命  武壯李泰晃

    ◈ 甲科 一人
郡守 趙榮魯 字景洙 辛巳生 父道彬 外李世著 妻父靑陵君模 大諫全監 楊州人
    ◈ 乙科 二人
敎官 鄭恒齡 字玄老 庚辰生 父尙驥 外李萬休 妻父申軫 司諫 河東人
司禦 李  垍 字汝固 丁亥生 父廷熽 外柳綰 妻父徐命運 玉堂禮議 全州人
    ◈ 丙科 二十三人
佐郞 兪彦民 字伊天 己丑生 父受基 外金昌協 妻父李壽海 玉堂大憲 杞溪人
奉事 李最源 辛未生 父宜晩 外柳畛 廣州人
參奉 韓光協 字稚和 庚寅生 父師喆 外李東郁 妻父尹東泰 淸州人
通德 權穆衡 字道和 癸巳生 父益聖 外尹夏敎 妻父李顯章 安東人
     蔡濟恭 字伯規 庚子生 父膺一 外李萬成 妻父吳弼運權尙元 玉堂 平康人
     朴混源 字幼泉 乙未生 父師忠 外梁夢旭 妻父李聖源 潘南人
     許  彙 字晋卿 己丑生 父源 外宋廷河 妻父李光箕 掌令 陽川人
     李顯重 字顯道 戊子生 父秉德 外申拱華 妻父金祐謙 玉堂大諫 韓山人
進士 李星慶 字夢瑞 己亥生 父齊華 外丁道泰 妻父申 全州人
     成天柱 字子擎 壬辰生 父德馨 外李之老 妻父崔駿興 玉堂 昌寧人
幼學 全光濟 丁丑生 父僖 外康渶 都事 龍宮人
     李再章 辛丑生 父松老 外李英哲 察訪 淸州人
通德 張命德 壬午生 父時載 外文繼倫 禮佐 仁同人
     具允明 字士貞 辛卯生 父夢奎 外尹天駿 妻父崔尙履 綾城人
     李陽泰 字來叔 甲寅生 父垕 外金權 陽城人
生員 高  裕 字順之 壬寅生 父奎瑞 外金益南 妻父全光濟 開城人
進士 玄光宇 字汝夫 丙子生 父溟翼 外呂必興 妻父李華臣 順天人
幼學 柳  健(류  건) 字子以 戊子生 父昌晋 祖綄 曾長運 外李天㦳 妻父李箕朝

     汀十二代孫 晉州人

幼學 金晉鐸 字警甫 丁酉生 父宅商 外金商雨 順天人
     吳  洵 字汝章 己丑生 父一明 外柳晋龜 妻父崔尙徵 校檢 寶城人
     朴祥馨 字君瑞 庚寅生 父世億 外金錫祿 察訪 密陽人
進士 崔大潤 字聖化 甲午生 父鎭岳 外李仁栽 兵佐 晉州人
幼學 金澤麗 字潤伯 癸巳生 父德璜 外朴廷儀 金海人



ꁮ 英祖 甲子 二十年 式年榜九月二十一日行 御題殿賦岐陽鳴鳳  武壯崔景卨
    ◈ 甲科 三人
通德 朴昌源 字盛甫 丁酉生 父師正 外李宅相 妻父李德載 正言 潘南人
幼學 李載顯 字孟揚 甲午生 父鳳煥 外申湙 妻父南泰有 驪州人
通德 沈  墢 字耕之 辛卯生 父廷鵬 外趙桂 妻父閔思淵 靑松人
    ◈ 乙科 七人
幼學 李復基 丙申生 父以大 外朴鎭圭 校正 全州人
     全義采 字貫道 庚寅生 父興璧 外徐禹績 妻父金萬璧 縣監 旌善人
     呂弘㦿 字開叔 甲申生 父命周 外李先陽 星州人
通德 李萬恢 字子容 戊子生 父澯 外申厚命 妻父鄭應台 延安人
生員 李益普 字謙仲 癸未生 父廷崙 外李行夏 碧珍人
幼學 河振紀 壬戌生 父潤九 外韓國良 僉知 晉州人
侍直 林錫憲 字汝三 戊寅生 父藝 外金弘柱 妻父李深李觀華 玉堂府使 羅州人
    ◈ 丙科 二十七人
幼學 李世泰 字季通 戊寅生 父守經 外安老石 判決 眞寶人
     愼基慶 字善餘 庚子生 父廷烋 外鄭濬生 妻父李萬厚金煐 居昌人
     金  煃 壬申生 父元璡 外李 慶州人
     金弘潗 字大卿 戊寅生 父昌瑄 外金得恭 順天人
     閔  增 字士謙 丁酉生 父震炡 外李時復 驪興人
     玄鳳泰 庚辰生 父應七 外金漢佑 星州人
     李亨俊 字士會 甲午生 父世忠 外趙錫悌 掌令 全州人
     張翰鳳 字士輝 甲申生 父道正 外李格 妻父朴廷漢 仁同人
     李世師 字聖伯 甲戌生 父守約 外姜鄑 玉堂 眞寶人
     金尙麟 字君錫 辛卯生 父嗣億 外金質完 妻父李時燁 水原人
生員 成海龍 辛巳生 父後麟 外洪振缶 昌寧人
幼學 趙台命 字汝翼 庚辰生 父相周 外柳寅協 漢陽人
     朴孝參 字行源 丙申生 父鳳麟 外安後綺 羅州人
     許  坪 字君平 丙申生 父熀 外全氣桓 妻父崔世彬 河陽人
     丁志復 字復初 戊子生 父孝愼 外鄭錫五 押海人
幼學 柳  脩(류  수) 字景一 乙未生 父尙晉 祖縇 曾長運 外沈融 妻父李希益

     汀後孫 兵參 五十八 晉州人

     趙有臣 字君擇 甲午生 父聖佐 外李順明 妻父金必重 稷山人



     李泰齡 字士通 辛卯生 父德裕 外林萬興 妻父朴台潤 原州人
     南相天 丙戌生 父圖溟 外金台一 英陽人
     洪受甸 字君績 丙戌生 父道儆 外白允圭 妻父盧光顯 南陽人
     安正宅 字仁伯 庚寅生 父昕 外徐必諧 妻父李興白 禮正 順興人
     崔  憼 癸亥生 父斗極 外申瀏 全州人
     李宜喆 丙申生 父壕 外金世濟 典籍 陽城人
     曺敬脩 丙戌生 父潤仁 外鄭敏雄 縣監 昌寧人
     朴成彪 字炳汝 辛卯生 父致涵 外裵世瑗 妻父崔浚 密陽人
     尹商臣 壬辰生 父東業 外鄭斗基 察訪 坡平人
     朴泰彦 字大來 庚辰生 父就章 外姜大周 妻父李再龍 密陽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宋煥星 字五而 外趙正純 恩津人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閔百兼 字大之 己亥生 父遇洙 外尹景績 妻父李絿 驪興人

ꁮ 英祖 丁卯 二十三年 庭試榜九月十九日 親臨景福宮勤政殿舊基設行 大王大妃殿周甲上尊號慶 
御題賦作抑戒詩朝夕諷誦主文兼命官趙觀彬  武壯丁時佐

    ◈ 甲科 一人
幼學 李惟秀 字深遠 辛丑生 父在 外尹世緯 妻父金時侃 玉堂刑判 全州人
    ◈ 乙科 二人
幼學 張鳳儀 字聖徵 庚寅生 父天維 濟判 仁同人
郡守 林象老 字輝天 癸酉生 父世良 外李翮 妻父李㙫 玉堂承旨 羅州人
    ◈ 丙科 十二人
生員 元啓英 字景宲 丁亥生 父海翼 外韓秋 原州人
     姜必履 字錫余 癸巳生 父橏 外尹勗 妻父權扶 玉堂承旨 晉州人
     權  絅 字士章 戊子生 父在衡 外尹自敬 妻父邊致殷 安東人
進士 鄭忠彦 字美伯 庚子生 父行謹 妻父金履一 河東人
幼學 李景祚 字天與 乙巳生 父恒㱓 外申思益 原州人
幼學 柳思欽(류사흠) 字敬叔 壬午生 父弼星 祖禧 曾卓立 外沈潤 妻父李俰兪垕

晉州人

     李宜馣 字芳叔 癸巳生 父世聃 外金致龜 妻父朴泰翰朴成羽 校理 龍仁人
     尹得相 字德甫 戊戌生 父澤休 學諭 海平人



     李尙允 字士信 丙申生 父晋錫 正言 廣州人
     李世鉉 字景中 癸巳生 父埏 持平 全州人
     趙宗濂 字道源 庚寅生 父鑑 妻父李敏 兵佐 漢陽人
     尹得養 字季和 庚子生 父沆 外宋相曾 妻父朴弼老 玉堂 海平人

ꁮ 英祖 己卯 三十五年 式年榜四月初三日行
    ◈ 甲科 三人
進士 李台鼎 字士凝 乙酉生 父瑞恒 外南五星 全州人
縣監 李冝祿 字宜叔 丁丑生 父雨彬 外金夏錫 妻父成  堂上 韓山人
幼學 文鳳集 字聖休 辛丑生 父碩奎 外魏貞殷 仁川人
    ◈ 乙科 七人
幼學 金履禧 字稚膺 丁未生 父景行 外李鼎相 安東人
進士 兪恒柱 字季五 庚戌生 父漢逸 外金廷潤 杞溪人
生員 金載順 字應德 壬子生 父黙 外申靖夏 延安人
主簿 蔡希範 字景洪 甲申生 父九夏 外鄭洙德 妻父柳慶有 仁川人
幼學 柳  薰 字季長 癸巳生 父應鱗 外李滾 文化人
通德 李之晦 字希朱 丙戌生 父萬根 外鄭善鳴 延安人
幼學 李就復 庚子生 父有三 外全佐英 羅州人
    ◈ 丙科 四十六人
幼學 金文鐸 字子章 戊戌生 父宅商 外金商雨 順天人
通德 姜  翰 字季鷹 辛丑生 父文潤 外張世䂓 晉州人
幼學 李中權 丁巳生 父挺垕 外黃啓澄 咸平人
生員 金普淳 字汝博 甲辰生 父履廸 外宋秀良 妻父李宜 安東人
通德 李衡弼 字邦平 甲午生 父彙漸 外崔聖述 妻父辛甲東 咸平人
幼學 李邦榮 字君慶 戊申生 父發馨 外兪萬重 妻父金嵩濟 全州人
     朴民瞻 字儀卿 甲辰生 父行健 外金命鼎 妻父洪重錫 江陵人
通德 安寬濟 字栗卿 丁酉生 父鍇 外李彦經 妻父金始燁 順興人
縣令 尹得孟 字聖輿 乙未生 父沆 外宋相曾 妻父李益煥 玉堂大諫 海平人
幼學 李光培 字實之 乙未生 父周翊 外安璔 廣州人
生員 金必源 字幼達 壬寅生 父瑞庭 外李霖 豊山人
     崔光璧 字公猷 戊申生 父壽仁 妻父李守謙 全州人
     尹慶龍 字雲瑞 乙未生 父鈒 外洪偲 妻父李受東李眞白 坡平人



通德 洪景顔 字希仁 甲辰生 父應運 外任履元 南陽人
幼學 李命龍 字聖允 戊子生 父運泰 外尹尙勳 妻父金重衡 咸平人
     鄭必忠 辛亥生 父重垈 外安汝止 東萊人
生員 兪彦脩 字德而 乙巳生 父炡基 外李惟材 杞溪人
幼學 金宗九 字天成 壬子生 父參應 外丁斗大 安東人
     趙德亮 字士悔 丁未生 父明奎 外崔擎璧 妻父李殷泰 林川人
     睦善恒 字子常 辛丑生 父相垕 外柳以益 泗川人
     任  煜 字聖文 庚戌生 父載弼 外申景洵 豊川人
通德 柳  侗(류  동) 字景愿 壬寅生 父尙晋 祖縇 曾長運 外權重萬 妻父韓應井

     脩弟 晉州人

幼學 郭鎭純 字一甫 丙戌生 父熈績 外李寅烒 淸州人
     康文祥 字士周 癸丑生 父壽長 外柳春茂 信川人
     申宅和 戊申生 父光楚 外朴東嶷 平山人
     李性坤 乙巳生 父元興 外金時輝 居昌人
進士 李惠祚 字仲養 辛丑生 父必運 外南就明 全州人
幼學 吳德一 字達甫 丁酉生 父以禮 外朱聖藎 海州人
     李宗榮 字仁吉 癸卯生 父發馨 外兪萬重 妻父鄭道協 全州人
     李益燮 字謙之 庚子生 父惇 外鄭齊吉 妻父鄭世曾 兵正 全州人
司猛 洪啓謹 字敬夫 戊戌生 父禹哲 外朴弼成 縣監 南陽人
幼學 李慶老 乙未生 父德㝡 外崔俊傑 泰安人
通德 鄭履玉 字德粹 乙卯生 父觀由 外尹德敎 慶州人
幼學 柳  楦 字大中 壬寅生 父漢福 外玄德恒 晉州人
     申益彬 字士受 庚申生 父涵 外吳命耆 妻父鄭文柱李堯佐 高靈人
通德 車升鎭 字濟伯 戊申生 父致遠 外金益輝 延安人
幼學 李奎德 甲午生 父觀輔 外鄭世豪 星州人
通德 宋述孫 乙酉生 父秀賢 外楊逸漢 鎭川人
幼學 崔景岳 丁未生 父錫銓 外李天奎 全州人
     申光翰 字翼汝 甲午生 父大初 外洪海瓊 妻父金昌赫 平山人
     金尙權 字尙重 戊申生 父直福 外金斗煥 延安人
     車大脩 甲午生 父命濟 外李宜厚 延安人
     卜台鎭 壬子生 父日省 外林渻 沔川人
通德 申光柱 己亥生 父滌 外趙世耋 高靈人



幼學 鄭基煥 字德升 壬子生 父翊柱 外金九洪 河東人
     李延伋 字君美 辛亥生 父宜祥 外申鈗 妻父玄光啓 延安人
幼學 沈連漢 辛亥生 父海普 外黃㝡 妻父柳鴻基 靑松人
     奇彦鼎 字國鎭 丙申生 父挺後 外羅天樞 妻父梁夢賚 幸州人
     朱萬离 字汝五 癸丑生 父炯雲 外蘇信春 妻父白兌榮 綾州人
     金養根 甲寅生 父宇淳 外權輯 妻父李志松 安東人
  生壯金星煥
  進壯韓光溥

ꁮ 英祖 甲申 四十年 江華別科榜二月二十二日行 留守鄭宲馳啓歲丁甲申請設科慰悅 上許之別
遣重臣只江華通津金浦喬桐四邑儒生許赴課次上送二十七日御前拆榜因放榜於江都 御題賦抑爲保障

   武壯趙琦
    ◈ 甲科 一人

仕 柳 夏(류택하) 字彦長 甲午生 父必復 祖淐 曾光裕 外鼎錫 妻父姜瑩又洪敎東

     兵曹正郞 晉州人

    ◈ 乙科 一人
進士 閔膺世 丁未生 父師德 驪興人
    ◈ 丙科 二人
進士 李思祚 字子伋 己酉生 父必運 外南就明 全州人
幼學 金光瑞 丙午生 父德基 安東人

ꁮ 英祖 辛卯 四十七年 式年榜三月十一日行
    ◈ 甲科 三人
通德 南絳老 字彦皓 乙卯生 父泰堦 外許冝 妻父姜偉 宜寧人
進士 李正勳 庚申生 父東運 外尹德熈 平昌人
     李  夔 庚戌生 父震爕 外權世徽 全州人
    ◈ 乙科 七人
縣令 李衍祥 己亥生 父性之 外金濡 全州人
監役 黃  晙 字伯升 甲戌生 父懰 外李喜年 妻父南弼明 昌原人
參奉 柳雲羽 字鳳之 庚戌生 父叙五 外鄭運泰 妻父李豹炳 晉州人
通德 李普天 丁巳生 父宜老 外趙和璧 龍仁人
生員 洪履健 字子順 辛未生 父起翰 外金光運 妻父李光朝 南陽人



     李彦一 己酉生 父鳳貞 外閔魯重 驪州人
進士 金峙黙 辛酉生 父聖應 外洪禹寧 淸風人
    ◈ 丙科 六十四人
進士 洪樂遠 癸亥生 外申昉 豊山人
生員 崔致白 甲寅生 父叔恒 外黃暹 水原人
     朴瑞良 癸卯生 父慶祚 外柳元昌 咸陽人
幼學 李台奭 丁丑生 父瑞華 外鄭度弘 全州人
     兪漢人 字纘卿 戊辰生 父彦䎘 外申光樴 杞溪人
     金應麟 己酉生 父聖億 外金昌赫 水原人
     宋煥億 字大年 辛酉生 父述相 外閔興洙 恩津人
            壬辰生 父瑩 外成禮錫 全州人
敎官 鄭趾煥 字君美 庚戌生 父宲 外申思彦 延日人
縣監 尹得勳 字景元 庚辰生 父泳 外李宣岳 海平人
參奉 辛受采 丁卯生 父必馨 外朴廷毅 靈山人
生員 朴師赫 字君瞻 癸亥生 父景奭 外金三祥 妻父金宗五 固城人
     金光遇 壬子生 父  外鄭益相 道康人
進士 申禹相 字伯益 庚戌生 父光洙 外尹斗緖 妻父朴瑞甲 高靈人
幼學 柳榮鎭(류 진) 字慶懷 癸卯生 父一基 祖德章 曾星三 外金玄裕 妻父趙愿

晉州人

     李基崧 字申仲 甲子生 父趾漢 外洪純輔 廣州人
     申應淵 字士剛 乙卯生 父  外權䪫 高靈人
     李柱延 己酉生 父之曗 外黃履三 延安人
     金尙顯 丁巳生 父澤萬 外洪旣湙 延安人
     盧天祐 壬辰生 父淑 外李櫨 光山人
     鄭道復 己酉生 父翼龍 外金義璜 延日人
     金觀欽 辛亥生 父得吉 外薛世儉 商山人
     朴聖鉉 字季玉 壬戌生 父載厚 外兪日三 妻父白晟明 務安人
     邊得翰 丁巳生 父錫耈 外劉漢郁 原州人
     李迪喆 字牗聖 庚申生 父斗瑞 外李萬詡 妻父尹瀁 廣州人
都事 朴道翔 字鸞斯 戊申生 父徵 外姜鋧 妻父趙戇 密陽人
     鄭元始 字大哉 乙卯生 父昌兪 外洛昌君樘 妻父尹遠東 溫陽人
通德 金致信 丁未生 父述魯 外安宗海 淸風人



     趙章漢 癸亥生 父世述 外金兌亨 漢陽人
     金尙敏 字子行 己未生 父聖龜 外尹命殷 妻父李聖祚 金海人
生員 林蓍喆 字聖中 庚申生 父志浩 外韓師儉 妻父朴師海 羅州人
進士 洪思黙 乙巳生 父栻 外李肇元 南陽人
     崔宇觀 辛丑生 父益來 外金九㱓 全州人
幼學 姜齊興 己亥生 父世周 外金斗輝 晉州人
     宋鎭運 字定汝 丙辰生 父重弘 外李重泰 妻父鄭履和 鎭川人
     柳  橚 丁巳生 父得源 外趙耘經 晉州人
     鄭在信 字允甫 己未生 父箕煥 外洪熈九 延日人
     李泰賢 庚申生 父聖郁 外邊翼禧 全州人
     曺喜有 壬戌生 父後振 外李相會 昌寧人
     韓錫鳳 乙卯生 父德邵 外睦尙行 淸州人
     申博淵 己未生 父漖 外韓孟傳 高靈人
     朴聖集 己酉生 父㞳 外李斗源 蔚山人
     韓弘世 字毅甫 丙辰生 父後元 外黃處漸 妻父尹昌殷 淸州人
     朴載德 乙丑生 父啓煥 外兪彦琛 密陽人
     崔大恒 壬子生 父錫咸 外朴世弼 古阜人
     鄭衡臣 乙巳生 父錫輔 外裵點 晉州人
     崔鳳諧 丙寅生 父擎天 外金成輝 海州人
     李永穆 癸丑生 父址誠 外鄭述先 韓山人
     金鳳郁 戊申生 父益三 外韓尙文 密陽人
     韓珩一 丙寅生 父國樞 外徐敬恒 淸州人
     沈  埉 字君防 甲辰生 父尙殷 外金鈺 妻父金世煥 淸州人
     金光鉉 壬寅生 父鼎禧 外卓處謙 延日人
     辛普謙 丁巳生 父應和 外李元明 靈山人
通德 宋民載 甲寅生 父翼振 外申致孝 礪山人
進士 林濟遠 丁巳生 父道憲 外權冏 羅州人
     宋相殷 壬戌生 父濟普 外文喜復 新平人
幼學 鄭宅東 丁巳生 父泓 外金卨 東萊人
     宋重鉉 丁巳生 父奎泰 外金大釴 洪州人
     徐郁修 戊午生 父命華 外李望之 大丘人
     李東夔 庚戌生 父弼世 外趙一輔 全州人



     朴東煥 甲辰生 父壽龜 外李景白 密陽人
     安景漸 壬寅生 父信亨 外兪必明 廣州人
     朴大良 丁巳生 父聖集 外吉應瑞 密陽人
            字士瞻 甲寅生 父集命 外金萬銑 妻父尹熈復 豊壤人

ꁮ 英祖 甲午 五十年 八月 二十日 庭試榜上候平復慶勤政殿設場命官領議政申晦
    ◈ 甲科 一人
縣監 金魯永 字可久 丁卯生 父頤柱 外尹得和 妻父洪大顯 參判 慶州人
    ◈ 乙科 三人
參奉 沈有鎭 字有之 癸卯生 父師儉 外申思永 妻父金時吉 參判 靑松人
府使 李敬倫 字士叙 乙卯生 父宗城 外徐文裕 妻父趙鴻逵 慶州人
郡守 趙鎭容 字儀叔 辛酉生 父慤 外申思說 妻父金相福 豊壤人
    ◈ 丙科 十六人
參奉 李敬心 字士嚴 丙寅生 父龍運 外鄭羽良 妻父尹遇東 富平人
     李祖承 字順汝 甲戌生 父墣 外金履福 妻父金晋柱 延安人
進士 金載瓚 字國寶 丙寅生 父熤 外尹心宰 妻父洪啓鉉 延安人
生員 柳甲基(류갑기) 字士元 辛亥生 父遠章生顯章 祖星河 曾炳然 外李萬祥

     妻父洪應恒 晉州人

幼學 朴天行 字汝健 庚戌生 父春普 外申尙華 妻父李秀輔又鄭萬有 密陽人
     洪相益 字謙之 辛亥生 父百源 外李觀濟 妻父金漢老 南陽人
     李廷  字光玉 甲戌生 父以興 外鄭潝 妻父尹德烝 廣州人
     吳泰賢 字希聖 己巳生 父彦耈 外尹沆 妻父朴師載 海州人
     趙興鎭 字秀輔 戊辰生 父載任 外李玄輔 妻父朴存源 參判 豊壤人
     權  埛 字聖野 甲子生 父尙元 外李演 妻父南堦 安東人
     宋俊載 字士彦 戊辰生 父翼洙 外金九衍 妻父李瀰 礪山人
     申大尹 字衡伯 己未生 父昰 外尹彛遜 妻父李師佐 平山人
     柳孟養 字季剛 庚申生 父慤 外李晩堅 妻父李邦俊 全州人
     金   字武玉 壬戌生 父龍擧 外李爾燁 妻父吳德勛 金海人
     李  重 字士術 癸亥生 父耟濟 外朴季文 妻父李惠齡 韓山人
     李書九 字洛瑞 甲戌生 父遠 外申思觀 妻父申景翰 完山人
  武壯朴東赫



ꁮ 英祖 甲午 五十年 增廣別試文科殿試榜十一月二十八日重逢今年合慶設行
    ◈ 甲科 三人
進士 李永喆 己未生 父成集 外洪震鍾 慶州人
進士 柳協基(류 기) 壬子生 父顯章 祖星河 曾炳然 外朴泰慶 妻父李義豊 晉州人

     李萬應 字季心 甲辰生 父瀇 外趙師晦 妻父朴聖浚 獻納 延安人
    ◈ 乙科 七人
參奉 李壽岱 甲辰生 父座 外洪以度 驪州人
進士 南基萬 庚戌生 父國珪 外李廷一 英陽人
幼學 朴廣源 丁卯生 父師淳 外金命冑 潘南人
郡守 李得永 字德之 壬寅生 父台重 外權瑊 妻父尹昌東 韓山人
參奉 李洪載 字士深 丁未生 父奎恒 外權忭 妻父鄭錫耈
判官 鄭一祥 字汝成 辛丑生 父亨復 外閔恒 東萊人
縣令 申大秊 字子壽 辛亥生 父曙 外李元輔 妻父李秉庭 平山人
    ◈ 丙科 三十四人
都事 嚴思晩 字寡悔 己酉生 父瑀 外李鳳恊 寧越人
侍直 李敬彬 壬子生 父福海 外宋浩源 德水人
奉事 柳  儞(류  이) 丙午生 父尙晉 祖縇 曾長運 外權重萬 妻父鄭汝稷洪昌震 晉州人

參奉 洪聖臣 丁丑生 父時儆 外金益燁 南陽人
     吳大益 字景參 己酉生 父弼運 外權應經 妻父鄭彦儒 同福人
通德 金鍾純 字元剛 庚午生 父致一 外洪重衍 淸風人
     鄭喆祚 庚戌生 父運維 外元徽 海州人
     趙憲喆 壬戌生 父榮克 外李綬 楊州人
     李健源 戊辰生 父鼎輔 外南漢緯 延安人
     李  果 乙卯生 父濟義 外張世光 牛峯人
     李普榮 辛未生 父弘稷 外李春新 咸平人
生員 李秀夏 乙巳生 父寭 外尹天㱓 韓山人
     李宗烈 己未生 父稧 外鄭萬夏 全州人
     朴長卨 己酉生 父道顯 外柳楷 密陽人
     金若鍊 庚戌生 父墀 外朴泰來 禮安人
     徐龍輔 字汝中 丁丑生 父有寧 外宋冝孫 大丘人
     李  埦 字致道 庚申生 父象靖 外黃混 韓山人
     李良素 癸巳生 父喜泰 外崔峻衡 全州人



進士 尹履相 己未生 父師洙 外徐命齊 坡平人
     李啇球 戊午生 父彦中 外洪致厚 全州人
幼學 李尙友 辛酉生 父羲觀 外南泰䂓 全義人
     金聖準 乙卯生 父道宗 外柳重秀 淸風人
     南亨雲 己酉生 父大有 外李鈎洪 鐵城人
     徐有鍊 甲子生 父獻修 外李重寅 大丘人
     權心彦 甲寅生 父世聖 外尹尙忠 安東人
     金宗敬 壬子生 父南應 外金冑嶷 安東人
     鄭鎭國 庚申生 父衝重 外朴湛 草溪人
     洪樂祖 乙巳生 父致恒 外安汝良 塩州人
     姜  栳 字壽而 丁卯生 父瀗 外申光周 晉州人
幼學 柳河源(류하원) 丁卯生 父榮鎭生父 鎭 祖一基 曾德章 外趙愿 妻父權俰

     鄭演 晉州人

     李兢淵 丁巳生 父鎭國 外金相說 全州人
     金履厚 乙巳生 父泰行 外朴瑠 安東人
     許  晪 丙辰生 父槃 外具治 陽川人
生員 朴祐源 字君受 己未生 父師沃 外成德章 妻父尹得雨 潘南人
  武壯崔喜謙
  生壯李奎爕
  進壯李基讓

ꁮ 正祖 壬寅 六年 十二月 十三日 親臨仁政殿慶科文科別試 殿試榜

    ◈ 甲科 一人
幼學 申  曮 甲寅生 父絅 外韓德咸 平山人
    ◈ 乙科 二人
進士 金禧爕 辛亥生 父得文 外崔尙興 慶州人
生員 柳憲周(류헌주) 乙卯生 父經漢 祖星東 曾錫祚 外李太元 妻父洪應泰尹漪 晉州人

    ◈ 丙科 十二人
進士 李翼晉 丁卯生 父命復 外許垣 全州人
生員 成種仁 字直哉 辛未生 父恕 外趙榮偉 昌寧人
幼學 尹行任 字聖甫 壬午生 父琰 外趙宗哲 南原人
進士 趙濟魯 字景輿 丁丑生 父台鉉 外李景祐 妻父尹得雨 楊州人



幼學 李崑秀 字星瑞 壬午生 父性源 外申濩 延安人
     沈奎魯 字華五 辛巳生 父檝 外尹錫中 靑松人
生員 李庚運 字仲擧 乙丑生 父永祿 外金啓煥 咸平人
     沈晉賢 字羲人 丁卯生 父澥 外南克寬 靑松人
進士 李尙載 癸丑生 父奎宋 外林范 韓山人
幼學 李  燾 辛亥生 父頤福 外林萬重 全州人
     金遇國 壬子生 父鼎運 外安重晉 安東人
通德郞 李秉喆 辛亥生 父會昌 外趙儐 驪州人
  武將趙重鼎

ꁮ 正祖 甲辰 八年 十月 初 四日 親臨明政殿英宗大王貞聖王后追上 尊號 王大妃殿加上 
尊號 景慕宮追上 尊號 惠慶宮加上 尊號 合五慶慶科庭試文科 殿試榜

    ◈ 甲科 一人
生員 韓致應 字徯甫 庚辰生 父光廸 外閔命寅 妻父金泰欽 淸州人
    ◈ 乙科 二人
通德郞 尹  說 字士弼 乙巳生 父以升 外洪夏臣 南原人
幼學 柳  畊(류  경) 字耕叟 丙子生 父師喆 祖應瑞 曾正徽 外韓師浹 妻父李垿
     沈憲鎭 晉州人

    ◈ 丙科 五人
生員 李遇濟 戊午生 父蓍敬 外沈鋿 全州人
幼學 尹羽烈 字文瑞 癸酉生 父㝡東 外李址 海平人
     金錫權 乙卯生 父必球 外康德奎 慶州人
     鄭允中 乙卯生 父弘一 外崔從大 晉州人
通德郞 鄭㝡行 辛酉生 父弘德 外李塾 河東人
  武壯金百全

ꁮ 正祖 甲寅 十八年 二月 二十八日 親臨春塘臺 慈殿恰躋五旬 慈宮恰躋六旬合二

慶庭試文科殿試榜 賦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命官判府事金憙
    ◈ 甲科 一人
進士 權  晙 字陽仲 戊寅生 父樂仁 外鄭萬勛 安東人
    ◈ 乙科 二人
進士 尹東壽 戊寅生 父在義 外李胤東 坡平人
生員 李東萬 字稚朝 庚辰生 父遇濟 外呂善養 全州人



    ◈ 丙科 四十七人
生員 李允謙 字聖益 辛巳生 父興一 外崔弘佐 全州人
進士 吳泰曾 字伯紹 甲戌生 父彦思 外林正浩 海州人
幼學 李奭祚 癸巳生 父壽龍 外姜濟溥 驪州人
     張聖佐 癸巳生 父漢慶 外金日三 結城人
     柳台佐 字士鉉 癸未生 父師春 外李之億 豊山人
     申  絢 字受之 甲申生 父大羽 外鄭厚一 平山人
     洪樂浚 字仲深 辛巳生 父挺漢 外李匡會 豊山人
     金  銓 丙戌生 父載順 外魚泌濟 延安人
     李宇炯 辛亥生 父明夏 外林再春 全州人
     金喆修 丁亥生 父龍倜 外宋時亨 豊川人
     韓致重 乙亥生 父尙黙 外李鉉祥 淸州人
進士 柳遠鳴 字振玉 庚辰生 父雲翕 外韓德龍 晉州人
幼學 李   辛未生 父再玄 外金德浚 全州人
進士 曺錫中 字叔正 癸未生 父翬振 外李永祿 昌寧人
     閔榮祖 己巳生 父澤東 外沈益聖 驪興人
     李存秀 字性老 壬辰生 父文源 外沈鏽 延安人
生員 黃基天 字羲圖 庚辰生 父仁煐 外閔百福 昌原人
     金熙洛 字叔明 辛巳生 父斗東 外柳世源 義城人
幼學 趙萬元 字泰始 壬午生 父象存 外尹勤 妻父李宅源 豊壤人
生員 韓景琦 戊戌生 父永建 外李模 淸州人
進士 柳之羽(류지우) 辛酉生 父宗裕 祖光台 曾世萬 外朴  妻父朴 崔亨道 晉州人

幼學 鄭取善 字德汝 壬午生 父時敬 外李泰遇 海州人
     宋冕載 字周卿 甲申生 父翼庠 外金尙孝 礪山人
     任希存 字身之 戊辰生 父珗 外沈得行 豊川人
     李致祜 字亨仲 丁亥生 父普恭 外吳彦賓 龍仁人
進士 李勉昇 字季來 丙戌生 父性淳 外鄭光益 全州人
     崔光泰 字士龍 甲子生 父  外李慶曄 全州人
幼學 尹致永 字季文 甲申生 父長烈 外李泰夏 海平人
進士 許  暕 辛未生 父霔 外朴昌祚 陽川人
幼學 尹濟弘 字景道 甲申生 父錫復 外李重郁 坡平人
     李以澹 癸酉生 父世翕 外金寅泰 丹陽人



     具得魯 字景輿 辛卯生 父悌元 外尹行儒 綾城人
通德郞 金孝秀 壬戌生 父宗台 外沈尙爀 光州人
幼學 姜世白 字淸之 戊辰生 父必岳 外李載厚 晉州人
     洪致榮 字致和 己巳生 父樂顯 外李命采 豊山人
     尹持昇 辛酉生 父㥔 外李命遇 海南人
     沈普永 癸亥生 父秀箕 外李彙謙 三陟人
     金就强 丁丑生 父三俊 外姜進友 慶州人
進士 姜浚欽 字百源 戊子生 父世靖 外權世檍 晉州人
生員 黃萬齡 己卯生 父仁實 外裵應旭 昌原人
幼學 洪寅祚 甲辰生 父溫 外鄭玖 南陽人
生員 申在和 壬戌生 父光冑 外金燨 平山人
幼學 李是鍊 辛卯生 父載鐄 外李復基 驪州人
     洪命周 字自天 庚寅生 父喜榮 外李熻 妻父崔照 豊山人
     崔鳳和 癸未生 父麟瑞 外楊昌郁 海州人
通德郞 李周奭 庚辰生 父邦榮 外崔星濟 全州人
生員 鄭元善 庚辰生 父坰 外尹澤雨 草溪人
  武壯李石求

ꁮ 正祖 乙卯 十九年 閏 二月 十一日 親臨于華觀文科庭試別試榜

    ◈ 甲科 一人
生員 崔之聖 丙子生 父義敬 江華人
    ◈ 乙科 一人
幼學 任俊常 字宅之 丁亥生 父希九 外李趾祥 妻父李躋泰 豊川人
    ◈ 丙科 三人
幼學 鄭淳民 乙亥生 父顯祚 海州人
生員 李游夏 字景學 丁亥生 父益誠 全州人
進士 柳聖 (류성의) 字國卿 癸未生 父侃 祖漢翼 曾綏 外宋欽明 妻父朴良源 晉州人

ꁮ 正祖 戊午 二十二年 三月 十二日 親臨明政門式年文科 殿試榜蕩蕩平平室銘命官領
敦寧金履素

    ◈ 甲科 三人
進士 李敬參 癸未生 父龜運 外尹勉敎 富平人



     朴時源 甲申生 父師豹 外權就揆 潘南人
幼學 韓義運 丁亥生 父㵛 外朴泰和 淸州人
    ◈ 乙科 七人
進士 李致薰 己卯生 父東郁 外李用休 平昌人
     尹孝植 癸巳生 父沁 外李啓白 坡平人
生員 金啓河 己卯生 父鼎鎭 外閔師弘 江陵人
幼學 韓重黙 乙卯生 父碩彬 外金重萬 淸州人
生員 閔德基 戊寅生 父思敬 外崔垕昌 驪興人
     弼聖賚 壬申生 父殷相 外李春發 大興人
     李  燮 甲子生 父東根 外全天理 全州人
    ◈ 丙科 四十三人
幼學 朱弼相 乙亥生 父澈洙 外韓錫鼎 全州人
     韓宗萬 壬寅生 父宅一 外金鼎呂 淸州人
     朴思黙 丙子生 父弼洙 外金慶集 密陽人
奉事 韓致海 戊辰生 父範禹 外朴世重 淸州人
幼學 權國衡 辛酉生 父泰來 外裵冕 安東人
     朴在寅 乙亥生 父必燻 外李秀錫 密陽人
     韓喆濟 丁丑生 父錫离 外李文泰 淸州人
     安  祫 庚寅生 父宅謙 外楊震恒 順興人
生員 李錫祜 壬午生 父普天 外趙靖世 龍仁人
幼學 具明源 戊子生 父錫圭 外李漢杰 綾城人
     愼冝學 壬辰生 父師稷 外崔溥 居昌人
通德郞 柳   丁亥生 父陽鎭 外沈重 全州人
幼學 權昌益 庚戌生 父達齡 外安廷旭 安東人
     李敦德 庚辰生 父奎緖 外金仁鐸 咸平人
通德郞 閔文洙 戊午生 父鎭龜 外洪鎬 驪興人
幼學 李弘源 字大仲 丁丑生 父永鎭 外金偉材 星山人
     朴師晉 己卯生 父弼潤 外楊鳳周 潘南人
     辛碩林 丙戌生 父致輔 外申應岳 靈山人
     鄭翼邦 庚午生 父裕敏 外韓弼健 開城人
     具晉行 丁巳生 父廷夔 外陳聖欽 綾城人
     李惟采 丙戌生 父蓍 外辛聖尹 全州人



     洪道潤 壬寅生 父萬琱 外朴慶厦 南陽人
     李世伯 丙午生 父守聖 外朴徽道 眞寶人
     金夢柅 壬寅生 父光著 外許蕡 全州人
     鄭  僑 甲申生 父衡相 外趙畬經 東萊人
     鄭履運 乙丑生 父舜瑞 外全道天 延日人
     承憲祖 辛酉生 父正孝 外金益采 延日人
     金致德 甲申生 父擇鳴 外李潤命 光州人
     朴慶九 戊子生 父擎國 外李文泰 高靈人
     趙運休 甲戌生 父台明 外朴萬成 白川人
     李鎭嵩 己丑生 父秉喆 外安復一 驪州人
     鄭泰彦 甲子生 父錫祿 外姜時燮 東萊人
     張重鎭 丁未生 父之趙 外朴枝昌 仁同人
通德郞 金尙蘭 甲辰生 父振垕 外洪禹績 延安人
幼學 文鳳翼 辛丑生 父尙素 外朴之敬 南平人
幼學 柳鎭澤(류진택) 庚申生 父匡緖生聖緖 祖益源 曾倓 外鄭昌朝 妻父李命亨

     姜必漸 晉州人

     金龍範 乙亥生 父宅延 外全必錡 延安人
     丁若琇 辛巳生 父載鍾 外金鐸 羅州人
     金聖灝 庚辰生 父兌允 外李重奎 金海人
進士 金啓溫 字玉如 癸巳生 父魯鎭 外李廷燮 江陵人
幼學 文尙中 癸巳生 父處儉 外李光運 南平人
生員 朴察遠 丁卯生 父愼衡 外崔齊華 密陽人
幼學 李  珩 乙卯生 父日躋 外朱柙 龍仁人
  武壯姜利八
  生壯鄭  燖
  進壯曺錫正

ꁮ 純祖 辛酉 元年 十月 二十一日 式年殿試榜親臨仁政殿御題齊政閣銘命官領議政沈煥之
    ◈ 甲科 三人
幼學 尹致鼎 字穉凝 甲申生 父崇烈 外李執中 妻父吳叙和 海平人
幼學 柳季麟(류계린) 字周卿 辛卯生 父聖淵 祖儞 曾尙晉 外朴師烈 妻父呂萬永

晉州人

     金益耟 字耕道 甲申生 父濟黙 外李永培 妻父李克大 商山人



    ◈ 乙科 七人
幼學 朴升用 字君側 甲戌生 父師一 外羅纘業 密陽人
前都 朴宗慶 字汝會 乙酉生 父凖源 外元景游 妻父李述模 潘南人
幼學 成在基 辛卯生 父普烈 外申儼 昌寧人
     邊始暹 字日進 癸巳生 父益普 外金秋漢 原州人
生員 李在嵩 字永叔 己丑生 父奎運 外李命和 妻父鄭惟城 全義人
幼學 愼必復 字士元 乙酉生 父性天 外李鼎協 居昌人
     金洛龍 字德仲 丁酉生 父行健 外李時馨 妻父李鎭元 光山人
    ◈ 丙科 二十五人
幼學 尹久東 字稚恒 甲戌生 父得孚 外李普萬 妻父李明濟 海平人
     趙德履 己丑生 父奎煥 外姜福善 白川人
生員 林東鎭 字春卿 丁亥生 父景喆 外沈士希 妻父申鳳朝 羅州人
幼學 趙永存 庚寅生 父夢夔 外洪命馥 白川人
     權  拚 字翼汝 壬辰生 父瑢 外劉光國 妻父李晢 安東人
     金啓淵 字汝深 丁亥生 父秋鎭 外盧成麟 江陵人
     任弘植 甲午生 父光河 外朴昌道 豊川人
     金熈龍 字龍見 乙酉生 父宇杓 外趙應斗 龍宮人
     金光鼎 甲戌生 父宗卨 外金耆昇 天安人
     林以存 戊辰生 父在垕 外梁濟河 羅州人
     許  臻 壬午生 父任 外白善基 陽川人
     成老鎭 丙戌生 父珩 外趙思濟 昌寧人
     南奎采 字致章 甲申生 父潗生澈 外尹東曾 宜寧人
     徐有素 字公質 乙未生 父亮修 外申大順 妻父尹寅國 大邱人
     李宗心 戊戌生 父璟 外崔道一 全州人
     孟養大 戊午生 父淑周 外李德輝 新昌人
     趙   字希天 癸巳生 父濯洙 外金絟 豊壤人
通德 孫之亨 辛巳生 父錫謨 外蔡潤 密陽人
幼學 權得中 甲子生 父益亨 外金興祖 安東人
     安允昇 字大猷 丙戌生 父命俊 外呂䂓 扶餘人
     徐道裕 字汝載 庚寅生 父範禮 外尹尙雨 妻父李綎 扶餘人
     洪重緖 癸卯生 父萬源 外金胤聲 南陽人
     金虎振 字文威 己丑生 父養精 外呂齊觀 妻父李之存 善山人



     朴思彦 癸巳生 父弼權 外白文篁 密陽人
     金履廸 丁酉生 父允澤 外申斗弘 唐岳人
    ◈ 同年生員 第一人
幼學 洪錫淵
    ◈ 進士 第一人
幼學 申世淳

ꁮ 純祖 癸亥 三年 四月 初 十日 聖庭試榜親臨春塘臺御題賦於樂辟雝命官左議政徐龍輔
主文大提學府院君金祖淳

    ◈ 甲科 一人
生員 李尙愚 字幼顔 己丑生 父仁秀 外尹在仁 妻父林鼎遠 延安人
    ◈ 乙科 一人
幼學 金履秀 字景能 辛巳生 父直行 外閔百當 妻父宋尙烈 安東人
    ◈ 丙科 一人
幼學 柳春東(류춘동) 字仁實 丙申生 父之翔 祖宗裕 曾光台 外李光濂 妻父洪百曾

晉州人

ꁮ 純祖 乙丑 五年 十月 二十八日 春塘臺別試殿試榜大殿痘候平復慶科 御題□雝命官金
祖淳主文李翊模武取金鉉哲

    ◈ 甲科 三人
奉事 李魯新 字汝瞻 壬午生 父運杰 外朴師亮 妻父尹東曾 驪州人
縣監 李審度 壬午生 父碩載 外姜祖煥 韓山人
進士 李朝鉉 字靑臣 辛巳生 父在誠 外趙漢儒 妻父邊得毅 龍仁人
    ◈ 乙科 七人
生員 趙琮鎭 字章之 丁亥生 父時正 外呂善復 妻父兪漢謨 豊壤人
進士 尹錫永 字胤之 辛卯生 父善養 外徐命耈 妻父李東元 坡平人
通德 李羲凖 字平汝 乙未生 父顯永 外兪漢葛 妻父沈師民 韓山人
判官 趙鎭順 字而厚 丙子生 父光逵 外金弘澤 妻父金鍾卨 楊州人
進士 曺鳳振 字儀卿 丁酉生 父允大 外吳大有 妻父李義玄 昌寧人
都事 李志淵 字心一 丙戌生 父義胤 外元景游 妻父洪秉宗 全州人
生員 閔祖榮 字景晦 癸未生 父雨龍 外蔡膺祐 妻父林重成 驪興人
    ◈ 丙科 三十二人
進士 李麒峻 字子範 戊寅生 父克禮 外朴來慶 妻父申 星州人



     李儒象 字聖方 壬辰生 父庚運 外金思渾 妻父金圭容 咸平人
都事 金敎根 字孟汝 丙戌生 父泰淳 外鄭運燮 妻父吳載選 安東人
幼學 李鍾穆 字維肅 辛巳生 父復圭 外柳光錫 妻父朴趾源 全州人
     李希祖 字士範 癸酉生 父彦愈 外柳德亮 德水人
進士 趙經鎭 字君範 戊寅生 父時衡 外尹學洙 妻父尹 豊壤人
幼學 李紀淵 字景國 癸卯生 父義悅 外洪檍 妻父金允柱 全州人
進士 李止淵 字景進 丁酉生 父義悅 外洪檍 妻父趙景逵 全州人
幼學 金鍾文 字猶人 庚午生 父致基 外李思儉 妻父李寅挺 淸風人
進士 閔英世 字汝豪 己丑生 父師仁 外李尙琦 妻父李 驪興人
副果 李魯益 字君受 丁亥生 父秉模 外沈鑵 妻父沈豊之 德水人
縣監 金魯敬 字可一 丙戌生 父頤柱 外尹得和 妻父兪駿柱 慶州人
進士 洪聖肇 字子敏 乙丑生 父以采 外李奎亮 南陽人
幼學 林處鎭 字居仁 己丑生 父泰遠 外李愼徽 妻父李敬勝 羅州人
     李遠翊 字聖輔 丁酉生 父時容 外崔永修 妻父朴星源 全州人
生員 安光直 字冑伯 乙未生 父榘 外金光斗 妻父李煥膺 竹山人
幼學 盧重慶 字山如 壬午生 父邦燮 外李光國 光州人
生員 申冕周 字希文 戊子生 父弘敎 外柳澐 鵝洲人
幼學 柳致明 丁酉生 父晦文 外李埦 全州人
進士 申在業 字德之 丁亥生 父光遜 外金聖休 妻父金履度 平山人
生員 申在植 字仲立 庚寅生 父光蘊 外宋益欽 妻父金履大 平山人
奉事 李永純 字稚文 甲午生 父敬魯 外趙載選 妻父兪漢敦 慶州人
生員 韓錫朝 字夢汝 癸亥生 父德亨 外閔震煌 영原人
幼學 魯在濂 字洛叟 丙戌生 父用升 外李剛中 妻父成錫楷 咸從人
佐郞 朴大圭 字景質 戊子生 父始榮 外申應夏 妻父徐有後 高靈人
進士 孟欽圭 乙卯生 父躋遠 外朴淳明 新昌人
進士 柳之翊(류지익) 字聖輔 庚辰生 父命裕 祖光井 曾世百 外李壽榮 妻父南蓍

晉州人

     金學淳 字而習 丁亥生 父履錫 外洪疇泳 妻父李龍模 安東人
幼學 金致福 字兼五 甲戌生 父擇鳴 外李潤命 妻父吳震源 光州人
     李晉淵 字用九 庚寅生 父義路 外鄭復良 妻父徐有確 全州人
     金景履 字子善 甲戌生 父顯兌 外金德齡 鷄林人
     裵相仁 字聖心 甲午生 父以度 外朴敬弘 公州人



  生壯
幼學 朴處恰
  進壯
幼學 李永錫

ꁮ 純祖 癸酉 十三年 十月 二十二日 仁政殿增廣別試殿榜王大妃殿寶㱓六旬 上候平復 
王世子冊禮 王大妃殿寶㱓周甲合四慶慶科 仁政殿銘

    ◈ 甲科 三人
進士 金蘭淳 字士猗 辛丑生 父履裕 外柳光錫 妻父李章雲 安東人
判官 朴宗珩 字汝器 戊子生 父禮源 外吳命大 妻父林錫喆 潘南人
副奉 金敎喜 字修汝 辛丑生 父魯成 外鄭趾煥 妻父李學永 慶州人
    ◈ 乙科 七人
參奉 南履懋 字悳翁 庚子生 父寅老 外崔台衡 妻父嚴思勉 宜寧人
敎官 李友秀 字益老 丙申生 父文源 外沈鏽 妻父金魯永 延安人
進士 權中淸 字景伯 戊戌生 父太應 外魚用運 妻父金鍾善 安東人
參奉 趙萬永 字胤卿 丙申生 父鎭寬 外洪益彬 妻父宋時淵 豊壤人
進士 鄭鴻慶 字穉永 戊子生 父星欽 外李之晦 妻父黃泌 草溪人
生員 洪永觀 字成之 丁酉生 父時溥 外崔旲 妻父丁若鉉 南陽人
幼學 李元延 癸未生 父之受 外李世述 延安人
    ◈ 丙科 四十一人
參奉 朴潞壽 字英叟 庚寅生 父宗益 外柳健 妻父李一亨 潘南人
進士 李鎭華 字公實 辛卯生 父秉喆 外安復一 妻父沈鍈 驪州人
     李驥秀 字子野 癸卯生 父太源 外洪啓初 妻父宋文重 延安人
生員 李相遠 字稚聲 乙酉生 父壽泰 外申義佐 妻父柳儞 星州人
進士 李九會 字洛叟 丙申生 父遠培 外黃河淸 妻父金光進 全義人
幼學 權敦仁 字景羲 癸卯生 父中緝 外金載均 妻父宋守淵 安東人
進士 嚴  燾 字普汝 丙申生 父思勉 外任㻐 妻父洪仁浩 寧越人
幼學 柳幼麟(류유린) 字舜卿 己亥生 父聖淵 祖儞 曾尙晋 外朴師烈 妻父宋賢鼎

晉州人

進士 李祥奎 字用休 壬辰生 父邦榮 外呂齊先 全義人
幼學 趙雲從 字聖龍 癸卯生 父尙鎭 外李萬宗 妻父柳宗永 豊壤人
進士 金道喜 字史經 癸卯生 父魯翼 外李鎭國 妻父兪晩柱 慶州人



敎官 李光正 字景服 庚子生 父禾 外崔恒鎭 妻父趙學雲 牛峰人
生員 尹秉烈 字伯敎 庚寅生 父魯東 外趙載洪 妻父鄭有淳 海平人
幼學 李奎鉉 字魯卿 丁酉生 父在學 外鄭東鉉 妻父朴師邵 龍仁人
進士 洪學淵 字季習 丁酉生 父景顔 外崔復觀 妻父李義綱 南陽人
進士 申在陽 戊寅生 父光輔 外李聖祚 平山人
生員 鄭知容 字玟世 甲辰生 父東祜 外李敬勝 妻父李庚運 東萊人
進士 尹心圭 字穉簡 甲申生 父光柱 外李宇益 妻父李得孝 坡平人
幼學 柳榮輔 丙申生 父頊 外朴宗復 妻父金景愚 興陽人
生員 李趾秀 父季獜 己亥生 父命源 外金履柱 妻父金敬烈 延安人
參奉 金炳球 字夔玉 壬寅生 父錫根 外兪彦容 妻父朴宗輔 安東人
幼學 李羲肇 字成汝 丙申生 父泰永 外兪漢葛 妻父金魯永 韓山人
     朴宗學 字伯習 丁酉生 父綏源 外李彦藎 妻父金箕憲 潘南人
副率 李若愚 字敬容 壬寅生 父崑秀 外徐有後 妻父尹行勉 延安人
進士 李寅溥 字亮汝 丁酉生 父源明 外沈顯之 妻父金履錫 韓山人
參奉 李元祥 字善長 壬午生 父鼎厦 外柳濎 驪州人
生員 申  綽 字在中 庚辰生 父大羽 外鄭厚一 妻父朴在源 平山人
進士 權  徽 字樂操 戊子生 父以經 外尹沔 妻父韓鎭夏 安東人
幼學 沈東潤 字輝玉 己卯生 父鼎魯 外李漢復 靑松人
幼學 南履烱 字光甫 庚子生 父義老 外李松齡 妻父柳文植 宜寧人
     李東迪 己丑生 父孝中 外朴慶萬 廣州人
進士 朴長復 字來卿 己亥生 父道敏 外郭就龍 妻父任希夏 密陽人
生員 洪龍圭 丁亥生 父履一 外權大弼 塩州人
幼學 李寓中 己卯生 父枰運 外韓世起 丹陽人
參奉 李家淳 字學源 戊子生 父龜書 外金五應退溪後孫 眞寶人
幼學 李在鶴 字稚聞 庚戌生 父根祜 外金履徽 妻父金 龍仁人
     李敏會 字而學 丙戌生 父基崇 外金霔 妻父南履範 廣州人
生員 李仁承 字德如 壬午生 父春㴠 外金潤輝 洪州人
進士 洪益聞 字多卿 辛巳生 父稷猷 外金履遠 妻父李義直 南陽人
生員 趙忠植 字士誠 甲辰生 父瀞 外金樂淵 妻父李達模 咸安人
幼學 李齊學 辛巳生 父鳳羽 外宋世弼 遂安人
  進壯黃  
  生壯金永敏



  武壯李民植

ꁮ 純祖 己卯 十九年 四月 二十五日 式年文科殿試榜崇政殿銘 命官金履喬
    ◈ 甲科 三人
侍直 趙寅永 字羲卿 壬寅生 父鎭寬 外洪益彬 妻父金世淳 豊壤人
幼學 柳榮河 丁未生 父瑞 外李寅壽 高興人
     金秀萬 字一汝 甲辰生 父元泰 外李錫彬 慶州人
    ◈ 乙科 七人
幼學 李敏衡 丙午生 父錫또 外金宗栻 全州人
     李基凖 己亥生 父昌浩 外白善養 全州人
生員 許  茂 戊戌生 父昇 外安 陽川人
幼學 金龍翼 丁酉生 父重玉 外邊坖 商山人
幼學 柳夏永(류하 ) 庚戌生 父叔麟 祖聖淵 曾儞 外李秉運 妻父李勉訥 晉州人

     趙彦國 癸丑生 父星復 外權思溥 漢陽人
     宋台霖 壬寅生 父赫心 外金光烈 礪山人
    ◈ 丙科 二十九人
敎官 徐左輔 字公弼 丙午生 父有聞 外沈喜永 妻父趙鎭宅 大邱人
幼學 全道海 己亥生 父聖行 外金運秋 旌善人
     朴義柱 辛亥生 父思訥 外李錫祺 密陽人
     李秉龜 丙申生 父栢穆 外洪鑑 韓山人
     李淵祥 戊申生 父鼎搢 外孫克中 驪州人
     金致一 丁丑生 父行廉 外康再興 始興人
     金仁和 甲申生 父東垕 外洪成裕 延安人
生員 金正喜 字元春 丙午生 父魯永 外洪大顯 妻父李羲民 慶州人
幼學 盧尙黙 己丑生 父珪 外尹德純 海州人
     趙相玉 戊申生 父興三 外張貴彬 白川人
     李肇運 丁酉生 父東說 外權大中 廣州人
     河錫洪 丙午生 父啓海 外車載泰 晉州人
     金  瑞 己丑生 父鼎臣 外申泰重 義城人
     姜  䆃 癸丑生 父  外裵綺 晉州人
     卜來相 己酉生 父景羲 外李光國 沔川人
     李廷憲 庚戌生 父敦五 外崔命觀 咸平人



生員 吳致愚 字景顔 己酉生 父淵常 外李碩載 妻父權常愼 海州人
幼學 金洛駿 己巳生 父行健 外李時馨 光山人
     柳基豊 丙辰生 父興源 外盧健欽 文化人
     金相稷 己亥生 父敬喆 外李克復 善山人
     李應信 丙申生 父魯暹 外成在仁 德水人
     文養正 丁酉生 父昌周 外尹洪疇 南平人
     申大膺 己酉生 父永訥 外趙黙然 平山人
     趙思健 庚子生 父尙儼 外盧命彦 白川人
     金龍洛 乙卯生 父鎭國 外李또國 義城人
     李容敏 丙午生 父國標 外金亨九 全義人
     金麟洙 甲寅生 父南楚 外金宇敬 延安人
     金相鼎 庚戌生 父溶 外韓培 延安人
     權宗憲 乙卯生 父時達 外石就遠 安東人
  武壯沈樂臣
  進壯李河錫
  生壯崔  桓

ꁮ 純祖 甲午 三十四年 四月 二十五日 式年文科 殿試榜命官朴宗薰
    ◈ 甲科 三人
進士 沈冝升 戊申生 父能烈 外柳德謙 靑松人
正郞 李祖榮 壬寅生 父相琮 外安兼濟 全州人
幼學 洪翼燮 字公勵 癸亥生 父秀臣 外李載玉 妻父李端祜 南陽人
    ◈ 乙科 七人
幼學 曺錫亨 字穉謙 甲寅生 父鴻振 外李相謙 昌寧人
進士 趙雲澈 字伯泳 壬子生 父升鎭 外朴仁榮 豊壤人
幼學 鄭㝡朝 字久之 庚申生 父基翼 外朴性圭 妻父李玄丁 東萊人
敎官 金洙根 字會夫 戊午生 父麟淳 外申 安東人
幼學 金應均 字時萬 辛酉生 父炳星 外李泰爀 安東人
     李昌廷 庚申生 父敏恊 外白禹煥 全州人
     金禹銖 甲子生 父在善 外朴恒慶 義城人
    ◈ 丙科 三十九人
進士 尹錫泳 丙辰生 父命亮 外李益煇 坡平人



幼學 洪仁秀 甲子生 父永龍 外李希濂 南陽人
     金在根 壬寅生 父啓淳 外李琇 安東人
     鄭義恪 己未生 父宅瑊 外張大鳳 河東人
     文用中 己巳生 父養善 外李永祚 南平人
幼學 柳來維(류래유) 丁巳生 父宗永 祖錫麟 曾聖躋 外趙時寬 妻父李文植鄭弘彩

     漢陽趙氏 晉州人

副司果 洪祐喆 字允明 癸酉生 父顯周 外國諱 妻父李鼎臣 豊山人
幼學 金羽休 庚午生 父邦會 外李文遠 蔚山人
     李晉燁 戊辰生 父房柱 外桂勗 全州人
     金震休 丁卯生 父文淵 外曺秀民 光山人
     吳相昱 戊午生 父惠源 外洪壽得 羅州人
     全宗行 戊申生 父益參 外鄭明一 天安人
參奉 尹   甲寅生 父行直 外李悌源 坡平人
幼學 李昌祖 戊申生 父希白 外張興國 全州人
     李晉祥 壬子生 父鼎儉 外金先灝 驪州人
     金鎭右 乙丑生 父驥壽 外李光一 承旨 義城人
     兪敎煥 乙丑生 父南柱 外李至八 杞溪人
     李  澤 癸亥生 父興遂 外金京泰 遂安人
     宋顯洙 辛未生 父欽鼎 外白東萬 恩津人
     鄭厦慶 癸巳生 父麟述 外張聖奎 河東人
進士 李  墩 丁巳生 父光正 外趙學雲 牛峯人
幼學 金觀燮 戊辰生 父宗懋 外金文岳 延安人
     金玉龍 戊申生 父宅祺 外李仁奐 延安人
     金致坤 辛酉生 父相靖 外康履運 順天人
     李廷斗 戊辰生 父寬慶 外趙奎泰 全州人
     洪熈朝 乙丑生 父履彬 外金鎭五 南陽人
     權憲八 壬寅生 父應樞 外鄭起東 安東人
     辛志鼎 庚申生 父碩龍 外朴鼎臣 靈山人
     趙光濬 庚申生 父翰祖 外卓命翼 白川人
     安永豊 戊辰生 父夢孝 外崔彦陟 順興人
幼學 柳聖和(류성화) 乙未生 父倬 祖漢壽 曾紳 外李宜祥 妻父李德汝 晉州人

     愼始徽 乙未生 父  外偰光宇 居昌人



進士 申錫愚 乙丑生 父在業 外金履度 平山人
幼學 朴思彙 癸巳生 父弼賢 外李台斗 密陽人
     金龍彦 癸未生 父宗汲 外元一成 南陽人
     李  珽 庚申生 父衡五 外成樂謙 陽城人
     兪錫煥 丙寅生 父楨柱 外黃載復 杞溪人
     姜鎭泰 乙丑生 父時鳳 外權尙藎 晉州人
     韓秉佑 戊午生 父光勳 外金啓哲 淸州人
  生壯申友永
  進壯宋達榮
  武壯洪大恒

ꁮ 憲宗 丁酉 三年 四月 十二日 式年文科殿試榜

    ◈ 甲科 三人
生員 林肯洙 字穉構 庚申生 父翰鎭 外申宅彬 妻父李箕鉉 羅州人
參奉 李謙洙 辛酉生 父惟命 外金斗七 全州人
幼學 洪在重 字公呂 戊午生 父孝燮 外徐貞輔 妻父兪漢旭 南陽人
    ◈ 乙科 七人
幼學 洪大奎 己巳生 父槃 外趙尙儉 南陽人
     白宗佺 己未生 父慶翰 外趙夢鸇 水原人
     金容煥 癸酉生 父相麗 外鄭國喆 延安人
     金  坤 甲辰生 父成龜 外鄭雲瑞 慶州人
     宋達仁 己巳生 父一濂 外鄭㝡行 恩津人
     金鳳儀 丙戌生 父致怕 外孫興楚 慶州人
     李憲周 己未生 父濟夏 外丁載進 全州人
    ◈ 丙科 三十一人
幼學 成容黙 字汝圭 己未生 父山柱 外韓光近 昌寧人
     朴啇壽 字元輔 辛未生 父宗璡 外洪來燮 潘南人
     姜長煥 字善之 丙寅生 父栻 外李光坤 晉州人
     金  濬 乙巳生 父聲鍾 外朴榮淑 全州人
     金儀表 己巳生 父尙基 外朴愼俊 光山人
     白弘洙 戊辰生 父星鎭 外李擎國 藍浦人
幼學 柳泰東(류태동) 壬子生 父之翕 祖命裕 曾光井 外朴長卨 晉州人



     尹昌錫 己未生 父致永 外吳光益 南原人
     金正奎 庚午生 父在權 外尹曦莘 光山人
判官 金輔根 字仲弼 癸亥生 父鴻淳 外朴廣源 安東人
幼學 楊廷彬 乙卯生 父漢一 外成禮三 密陽人
     黃履明 己未生 父斗老 外金宗玉 長水人
     盧鎭泰 己未生 父時元 外李永祚 海州人
     黃  燝 庚戌生 父尙柾 外李宗述 平海人
     金鎭顥 癸未生 父兌成 外李泰一 慶州人
     鄭匡勳 壬子生 父世賢 外權必錘 海州人
     權命周 癸卯生 父烠 外蔡廷夏 安東人
     盧鎭衡 戊辰生 父時庸 外林堰 海州人
     金尙一 丁巳生 父亨輔 外白時倜 義城人
     邊亨淳 丁卯生 父碩彦 外盧儀 原州人
     河範大 甲戌生 父鉽 外李璞 晉州人
     權龜洛 壬子生 父侗 外白師顔 安東人
     金在瓘 乙卯生 父尙秋 外姜就伯 金海人
     安國鎭 壬戌生 父允彬 外金泓魯 順興人
     金圭衡 乙丑生 父鍾九 外尹元章 慶州人
     李凝祥 庚子生 父鼎受 外朴尙孝 驪州人
     趙光濂 己巳生 父慶祖 外邊遇正 白川人
     金錫熈 甲子生 父鎭坤 外李東復 瑞興人
     崔斗錫 庚申生 父瑋 外安璞重 慶州人
     金羽東 辛酉生 父得种 外吳瑋 慶州人
     金得秀 戊午生 父魯玉 外崔恒三 慶州人
  武壯朴載仁
  生壯金宗泰
  進壯李獻九

ꁮ 憲宗 癸卯 九年 四月 初 九日 親臨春塘臺式年文科殿試榜

    ◈ 甲科 三人
幼學 柳光睦 癸酉生 父周朴 外申必敎 豊山人
縣監 金愼根 字汝仲 己未生 父蘭淳 外李章雲 安東人



主簿 金永爵 字德叟 壬戌生 父思稙 外李在恊 慶州人
    ◈ 乙科 七人
幼學 李鍾灝 戊午生 父宅奎 外金洛 淸州人
     安喜壽 字吉夫 庚午生 父光集 外金勉容 竹山人
幼學 柳來駿(류래 ) 字 命 丁丑生 父泰永 祖仲麟 曾聖達 外李在實 妻父全州

     李氏 晉州人

     尹顯岐 字致章 癸酉生 父晩植 外李復淵 坡平人
進士 趙龜植 字致亨 丁丑生 父湕 外金履錫 咸安人
幼學 金敬鉉 字公哉 丙寅生 父在義 外趙德涵 光山人
     李時夏 字善鳴 壬申生 父寅斗 外申在秉 全州人
    ◈ 丙科 四十二人
幼學 尹定鉉 字鼎叟 癸丑生 父行恁 外李命杰 南原人
     金龍基 辛未生 父煜 外蔡經東 永川人
進士 金世鎬 字稚顯 丙子生 父晋敎 外柳燫 淸風人
幼學 李   字學夫 戊辰生 父光正 外趙學雲 牛峯人
牧使 洪鍾英 字可敎 戊申生 父集圭 外李泰永 南陽人
幼學 李秉欽 甲子生 父再壽 外朴鳳徵 星州人
     金秉周 辛未生 父學修 外柳廷宅 江陵人
     李裕膺 字景昌 丁丑生 父啓또 外趙濟晩 慶州人
     朴公鎭 丙寅生 父基八 外鄭一采 密陽人
     裵相奎 辛未生 父維震 外李㙈 興海人
     金  棱 癸酉生 父廷潤 外安景倜 水原人
     李璋溥 癸亥生 父秉龍 外李鳳八 韓山人
     柳泰鉉 丁卯生 父在洛 外林德泰 文化人
     朴賢楷 辛巳生 父龍範 外李宗瑞 密陽人
     李潤龍 丙申生 父能節 外郭重新 載寧人
生員 韓敬源 字公授 丁丑生 父鎭序 外李寅會 淸州人
幼學 姜鳳煥 己卯生 父會達 外權相泰 晉州人
     沈厚善 字賢哉 甲申生 父奎膺 外睦魯中 靑松人
     宋奎灝 庚辰生 父啓升 外田先啓 礪山人
     南履輪 己卯生 父卿老 外洪達祚 宜寧人
     宋欽翼 字孟謙 辛亥生 父徹圭 外金履또 恩津人



     曺瑩承 乙丑生 父錫五 外尹周鉉 昌寧人
     金大鉉 乙亥生 父膺漢 外林之柱 大邱人
生員 具相殷 丙午生 父翼溟 外宋百孫 綾城人
幼學 申國休 癸亥生 父命求 外沈履錫 高靈人
     韓容悳 乙亥生 父耆東 外閔衡秀 淸州人
     李容翼 字雲伯 丁卯生 父克愚 外金鎭一 延安人
     金觀孝 丁丑生 父景祿 外金學權 永川人
     申學典 丙子生 父處奎 外羅台信 平山人
     白龍周 庚午生 父宗權 外車載良 善山人
     趙遠永 字孝直 癸卯生 父鎭宰 外李漪 豊壤人
     姜載璜 丙子生 父顯文 外文命洙 晉州人
     金應夏 戊辰生 父漢榘 外崔致常 江陵人
     鄭基稷 丙辰生 父觀容 外徐朱修 東萊人
     崔致權 辛酉生 父夢瑞 外嚴厚能 海州人
生員 李光洙 壬戌生 父承祜 外崔廸 星州人
進士 權應夔 字堯章 乙亥生 父大肯 外洪集休 安東人
幼學 南溟翼 乙卯生 父擎宇 外權昌鑌 宜寧人
     丁集敎 辛未生 父若琇 外李之簡 羅州人
     吉鎭五 戊午生 父玘 外安道權
     玄基濬 辛未生 父心黙 外咸屹權
     金斗欽 甲子生 父重佑 外鄭光翊 豊山人
  武壯金樂文
  進壯閔種河
  生壯李晩運

ꁮ 高宗 丁亥 二十四年 光緖 十三年 十二月 十六日 親臨景武臺 中宮殿患候平復

   慶科 庭試別試文科榜

    ◈ 甲科 一人
幼學 朴鼎壽 丁卯生 父宗璇 潘南人
    ◈ 乙科 二人
幼學 李啓弼 庚申生 父近憲 外黃浩運 咸平人
     李邦燮 癸丑生 父根載 全州人



    ◈ 丙科 三十四人
幼學 金顯翊 丙午生 父永植 金海人
     李源奎 甲辰生 父寅鎬 公州人
     張復炫 乙卯生 父漢模 結城人
進士 李範昌 甲寅生 父命夏 全州人
生員 趙範九 丁巳生 父東赫 豊壤人
幼學 閔泳會 壬申生 父尙鎬 驪興人
     金炳䄵 乙卯生 父鳳根 安東人
     尹昌燮 辛亥生 父秉凖 南原人
     金義善 庚戌生 父敏喆 外裵聖淑 靈巖人
     李寅根 乙巳生 父培仁 外金商鉉 慶州人
     金鼎載 己亥生 父錫豊 外李光燁 和順人
     金台濟 丁亥生 父商一 慶州人
進士 閔泳柱 丙午生 父璋鎬 驪興人
     李胤鍾 乙丑生 父範善 外姜義赫 全州人
     朴喜容 字稚圭 乙卯生 父鳳夏 外李羲年 密陽人
幼學 朴魯洙 乙卯生 父應柱 密陽人
進士 閔喜植 甲子生 父泳和 外兪道柱 驪興人
幼學 羅元容 戊辰生 父采經 安定人
     黃致鎬 乙丑生 父正潤 昌原人
     尹相燮 癸丑生 父秉澳 外盧在壽 南原人
生員 金秉庸 乙巳生 父福永 外朴豊鉉 善山人
進士 申養均 丁巳生 父泰興 平山人
幼學 鄭日永 己未生 父泰好 溫陽人
     李秉昊 癸酉生 父俒 外申錫萬 延安人
     李養稙 己未生 父承昶 韓山人
進士 朴台熈 丁巳生 父道彬 高靈人
     尹始榮 乙卯生 父濟翼 海平人
幼學 李垠鎔 庚午生 父載兢 完山人
     宋憲卿 庚午生 父羲仁 恩津人
幼學 柳成麟(류성린) 庚申生 父聖昭生父聖武 祖僖 曾漢奎 外朴衡壽 妻父鄭漢朝

晉州人



     李載乾 戊辰生 父益應 全州人
     李尙柔 戊辰生 父日光 丹陽人
     權寶善 甲辰生 父用脩 安東人
     丁大乾 乙卯生 父學敏 羅州人

ꁮ 高宗 戊子 二十五年 光緖 十四年 戊子 八月 初 九日 親臨景武臺 大殿 大王

   大妃殿 王大妃殿 中宮殿加上 號慶科別試文科 殿試榜

    ◈ 甲科 一人
引儀 宋鍾五 年六十一 父永老 恩津人
    ◈ 乙科 三人
進士 成健鎬 字士順 年二十九 父載瑗 昌寧人
主事 丁文燮 年三十四 父大林 羅州人
假監役 鄭顯五 年五十 父夔和 草溪人
    ◈ 丙科 三十五人
幼學 尹斗炳 字景黎 年十九 父相翊 坡平人
都事 申佐均 字左人 年二十七 父鳳熙 平山人
幼學 李台健 年二十五 父奉煥 廣州人
生員 趙鍾集 字君成 年三十一 父容在 白川人
幼學 盧恭淵 年二十二 父斗鉉 光州人
幼學 金翰濟 年三十三 父商懋 慶州人
幼學 柳雲燮(류운섭) 年十七 父來復 祖斗永 曾宗麟 外吳聚 妻父禹範益 晉州人

監察 李奭鍾 字聖召 年二十八 父範一 外趙鎭京 全州人
進士 李範仁 字聖元 年三十一 父啓夏 全州人
     韓昌洙 字景文 年二十七 父章錫 淸州人
幼學 洪顯一 年三十二 父大健 南陽人
參奉 李容九 年三十七 父憲基 延安人
幼學 趙啓鎬 年五十一 父在鼎 林川人
進士 朴箕陽 字範五 年三十三 父齊億 潘南人
幼學 金炳禹 字舜敎 年三十五 父晳根 安東人
幼學 崔昌溥 年十八 父定錫 海州人
幼學 金輝柄 年三十三 父樂洙 禮安人
郡守 李鎬性 字士明 年四十七 父㘾 牛峯人



右司禦 尹秉綬 字景組 年三十九 父泰經 南原人
幼學 金容悳 年二十五 父宗洙 光山人
縣監 李種元 字汝長 年四十 父福永 德水人
參奉 李五應 年三十一 父秀殷 全州人
都事 趙重九 年三十九 父鳳熙 楊州人
幼學 趙善九 年十八 父東黙 豊壤人
主簿 金商悳 字正斯 年三十七 父昌載 慶州人
副司果 金炳軾 年四十一 父性根 安東人
判官 李聖烈 字士明 年二十四 父相逌 禮安人
幼學 金永儀 字陽叟 年三十五 父洛鉉 光山人
     張紀淵 年三十三 父奎鎭 仁同人
     李河駿 年三十二 父翊欽 靑松人
     李浩溶 年四十 父相哲 廣州人
     閔厚植 年二十四 父泳肅 驪興人
     洪鍾榮 字美卿 年三十一 父在鐸 南陽人
進士 李範贊 年三十七 父叙夏 全州人
幼學 金稷鉉 字元明 年四十九 父在弘 光山人

문과 중시급제자(文科 重試及第者)

  문과 중시급제(文科重試及第) 당하관(堂下官)을 위(爲)하여 둔 과거(科擧).
  고려(高麗) 16대 예종 17년에 최초(最初)로 실시(實施). 조선조(朝鮮朝) 세종 
9년(1427)에 제도화(制度化)되었으며 10년에 한번씩 실시(實施)하여서 이 시험
(試驗)에 합격(合格)한 사람은 당상 정3품(堂上正三品)으로 품계(品階)를 올려 
주었다.

ꁮ 明宗 丙辰 十一年 重試榜二月行
    ◈ 甲科 一人
佐郞 梁應鼎 壬子式
    ◈ 乙科 二人
奉敎 姜克誠 癸丑別



樂正 沈  銓 丙午式
    ◈ 丙科 六人
察訪 安公信 丁酉式
正字 邕夢辰 癸丑別
都事 李俊民 己酉式
檢閱 柳  㙉 癸丑別
正郞 柳 善(류순선) 丁未別 字純仲 號素齋 丙子生 父柔 祖自恭 曾繼源 外任文載

     妻父李挺 晉州人

校理 睦  詹 丙午別

ꁮ 光海 丙辰 八年 重試榜表擬漢習隆請立諸葛廟於沔陽  武壯金慶雲
    ◈ 甲科 一人
直提學 李大燁 壬子增
    ◈ 乙科 二人
舍人 朴鼎吉 丙午增
典籍 柳汝恪(류여각) 癸亥增 字守而 號明洲 己丑生 父澗 祖敬元 曾光勳 外李墍

     妻父朴東燾 晉州人

    ◈ 丙科 四人
佐郞 崔  濩 同年增
司果 柳  瀹 癸丑謁
弼善 柳  湙 丁酉別
判官 梁慶遇 丁酉別

ꁮ 正祖 丙辰 二十年 二月 二十日 親臨明政門重試 殿試榜唐李泌進身
    ◈ 甲科 一人
掌樂正 申鳳朝
    ◈ 乙科 三人
前掌令 李貞運 乙巳黃柑
副正字 任天常
副正字 尹永儀
    ◈ 丙科 六人
副校理 徐有鍊 甲午增廣陞堂



副司果 李景溟 丁酉庭試
副司果 李日運
前持平 宋知濂 庚戌增廣
副司直 柳協基(류 기) 甲午增廣 字士寅 號晩聾 壬子生 父顯章 祖星河 曾炳然

       外南泰慶 妻父李義豊 晉州人

及第 李東煥 乙卯慶科
  武壯韓守憲

ꁮ 哲宗 丙辰 七年 四月 十六日 親臨春塘臺今丙辰年文官重試榜

    ◈ 甲科 一人
副司直 宋欽翼
    ◈ 乙科 一人
副司直 鄭駿容
    ◈ 丙科 三人
掌樂正 金鎭衡
副正字 黃愼黙
修  撰 柳泰東(류태동) 字孔臨 號桂北 壬子生 父之翕 祖命裕 曾光井 外朴長卨

       妻父宋甲萬 晉州人

  武壯李鍾夏

생원 장원급제 입격자(生員 壯元及第 入格者)

ꁮ 燕山 甲午 十年 式年榜

    ◈ 甲科 三人
進士 李  耔 字次野 號陰厓 庚子生 父禮堅 外金寬安 參贊湖堂 韓山人
生員 李昌壽 字仁老 父仲禧 外金侅 妻父柳沃卿 僉正 全義人
進士 柳  雲 字從龍 號恒齋 乙巳生 父公佐 妻父李守孫 大憲湖堂 文化人
    ◈ 乙科 七人
進士 金  瑊 字玉汝 父文孫 工議 光州人
     崔命昌 字汝鎭 號松石 丙戌生 父鐵孫 外尹禮卿 妻父禹敬祖 禮參淸白 開城人



敎官 李元幹 字幹之 父孝篤 外崔命根 妻父金意仝 寺正 龍仁人
生員 朴兼仁 字元之 父峻山 外崔善敏 妻父金言愼 府使 竹山人
     朴良根 字子茂
進士 朴  鵬 字圖南 父子回 判官 陰城人
生員 金  硡 字堅仲 庚寅生 父順誠 外韓緝 妻父丘達童 戶參淸白 光州人
    ◈ 丙科 二十一人
幼學 崔允孫 字子湛 父慶男 外李思剛 府使 全州人
進士 朴居鱗 字波臣 父訥 外金係行 掌令 咸陽人
生員 尹時英 字彦佐 父訔 外趙元禧 妻父柳義濕 寺正 南原人
進士 金漢老 字大年 父處智 外崔壽老 副正 安東人
生員 朴  佺 字雲卿 父從亨 兵正 蔚山人
進士 李忠男 字可胤
別提 愼汝弼 字相父 父仲終 外洪敬孫 妻父朴衡武 府使司諫 居昌人
生員 曺彦亨 字亨之 己丑生 父永 外李怞 妻父崔潤德 執義 昌寧人
     許  遲 字希范 父誡 外金璜 妻父李垠 判校 河陽人
進士 李得全 字子完 妻父長溪守暹 司成 天安人
生員 李萬孫 字弘胤 父章甫 執義 原州人
進士 具之愼 字而懼 父諴 外申命之 妻父李貴孫 吏郞司諫 綾城人
生員 郭遂寧 字子安 父季元 妻父金哲瑞 都事 玄風人
宣務 金允和 字叔侃 典籍 昌原人
生員 朱善林 字挺翁 典籍 熊川人
進士 金禹瑞 字天錫 父浩 外李淸新 妻父柳陽植 舍人 光州人
判官 李可臣 字公耳 父亮 外趙惠 妻父權頤洪贊仝 吏議 全義人
生員 趙  翊 字翊之 甲午生 父元卿 外申仁天 妻父閔暉 監正 林川人
     成  雲 字致遠 父聃命 外金愊 妻父許誡 兵判 昌寧人
進士 李  蕃 字德林 父云達 外辛寶童 妻父盧瑁 大諫 德山人
     安處誠 字誠之 號竹溪 丁酉生 父琛 外李永禧 妻父朴聃孫 監正 順興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柳禮臣(류 신) 庚午式 字文卿 父塾 祖子偕 曾怡 外魚孝瞻 妻父鄭 晉州人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鄭百朋 同年別



ꁮ 中宗 丁卯 二年 增廣榜以登極慶設行
    ◈ 甲科 三人
生員 金  凈 字元冲 號冲菴 丙午生 父孝貞 外許允恭 妻父宋汝翼 刑判 慶州人
都事 申永洪 字洪之 己丑生 父瀞 外厚寧君  妻父韓僴 僉知 高靈人
生員 魚泳濬 字彦深 癸卯生 父漢倫 外金自珍 妻父白自精 舍人 咸從人
    ◈ 乙科 七人
承仕 洪彦弼 字子美 號黙齋 丙申生 父浻 外趙衷孫 妻父鄭叔垠宋軼 領相 南陽人
進士 文  瓘 字伯玉 乙未生 父彬 外李文興 妻父李諴 翰林掌令 甘泉人
府使 權  輳 字子輿 戊寅生 父壽 外韓可久 妻父李諴 牧使 安東人
生員 曺尙賢 字崇善 寺正
正郞 李世弘 字可容 辛卯生 父克增 外金理 妻父申承參李貴丁 寺正 廣州人
判官 柳  軾 字和仲 父季潼 外鄭淑精 府使 全州人
生員 朴龜元 字彦靈 父孝先 縣監 密陽人
    ◈ 丙科 二十六人
司果 延九齡 字夢與 父保 外金淑貞 妻父鄭六孫金德老 掌令 谷山人
進士 權  橃 字仲虛 號冲齋 戊戌生 父士彬 外尹瑭 妻父崔世演 翰林贊成 安東人
     尹  宕 字公綽 父師夏 外金埴 妻父全永㱓 牧使 坡平人
     柳後昌 字宗元 父永年 外辛從訥 正郞 白川人
     辛弼周 字姬卿 戊戌生 父秀武 參議 靈山人
     李  溜 父誠生 正言 陽城人
縣令 李嗣宗 字大連 號三峯 父陽生 都正 慶州人
司議 李  偉 字大而 父埤 外吳泉 妻父金彦辛 黃監 固城人
生員 柳  灌 字灌之 號松菴 甲辰生 父廷秀 外朴潤孫 妻父閔季曾 左相 文化人
啓功 安漢英 字廷秀 父潤德 外羅文緖 妻父玉堂副守壽長 弘博 廣州人
生員 李  謙 字子益 父孟智 外姜思敏 妻父金重禮 司成 丹陽人
司勇 金世俊 字君弼 父文卿 外趙育 妻父柳緝 牧使 慶州人
生員 金麟明 字伯昭 父鎭 牧使 安東人
洗馬 尹止衡 字仲平 父孝孫 外朴元亨 妻父李演 翰林吏議 南原人
參奉 李  蕑 字澤卿 父宜榮 外李養中 妻父蔡子深 學正 德水人
別提 閔   字叔幹 父澹源 妻父李止堈 監察 驪興人
參奉 成世昌 字蕃仲 號遯齋 辛丑生 父俔 外李塾 妻父長陽正儔李陸 左相湖堂 昌寧人
生員 權希孟 字子醇 乙未生 父詳 外李友 妻父呂漢卿 翰林江監 安東人



縣令 李石峯 字仰止 父稛 外朴㱓 郡守 全州人
進士 李彦浩 字養冲 丁酉生 父惟淸 外李聆 妻父尹懷貞波澄守終岩 大憲 韓山人
生員 金自修 字誠仲 父斯達 黃都 彦陽人
別提 張  籍 字大訓 父玉堅 妻父吳繼善盧鍾石 戶議 昌寧人
參奉 金希壽 字夢또 號悠然 乙未生 父叔演 外金增 妻父梁治 大憲 安東人
進士 李貴宗 字宗之 父塢 妻父辛順聃 玉堂 延安人
     沈  義 字義之 號大觀 乙未生 父膺 外徐文翰 妻父趙纘 吏郞湖堂 豊山人
幼學 李元和 字和之 牧使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柳  墩(류  돈) 庚午式 字士平 父仲演 祖誠 曾瑱 外延安金氏 妻父趙永錫

晉州人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朴  祐 庚午式

무과 장원급제자(武科 壯元及第者)

ꁮ 光海 戊午 十年 增廣榜以恭聖后欽賜冠服及宗系辨誣合慶十月十九日行 殿策

    ◈ 甲科 三人
生員 金起宗 字仲胤 號聽荷 乙酉生 父哲命 外申伯潤 妻父鄭之春順安守 振武功

江陵人
進士 崔始量 字公綽 丁亥生 父瓘 妻父申渫 注書僉正 江華人
參奉 柳大華 字宲伯 丙子生 父滌 外李宗胤 妻父尹肇 承旨資窮 文化人
    ◈ 乙科 七人
翊衛 柳鼎立 字實甫 癸未生 父希聃 外尹晛 妻父金信元 司書 文化人
幼學 朴守弘 字裕彦 戊子生 父鼎宲 外李敏善 妻父鄭維城 承旨 密陽人
縣監 朴   字馨叔 號梧岩 己卯生 父孝悌 外安尊道 妻父李瑗 寺正 密陽人
司果 吳  竣 字汝完 號竹南 丁亥生 父百㱓 外高景龍 妻父柳時會 判中弘提 同福人
參奉 金  矱 字正卿 號金沙 壬申生 父大涉 外沈銓 妻父鄭彦信 牧使 安東人
縣監 李志宏 字守約 號東溟 甲申生 父尙毅 外尹晛 妻父具思欽 院正 驪興人
禁都 鄭  潔 字而淨 壬申生 父仁耆 持平 瑞山人



    ◈ 丙科 三十人
進士 田大年 字景有 甲戌生 父見龍 典籍 牛峯人
宣敎 李景仁 字元之 癸未生 父尙閔 外李鶴壽 注書承旨 延安人
生員 梁有仁 字榮伯 丙申生 父貴生 府使 南原人
縣令 李宜活 字浩然 癸酉生 父應仁 妻父朴惺 正郞 驪興人
縣監 柳  洬 字浩源 戊辰生 父夢翼 外朴斗精 妻父朴應寅洪龜祥 佐郞 文化人
奉事 安弘重 字夢受 丙戌生 父昶 外兪洵 妻父具坤源 刑正 竹山人
生員 羅萬紀 字壽伯 乙未生 父紉 外趙璨 妻父閔汝沉 說書 安定人
縣令 李元樑 字公榦 壬午生 父崇古 正郞 固城人
進士 李景憲 字汝師 號芝田 乙酉生 父通 外柳㙉 妻父尹應聘 禮參 德水人
察訪 韓克謙 字子益 己丑生 父孝純 外姜孝胤 妻父順寧君景儉 禮正 淸州人
禁都 閔   字汝澄 庚辰生 父雲瑞 外雲川令鋒 妻父金策 吏正 驪興人
司果 申瑞廷 字忠甫 乙丑生 父熟 外趙達孫 刑佐 平山人
參奉 李景容 字汝復 庚辰生 父通 外柳㙉 妻父權耋 玉堂監司 德水人
察訪 柳震또 字仁可 癸亥生 父景海 翰林 全州人
生員 鄭四溟 字會一 辛卯生 父三顧 郡守 延日人
刑正 朴光先 字克懋 壬戌生 父廷琬 外曺夢吉 掌令 高靈人
司果 李敏樹 字仲茂 甲午生 父冲 外崔希㱓 妻父柳希亮金宗胤 參議 全州人
直長 許  恒 字仲久 戊辰生 父思益 外李櫟 妻父陽城君倫 府使 陽川人
通訓 成夏衍 字孔懷 乙酉生 父晉善 外尹文老 妻父尹暒 府使 昌寧人
敎官 裵弘祐 字汝輔 庚辰生 父大維 妻父柳震楨 縣監 金海人
幼學 金南重 字自珍 號野塘 丙申生 父守廉 外成恂 妻父閔有慶礪原守世憲 翰林

慶州人
生員 池成海 字仲深 乙丑生 父以貞 郡守 忠州人
進士 沈之溟 字子羽 號聾岩 乙亥生 父僔 外尹希宏 妻父李應祿 翰林 靑松人
     任器之 字國華 號薪谷 丙戌生 父錪 外尹自新 妻父趙寅 翰林 豊川人
     李  耆 字大老 己丑生 父英吉 外金傳久 妻父朴安儉 刑正 全義人
敎官 崔  衢 字之亨 辛巳生 父鐵堅 外鄭元弸 寺正 全州人
進士 田大方 字景直 庚寅生 父見龍 察訪 牛峯人
生員 李榮久 字長吉 壬辰生 父蒔 翰林 永川人
進士 金以一 字惺甫 辛未生 父鐵壽 校正 尙州人
生員 金  瑗 字伯玉 戊辰生 父宗裕 外金希顔 妻父裵弘濟 寺正 延安人



    ◈ 同年監試生員 第一人
幼學 李榮久 同年增
    ◈ 同年監試進士 第一人
幼學 趙益亨 字汝會 壬寅生 父存世 外成希益 妻父康津正琪尹仁啓 楊州人
武壯 柳孝傑(류효걸) 字誠伯 甲午生 父珩 祖溶 曾辰仝 外李久洵 妻父南以

     兵使振武功臣晉陽君 晉州人

ꁮ 正祖 丙申 卽位年 十月 初 三日 文科重試榜親臨明政殿
    ◈ 甲科 一人
司果 吳濬根 丙戌庭試
    ◈ 乙科 一人
正字 尹致性 乙未庭試
    ◈ 丙科 一人
校理 吳大益 甲午增廣
武壯 柳孝源(류효원) 字斯白 辛未生 父鎭恒 祖世基 曾雲章 外具栻 妻父南正燮

     兵使統制使武肅公 都摠經歷 晉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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