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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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顯貴 順18.11 御史 實錄
康熙六年前為湖廣左

布政使

繆正心 康8.11 湖廣右布政使 漢軍 實錄
籍貫根據湖南通志卷

121

張彥行 康9.9 雲南按察使 實錄

崔代 康13.2 原福建布政使 廣東 實錄

籍貫據福建通志卷

107，姓名福建通志

作孫代

丁思孔 康15.7 安徽按察使 康15.8 調江蘇布政使 進士 漢軍 實錄、傳稿5667

徐惺 康15.9 河南按察使 進士 實錄、湖北通志

李輝祖 康21.5 貴州按察使 康22 丁母憂 漢軍 實錄、傳稿5627

王定國 康22.閏6 安徽按察使 康25.6 卒 漢軍 實錄、湖北通志

胡戴仁 康25.6 廣東按察使 康27.3 降二級調用 直隸 實錄、湖北通志

胡獻徵 康27.3 直隸巡道 康27.4 調江蘇布政使 廕生 湖南 實錄
出身、籍貫據江南通

志卷106

佟國佐 康27.4 浙江按察使 康27.6 降浙江按察使 實錄

于養志 康27.6 監察御史 康27.12 調江蘇布政使 漢軍 實錄、欽定八旗通志卷340

沈志禮 康27.12 廣東按察使 實錄

于養志 康28.2 江蘇布政使 康29.6 陞偏沅巡撫 漢軍 實錄、欽定八旗通志卷340

李煒 康29.7 廣東按察使 舉人 順天 實錄、湖北通志

線一信 康30.9 湖南按察使 漢軍 實錄、欽定八旗通志卷340

王燕 康33.5 江蘇按察使 康37.3 陞貴州巡撫 廕生 直隸 實錄、漢名臣傳卷15

任風厚 康37.3 貴州按察使 貢生 陝西 實錄、碑傳集卷80

李基和 康41.4 貴州按察使 康43.2 陞江西巡撫 進士 漢軍 實錄、湖北通志

王毓賢 康43.5 原貴州布政使 康48.5 解任 實錄

張聖猷 康43.5 雲南按察使 康50.12 降三級調用 實錄、湖北通志

李錫 康50.12 貴州按察使 康53.1 陞偏沅巡撫 實錄

呂猶龍 康53.6 浙江按察使 漢軍 實錄、湖北通志

白潢 康55.2 貴州按察使 康55.閏3 調署貴州巡撫 漢軍 實錄、傳稿5663

牟欽元 康55.閏3 原江蘇布政使 實錄

張文燦 康55.12 原浙江按察使 實錄、

張聖弼 康59.7 湖北按察使 雍元.5 革職 實錄

朱綱 雍元.5 河南按察使 雍元.12 調湖南布政使 貢生 山東 實錄、傳稿5655

鄭任鑰 雍元.12 湖南布政使 雍4.2 陞湖北巡撫 進士 福建 實錄、湖北通志

王克莊 雍4.2 湖北按察使 雍5.2 陞太常寺卿 順天 實錄、湖北通志

黃焜 雍5.2 鑲白旗漢軍副都

統
雍6.4 革職 漢軍 實錄、湖北通志

徐鼎 雍6.4 直隸布政使 江蘇 實錄、湖北通志

徐本 雍8.10 江蘇按察使 雍10.7 陞安慶巡撫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5644

鍾保 雍10.7署 原甘肅布政使革

職
雍11.9 調署湖南巡撫 官學生 滿 實錄、傳稿8273

雍10.8實授。雍11.9
贛按孫詔署，雍11.11
陝按楊馝署。

李世倬 雍11.12 甘肅按察使 雍13.7 召京授通政使 監生 漢軍
實錄、履歷檔冊1頁98、傳

包3357-1

湖北布政使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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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圖 雍13.7 戶部郎中 乾3.10 調署廣西巡撫 監生 滿 實錄、傳稿5684

嚴瑞龍 乾3.10 湖南按察使 乾6.4 調福建布政使 進士 四川 實錄、清秘述聞上卷5

喬學尹 乾6.4署 福建布政使 乾6.6 丁憂 進士 山西 實錄、清秘述聞上卷14

嚴瑞龍 乾6.6 福建布政使 乾7.2 調山西布政使 進士 四川 實錄、清秘述聞上卷5

安圖 乾7.2署 署廣西巡撫 乾11 降三級調用 監生 滿 實錄、傳稿5684 乾10.9實授

嚴瑞龍 乾11.10 河南布政使 乾16.1 調署湖北巡撫 進士 四川 實錄、清秘述聞上卷5

朱一蜚 乾16.1 廣東布政使 生員 浙江 實錄、碑傳集卷82

范時綬 乾16.5 安徽按察使 乾16.10 調署湖南巡撫 漢軍 實錄、傳稿5731

鄂樂舜 乾16.10 四川按察使 乾17.6 陞甘肅巡撫 進士 滿 實錄、傳稿5788

德福 乾17.6 浙江按察使 乾18.8 調廣西布政使 監生 滿 實錄、傳稿5791 出身據廣西通志卷38-

53

沈世楓 乾18.8 湖南按察使 乾22.3 調貴州布政使 舉人 浙江 實錄、履歷檔冊2頁120

劉藻 乾22.3 陝西布政使 乾22.7 陞雲南巡撫 舉人 山東 實錄、傳稿5796

富勒渾 乾22.7 浙江布政使 乾22.9 陞湖南巡撫 舉人 滿 實錄、傳稿5789

常亮 乾22.9 熱河道 乾23.3 調江蘇布政使 滿 實錄、湖北通志

公泰 乾23.3 湖南布政使 監生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4

亢保 乾25.10 江西按察使 乾26.8 調貴州布政使 實錄

徐垣 乾26.8 貴州布政使 實錄

沈作朋 乾27.2 湖北按察使 乾28.5 革職逮 實錄

柏琨 乾28.5 廣西按察使 實錄

五訥璽 乾29.2 湖南按察使 乾29.7 調四川布政使 實錄

三寶 乾29.7 四川布政使 乾31.7 調湖南布政使 繙譯進士 滿 實錄、傳稿5735

赫昇額 乾31.7 湖南布政使 乾31.12 革 滿 實錄
籍貫據湖南通志卷

121

閔顎元 乾31.12 安徽按察使 乾35.4 調廣東布政使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1064

富尼漢 乾35.4 河南巡撫降 繙譯舉人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127

敦福 乾38.1 湖南按察使 乾38.11 調湖南布政使 生員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177

吳虎炳 乾38.11.17湖南布政使 乾40.12.13陞廣西巡撫
明通榜進

士
江蘇

實錄、傳包3078-4、傳稿

5791

李世傑 乾40.12 四川按察使 乾44.5 陞廣西巡撫 監生 貴州 實錄、傳稿5850

梁敦書 乾44.5 廣東按察使 乾46.12 召京授左副都

御史
廕生 浙江 實錄、湖北通志

永慶 乾46.12 福建按察使 乾51.10 革職逮 鑲黃旗 實錄、湖北通志

陳淮 乾51.10 甘肅按察使 乾56.11 陞貴州巡撫 拔貢生 河南 實錄、傳稿1063

汪新 乾56.11 貴州布政使 乾60.5 陞安徽巡撫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1156

祖之望 雍60.5 雲南布政使 嘉4.5 解任 進士 福建
實錄、傳包2741-1、傳稿

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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