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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年來，描述清初康熙帝、雍正帝及乾隆帝等三個皇朝軼事的大陸歷史戲劇

先後在臺灣播出，並且深受歡迎。影響所及，清朝的這三個皇帝成了家喻戶曉的

人物，這三個皇帝所建構起來的清朝盛世，成了民眾茶餘飯後的休閒話題。這樣

的情形，讓人不禁感嘆，戲劇之功能大矣，它做到了學校教育和正規研究者所做

不到的事。 

雖然戲劇畢竟只是戲劇，其內容除不能避免舛錯外，還需隱惡揚善，放大帝

王的特質，但儘管如此，它畢竟帶著普羅大眾回到盛清時的那一段歷史時空中，

並成功的引發人們對此一時期的興趣。事實上，史學界很早就注意到這一段文治

武功遠邁漢唐的不凡時代，惟相關研究，視野也大多聚焦於三帝個人對於此段歷

史的形塑與影響。1從整個歷史發展的趨勢來看，明清兩代為中國皇權極度高張

的時代，2盛清康熙、雍正、乾隆三帝勤於治術之餘，更是奉乾綱獨斷為家法。

雍正皇帝對於臣下細微事無庸奏瀆之請，說道：「聖祖仁皇帝御極六十餘年，孜

孜圖治，聖壽已至七旬，猶日攬萬幾，不倦於勤。朕仰承鴻業，自宜效法前規，

朝乾夕惕，事無鉅細，親為裁斷。豈當年富力強之時，而可稍圖暇逸乎？」3乾

隆皇帝則言：「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來，一切用人聽言大權從無

旁假，即左右親信大臣，亦未有能榮辱人，能生死人者，蓋與其權移於下，而作

福作威，肆行無忌，何若操之自上。」4嘉慶皇帝也說：「我朝列聖相承，乾綱獨

                                                 
1 此類研究甚多，茲舉數例如下：孟昭信，《康熙皇帝大傳》（長春：吉林文史出版社，1987 年）；

馮爾康，《雍正傳》（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年）；楊啟樵，《雍正帝及其密摺制度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年）；莊吉發，《清世宗與賦役制度的改革》（臺北：學生出版

社，1985 年）；唐文基、羅慶泗，《乾隆傳》（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年）；戴逸，《乾隆

帝及其時代》（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年）。 
2 陳登原先生對於中國皇權之發展有一概略性的總結：「君主專制之局，秦固為一局面，宋亦為

一局面，但在宋時，尚有聖旨、鈞旨之似，不比明清，五跪九叩，臣更低低於下，君更高高於

上也。」見陳登原，《國史舊聞》（臺北：明文出版社，1981 年），第參分冊，卷 45，〈宰相無

座〉，頁 89。 
3 《雍正朝起居注冊》（北京：中華書局，1993 年），頁 173，雍正二年二月初九日。 
4 《清實錄‧高宗純皇帝實錄》（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卷 323，頁 334，乾隆十三年八月 
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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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皇考高宗純皇帝臨御六十年，於一切綸音宣布，無非斷自宸衷，從不令臣下

阻擾國是。即朕親政以來，辦理庶務，悉遵皇考遺訓，雖虛懷延納，博采群言，

而至用人行政，令出惟行，大權從無旁落」。5三帝既獨攬權柄，又勤於理政，是

其影響時代之大，不難想知。因此探討此段歷史之發展，將焦點聚集在三帝身上，

基本上與當時歷史脈動之主軸，是相契合的。 

然則我們也知道，建構歷史者並非只有皇帝一人而已，皇帝之下整個文官系

統的運轉成效，也是攸關歷史發展的重要因子。文官系統之重要性，或更清楚的

講，皇帝對於文官的需要程度，從歷代文官體系的分工漸細、組織漸多、組成漸

眾，就可以看出端倪。對於一般百姓來講，地方文官遠較皇帝更貼近他們的生活，

特別是地方封疆大吏的施政風格，更與百姓生計息息相關。清朝地方，封疆以督

撫為尊，其下有布政使一人，職司承宣，綜理錢糧，領一省府、州、縣官，而統

於督撫。布政使一職品秩雖低於督撫，然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上，「地方利弊，均

許專摺陳奏，督撫有措置未協者，或責以隨時匡正」，6顯見其位雖卑，卻有制衡

督撫之用。事實上，布政使與督撫，在清代同被視為地方封疆大員，乾隆皇帝曰：

「封疆重寄，以撫藩大員為之表率，巡撫有失，藩司得隨時調劑；藩司有過，巡

撫當隨時糾察」，7藩司者，即布政使也。由此可知，布政使對於清朝地方之統治，

必然攸關甚大。 

基於以上的理解，那麼就不禁令人好奇，布政使在盛清康熙、雍正、乾隆這

三個大有為皇帝當政的輝煌時代下，究竟扮演著什麼樣的角色？起到什麼樣的功

能？他們與皇帝的關係為何？他們與周遭政治環境的互動為何？在康雍乾三個

同中有異的時代下，他們又各自呈現何種面貌？種種問題，都值得深入加以探

究，這也是筆者以「盛清時期的布政使研究」作為本論文主題的原因。 

 
 

第二節  研究成果回顧 
 
整體而言，史學界以清朝布政使為中心的研究，只能用兩個字形容，稀少！ 

至今為止，並未見到針對布政使的研究專著問世，古鴻廷著《清代官制研究》

一書，分章詳述了大學士、軍機大臣、都察院、部院大臣、內務府、通政使司、

                                                 
5 梁章鉅，《樞垣記略》（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卷 1，〈訓諭〉，頁 8。 
6 永瑢等修，《歷代職官表》（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年），卷 52，〈司道〉，頁 1471。 
7 《清實錄‧高宗純皇帝實錄》，卷 291，乾隆十二年五月下，頁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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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道員、知縣、州縣衙役等機構和官吏的執掌，就是漏過了布政使，此或稍

可反映史學界對於布政使研究之貧瘠情形。8 

論文方面，國內至今可見的一篇研究是魏秀梅〈從量的觀察探討清季布政使

之人事遞嬗現象〉一文。該文主以社會學的統計方法，對嘉慶、道光、咸豐、同

治、光緒等五朝（1796－1908）的布政使進行了 1.旗籍、漢籍 2.出身背景 3.任期

長短 4.離職原因的統計，進而從得出的統計數字，論證布政使在清朝中葉之後的

地位，並旁及清朝整個職官制度的一些特點和缺失。9魏文發表甚早（1971 年），

可惜欠缺有志者跟進，使得臺灣三十餘年來的布政使研究呈現停滯不前的狀況。 

中國學界對於布政使的研究方面，則以胡天瓊至今的三篇論文為主。第一篇

是 2000 年發表的〈清代布政使初探〉一文，該文利用各種官書典籍對清朝布政

使的設置經過、職權、政治地位以及甄選資格等，進行了概略性的論述，是當時

少見較完整且有系統的布政使研究；102003 年時，他接著發表了〈清代布政使的”

廉”與”貪”〉，從制度面、風氣、人君的角度，探究清代布政使為廉、為貪的因素；
112004 年他則發表了〈錢實甫《布政使年表》之補漏與勘誤〉一文，該文針對錢

表中有關清初分省所引發的布政使命名問題，以及部分布政使在任時間、名字差

異等爭議做出了相關的考證。12 

以上是以布政使作為主要探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件數寥寥，顯示可以開發的

領域還很大。以下尚有幾篇相關性的論文，這些論文聚焦的目光雖不在布政使身

上，然其研究成果，卻可為布政使研究者之用。首先，劉鳳雲《清代督撫及其對

地方官的監察》一文，該文由監察體制的角度出發，論述清朝中央在不斷賦予地

方督撫對地方官吏的監察權之際，也同時削弱了布政使考核府、州、縣官吏的影

響力；13其次，公一兵〈江南分省考議〉雖主在考察江南分省的時間歷程，但在

考察過程中，作者藉著史料與輿圖的配合論證，論證了清初曾經存在著一個由布

                                                 
8 古鴻廷，《清代官制研究》（臺北：五南圖書公司，1999 年），該書分章詳述了大學士、軍機大

臣、都察院、部院大臣、內務府、通政使司、總督、道員、知縣、州縣衙役等機構和官吏的執

掌，不見有關布政使的研究。 
9 魏秀梅，〈從量的觀察探討清季布政使之人事遞嬗現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 期(1971 年 6 月)，頁 505-533。 
10 胡天瓊，〈清代布政使初探〉，《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00 年 7 月)，
頁 1-8。 

11 胡天瓊，〈清代布政使的”廉”與”貪”〉，《職大學報》，2003 年第 3 期，頁 6、7、12。 
12 胡天瓊，〈錢實甫《布政使年表》之補漏與勘誤〉，《職大學報》，2004 年第 1 期，頁 99-100。 
13 劉鳳雲，〈清代督撫及其對地方官的監察〉，《明清論叢》（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年），第

1 輯，頁 28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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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使代表一省趨向巡撫代表一省的演變過程；14申學鋒〈清代中央與地方財政關

係的演變〉一文則從財政權的角度，論述清朝在咸、同之後，隨著國勢的凌夷衰

微，布政使司逐漸降格成為督撫衙門財政機構的事實，該事實終而導致布政使職

權在清中葉之後的逐漸的削弱；15最後，陳鋒〈清代前期奏銷制度與政策演變〉

一文在論述清初奏銷制度的演變過程之餘，也清楚交代了布政使在整個制度演變

過程中的不同職掌，而這有助布政使研究者對於布政使奏銷錢糧一事的了解。16 

此外，有兩本重要的年表著作不能忽略。一是錢實甫《清代職官年表》，一

是魏秀梅《清季職官表》。錢表的編製主要依據清代各朝實錄，臚列清朝自順治

以降各重要職官的所有官員人名，按職官分類列出年表。17魏表採用的資料較

廣，除各朝實錄外，還配合起居注冊和故宮各項檔案，同樣也列出了重要內外官

員的年表，但列表的時間斷限較短，始於嘉慶朝，終於宣統朝。18對於布政使之

研究者而言，此二書有價值之處，在於該二書均編出《清史稿》所未編載之布政

使年表，19且內容上皆極為詳盡，最重要的是都標注了資料出處，基本做到了信

而有徵。該二年表，對布政使之研究，可謂開啟了一扇方便之門。 

 

 

第三節  史料運用與論文架構 
 

一、史料運用 

 
由於本文內容涉及清朝地方官制、官僚職能、盛清時代背景、布政使個人生

平資料，以及布政使與時代互動關係等多個層面，因此在史料的選用上必須多方

採擇，以兼顧各個層面之論述。在有關清朝地方官制的討論方面，筆者以多採《欽

定大清會典（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光緒朝）》、《清朝文獻通考》、《清

史稿》等清朝官書典籍為之印證；其次，有關官僚職能的討論，則多方運用中央

                                                 
14 公一兵，〈江南分省考議〉，《中國歷史地理論叢》，第 17 卷第 1 輯(2002 年 3 月)，頁 75-84。 
15 申學鋒，〈清代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的演變〉，《河北學刊》，第 22 卷第 5 期(2002 年 9 月)，頁

141-145。 
16 陳鋒，〈清代前期奏銷制度與政策演變〉，《歷史研究》，2000 年第 2 期（2000 年 4 月），頁 63-74。 
17 錢實甫，《清代職官年表》（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18 魏秀梅，《清季職官表》（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年）。 
19 《清史稿》編有年表一項，計有皇子世表、公主表、外戚表、諸臣封爵世表、大學士年表、

軍機大臣年表、部院大臣年表、疆臣年表、藩部世表、交聘年表。其中疆臣年表列有各省總督

（河督漕督附）、各省巡撫、各邊將軍都統大臣等外官年表，布政使和按察使未被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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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典藏之內閣大庫檔案。清朝內閣，為絲綸重地，其所藏檔

案，乃其承宣之公文書，包含敕書、詔書、誥命、題本、貼帖等等。筆者於本文

內所最常用者，當推督撫呈報公事或請旨之題本，蓋題本內容，對於清朝官僚體

系的分工合作，有著極為詳細的呈現。再者，在有關盛清時代的背景敘述方面，

《清實錄》為筆者最主要的運用史料，之外，則再配以部分清人文集著作與筆記

小說，如張玉書（1642－1711）20之《張文貞集》、21章學誠（1738－1801）22之

《文史通義》、23禮親王昭璉（1776－1829）之《嘯亭雜錄》、24法式善（1752－

1813）25之《陶廬雜錄》等，26以求觀點多樣。布政使個人資料的蒐求，則以臺

北故宮博物院所藏《傳包‧傳稿》為主，不足處輔以《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藏清

代官員履歷檔案全編》、27《欽定八旗通志》、28《清國史》所載之國史館列傳，29

以及民間私人刊科之各種碑傳。至於布政使與時代互動關係的探究，則以各項未

出版、已出版之檔案史料為主，未出版者，包含臺北故宮博物院所藏之《起居注

冊》、《宮中檔》、《軍機處檔》等；已出版者，則以《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
30《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31《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32《雍正朝滿文

硃批奏摺全譯》為主。33此類史料多為直接史料，直接反映君主當政思想、地方

實況，以及皇帝與布政使間之互動關係，史料價值甚高，也較能呈現歷史真實。 

                                                 
20 張玉書，清江南丹徒人，字素存，順治十八年進士，歷官至戶部尚書，小心謹慎，遠避權勢，

為聖祖所信任，卒諡文貞。見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年），頁 1265。 
21 張玉書，《張文貞集》，收錄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年），1322 冊。 
22 章學誠，清浙江會稽人，字實齋，號少岩，乾隆四十三年進士，熟於明末朝政始末，於方志

之學亦頗具卓見。見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2201。 
23 本文對於章學誠《文史通義》一書之援引，概採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北

京：中華書局，1985 年）版本。 
24 昭槤，清宗室，號汲修主人，嘉慶七年授散秩大夫，十年襲禮親王爵，一生未被重用，鬱鬱

不得志。見昭槤，《嘯亭雜錄》（北京：中華出版社，1980 年），〈點校說明〉，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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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論文架構 

 
本文以盛清時期的布政使作為研究中心，主要目的在探究布政使一職在康雍

乾盛世下的時代面貌。時間斷限上之所以界定於康、雍、乾三朝，乃著眼於當時

代政經情勢相對穩定，清朝入關以來整個統治體系亦已漸趨完備。在幾乎沒有嚴

重外力的干擾下，我們得以較為客觀，也較為清楚地探究布政使與時代的關係。 

本文的撰寫共分七章，除第一章、第七章為緒論與結論外，二至六章之綱要

架構如下： 

第二章〈清朝以前布政使之發展〉，本章將對清朝以前布政使制度之沿革、

發展進行溯源，明朝時布政使職能之變動及其與督撫間之權力關係，是論述重點。 

第三章〈清朝地方行政體系的建構〉，本章將從滿洲入關前的政經制度談起，

略論其入關後對於明朝地方體制的承接與轉化，並探討其如何進行體制的損益與

調整。布政使在清初入關後，至其體制調整完成前，在地方的權力結構上歷經了

什麼樣的變化，是探討焦點。 

第四章〈清朝布政使的職能〉，本章旨在深入探究布政使的各方面職能，從

這樣的探究中，可適度反映出布政使一職的重要性。 

第五章〈盛清布政使的仕宦特色分析〉，本章將透過對盛清 1027 人次布政使

之各項任官統計數據，進行盛清布政使之正異途出身、族籍差異、陞轉狀況、任

期長短等仕途特色之分析。期望能從這樣的分析中，呈現出盛清布政使的集體仕

宦面貌。 

第六章〈布政使與康雍乾盛世〉，本章主在探究布政使與康、雍、乾三個時

代的關係，其中皇帝對時代的塑造，時代對布政使的影響，乃至於布政使與皇帝

的互動，都是本章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