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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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朋舉 康6.6 丁父憂 康10 被劾,降二級調用進士 江蘇 實錄、傳稿4952

安世鼎 康10.5 江西按察使 康18.6 陞江西巡撫 實錄

崔維雅 康18.6 江南按察使 舉人 河南
實錄、傳稿6079、湖南

通志

籍貫廣西通志卷38-53作

直隸

薛桂斗 康18.11 安徽按察使 康22.11 陞光祿寺卿 陝西 實錄、湖南通志

張仲舉 康22.5 山東按察使 康25.4 陞福建巡撫 漢軍 實錄、傳稿5659

黃性震 康25.閏4 廣西按察使 康30 以疾乞休 福建 實錄、傳稿6406

楊鳳起 康30.閏7 河南按察使 康34.7 陞湖南巡撫 漢軍 實錄、湖南通志

張勄 康34.8 山東按察使 康34.10 調山東布政使 廕生 漢軍 實錄、湖南通志 出身據山東通志卷51

王道熙 康34.10 山東布政使 漢軍 實錄

施世綸 康40.12 江南淮徐道 康43.4 調安徽布政使 廕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57

董昭祚 康43.4 安徽按察使 漢軍 實錄、湖南通志

佟國勷 康47.10 原雲南布政使 康51.10 陞江西巡撫 滿 實錄、湖南通志

阿琳 康5 1.10
原貴州按察使

子牙河分司
滿 實錄、湖南通志

宋至 康55.閏3 原四川布政使  雍元.3 召京 歲貢 河南 實錄、湖南通志 出身據四川通志卷103

鄭任鑰  雍元.3 江南學政  雍元.12 調湖北布政使 進士 福建 實錄、湖南通志

朱綱  雍元.12 湖北布政使 雍5.2 陞雲南巡撫 貢生 山東 實錄、傳稿5655

漆紹文 雍5.2 江蘇布政使 實錄

趙城 雍5.閏3 巡察湖廣御史 雍7.閏7 召京 進士 雲南 實錄、湖南通志

楊永斌 雍7.閏7 貴州糧驛道 雍9.4 調廣東布政使 舉人 雲南 實錄、傳稿5641

張燦 雍9.4 湖南按察使 乾8.閏4 被劾解任 進士 陝西 實錄、履歷檔冊1頁47

長柱 乾8.閏4 刑科給事中 乾11.3 召京 滿 實錄、湖南通志

徐杞 乾 11.3 署湖北按察使 乾 11.9 陞陝西巡撫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5644

岳濬 乾 11.9 廣東按察使 乾11.12 調山東布政使 廕生 四川 實錄、傳稿5797

溫福 乾11.12 戶部銀庫郎中 乾14.10 調貴州布政使 繙譯舉人 滿 實錄、傳稿5785

孫灝 乾14.10 光祿寺卿 乾15.9 革職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5798

張若震 乾15.9 甘肅布政使 乾16.1 調西安布政使 舉人 安徽 實錄、傳稿5731

周人驥 乾16.1 陝西布政使 乾19.1 調浙江布政使 進士 直隸 實錄、傳稿1110

湯聘 乾19.1
湖南辰沅永靖

道
乾20.2 丁父憂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1114

楊廷璋 乾20.2 廣西按察使 乾21.2 陞浙江巡撫 漢軍 實錄、傳稿5735

楊灝 乾21.2 乾21.9 革職 直隸 實錄、傳稿7748

崔應階 乾21.9 貴州按察使 乾22 降調 廕生 湖北 實錄、傳稿5723

公泰 乾22.3 四川按察使 乾23.3 調湖北布政使 監生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4

吳嗣爵 乾23.3 江蘇布政使 未上任
發江南河工以河

務同知補用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5648

許松佶 乾23.4 廣東按察使 乾25.7 調甘肅布政使 福建 實錄、湖南通志

彰寶 乾25.7 貴州按察使 乾25.10 調江蘇布政使 繙譯舉人 滿 實錄、傳稿5644

永泰 乾25.10 四川按察使 乾27.4 調雲南布政使 滿 實錄、湖南通志

蘇爾德 乾27.4 湖南按察使 乾27.閏5 調江蘇布政使 監生 滿
實錄、欽定八旗通志卷
340

出身據安徽通志卷121-

131

來朝 乾27.閏5 廣東按察使 監生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58

湖南布政使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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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昇額 乾29.5 廣東按察使 乾31.7 調湖北布政使 滿 實錄

三寶 乾31.7 湖北布政使 乾35.7 調貴州布政使 繙譯進士 滿 實錄、傳稿5735

胡文伯 乾35.7 安徽巡撫降 乾35.8 降廣西按察使 附貢生 山東 實錄、傳稿1064

吳虎炳 乾35.8 廣西按察使 乾38.11 調湖北布政使 明通榜進士 江蘇
實錄、傳包3078-4、傳

稿5791

敦福 乾38.11 湖北布政使 乾41.10 陞湖南巡撫 生員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177

白瀛  乾41.10 江西按察使 乾42.2 調江西布政使 進士 山西 實錄、傳稿5779

圖桑阿 乾42.2 江西布政使 官學生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179

陳用敷 乾43.1 廣東按察使 乾46.10 革職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3666

葉佩蓀 乾46.10 山東按察使 乾47.5 降知府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3916

李封 乾47.5 浙江按察使 乾47.9 革職 進士 山東 實錄、傳稿1063

景祿 乾47.9 湖南按察使 乾48.1 調直隸布政使 滿 實錄、傳稿2735

王站柱 乾48.1 河南按察使 乾48.5 調四川布政使 舉人 漢軍 實錄、履歷檔冊17頁423

秦承恩 乾48.5 四川布政使 乾51.2 調陝西布政使 進士 江蘇 實錄、傳稿1262

英善 乾51.2 直隸按察使 乾51.9 調江蘇布政使 滿 實錄、傳稿771

郭世勳 乾51.9 湖南按察使 乾54.1 陞貴州巡撫 漢軍 實錄、傳稿5839

馮光熊 乾54.1 山東按察使 乾54.3 調直隸布政使 舉人 浙江 實錄、傳稿1807

王懿德 乾54.3 陝西布政使 乾57.6 調浙江布政使 進士 漢軍 實錄、履歷檔冊2頁303

鄭源璹 乾57.6 河南布政使 嘉4.3 革殺 貢生 直隸 實錄、傳稿 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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