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任職時間 任職前職務 離職時間 離職原因 出身 籍貫 資料出處 備註

施天裔 順17.4 陝西右布政使 康22.10 陞廣西巡撫 漢軍 實錄、欽定八旗通志卷340 康熙六年前為山東左

布政使

黃元驥 康22.10 廣西按察使 康27.2 革職 福建 實錄、山東通志

衛既齊 康27.2 檢討 康30.2 陞順天府尹 進士 山西 實錄、傳稿7807、山東通志

楊廷耀 康30.2 山東按察使 康32.10 調福建布政使 漢軍 實錄 籍貫據福建通志卷107

喻成龍 康32.10 山東按察使 康34.6 陞太常寺卿 廕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57

王道熙 康34.6 江西按察使 康34.10 調湖南布政使 漢軍 實錄 籍貫據湖南通志卷121

張勄 康34.10 湖南布政使 康36.11 陞浙江巡撫 廕生 漢軍 實錄、山東通志

劉皚 康36.12 中路運糧候補

按察使
康42.6 解任 順天 實錄、山東通志

趙宏燮 康42.6 山東按察使 康43.10 陞河南巡撫 甘肅 實錄、傳稿5658

范時崇 康43.10 福建按察使 康44.9 陞廣東巡撫 廕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59

梁世勳 康44.9 山東按察使 康45.9 陞廣西巡撫 廕生 陝西 實錄、傳稿5954

高啟桂 康45.5 河南按察使 漢軍 實錄、山東通志

蔣陳錫 康47.9 河南按察使 康47.12 陞山東巡撫 進士 江蘇 實錄、傳稿5658

葉九思 康47.12 山東按察使 乾48.8 陞四川巡撫 漢軍 實錄

侯居廣 康48.9 四川按察使 廕生 漢軍 實錄、 山東通志

甘國璧 康53.3 江蘇按察使 康54.2 陞雲南巡撫 廕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36

李成龍 康54.3 直隸分巡道 康55.10 陞安徽巡撫 漢軍 實錄、欽定八旗通志卷327

王用霖 康55.11 原廣東布政使 廕生 漢軍 實錄、山東通志

佟吉圖 雍元.2 署山東按察使 雍元.6 緣事革職 漢軍 實錄、山東通志

須洲 雍元.2署 太僕寺少卿 雍元.9 巡視河務 進士 江蘇 實錄、山東通志

博爾多 雍元.9署 戶部郎中 雍2.9 調安徽布政使 舉人 滿 實錄、山東通志

董永芠 雍2.9 安徽布政使 雍2.11 降山東按察使 廕生 實錄、山東通志

布蘭泰 雍2.11 戶部郎中 雍3.10 陞山西巡撫 滿 實錄、傳稿5639

張保 雍3.10 河南按察使 雍5.4 陞刑部右侍郎 漢軍 實錄、山東通志

岳濬 雍5.4 口北道 雍6.1 調山西布政使 廕生 四川 實錄、傳稿5797

張坦麟 雍6.1 江蘇布政使 雍6.5 署江蘇巡撫 實錄

費金吾 雍6.5 河南布政使 雍7.11 陞山東巡撫 舉人 浙江 實錄、山東通志
出身河南通志續通志

卷35作貢生

孫國璽 雍7.9 福建按察使 雍8.11 解任 進士 漢軍 實錄、傳稿5640

孫蘭芬 雍8.11署 山東登萊青道 雍10.4 革職 湖北 實錄、山東通志

徐聚倫 雍10.4 河南布政使 雍10.5 調河南布政使 實錄

鄭禪寶 雍10.5 河南布政使 乾2.9 召來京 滿 實錄、山東通志

黃叔琳 乾2.9 山東按察使 乾4 丁母憂 進士 直隸 實錄、傳稿5663

魏定國 乾5.1 西安按察使 乾7.4 調安徽布政使 進士 江西 實錄、傳稿1111、傳包701-1

包括 乾7.4 安徽布政使 乾8.11 召來京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5684

喬學尹 乾8.11 湖北布政使 乾9.11 召京 進士 山西 實錄、清秘述聞上卷14

圖爾炳阿 乾9.11 山東按察使 乾11.1 調雲南布政使 滿 實錄、傳稿5820

阿蘭泰 乾11.1 雲南布政使 乾11.12 陞太僕寺卿 副貢 滿 實錄
出身籍貫皆據江西通

志卷16

岳濬 乾11.12 湖南布政使 乾12.5 陞廣東巡撫 廕生 四川 實錄、傳稿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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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 乾12.5 山東按察使 乾13.2 調太僕寺少卿 監生 滿 實錄、傳包781-1

李敏第 乾13.2 山東按察使 乾13.3 調山西布政使 實錄

唐綏祖 乾13.3 浙江布政使解任乾13.10 陞江西巡撫 舉人 江蘇 實錄、傳稿5719

衛哲治 乾13.10 山東登萊青道 乾14.4 陞安徽巡撫 拔貢 河南 實錄、傳包118-1

崔紀 乾14.4 丁父憂 乾15.1 調蘇州學政 進士 山西 實錄、傳稿5737

李渭 乾15.1 安徽布政使 乾19.6 卒 進士 直隸 實錄、傳稿6978

圖爾炳阿 乾19.6 河南布政使 乾19.10 調河南布政使 滿 實錄、傳稿5820

阿爾泰 乾19.10 山東按察使 乾22.12 陞山東巡撫 副榜 滿 實錄、傳稿5720

馮鈐 乾22.12 安徽按察使 乾23.3 陞湖北巡撫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5723

徐鐸 乾23.3 山東按察使 乾23.6 卒 進士 江蘇 實錄、山東通志

台柱 乾23.7 山東按察使 乾24.11 調河南布政使 監生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15

崔應階 乾24.11 江蘇按察使 乾28.5 陞貴州巡撫 廕生 湖北 實錄、傳稿5723

 梁翥鴻 乾28.5 山西按察使 乾33.12 調署漕督 廕生 陝西 實錄、山東通志

尹嘉銓 乾33.12 山西按察使 乾36.3 調甘肅布政使 舉人 直隸 實錄、傳稿5737

海成 乾36.3 安徽按察使 乾37.5 陞江西巡撫 滿 實錄、傳稿1066、傳包1482-1

國泰 乾37.5 山東按察使 乾42.11 陞山東巡撫 監生 滿 實錄、傳稿5821

徐恕 乾42.11署丁憂 乾43.閏6 調署浙江布政使進士 江蘇 實錄、山東通志

陸燿 乾43.閏6 山東按察使 乾43.12 母病解任回籍 舉人 江蘇 實錄、傳稿5849

徐恕 乾44.12 署浙江布政使 乾44.12 卒 進士 江蘇 實錄、山東通志

于易簡 乾44.12 山東按察使 乾47.4 革職 監生 江蘇 實錄、履歷檔冊2頁197

孫士毅 乾47.4 太常寺少卿 乾48.5 陞廣西巡撫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5782

陸燿 乾48.5署 丁母憂 乾49.7 陞湖南巡撫 舉人 江蘇 實錄、傳稿5849 乾49.4實授

馮晉祚 乾49.7 山東按察使 乾50.4 革職 進士 山西 實錄、履歷檔冊2頁247

繆其吉 乾50.4 四川按察使 貢生 安徽 實錄、履歷檔冊2頁286

江蘭 乾55.9 大理寺少卿 乾59.5 降補山東按察使貢生 安徽 實錄、傳稿770

孫曰秉 乾59.5 湖北按察使 嘉元.7 調江寧布政使 進士 實錄、傳稿2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