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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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彭年 康元.12 河南按察使 舉人 實錄、安徽通志
康熙六年前為江南右布政

使

徐國相 康8.12 原山東右布政使 康16.3 陞安徽巡撫 監生 漢軍 實錄、欽定八旗通志卷340 出身據浙江通志卷121

龔佳育 康22.4 陞太常寺卿 吏員 浙江 實錄、安徽通志

柯永昇 康22.5 江西按察使 康27.2 陞湖廣巡撫 漢軍 實錄、傳稿6697

鄭端 康27.2 湖南按察使 康28.5 陞偏沅巡撫 進士 直隸 實錄、傳稿1005

佟國佐 康28.6 原湖北布政使 康33.2 陞安徽巡撫 官生 漢軍 實錄、安徽通志 籍貫據欽定八旗通志卷340

李煒 康33.2 原湖北布政使 康35.8 陞山東巡撫 舉人 順天 實錄、安徽通志

張四教 康35.9 廣西按察使 廕生 實錄、安徽通志

常名揚 康40.3 湖南按察使 廕生 實錄、安徽通志

趙世顯 康41.8 安徽按察使 康43.1 陞山東巡撫 廕生 漢軍 實錄、安徽通志 籍貫據欽定八旗通志卷340

施世綸 康43.4 湖南布政使 康44.6 陞太僕寺卿 廕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57

鄭煜 康43.12 四川布政使 進士 湖北 實錄、安徽通志

李法祖 康44.7 浙江按察使 庸老召京 廕生 實錄、安徽通志

馬逸姿 康48.10 江蘇按察使 難廕 陝西 實錄、安徽通志

張聖佐 康51.11 江西按察使 康55.12 陞河南巡撫 貢生 漢軍 實錄、安徽通志
籍貫據欽定八旗通志卷340
，出身江西通志作監生

年希堯 康55.12 廣西按察使 康59.5 革職 漢軍 實錄、傳稿5659

李馥 康59.7 江蘇按察使 康61.10 陞浙江巡撫 舉人 福建 實錄、安徽通志

石文焯 康61.11 江西按察使 雍元.3 陞河南巡撫 監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34

董永芠 雍元.3 福建按察使 雍2.9 調山東布政使 廕生 實錄、江南通志

博爾多 雍2.9 山東布政使 雍4.2 陞通政使 舉人 滿 實錄、江南通志 籍貫據山東通志卷51

覺羅石麟雍4.2 奏事處員外郎 雍5.6 陞山西巡撫 滿 實錄、傳稿5641

富貴 雍5.6 貴州按察使 雍5.8 調雲南布政使 實錄

噶爾泰 雍5.8 兩淮鹽運使 雍8.5 陞戶部右侍郎 滿 實錄、安徽通志

張元懷 雍8.5 原廣西布政使 雍8.5 調浙江布政使 進士 直隸 實錄、清秘述聞上卷430

劉柟 雍8.5署 浙江按察使 歲貢 直隸 實錄、安徽通志

馮景夏 雍8.10 安徽按察使 雍10.11 陞左副都御史 舉人 浙江 實錄、履歷檔冊1頁60

李蘭 雍10.11 江西按察使 進士 直隸 實錄、清秘述聞上卷15

晏斯盛 乾元.2 鴻臚寺少卿 乾5.3 丁父憂 進士 江西 實錄、傳稿5736

包括 乾5.3 江蘇按察使 乾5.11 調署江西巡撫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5684

託庸 乾5.11署 戶部郎中 雍6.9 解任 滿 實錄、傳稿5649

包括 乾6.9 署江西巡撫 乾7.4 調山東布政使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5684

魏定國 乾7.4 山東布政使 乾10.4 陞安徽巡撫 進士 江西 實錄、傳包701-1

李學裕 乾10.4 江蘇按察使 乾10.11 卒 進士 河南 實錄、碑傳集卷83

陳悳榮 乾10.11 貴州布政使 乾12.9 解卒 進士 直隸 實錄、傳稿1739

舒輅 乾12.9 河南按察使 乾13.閏7 陞廣西巡撫 監生 滿
實錄、傳稿1111、履歷檔冊

1頁577

李渭 乾13.閏7 山東按察使 乾15.1 調山東布政使 進士 直隸 實錄、傳稿6978

德舒 乾15.1 太僕寺卿 乾15.3 降山東按察使 繙譯舉人 滿 實錄、傳稿2511

高晉 乾15.3 山東按察使 乾20.11 陞安徽巡撫 監生 滿 實錄、傳稿5819

安徽布政使年表



姓名 任職 前一職務 離職時間離職原因 出身 籍貫 資料出處 備註

託庸 乾20.11
革職(原杭州織

造)
乾25.8 調江寧布政使 滿 實錄、傳稿5649

許松佶 乾25.8 甘肅布政使 福建 實錄、安徽通志

程燾 乾29.12 安徽按察使 乾30.11 調陝西布政使 舉人 浙江 實錄、履歷檔冊2頁108

富尼漢 乾30.11 山東按察使 乾33.1 陞福建巡撫 繙譯舉人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127

陳輝祖 乾33.1 安徽按察使 乾34.7 調江寧布政使 廕生 湖南 實錄、傳稿5834

范宜賓 乾34.7 太常寺少卿 乾35.6 陞左副都御史 廕生 漢軍 實錄、傳稿7772

裴宗錫 乾35.6 直隸按察使 乾35.7 陞安徽巡撫 監生 山西 實錄、傳稿5639

增福 乾35.7 安徽按察使 乾37.2 調江蘇布政使 繙譯進士 滿 實錄、傳稿3663

楊魁 乾37.2 安徽按察使 乾40.2 調江西布政使 監生 漢軍 實錄、傳稿5847

李質穎 乾40.2 兩淮鹽政 乾40.10 陞安徽巡撫 進士 滿 實錄、傳稿1064

王顯緒 乾40.10 安徽按察使 進士 山東 實錄、履歷檔冊2頁204

農起 乾42.3 安徽按察使 乾45.5 調河南布政使 滿 實錄、傳稿5839

福川 乾45.5 湖北按察使 繙譯生員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224

劉峨 乾46.2 湖北按察使 乾46.12 調山西布政使 監生 山東 實錄、傳稿7770

國棟 乾46.12 山西布政使 乾47.9 解任 進士 實錄

奇豐額 乾47.9 貴州按察使 乾49.6 調廣西布政使 進士 滿 實錄、傳稿1067

浦霖 乾49.6 甘肅布政使 乾49.7 調甘肅布政使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5821

陳步瀛 乾49.7 甘肅布政使 乾54.6 陞貴州巡撫 進士 江蘇 實錄、傳稿5841

玉德 乾54.6 安徽按察使 乾54.10 陞刑部右侍郎 官學生 滿 實錄、傳稿1066

富尼善 乾54.10 直隸按察使 乾55.2 解任來京
咸安宮官學學

習
滿 實錄、傳稿5682

和寧 乾55.2 四川按察使 乾55.3 調四川布政使 進士 蒙 實錄、安徽通志

周樽 乾55.3 甘肅按察使 嘉元.6 卒 舉人 雲南 實錄、履歷檔冊2頁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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