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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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顯忠 康2.8 雲南右布政使 實錄
康熙六年前為貴州左布

政使

潘超先 康7.9 甘肅按察使 貢士 實錄、貴州通志

柯鼎 康18.6 吏部郎中 監生 滿 實錄、貴州通志

蔣寅 康26.4 雲南按察使 進士 江蘇 實錄、貴州通志

董安國 康30.4 四川按察使 康33.2 陞湖南巡撫 廕生 漢軍 實錄、貴州通志
籍貫據欽定八旗通志卷

340

石文晟 康33.2 山西平陽知府 康33.9 陞雲南巡撫 廕生 漢軍 傳稿5662、貴州通志
籍貫據欽定八旗通志卷

341

丹達禮 康33.10 貴州按察使 廕生 滿 實錄、貴州通志

王毓賢 康36.2 湖北按察使 廕生 實錄、貴州通志

孟世泰 康37.10 河南按察使 實錄、貴州通志

張建績 康41.1 原廣東布政使 康50.10 革職 實錄、貴州通志

遲炘 康50.10 湖北按察使 康58.10 降三級調用 歲貢 實錄、貴州通志

楊名時 康58.10 直隸巡道 康59.11 陞雲南巡撫 進士 江蘇 實錄、傳稿5663

劉廷琛 康59.12 廣西按察使 實錄

裴(彳率)度 康60.閏6 湖北按察使 雍元.1 陞江西巡撫 附貢 山西 實錄、傳稿5639

劉師恕 雍元.1 國子監祭酒 雍4.2 陞通政使 進士 江蘇 實錄、傳稿5641

申大成 雍4.2 貴州按察使 貢生 陝西 實錄、貴州通志

祖秉圭 雍5.2 安徽按察使 雍5.10 調署貴州巡撫 漢軍 實錄、貴州通志

赫勝額 雍5.10署 貴州按察使 雍6.3 革職 滿 實錄 雍5.11實授

鄂彌達 雍6.3 吏部郎中 雍8.5 陞廣東巡撫 官學生 滿 實錄、傳稿5645

張允隨 雍8.5 雲南布政使 雍8.8 陞雲南巡撫 監生 漢軍 實錄、傳稿5645

葛森 雍8.5 雲南布政使 監生 滿 實錄、履歷檔冊1頁220

常安 雲南布政使 雍11.12 陞江西巡撫 舉人 滿 實錄、傳稿1007

馮光裕 雍11.12 雲南按察使 乾4.2 陞湖南巡撫 舉人 山西 實錄、傳稿6745

陳悳榮 乾4.2署 貴州按察使 乾10.11 調安徽布政使 進士 直隸 實錄、傳稿1739 乾10.9實授

愛必達 乾10.11 吏部郎中署江蘇

布政使
乾11.9 陞山西巡撫 生員 滿 實錄、傳稿5796

孫紹武 乾11.9 貴州按察使 乾12.3 陞貴州巡撫 監生 漢軍 實錄、履歷檔冊9頁786

恒文 乾12.3 貴州按察使 乾14.10 調直隸布政使 生員 滿 實錄、傳稿5788

溫福 乾14.10 湖南布政使 乾19.5 革職 繙譯舉人 滿 實錄、傳稿5785

吳士端 乾19.5 甘肅布政使 乾22.3 降四川按察使 貢生 江蘇 實錄、履歷檔冊9頁231

沈世楓 乾22.3 湖北布政使 乾23.4 降道員 舉人 浙江 實錄、履歷檔冊2頁120

和其衷 乾23.4 湖北按察使 進士 實錄

徐垣 乾24.1 四川布政使 乾26.8 調湖北布政使 實錄

亢保 乾26.8 湖北布政使 乾28.6 解任 實錄

錢度 乾28.6 安徽按察使 乾29.10 調雲南布政使 進士 江蘇 實錄、傳包1810-1

永泰 乾29.10 雲南布政使 乾30.1 調江寧布政使

恒光 乾30.1 甘肅布政使 乾30.10 病免 實錄

良卿 乾30.10 雲南按察使 乾32.11 陞貴州巡撫 進士 滿 實錄、傳包1768-4

張逢堯 乾32.11 四川布政使 乾34.10 年老召京 舉人 直隸 實錄、履歷檔冊2頁113

貴州布政使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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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保 乾34.10 直隸布政使 乾35.7 革職 滿 實錄 籍貫據畿輔通志卷30

三寶 乾35.7 湖南布政使 乾36.10 陞山西巡撫 繙譯進士 滿 實錄、傳稿5735

覺羅圖思

德
乾36.10 安徽按察使 乾37.4 陞貴州巡撫 生員 滿 實錄、傳稿5847

蔡應彪 乾37.4 貴州按察使 實錄

韋謙恒 乾37.8 貴州按察使 乾40.10 革職 進士 安徽 實錄、傳包3247 乾39.1護撫，按察國棟署

鄭大進 乾40.10 湖南按察使 乾43.1 陞河南巡撫 進士 廣東 實錄、傳稿5820

李本 乾43.1 甘肅按察使 乾45.7 陞貴州巡撫 賜一品廕生漢軍 實錄、傳稿5843

孫永清 乾45.7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50.1 陞廣西巡撫 舉人 江蘇 實錄、傳稿5838

汪新 乾50.1 甘肅按察使 乾56.11 調湖北布政使 進士 浙江 實錄、傳稿1156

萬寧 乾56.11 山西按察使 乾58.8 調江西布政使 滿 實錄、履歷檔冊2頁416

賀長庚 乾58.8 貴州按察使 嘉2.7 調山西布政使 監生 湖北 實錄、履歷檔冊2頁395

貴州布政使年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