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緒論 

 

1

緒論 

研究動機 

官吏的侵盜、貪瀆、虧空皆是吏治敗壞的主要表徵，它不但是官吏奪取

人民的財物，更是會威脅到帝王的利益。這些侵盜、貪瀆及虧空既直接造成

國家財政與經濟上的問題，也破壞既定的政治結構，威脅君主的統治力，甚

至有動搖國本之虞。因此，中國歷代君主除了宣示反貪、肅貪的決心外，在

實質面上，則制訂嚴厲的懲治侵貪法律與相關的政策，冀望能懲貪風而申國

憲。故探究君主如何藉由處理侵貪案件以澄清吏治、振綱飭紀，又如何透過

有效掌控官僚系統以維護帝國的運作與統治，當為瞭解皇帝統治技術的重要

關鍵。 

清朝建立後，攝政王多爾袞即於順治元年（1644年）六月二十日（清朝

曆法採行陰曆，行文中的日期皆為陰曆）諭告「眾官民」，記取明亡於貪官

的教訓，並宣布要嚴懲貪婪的官吏。1隨後更修訂嚴厲的法律，甚至將貪污的

金額降至十兩以上，不分枉法或不枉法，皆籍沒家產入官，按照清律，籍沒

家產是比追贓更嚴重的制裁。繼任的諸帝謹遵「敬天、法祖、勤政、愛民」

的信條，奉行安民之本，首在懲貪的原則。所以康熙、雍正、乾隆三朝的盛

世，均將侵貪視為吏治的首要之敵。然而，三位皇帝因當時政治局勢、經濟

環境、社會條件的不同，所採取的懲貪手段與態度也有所差異。 

順治、康熙、雍正、乾隆四朝皆重視懲治侵貪，藉以澄清吏治，及維繫

                                                      
1 《大清世祖章皇帝實錄》（台北：華聯出版社，1964年），卷5，頁19-20。多爾袞於順治元
年甲申五月丙子諭眾官民等曰：「明國之所以傾覆者，皆由內外部院官吏，賄賂公行，⋯⋯

如或仍前不悛，行賄營私，國法具在，必不輕處，定行梟示」。 



懲貪風而申國憲-乾隆朝懲治侵貪案研究 

 

2

官僚系統的正常運作。不過四位皇帝的統治技術與懲治侵貪的態度、政策，

卻各有其特色。大體而言，前三朝致力於國家統一大業，在經濟上採取與民

休養生息的基本政策。因此，順治帝著重以懲貪為弊吏之本，採取嚴苛的懲

貪措施；康熙帝雖亦主張治國莫要於懲貪，治天下以懲貪獎廉為要務，然著

重與民休息，久而久之卻有過寬之弊；雍正帝為了匡正帝國的衰敗，除了嚴

懲侵貪官員外，更從財賦、俸祿制度著手，實施耗羨歸公與養廉銀制度，希

望能杜絕侵貪之源。 

從檔案、實錄等資料可知，在經過順治帝、康熙帝、雍正帝三位皇帝的

勵精圖治下，乾隆帝（1711年－1799年）所繼承的帝國，無論是在政治、經

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都是一個成熟的帝國，在懲貪立法及相關政策發展亦

是最完備的時期。他既繼承雍正帝制定的養廉銀制度，對於侵貪官員亦採取

查抄家產的經濟處罰，值得注意的是懲貪的法律修訂，尤其是乾隆二十三年

（1758年）宣布停用「侵虧入己限內完贓減等條例」，以杜絕貪官的僥倖心

態。所以乾隆帝屢屢提及：「嚴侵盜正以懲貪婪，此整綱勅法之要道也」、2「懲

貪風而申國憲」，3以示其懲治侵貪的決心。 

筆者選擇乾隆朝為主要的研究範疇，乃著眼於：乾隆帝在位六十年（1736

年－1795年），禪位後仍繼續掌權三年，他治理國政的時間長達六十三年，

是史上實際掌權最久的君主，但是他的統治技術及政策執行是否維持一貫

性、延續性？再加上，乾隆朝常被視為清朝由盛轉衰之始，其間所發生的侵

貪案件更居清代之冠，但是其後歷朝懲治侵貪的案件更不增反減，何以會產

生這樣的現象？既然他如此重視官吏的侵貪問題，何以其間所發生的侵貪案

件不斷？規模與人數上更較其父、祖兩朝更大、更多。是他所採取防範侵貪

                                                      
2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台北：華聯出版社，1964年），卷300，頁11，乾隆十二年丁卯十

月癸亥。亦見於《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台北：文海出版社，1965年），卷111，
慎刑二，頁1443，乾隆十二年丁卯十月癸亥。 

3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12，慎刑三，頁1445，乾隆十四年己巳五月癸亥。頁1449，
乾隆十五年庚午十月辛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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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無法發揮作用？懲處侵貪的態度與決心不夠積極？或是對侵貪官吏

的實際懲處不夠嚴厲？ 

清朝的皇帝為了維持「乾綱獨斷」，4防止諸臣僭越，所以建立一套兼具

監督及直接控制的制度，即奏摺制度。奏摺制度發端於康熙朝，但雍正帝時

發展完備，成為往後歷朝君主所倚賴的制度。由於清朝前期的皇帝將督撫的

權力擴大，再加上對自身的統御能力過於自信，所以沒有相對監督制衡的機

構。雖然清朝亦設有都察院衙門監察百官，但最後仍以皇帝的意旨為斷。而

康熙帝、雍正帝、乾隆帝鑑於明季科道對於政權的危害，故並不甚信任其行

使監督權。因此，乾隆帝利用奏摺來掌控臣下，讓內外臣工均成為他的耳目，

互相監督，如此一來，他可以直接統治帝國，並參與官僚系統的運作。而揭

報官員貪贓均用奏摺參奏，案件的調查、舉證、結果等亦以奏摺上呈，乾隆

帝則用硃批或頒發上諭的形式直接處理案件，亦掌握懲處的最後裁決權，直

接干預司法。所以，由這一連串的舉措可反映出乾隆帝懲治侵貪的態度與處

罰的標準，是把各案視為偶發事件而做個別處理，或者將之置於統御帝國的

大框架中，做全面性的考量。 

侵貪虧空的情況可知吏治的良窳，可反映君主的統治技術，以及政治控

制力的貫徹程度。由乾隆帝對於處理侵貪虧空的過程，也可以看出整個事件

在理念與制度的差距，人物與時勢的交互作用，理想與現實間的衝突，皆呈

現出相當有趣的歷史現象。本文將從乾隆帝對於懲治侵貪虧空的上諭與奏摺

著手，透過對於懲治侵貪案件的整理、分析，對貪污現象做全面性的探討，

更進一步檢視皇帝執行懲治侵貪政策的成效，與其個人對侵貪事件處理的態

度是否維持一貫性，以探討乾隆帝的統治技術及其對帝國的控制力。 

                                                      
4 郭成康，《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台北：昭明出版社，民國90年），頁316、344。指出「乾
綱獨斷」是清朝皇帝世守的家法，其精確的涵蓋皇帝在中央決策體制中的地位，以及在整個

決策活動中的作用。主要呈現在三方面：一、皇帝決定是否需借助諮詢系統以作出最後決定；

二、皇帝如果需要諮詢，則其決定諮詢系統如何組成及運作；三、皇帝決定是否採納諮詢系

統提出的目標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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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回顧 

雖然侵貪與中國傳統政治的關係極為密切，有關侵貪的原因、侵貪的途

徑、侵貪的影響，甚至懲治侵貪的政策、方法等議題，通論性、概論性的討

論如汗牛充棟。陳捷先認為中國歷代貪污的原因可分為文化、制度、社會及

政治四個層面，帝制中國的官員藉政治特權，肆行貪污，是無法治癒的頑症。

儘管歷代中央政府都制定懲治貪墨的法律，但總是始嚴終懈，或是殺一儆百

的執行一陣子，就成為具文了。5正因無法徹底杜絕侵貪虧空的產生，是以如

何將之控制到最小範圍，便成為歷代君主的首要課題。 

有關乾隆朝貪污現象產生原因，以及無法有效遏止貪風的論述頗多。大

抵可歸納為：一、官員的俸祿少，經濟負担卻相當沈重，又分公與私二方面，

公的部分包括陋規、罰俸、罰廉、上貢、賠補錢糧虧空、公捐與議罪銀等；

私的部分則是家族及刑名幕友等；二、官員自身的貪念；三、乾隆帝在整個

貪污政治人際網絡中所居關鍵角色；四、乾隆帝無法貫徹懲貪政策，懲貪態

度時寬時嚴；五、社會風氣轉變與社會結構改變等等。6值得注意的是，乾隆

中期社會經濟蓬勃發展，物價上漲，但是官員的薪俸卻無法因應外在環境改

變而提高。晚清馮桂芬論及養廉與吏治的關係時，便認為「養廉足而後吏治

始可講也，且是國家迫之，使官員不得不貪」。7而社會風俗開始崇尚奢靡，

官宦與士人皆以此為追逐目標，更加重官員們的經濟負擔。尹壯圖從社會崇

尚奢華、收受規禮的角度來看官員侵貪，以乾隆三十年（1765年）為「儉樸」

                                                      
5 參見陳捷先，《清史論叢》（台北：東大書局，1997年）以及陳捷先，〈中國古代官場貪瀆
之風〉，《歷史月刊》，第72期（台北，1984年），頁34-39。 

6 參見王春瑜主編，《中國反貪史》（成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年）。唐瑞裕，《清代乾
隆朝吏治之研究》（台北：文史哲出版社，2001年）。 

7 馮桂芬，《校邠廬抗議》（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年），卷上，頁85-88，〈厚養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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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奢靡」的分界點。8 

由於乾隆朝的相關檔案資料非常龐雜，侵貪虧空案件數量也相當多，故

有關全面性的懲治侵貪與吏治關係研究，較為有限。現有的研究成果大都集

中於少數重大的侵貪案件，主要使用的資料為清人傳記與檔案二類。集中於

較著名的貪官污吏，例如王亶望、陳輝祖、國泰、錢度、黃梅、高樸等人。

這方面的文章對侵貪事件個案的陳述雖詳盡，然卻無法從中一窺侵貪虧空發

展的歷史連續性，也無法全面瞭解乾隆帝對於懲治侵貪的態度與處理方式，

實際執行與政策宣示的差異性，藉由少數的侵貪案來說明乾隆帝對於懲治侵

貪的態度，一方面對於瞭解乾隆朝的懲治侵貪案件的全貌，有其侷限性。另

一方面亦無法檢視其懲治侵貪的政策與態度是否維持一貫，是否會因應不同

的個案以及當時政經環境做適當的調整。 

對於乾隆帝懲治侵貪的態度及執行力，則有許多不一的看法。高翔認為

乾隆六年（1741年）到二十年（1755年）主要懲貪對象的是中、下階級的官

吏；二十年（1755年）到四十年（1775年）間則針對高階層的官員。9郭成康

認為應分兩個階段來看，第一是初政十年、歸政前十年，乾隆帝的懲貪態度

是消極的，是懲貪不力時期；第二是統治中間的三四十年，乾隆帝則是採取

積極的措施，著重於懲貪法令的修改，務必將侵盜、貪婪的法律漏洞完全杜

絕。10或有論者以乾隆二十五年（1760年）「完贓不能減等」的新例確立做為

觀察的分期點。梁希哲主張乾隆朝懲貪主要是打擊地方上的貪官污吏，而非

朝廷大臣。11 

王春瑜主編的《中國反貪史》有專章討論清朝諸帝反貪的概況、機制、

                                                      
8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錄》（台北：華聯出版社，1964年），卷42，頁13，嘉慶四年己未四月

乙未。 
9 高翔，《康雍乾三帝統治思想研究》（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年），頁296-298、

349。 
10 郭成康，《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頁407-409。 
11 梁希哲，〈乾隆朝貪污案與懲貪措施〉，《吉林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4期（吉林，1991

年），頁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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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並分析法律、行政、監察所建構成的防範與嚴懲官吏侵貪的措施。對

於財政經濟制度與官吏貪污之間的關係，則從陋規、廉俸、進貢、賠補、捐

辦、捐納、議罪銀等不同範疇，去解釋貪污形成的原因。並且肯定乾隆帝對

於反貪立法有積極的貢獻，然從財政經濟的角度來看，乾隆帝卻必須對貪污

現象的惡化負起最大的責任。文中亦詳述乾隆朝甘肅折捐冒賑案、雲貴總督

李侍堯貪縱營私案、嘉慶立誅和珅案三個案例。 

馬起華從分析乾隆朝的彈劾案切入，在《清高宗朝之彈劾案》一書12中

將蒐集的乾隆朝4626件彈劾案作了詳細的分類與討論，並探究乾隆帝處理彈

劾案的方式與態度。而由數量較多之彈劾事項的侵貪類統計出乾隆朝六十年

所發生的官吏侵貪案件為589件，其中侵虧為156件（虧空133件；侵欺18件；

挪移5件），貪污案則有433件。並提出乾隆四十年（1775年）以前侵貪彈劾

案在乾隆帝諭旨出現的情況較多，四十年（1775年）之後有關侵貪案件的彈

劾則較稀少，但是他並未解釋這種現象，只提出數字的逐年減少並不表示貪

污案件真的比較少，進而引用王杰的說法，13指出和珅是侵貪事件雖多但彈

劾案轉少的主要原因。據筆者統計的侵貪虧空案件數與其所稱589件有所出

入，然因其並未將589件將之詳細表列，故無從加以比對。本文的案件分析，

仍以自行統計為主要範疇。 

與懲處侵貪虧空密切相關的查抄家產，則有魏美月的《清乾隆時期查抄

案件研究》，14他利用國立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宮中檔》、《軍機處檔》與《上

諭檔》的資料，來討論皇權如何干預查抄工作之執行、查抄制度、抄物、入

官物對於國家及皇室財政的助益。他主要分析的大都是小犯官的抄家資料，

而欠缺大吏的資料，如李侍堯、錢度、王亶望、陳輝祖等案件。查封及查抄

                                                      
12 馬起華，《清高宗朝之彈劾案》（台北：華岡出版社，1974年）。 
13 王杰，〈請核實虧空變通驛站疏〉，收入賀長齡、魏源等編，《清經世文編》（北京：中華

書局，1992年）上冊，卷16，吏政二，吏論下，頁389，文中提及迨乾隆四十年以後，有擅

作威差，餽送之外，上下又復肥己，久之習以為常。 
14 魏美月，《清乾隆時期查抄案件研究》（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9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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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產是經濟懲處的手段之一，不但極嚴苛，也是對於犯官人際網絡的全面追

查與制裁。此外，他還提及乾隆朝因犯案被抄家者超過二百人，大半都是貪

贓所致。但在釐清被抄家者與侵貪之間的關係，著墨較少。 

郭成康以專制政體與中央集權的強化為主軸，來討論十八世紀的中國政

治特色、政治體制、政治腐敗的特徵與原因。他認為吏治敗壞由來已久，但

貪污、賄賂卻是乾隆中期即十八世紀後期才迅速惡化。乾隆帝面對侵貪現象

時的態度，可分為二個階段來觀察：第一是初政十年、歸政前十年，乾隆帝

的懲貪態度是消極的，是懲貪不力時期；第二是統治中間的四十年，乾隆帝

則是採取積極的措施，著重於懲貪法令的修改，務必將侵盜、貪婪的法律漏

洞完全杜絕。最重要的是乾隆二十三年（1758年）九月將「侵虧入己完贓減

等例」停止，三法司遂將原例刪除，在「刑律、賊盜、監守自盜倉庫錢糧」

本律之後，新添附例：「凡虧空錢糧，除因公挪移及倉穀霉浥等案，仍照舊

例辦理外，其係虧空入己者，雖於限內完贓，俱不准減等」。隨後，又在二

十五年（1760年）時將「所有例內枉法贓全完減等之條」永行停止。 

唐瑞裕〈論清代乾隆朝幾則官吏侵貪案件〉乃利用國立故宮博物院收藏

的清代文獻檔案及相關資料，以十七則乾隆朝地方官吏侵貪案件，來說明官

吏侵貪的原因，除了個人的奢貪、政府懲貪寬嚴多變、官員生活奢侈外，乾

隆帝本身縱肆奢靡、愛好排場、進而專寵和珅，更是官吏侵貪的主因。此外，

有關乾隆帝個人研究專書，如周遠廉的《乾隆皇帝大傳》、戴逸的《乾隆帝

及其時代》、孫文良、羅慶泗等著《乾隆皇帝》、李景屏與康國昌所著《乾隆

和珅與劉墉》、唐文基的《乾隆傳》、劉正國的《乾隆的政治權謀》、唐瑞裕

的《清代乾隆朝吏治之研究》、郭成康的《乾隆皇帝全傳》亦可資參考。 

筆者認為應從乾隆帝全面性的懲治侵貪虧空案件來檢視，並將當時的政

治環境、局勢列入考量，如此一來，對於探究乾隆帝的懲治侵貪虧空態度及

決心，較不易失之偏頗，也可進而探究乾隆帝的統治技術，亦是本文所欲達

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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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方法與目的 

探討乾隆朝的懲治侵貪虧空案件，將從清代皇帝恪遵的「敬天、法祖、

勤政、愛民」的信條為思考方向，從敬天來討論清初諸帝如何將之從宗教信

仰衍生為政治思想，並促使其以戒慎恐懼的態度施政，尤其是侵貪虧空對政

權的危害，期能鞏固政權；從法祖來分析清初諸帝在面臨懲治侵貪虧空時，

如何取法其父祖，並加以修正，進而獲得最大的成效；從勤政來說明諸帝如

何重視侵貪虧空問題，並試圖加以解決；從處理侵貪虧空案來說明諸帝如何

愛民，而其愛民的作為，正是維繫統治權於不墜的關鍵之一。 

乾隆帝在諭旨中將「侵」、「貪」、「虧空」做了明確的定義，「漁利於民

者，貪也；蠹蝕於官者，侵也」。15而虧空乃庫帑虧缺，除了因公挪移外，侵

蝕、侵貪亦會導致虧空。他認為在懲治侵貪虧空時不應只援例治罪，也不贊

同律載的貪罪重於侵，而是強調官員既敢於侵帑，則定會貪瀆受賄，故必須

「嚴侵盜正以懲貪婪」，此乃整綱飭法之要道。此外，與侵貪密不可分的陋

規，乾隆帝從未正式將之納入澄清吏治的法律範疇，雖透過頒布禁令加以限

制，卻未能真正杜絕。 

在資料的運用上，將由乾隆朝的奏摺著手，整理出侵貪相關的奏摺及案

件。由於被准許具摺奏事的官員範圍擴大，加上督撫有察吏之責，督撫之間

亦相互監督、糾劾，藩臬也有檢舉督撫的權力，中央科道官其職責即監督，

因此形成一個相互作用的監察網。故透過不同管道所陳奏事件的準確性相對

提高，皇帝亦能及時且迅速派遣大臣處理侵貪案件，直接指導辦案。因此，

透過奏摺可反映出皇帝與官員兩方對於侵貪虧空的看法。 

                                                      
1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北京：檔案出版社，1991年）第2冊，頁389-390，
乾隆十四年十月二十九日內閣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51，頁26-28，乾隆十

四年己巳十月甲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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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國立故宮博物院現藏的檔案之外，北京的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以

下簡稱一檔館）已出版的《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四冊，即從一檔館藏

的宮中全宗之硃批奏摺、雜件，軍機處全宗之上諭檔、寄信檔、錄副奏摺、

來文、內務府全宗之奏案等，精選出乾隆二十二年（1757年）到六十年（1795

年）懲辦貪污的十七個案例匯編成書： 

第一冊收入六個案例：雲貴總督恒文勒買黃金勒索屬員案、原山西布政

使蔣洲侵虧庫項勒派屬員案、貴州巡撫良卿等骫法婪贓侵虧庫項案、雲南布

政使錢度貪婪骫法案、葉爾羌辦事大臣高樸私賣玉石案、雲貴總督李侍堯貪

縱營私案。 

第二冊為甘肅捐監冒賑案。 

第三冊為杭嘉湖道王燧貪縱不法案、哈密通判經方虧空案、烏魯木齊各

屬侵冒糧價案、山東巡撫國泰等貪婪營私案、閩浙總督陳輝祖侵盜王亶望入

官財物案等五個案件。 

第四冊為江西巡撫郝碩勒索屬員案、兩廣總督富勒渾貪婪不法案、浙江

平陽知縣黃梅勒派入己案、浙江巡撫福崧等侵挪庫項案、閩浙總督伍拉納等

婪贓受賄案五個案例。 

此外，屈春海根據一檔館的軍機處上諭檔及乾隆朝硃批奏摺編，〈乾隆

朝甘肅冒賑案懲處官員一覽表〉；張桂素由一檔館的內務府全宗檔案編選，

〈乾隆年間查辦長蘆鹽商王至德父子虧欠帑銀案〉；哈恩忠從一檔館的宮中

硃批奏摺及軍機處錄副奏摺中編選，〈乾隆五十九年吉林參務案〉、〈乾隆年

間整飭書吏史料〉（上）（下）；王澈由一檔館的軍機處錄副奏摺、上諭檔編，

〈乾隆五十九年查辦巴寧阿與鹽商交結聯宗案〉。上述的史料編輯對筆者的

研究皆有助益。 

本文的目的，希冀透過乾隆帝對於懲處侵貪虧空案件的參與、裁示，來

觀察其統治技術對於澄清吏治的影響。首先，將從清朝前期的檔案、官書中，

整理出順治、康熙、雍正、乾隆四朝與懲治貪污的相關諭旨、政策宣示的演

變。將乾隆帝所定義的「侵」、「貪」、「虧空」與大清律例相比對，其究竟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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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那些律例。其次，將侵貪虧空案依性質差異而分類，虧空案件大抵皆是倉

庫錢糧的虧空，故專章討論。至於侵貪案件，較難以全然分割開來，故依犯

官的職銜、案件發生的地區、犯官的身分、舉發侵貪案的途徑、乾隆帝對於

侵貪案的特殊諭示，貪污案件分布的地區、及判刑結果整理為侵貪表。 

至於和珅雖然被視為乾隆朝的大貪官，對於乾隆朝的吏治敗壞應負起極

大的責任，但他被懲處卻是在嘉慶帝時，嘉慶帝在乾隆帝去世後數日即逮捕

和珅與福康安，於嘉慶四年（1799年）正月十五日宣布和珅的罪狀，十八日

將他賜死。無庸置疑的是和珅在乾隆晚年的政治局勢，必有某種程度的影響

力，但是由於乾隆帝並未親自處理和珅的問題，與本文探究的乾隆帝懲處已

爆發的侵貪虧空案有所差異，筆者也無從推測乾隆帝究竟會採取何種處理方

式？所以將不在此處討論和珅的問題。 

由被揭發的侵貪案件可知，乾隆帝持續執行懲治侵貪的政策，雖然發揮

部分的遏阻作用，但是並未能真正達到官皆循良，吏俱守法的目的。乾隆帝

在整個懲治侵貪的影響力，隨著歷史環境不同而有改變，這乃取決其個人的

意志。而在對官員造成極重的經濟負擔時，他是否意識到自身亦可能是侵貪

現象的一環。進而比較乾隆一朝不同時期的懲處侵貪虧空案件的態度，並檢

驗乾隆帝懲貪的理念與實際執行的是否有落差，以及其處理侵貪虧空的成

效。 

論文大綱 

本文在章節上的安排，將以乾隆帝對於懲治侵貪的態度、實際參與情

形、決定處罰的考量因素為主軸，透過整朝的侵貪虧空案件的統計、分析、

歸納，期能釐清乾隆帝的統治技術、其對懲治侵貪的影響。除了緒論與結論

外，共分為五章。將侵貪案件、懲處侵貪虧空的相關律例皆列表於附錄。 

第一章，首先將清朝前期順治帝、康熙帝、雍正帝三位皇帝對於懲治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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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的政策宣示，包括對於侵貪案件的諭旨、法律條例及政策宣示，分析統治

者是採取何種的態度及方式來處理官吏侵貪的問題。 

其次，說明餽贈、規禮等的官場陋習，因為許多侵貪案件皆發現陋規的

身影。然相較於侵貪而言，陋規的防範與查禁的難度更大，其以中國特有鄉

誼、年誼、師生座主等的人際網絡，以禮儀餽贈的形式出現，行賄賂之實。

這是一種經過包裝的行賄與收賄，而順治帝、康熙帝、雍正帝對陋規曾採取

禁止或限制的措施，但卻無法杜絕。 

第二章探討乾隆朝懲治侵貪的政策宣示。首先，乾隆帝並未承繼其父雍

正帝的嚴猛統治技術，也不似其祖康熙帝的寬仁之治，而行「中道之治」。

但卻謹守「乾綱獨斷」的祖宗家法，與標榜「有治人無治法」的理念，三者

互相影響下，遂展現出乾隆帝漫無標準「寬嚴相濟」的治術。其次，乾隆帝

在上諭中將侵、貪、虧空做了明確的定義，強調侵與貪兩者間的必然關係，

故要嚴懲侵貪以杜絕貪瀆，而非僅是止侵盜。此時嚴懲的方式不只是刑責

上，還有經濟上的懲處，虧帑的分賠著賠。最終，乾隆帝對於各級地方行政

長官防治與打擊侵貪的期待，從多重途徑來懲治、防治侵貪虧空，澄清吏治。 

第三章將乾隆朝的侵貪案進行統計，並歸納分析，可知涉案的官員不分

文武，各個層級皆有，但以州、縣居多，對於這類的案件乾隆帝發表意見並

不多。因此，將乾隆帝在懲處侵貪時直接參與、指示較多的督撫、御史學政

與官員的家人三類，提出來討論。一、督撫是地方最高行政長官，亦是乾隆

帝所倚仗的封疆大吏，雖然犯案總件數並不算多，但是乾隆帝皆直接以硃批

奏摺及諭旨來參與案件的審辦，充分表現出帝王獨有的最後刑罰的裁示權，

因此可從中觀察乾隆帝的懲治侵貪態度的轉變。二、官員的家人是很特殊的

群體，雖不直接具有朝廷付予的權力，但卻得以倚賴權貴進而貪贓受賄。尤

其是乾隆五十一年（1786年）的富勒渾家人案後，對這類犯案者，乾隆帝要

求從重懲處，以示儆戒。三、御史與學政這兩種官員一旦犯了侵貪罪，乾隆

帝定嚴懲不貸，絕不姑息。 

第四章乾隆一朝中有些官員犯了侵貪案，卻可以免於其刑罰。這些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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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具有的何種身分及條件，致使乾隆帝竟然甘於違反律例的規定。他考量

的因素，包括皇族、勳舊、旗人以及案情牽涉的範圍、犯案人數、案件的情

節皆是。其實，滿官與漢官在懲處上是有所差別，由於清代是少數民族統治

的政權，在法律上還規定滿人犯法不歸普通司法機構審理，而由步軍統領衙

門和慎刑司審理，宗室貴族則由宗人府審理。在具體量刑上，滿人犯罪依例

可以減等、換刑。此外，在本章中也將討論邊疆地區的侵貪虧空案件，對於

邊疆地區的犯官，乾隆帝以「安定民心、穩固治理」為最主要考量，大都是

定懲不貸。然涉案人數過多，尚無引發民變之虞的案件，如乾隆四十七年

（1782年）烏魯木齊各屬侵虧案，乾隆帝則未依律例而大加株連，是另定較

為寬鬆的懲處標準。 

第五章則討論乾隆帝懲治虧空案件時所採取的措施，在此我把它區分為

三階段來討論：第一階段仍沿用「限內完贓減等條例」；第二階段則是停用

後至乾隆四十年（1775年）；第三階段是乾隆四十年代開始至其歸政。除了

探究各階段的虧空案外，亦比較三個階段的懲治虧空措施。 

透過對於乾隆朝的侵貪虧空案件分析，可以看出他「懲貪風以申國憲」

的一貫原則是不變的，在調查案件時的態度及措施是積極的，他亦會不時參

與審辦案件的意見。但是調查完結後的裁示懲處，則並未會完全依律例而

行，而是漫無標準的務「寛嚴期於協中」、「必準情酌理，允協厥中」。所以

藉由乾隆帝懲治侵貪虧空案時採取的態度與措施，亦是觀察乾隆帝統治技術

的一個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