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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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迎春 康3.2 廣西右布政使 實錄
康熙六年前為廣西左

布政使

胡一璉 康16.10 原廣西左江道 拔貢 實錄、廣西通志

顏敏 康19.3 原陝西布政使 進士 直隸 實錄、廣西通志

崔維雅 康21.11 原湖南布政使 康23 召京 舉人 直隸 實錄、傳稿6079

教化新 康23.7 浙江按察使 廕生 實錄、廣西通志

李濤 康40.3 浙江鹽運使 進士 山東 實錄、廣西通志

王然 康41.10 山東按察使 康45.2 陞浙江巡撫 順天 實錄、廣西通志

李濤 康45.4 原廣西布政使 進士 山東 實錄、廣西通志

黃國材 康48.8 廣東按察使 康50 召京 監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34

李苾 康50.10 雲南按察使 康51.2 調河南布政使 實錄

黃國材 康51 召京 康56.9 陞貴州巡撫 監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34

武廷　 康56.10 廣東按察使 實錄

王沛儃 康57.3 貴州按察使 舉人 山東 實錄、廣西通志

劉廷琛 雍元.3 原廣西布政使 雍2.11 召京 監生 實錄、廣西通志

黃叔琬 雍2.11 福建布政使 雍5.11 降調 進士 順天 實錄、廣西通志

金鉷 雍5.11 廣西按察使 雍6.5 陞廣西巡撫 監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39

張元懷 雍6.5 廣西按察使 雍8.2 調安徽布政使 進士 直隸 清秘述聞上卷430

元展成 雍8.2 廣西按察使 雍10.2 陞貴州巡撫 歲貢生 直隸 實錄、傳稿1006

張鉞 雍10.2署 廣西按察使 乾元.7 病免 實錄 雍10.12實授

楊錫紱 乾元.7署 廣東肇羅道 乾6.1 調署廣西巡撫 進士 江西 實錄、傳稿5736 乾2實授

唐綏祖 乾6.1署 廣西按察使 乾9.8 革職 舉人 江蘇 實錄、傳稿5719 乾7.11實授

帥念祖 乾6.1署 陝西布政使 乾9.9 解任 進士 江西 實錄、清秘述聞上卷10

鄂昌 乾9.9 甘肅按察使 乾11.4 調署廣西巡撫 舉人 滿 實錄、傳稿5788

李錫秦 乾11.4 廣西按察使 乾17.10 陞廣西巡撫 舉人 江蘇 實錄、傳稿1110

台柱 乾17.10 江蘇按察使 監生 滿 實錄、廣西通志

德福 乾18.8 湖北布政使 乾21.6 調福建布政使 監生 滿 實錄、傳稿5791、廣西通志

葉存仁 乾21.6 河南按察使 乾27.4 陞刑部右侍郎 監生 湖北
實錄、傳稿5648、履歷檔冊1
頁249

顧濟美 乾27.4 雲南布政使 貢生 江蘇 實錄、廣西通志

王檢 乾28.7 山西按察使 乾28.9 調甘肅布政使 進士 山東 實錄、傳稿5723

淑寶 乾28.9 甘肅布政使 乾38.11 派往喀什噶爾 監生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54

蘇爾德 乾38.11 山西巡撫降 乾41.4 革職 監生 滿 實錄、廣西通志

孫士毅 乾41.4 大理寺少卿 乾41.11 調雲南布政使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1108

朱椿 乾41.11 雲南布政使 乾46.12 陞廣西巡撫 監生 江蘇 實錄、傳稿5791

富躬 乾46.12 廣西按察使 乾47.6 陞安徽巡撫 繙譯進士 滿 實錄、傳稿3501

瑺齡 乾47.6 江蘇布政使 廕生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224

奇豐額 乾49.6 安徽布政使 乾52.6 調江蘇布政使 進士 滿 實錄、傳稿1067

虔禮寶 乾52.6 山西按察使 乾52.11 丁憂 舉人 漢軍 實錄、履歷檔冊2頁268

英善 乾52.11署
署正白旗滿洲副

都統
乾55.9 調四川布政使 滿 實錄、傳稿771

湯雄業 乾55.9 四川按察使 貢生 江蘇 實錄、履歷檔冊2頁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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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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林 乾58.8 廣西按察使 乾60.2 陞廣西巡撫 廩生 滿 實錄、傳稿1067

錢受椿 乾60.2 福建按察使 乾60.4 解任 實錄

西成 乾60.4 湖南按察使 乾60.6 調四川布政使 生員 滿 實錄、傳稿771

聞嘉言 乾60.6 四川布政使 嘉5.1 陞太常寺卿 舉人 河南 實錄
出身籍貫據四川通志

卷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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