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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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宏業 康2.12 山西按察使 生員 實錄、江西通志
康熙六年前為江西

右布政使

李翀霄 康7.9 四川按察使 拔貢生 山西 實錄、江西通志

劉楗 康9.6
丁母憂(原湖廣右布

政使) 陞太常寺卿 進士 直隸 實錄、傳稿5672

佟國正 康13.2 安徽按察使 康14.11 陞江西巡撫 拔貢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56

姚啟盛 康14.11 江西督糧道 實錄

王新命 康17.4 刑部郎中 康19.4 陞湖廣巡撫 漢軍 實錄、傳稿5658

王日藻 康19.5 浙江按察使 康21.2 陞河南巡撫 進士 江蘇 實錄、清秘述聞上卷9

張所志 康21.3 福建按察使 康26.11 革職 貢士 漢軍 實錄、江西通志

王業興 康26.12 四川按察使 廕生 漢軍 實錄、江西通志

多宏安 康27.8 安徽按察使 康28.4 革職發審 拔貢生 直隸 實錄、傳稿4952

王樑 康28.4 山東按察使 康29.1 調順天府尹 漢軍 實錄、江西通志

盧崇興 康29.2 廣西按察使 廕生 漢軍 實錄、江西通志

張仲信 康41.6 廣東按察使 實錄

李興祖 康41.8 四川按察使 康43.2 革職 廕生 漢軍 實錄、江西通志

孟世泰 康43.5 原貴州布政使 官學生 漢軍 實錄、江西通志

傅澤淵 康48.8 江西按察使 康56.6 丁憂 廕生 漢軍 實錄、江西通志

白潢 康56.6
湖北布政使護理貴

州巡撫
康56.7 陞江西巡撫 漢軍 實錄、傳稿5663

許兆麟 康56.8 四川按察使 雍元.3 召京 貢生 漢軍 實錄、江西通志

石成峨 雍元.3 候補道 監生 漢軍 實錄、江西通志

張楷 雍2.7 江蘇按察使 雍2.12 召京 漢軍 實錄、碑傳集卷29

常德壽 雍2.7 直隸巡道 雍3.10 調雲南布政使 滿 實錄、傳稿5659

陳安策 雍3.10 江西按察使 雍4.2 陞太僕寺卿 實錄

丁士一 雍4.2 福建按察使 雍4.10 解任 進士 山東 實錄、江西通志

王承烈 雍4.10 江西糧道 雍6.1 陞左副都御史 實錄

徐鼎 雍6.1 杭嘉道 雍6.2 調直隸布政使 實錄

李蘭 雍6.2 湖南按察使 緣事降調 進士 直隸 實錄、清秘述聞上卷15

伊拉齊 雍8.3 監察御史 實錄

王紘 雍10.2 安徽按察使 雍10.9 調浙江布政使 進士 山東 實錄、碑傳集卷25

宋筠 雍10署 通政使司右通政 雍12.4 調奉天府尹 進士 河南 實錄、清秘述聞上卷14

刁承祖 雍12.4 浙江布政使 乾2.9 調廣東布政使 進士 直隸 實錄、履歷檔冊1頁3

阿蘭泰  乾2.9 內閣侍讀學士 乾6.7 調雲南布政使 副貢生 滿 實錄、江西通志

陳宏謀  乾6.7 江蘇按察使 乾6.8 陞甘肅巡撫 進士 廣西 實錄、傳稿5834

彭家屏  乾6.8 湖南按察使 乾15.10 調雲南布政使 進士 河南 實錄、傳稿7749

王興吾  乾15.10
丁憂(原河南布政

使)
乾22.4 陞吏部侍郎 進士 江蘇 實錄、傳稿5731

湯聘  乾22.5 署陝西按察使 乾26.8 陞湖北巡撫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1114

富明安  乾26.8 廣西按察使 乾28.12 往巴里坤辦事 生員 滿
實錄、傳稿5738、履歷檔

冊16頁362

張逢堯  乾28.12 雲南按察使 乾30.11 調四川布政使 舉人 直隸 實錄、履歷檔冊2頁113

錢琦  乾30.11 四川布政使 乾31.10 調福建布政使 進士 浙江 實錄、履歷檔冊2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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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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希深 乾31.10 福建布政使 乾32.2 丁母憂 貢生 廣東 實錄、傳稿5847

揆義  乾32.2 江蘇按察使 乾33.12 調署湖北巡撫 實錄

程燾  乾33.12 湖北巡撫降 乾34.5 來京陛見 舉人 浙江 實錄、履歷檔冊2頁108

顏希深  乾34.5
丁母憂(原江西布政

使)
乾36 丁父憂 貢生 廣東 實錄、傳稿5847

李瀚  乾36.4 兗沂曹道 乾40.2 陞雲南巡撫 舉人 漢軍 實錄、傳稿1064

楊魁  乾40.2 安徽布政使 乾41.3 陞江蘇巡撫 監生 漢軍 實錄、傳稿5847

圖桑阿  乾41.3 甘肅按察使 乾42.2 調湖南布政使 官學生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179

白瀛  乾42.2 湖南布政使 乾44.4 陞刑部侍郎 進士 山西 實錄、傳稿5779

周克開 乾42署 江西吉南贛寧道 乾42.12 革職 舉人 湖南 實錄、傳稿7894

德文 乾42.12署江西按察使 實錄

秦雄飛  乾44.5 安徽按察使 進士 江蘇 實錄、履歷檔冊2頁199

馮應榴  乾46.7 鴻臚寺卿 乾49.5 革職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4637

李承鄴  乾49.5署 原河南布政使 乾53.1 調雲南布政使 廕生 山東 實錄、江西通志

王昶 乾53.1 雲南布政使 乾54.2 陞刑部右侍郎 進士 江蘇 實錄、傳稿5779

姚棻  乾54.2 山東按察使 乾55.4 調署江西巡撫 進士 安徽 實錄、傳稿1063

託倫  乾55.4 江西按察使 乾57.12 解任 監生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397

王懿德  乾57.12 浙江布政使 乾58.1 調浙江布政使 進士 漢軍 實錄、履歷檔冊2頁303

岳起  乾58.1 內閣學士兼禮部侍

郎
乾58.8 因病請假回旗 舉人 滿 實錄、傳稿3492

萬寧  乾58.8 貴州布政使 嘉4.8 陞太常寺卿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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