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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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化成 順16.1 廣東右布政使 康11.3 陞湖廣巡撫 貢生 直隸 實錄、傳稿6897 康熙六年前為河南左布

政使

金鋐 康11.4 原江南左布政使 進士 直隸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籍貫山西通志作順天，

江南通志作浙江。

郎永清 康13.10 原湖廣右布政使 康25.11 陞山東巡撫 漢軍 實錄、傳稿7807

田啟光 康25.11 原雲南布政使 官學生 滿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許宏勳 康30.8 雲南按察使 恩廕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康宗堯 康31.4 廣西按察使 監生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李國亮 康31.9 原江蘇布政使 康35.7 陞河南巡撫 舉人 漢軍 實錄、碑傳集卷67

佟世雍 康35.7 雲南按察使 廕生 滿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李成林 康39.7 福建按察使 康42.11 休 監生 漢軍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甘國荃 康42.11 雲南按察使 監生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許嗣興 康43.7 廣東按察使 康48.11 陞福建巡撫 漢軍 實錄、傳稿5658

王家棟 康48.12 廣西按察使 進士 江西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李苾 康51.2 廣西布政使 廕生 直隸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張伯琮 康54.7 河南按察使 康57.4 革職 貢生 湖北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楊宗義 康57.4 原安徽按察使 康57.5 陞河南巡撫 監生 漢軍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籍貫據欽定八旗通志卷
340

宜思恭 康57.5 原江蘇布政使 康57.11 陞廣西巡撫 廕生 漢軍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籍貫據欽定八旗通志卷
340

牟欽元 康57.12 原湖北布政使 雍2.1 陞太常寺卿 監生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田文鏡 雍2.1 署山西布政使 雍2.12 陞河南巡撫 監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21

楊文乾 雍3.1 陝西榆林道 雍3.4 陞廣東巡撫 監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21

黃焜 雍3.1 陝西按察使 雍3.10 革職 監生 漢軍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費金吾 雍3.10 陝西按察使 雍6.5 調山東布政使 貢生 浙江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出身山東通志卷51作舉

人

謝旻 雍6.5署 丁父憂 雍7.閏7 調署江西巡撫 監生 江蘇 實錄、傳稿5833

趙國麟 雍7.閏7 福建布政使 雍8.5 陞福建巡撫 進士 山東 實錄、傳稿5663

陳世倕 雍8.5署 河南按察使 雍9.2 回河南按察使任 進士 浙江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高斌 雍9.2 江蘇布政使 雍9.9 陞河東副總河 滿 實錄、傳稿5647

徐聚倫 雍9.9 山東糧道 雍10.4 調山東布政使 進士 浙江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鄭禪寶 雍10.4 監察御史 雍10.5 調山東布政使 滿 實錄 籍貫據山東通志卷51

徐聚倫 雍10.5 山東布政使 雍10.11 解任 進士 浙江 實錄、河南通志續通志

刁承祖 雍10.11 江蘇按察使 雍11.12 調浙江布政使 進士 直隸 實錄、履歷檔冊1頁3

盧焯 雍11.12 河南按察使 雍12.10 陞福建巡撫 監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39

劉章 雍12.11 浙江按察使 乾元.1 召京 實錄

徐士林 乾元.1 福建汀漳道 乾元.11 以父病請假旋丁憂 進士 實錄、傳稿5737

溫而遜 乾元.11署革職山西布政使 乾2.閏9 召京 實錄

范璨 乾2.閏9 江南廬鳳道 乾4.1 調直隸布政使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5684

朱定元 乾4.1
丁父憂(浙江海防

道)
乾5.7 陞山東巡撫 舉人 貴州 實錄、傳稿5737

金鉷 乾5.7 刑部左侍郎革職 乾5.7 未任卒 監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39

趙城 乾5.7 甘肅按察使 乾10.12 召京 實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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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瑞龍 乾10.12 直隸按察使 乾11.10 調湖北布政使 進士 四川 實錄、清秘述聞上卷5

王興吾 乾11.10 河南按察使 乾13.9 丁憂 進士 江蘇 實錄、傳稿5731

富明 乾13.9 河南按察使 乾15.11 降二級調用 廕生 滿 實錄、履歷檔冊1頁581

富勒赫 乾15.11 熱河道 實錄

圖爾炳阿 乾17.12 吏部員外郎 乾19.6 調山東布政使 滿 實錄、傳稿5820

葉存仁 乾19.6 浙江布政使解任 乾19.10 調浙江布政使 監生 湖北
實錄、傳稿5648、履歷

檔冊1頁249

阿爾泰 乾19.10 山東按察使 乾19.10 調山東布政使 副榜 滿 實錄、傳稿5720

圖爾炳阿 乾19.10 山東布政使 乾20.5 陞河南巡撫 滿 實錄、傳稿5820

劉慥 乾20.5 福建按察使 乾22.10 調山西布政使 進士 雲南 實錄、履歷檔冊1頁657

蘇崇阿 乾22.10 山西布政使 乾24.11 調江蘇布政使 實錄

台柱 乾24.11 山東布政使 監生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15

喬光烈 乾26.3 直隸按察使 乾27.1 陞貴州巡撫 進士 江蘇 實錄、傳稿1114

輔德 乾27.1 河南按察使 乾28.5 陞湖北巡撫 監生 滿 實錄、傳稿1114

佛德 乾28.5 陝西糧驛道 乾32.11 調甘肅布政使 繙譯舉人 滿 實錄、履歷檔冊17頁29

何煟 乾32.11 河南按察使 乾36.5 陞河南巡撫 監生 湖南 實錄、傳稿5648

覺羅巴延

三
乾36.5 直隸大名道 乾37.6 陞陝西巡撫 官學生 滿 實錄、傳稿5843

張鎮 乾37.6 福建按察使 乾38.12 病免 實錄

顏希深 乾38.12
丁父憂(江西布政

使)
乾42.2 陞河南巡撫 貢生 廣東 實錄、傳稿5847

榮柱 乾42.2 河南按察使 乾44.12 陞河南巡撫 監生 滿 實錄、傳包 2142-1

江蘭 乾44.12 太僕寺卿 乾45.5 調雲南布政使 貢生 安徽 實錄、傳稿770

農起 乾45.5 安徽布政使 乾45.8 陞安徽巡撫 筆帖式 滿 實錄、傳稿5839

李承鄴 乾45.8 四川布政使 廕生 山東 實錄
出身、籍貫據四川通志

卷103

李慶棻 乾48.7 江蘇按察使 乾49.2 調江蘇布政使 筆帖式 漢軍 實錄、傳稿5838

江蘭 乾49.2
丁母憂(原雲南布

政使)
乾51.6 陞河南巡撫 貢生 安徽 實錄、傳稿770

江蘭 乾51.10 河南巡撫降 乾53 丁父憂 貢生 安徽 實錄、傳稿770

景安 乾53.2 河南按察使 乾56.4 調山西布政使 官學生 滿 實錄、傳包2681-1

鄭源璹 乾56.4 山西布政使 乾57.6 調湖南布政使 貢生 直隸 實錄、傳稿 7748

吳璥 乾57.6 河南按察使 嘉4.3 調署江南河道總

督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