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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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若真 康6.10 原湖廣右布政使 進士 山東 實錄、江南通志

慕天顏 康9.5 福建興泉道 康15.7 陞江蘇巡撫 進士 甘肅 實錄、傳稿5660

丁思孔 康15.8 湖北布政使 康22.9 陞偏沅巡撫 進士 漢軍 實錄、傳稿5667

章欽文 康22.10 江西按察使 康25.7 陞河南巡撫 貢監 順天 實錄、江南通志

劉鼎 康25.7 江南蘇松道 廕生 實錄、江南通志

宋犖 康26.10 山東按察使 康27.4 陞江西巡撫 監生 河南 實錄、傳稿5655

胡獻徵 康27.4 湖北布政使 廕生 湖南 實錄、江南通志

于養志 康27.12 湖北布政使 康28.2 調湖北布政使 漢軍 實錄、欽定八旗通志卷340

李國亮 康28.2 江蘇按察使 舉人 漢軍 實錄、碑傳集卷67

張志棟 康30.8 福建按察使 康37.11 陞福建巡撫 進士 山東 實錄、傳稿5658

劉殿衡 康37.12 甘肅西寧道 康43.3 陞湖廣巡撫 廕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62

宜思恭 康43.6 直隸守道 康48.11 革職 漢軍 實錄、欽定八旗通志卷340

陳鵬年 康48.11署 蘇州知府 康49 來京修書 進士 湖南 實錄、傳稿5630

金世揚 康49.5 河南按察使 漢軍 實錄、欽定八旗通志卷340

牟欽元 康52.1 湖北按察使 被劾解任 實錄、江南通志

李世仁 康53.6 貴州按察使 順天 實錄、江南通志

楊朝麟 康56.2 江西按察使 實錄、江南通志

李世仁 康58.9 原江蘇布政使 雍元.3 解任 順天 實錄、江南通志

鄂爾泰 雍元.3 內務府員外郎 雍3.8 陞廣西巡撫 舉人 滿 實錄、傳稿5663

漆紹文 雍3.8 山東鹽運使 雍5.2 調湖南布政使 進士 江西 實錄、江南通志

張坦麟 雍3.8 兩淮鹽運使 雍6.1 調山東布政使 舉人 湖北 實錄、江南通志

趙向奎 雍6.1 江蘇糧道 雍7.7 革職 山西 實錄、江南通志

高斌 雍7.7 浙江布政使 雍9.2 調河南布政使 滿 實錄、傳稿5647

白鍾山 雍9.2 江蘇淮揚道 雍12.7 陞南河副總河 官學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48

劉藩長 雍12.7 福建布政使 雍13.1 召京 監生 山西 實錄、江南通志 出身福建通志作貢生

張渠 雍13.1 廣東布政使 乾3.2 陞湖南巡撫 副貢 直隸 實錄、傳稿5736

許容 乾3.3 山西布政使 乾3.5 調署江蘇巡撫 舉人 河南 實錄、傳稿5832

孔傳煥 乾3.7署 江蘇驛鹽道 實錄

徐士林 乾4.4
丁憂(原河南布政

使)
乾5.7 陞江蘇巡撫 進士 山東 實錄、傳稿5737

安凝 乾5.7 蘇州織造 乾9.2 丁母憂 拔貢生 漢軍 實錄、傳稿1111

愛必達 乾9.2署 吏部郎中 乾10.1 調貴州布政使 生員 滿 實錄、傳稿5796

安凝 乾10.1署 丁母憂 乾11.9 調署江蘇巡撫 拔貢生 漢軍 實錄、傳稿1111

王師 乾11.9 浙江布政使 乾12.7 解任，來京候旨進士 山西 實錄、傳稿5736

愛必達 乾12.7署 山西巡撫革職 乾13.3 陞浙江巡撫 生員 滿 實錄、傳稿5796

朱一蜚 乾13.3 山西布政使 乾13.4 調直隸布政使 生員 浙江 實錄、碑傳集卷82

辰垣 乾13.4 直隸布政使 乾14.12 調四川布政使 實錄

永寧 乾14.12 福建布政使 乾16.4 降直隸按察使 實錄

郭一裕 乾16.4 兩淮鹽運使 乾19.4 調署山東巡撫 監生 湖北 實錄、傳稿5758

彭家屏 乾19.4 雲南布政使 乾20.9 召京 進士 河南 實錄、傳稿7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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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松佶 乾20.9 江蘇按察使 福建 實錄 籍貫據湖南通志卷121

託恩多 乾22.1 江蘇按察使 乾22.12 陞江蘇巡撫 繙譯舉人 滿 實錄、傳稿5731

吳嗣爵 乾22.12 江蘇按察使 乾23.3 調湖南布政使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5648

常亮 乾23.3 湖北布政使 滿 實錄 籍貫據湖北通志卷115

蘇崇阿 乾24.11 河南布政使 乾25.10 革職 實錄

彰寶 乾25.10 湖南布政使 乾26.2 調江寧布政使 繙譯舉人 滿 實錄、傳稿5644

安凝 乾26.2 蘇州織造 乾27.閏5 卒 拔貢生 漢軍 實錄、傳稿1111

蘇爾德 乾27.閏5 湖南布政使 乾33.1 陞山西巡撫 監生 滿 實錄、欽定八旗通志卷340 出身據安徽通志卷
121-131

胡文伯 乾33.1 廣東布政使 乾34.10 陞安徽巡撫 附貢生 山東 實錄、傳稿1064

姚成烈 乾34.10 安徽按察使 乾34.12 調江寧布政使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5790

薩載 乾34.12 松江知府署蘇州

織造
乾35.3 調署江蘇巡撫 繙譯舉人 滿 實錄、傳稿5849

李湖 乾35.3 直隸按察使 乾35.12 陞貴州巡撫 進士 江西 實錄、傳稿5849

吳壇 乾35.12 江蘇按察使 乾37.2 陞刑部侍郎 進士 山東 實錄、傳稿5723

增福 乾37.2 安徽布政使 乾44.2 陞福建巡撫 繙譯進士 滿 實錄、傳稿3663

吳壇 乾44.2 江南河庫道 乾45.4 陞江蘇巡撫 進士 山東 實錄、傳稿5723

瑺齡 乾45.4 江蘇按察使 乾47.6 調廣西布政使 廕生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224

伊星阿 乾47.6 福建按察使 乾48.1 陞湖南巡撫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239

永保 乾48.1 直隸布政使 乾49.2 陞貴州巡撫 官學生 滿 實錄、傳稿1160

李慶棻 乾49.2 河南布政使 乾50.7 陞貴州巡撫 漢軍 實錄、傳稿5838

李封 乾50.7 福建汀漳龍道 乾51.5 陞湖北巡撫 進士 山東 實錄、傳稿1063

覺羅長麟乾51.5 江蘇按察使 乾51.9 陞刑部右侍郎 進士 滿 實錄、傳包7078-1

英善 乾51.9 湖南布政使 乾52.6 丁母憂 滿 實錄、傳稿771

奇豐額 乾52.6 廣西布政使 乾57.5 陞江蘇巡撫 進士 滿 實錄、傳稿1067

張誠基 乾57.5 直隸布政使 嘉元.6 陞安徽巡撫 進士 山東 實錄、傳稿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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