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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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本晟 康6.閏4 雲南按察使 實錄

陳秉直 康12.9 江南按察使 康13.12 陞浙江巡撫 貢士 滿 傳稿、傳稿5671

李士禎 康14.1 福建布政使 貢士 漢軍 實錄、浙江通志

石琳 康20.5 河南按察使 康23.9 陞湖北巡撫 漢軍 實錄、傳稿5662

王國泰 康23.11 安徽按察使 貢士 實錄、浙江通志

李之粹 康27.2 貴州按察使 康28.2 革職 貢士 實錄、浙江通志

卞永譽 康28.2 浙江按察使 康29.6 陞福建巡撫 廕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24

馬如龍 康29.7 浙江按察使 康31.6 陞江西巡撫 舉人 陝西 實錄、傳稿5662

蔣毓英 康31.6 江西按察使 官生 漢軍 實錄、浙江通志

趙良璧 康34.11 四川按察使 廕生 實錄、浙江通志

趙申喬 康40.1 刑部員外郎 康41.1 陞浙江巡撫 進士 江蘇 實錄、傳稿5658

郎廷極 康41.2 福建按察使 康44.4 陞江西巡撫 監生 實錄、浙江通志

管竭忠 康44.6 貴州按察使 官生 漢軍 實錄、浙江通志

黃明 康45.7 江西按察使 康47.10 革職 福建 實錄、浙江通志

徐欐 康47.10 湖北按察使 實錄、浙江通志

段志熙 康52.10 雲南按察使 廕生 河南 實錄、浙江通志

傅澤淵 康58.9 原江西布政使 雍元.9 廕生 漢軍 實錄、浙江通志 籍貫據江西通志卷15-16

王朝恩 雍元.9 廣東布政使 雍2.閏4 召京 歲貢 實錄、浙江通志

佟吉圖 雍2.閏4署 原山東布政使 雍4.10 召京 滿 實錄、浙江通志 雍2.6實授

許容 雍4.10 陝西按察使解職 雍5.5 調浙江觀風整俗使 舉人 河南 實錄、傳稿5832

孔毓璞 雍4.10 蘇松道 雍5.10 調甘肅布政使 歲貢 山東 實錄、浙江通志

彭維新 雍5.10 河南按察使 雍6.3 陞禮部右侍郎 進士 湖南 實錄、傳稿5833

高斌 雍6.3 廣東布政使 雍7.7 調江蘇布政使 滿 實錄、傳稿5647

程元章 雍7.7署 少詹事 雍8.5 陞安徽巡撫 進士 河南 實錄、傳稿5640 雍7.12實授

張元懷 雍8.5 安徽布政使 雍10.9 革職 進士 直隸
實錄、清秘述聞上

卷430

雍9.4署河東總督,大理寺少

卿孫國璽署布政使至雍
9.10

王紘 雍10.9 江西布政使 雍11.12 陞安徽巡撫 進士 山東 實錄、碑傳集卷25

刁承祖 雍11.12 河南布政使 雍12.4 調江西布政使 進士 直隸
實錄、履歷檔冊1頁
3

張若震 雍12.4 浙江鹽驛道 乾7.7 回籍養親 舉人 安徽 實錄、傳稿5731

王恕 乾7.7 原福建巡撫 乾7.11 卒 進士 四川 實錄、傳稿1111

潘思　 乾7.11 廣東按察使 乾11.5 陞安徽巡撫 進士 江蘇 實錄、傳稿5736

王師 乾11.5 直隸按察使 乾11.9 調江蘇布政使 進士 山西 實錄、傳稿5736

唐綏祖 乾11.9 山東按察使 乾12.11 被劾解任 舉人 江蘇 實錄、傳稿5719

永貴 乾12.11 雲南布政使 乾14.7 調署浙江巡撫 官學生 滿 實錄、傳稿5735

王師 乾14.7 江蘇按察使 乾15.11 陞江蘇巡撫 進士 山西 實錄、傳稿5736

和其衷 乾15.11 安徽按察使 乾16.3 降山東按察使 實錄

葉存仁 乾16.3 浙江按察使 乾19.1 劾解任 監生 湖北
實錄、傳稿5648、
履歷檔冊1頁249

周人驥 乾19.1 湖南布政使 乾19.10 陞浙江巡撫 進士 直隸 實錄、傳稿1110

葉存仁 乾19.10 河南布政使 乾20.3 降河南按察使 監生 湖北
實錄、傳稿5648、
履歷檔冊1頁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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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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德 乾20.3 浙江按察使 乾21.2 革職 滿 實錄、宮中檔11/103

富勒渾 乾21.2 浙江按察使 乾22.7 調湖北布政使 舉人 滿 實錄、傳稿5789

杜官德 乾22.7 江蘇按察使 乾24.1 解任 實錄

明山 乾24.1 山西按察使 乾26 丁母憂 閒散 滿 實錄、傳稿5719

索琳 乾26.11 山西按察使 乾30.閏2 副都統銜往庫倫辦事 繙譯舉人 滿 實錄、傳稿1096

覺羅永德乾30.閏2 浙江杭嘉湖道 乾33.2 陞浙江巡撫 滿 實錄、傳稿5847

劉純煒 乾33.2 浙江杭嘉湖道 乾34.3 病免 實錄

富勒渾 乾34.3 廣東按察使 乾35.11 陞浙江巡撫 舉人 滿 實錄、傳稿5789

王亶望 乾35.11 山東按察使 乾39.3 調甘肅布政使 舉人 山西 實錄、傳稿5736

郝碩 乾39.3 浙江按察使 乾42.1 陞山東巡撫 漢軍
實錄、傳包3078-4、
傳稿5833

孫含中 乾42.1 陝西按察使 進士 山東
實錄、履歷檔冊2頁
178

徐恕 乾43.閏6署山東布政使 乾43.12 調山東布政使 進士 江蘇 實錄
出身、籍貫據山東通志卷
51

國棟 乾43.12 浙江按察使 乾46.12 調山西布政使 進士 實錄 出身據安徽通志卷121-131

盛住 乾46.12 浙江杭嘉湖道 乾51.3 革職留內務府郎中 監生 滿
實錄、清國史國史

大臣列傳次編卷29

顧學潮 乾51.3 清河道 乾55.9 病免 副榜 江蘇
實錄、履歷檔冊3頁
19

歸景照 乾55.9 浙江按察使 乾57.6 革職 實錄

王懿德 乾57.6 湖南布政使 乾57.12 調江西布政使 進士 漢軍
實錄、履歷檔冊2頁
303

顧長紱 乾57.12 浙江按察使 乾58.1 丁憂 實錄

王懿德 乾58.1 江西布政使 乾58.4 革職，以道員派往哈密 進士 漢軍
實錄、履歷檔冊2頁
303

張朝縉 乾58.4 廣東按察使 乾59 丁憂 捐貢 江蘇
實錄、履歷檔冊20
頁138

田鳳儀 乾59.5 浙江按察使 乾60.4 調福建布政使 進士 河南 實錄、傳稿2731

汪志伊 乾60.4 甘肅布政使 嘉元.3 降江西按察使 舉人 安徽 實錄、傳稿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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