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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乾隆帝懲治侵貪政策宣示 

第一節  止侵貪以懲貪婪的立場 

乾隆帝（1736年-1795年）在位長達六十年，僅次於康熙帝。乾隆帝所繼

承的帝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的發展都已臻成熟，而有所謂康

乾盛世。乾隆帝在統治技術上亦延續「乾綱獨斷」的祖宗家法，終其一生皆

奉行不渝，他曾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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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作福作威，肆行無忌，何若操之自上，而當寛而寛，當嚴

而嚴，此朕所恪守前規不敢少懈者」。1 

當乾隆帝即位後，便廣開言路，下令各級官員上疏言事，以便其了解

政府有那些弊端需要適度調整。在眾多官員的進言中，與吏治密切相關為

數不少，包括，＜嚴耗外加耗之禁以清吏治＞、2＜直省按州縣之衝僻撥用

公用銀兩＞、3＜酌除提解耗羨之流弊以厚民生與請除榷關吏役之積弊以便

商旅＞、4＜分別賢能以成吏治＞。5而大學士朱軾於雍正十三年（1735年）

                                                      
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年）第7冊，
頁272-273，乾隆十三年戊辰八月二十九日辛亥。 

2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68年11月版）第
二十五輯，頁405，雍正十三年十一月十三日協理江南道事監察御史鹿邁祖奏請嚴耗外加耗之

禁以清吏治摺。 
3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二十五輯，頁417，雍正十三年十一月十七日協

理浙江道事監察御史曹繩柱奏陳直省按州縣之衝僻撥用公用銀兩摺。 
4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二十五輯，頁430-432，雍正十三年十一月二十

日詹事府少詹事許王猷奏陳酌除提解耗羨之流弊以厚民生摺、奏陳請除榷關吏役之積弊以便

商旅摺。 
5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二十五輯，頁445，雍正十三年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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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上疏禁革落地稅，6乾隆帝立即採納此建議，並於次月宣布裁革落地稅，

他說： 

朕聞各省地方於關稅雜稅外，更有落地稅之名。……凡巿集落地稅，

其在府州縣城內，人烟輳集，貿易眾多，且官員易於稽查者，照舊徵

收。但不許額外苛索，亦不許重複徵收。若在鄉鎮村落，則全行禁革，

不許貪官污吏假借名色巧取一文。7 

藉此積極展現其愛民的決心。乾隆帝在即位初期所採取的一連串的寬仁

措施，更為其博得美名。《嘯亭雜錄》中便記載：「純皇帝即位時，承憲皇嚴

肅之後，皆以寬大為政，罷開墾、停捐納、重農桑、汰僧尼之詔累下，萬民

歡悅，頌聲如雷，吳中謠有『乾隆寶，增壽考，乾隆錢，萬萬年』之語」。8 

雖然秉持著「乾綱獨斷」的信念，乾隆帝對於治理國家亦有自己的理想，

他採取的是「寬猛相濟」的統治技術，也就是「治天下之道，貴得其中。故

寛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寛」。9這與康熙帝、雍正帝的統治技術皆不相同，

因此為了避免諸多針對其違逆「法祖」的批評，他一再說明採取「中道」並

未違反父祖的祖宗家法，不論是康熙帝的寬仁、雍正帝的嚴猛，兩種施政原

則都是因時制宜的，後來之所以會出現諸多弊端，皆因臣子們不能妥善貫徹

政策。例如乾隆元年（1736年），因見八旂辦事情形與諸臣條奏事件，尚有

未合大公至正者，如此日漸廢弛，遂於二月告訴總理事務王大臣： 

治道貴乎得中，矯枉不得過正。⋯⋯皇祖聖祖仁皇帝時久道化成與民

休息，而臣下奉行不善，多有寛縱之弊。皇考世宗憲皇帝整頓積習，

仁育而兼義正，臣下奉行不善，又多有嚴峻之弊。⋯⋯故寛非縱馳之

                                                                                                                                       
協理山東道事監察御史曹一士奏請頒諭旨分別賢能以成吏治摺。 

6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二十五輯，頁242-245，雍正十三年九月二十五

日大學士朱軾奏陳地方刑政事摺。 
7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5，頁2-3，雍正十三年乙卯十月辛巳。 
8 昭槤，《嘯亭雜錄》（北京：中華書局，1980年），卷1，頁13，＜純皇初政＞。 
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4，頁30，雍正十三年乙卯十月甲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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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嚴非刻薄之謂。朕惡刻薄之有害于民生，亦惡縱馳之有妨于國事。

爾諸臣尚其深自省察，交相勸勉，屏絕揣摩迎合之私心。10 

乾隆帝原本期許能行中道之治、寬大之治，也冀望官員能秉持謹飭之

心，恪遵法紀，共創太平之世。他於四年（1739年）二月告訴內閣說： 

皇祖臨御六十餘年，政崇寛大。而內外臣工奉行不善，怠玩成風。遂

致辦事暗藏弊端，國帑率多虧空。我皇考欲正人心風俗之大綱，有不

得不釐剔整頓之勢。此乃出於萬不容已者。迨經理十餘年後，人心漸

知畏法，風俗亦覺改移。以時勢觀之，可以施惇大之政。……總之，

朕施寛大之政，而諸臣亦當存謹飭之心，諸事秉公絕去弊竇，則可以

成朕寛大之治而長享福慶於無窮。11 

然而侵貪案件不斷發生，吏治逐漸敗壞，乾隆帝不得不重新檢視其所謂

的寬大之治，並且加以適度修正。雖然他宣稱自己並未放棄施政理想，對於

寬嚴之分際，仍一秉初衷。而當他採取嚴苛的措施以澄清吏治時，皆是不得

不為，是諸臣迫使所致。究其在位期間，隨著侵貪案件不斷的發生，其統治

技術亦在「寬仁與嚴猛」兩者間游移。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寬仁與嚴猛」

即是漫無標準，全部取決於統治者的態度，反映出乾隆帝「乾綱獨斷」的心

理，再加上其強調「有治人無治法」，是以將自身擁有的最後裁量權發揮到

極致。 

有論者認為乾隆帝對貪官的防範與懲處，均較雍正帝嚴厲。12若從律例

的增刪來看，乾隆帝的確採取比較積極的方式來解決侵貪問題，雍正帝雖採

嚴刑峻法懲處侵貪虧空，但不可避免給予貪官污吏緩衝期，在雍正三年（1725

年）制定「侵虧入己限內完贓減等」。然而，乾隆帝卻於二十三年（1758年）

                                                      
1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冊，頁13-14，乾隆元年二月初九日總理事務

王大臣奉上諭。 
11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85，訓臣工三，頁2433，乾隆四年己未二月丙戌。 
12 高翔，《康雍乾三帝統治思想研究》，頁298。郭成康，《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頁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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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例永行停用。二十五年（1758年）更進一步將所有例內枉法贓全完減等

之條例停用。因乾隆帝堅持絕對的「乾綱獨斷」，對自己的統御能力極為自

豪，因此在處理侵貪案件時，並未一以貫之，依律例而行。而是如同他說：

「天下之律，豈能概天下之情哉，使一犯而有一例以待之，則刑部亦易為耳。

朕於政務權衡，一秉公正，乃諸臣總不知善體朕意，而惟工揣摩，究之揣摩

終歸紕繆，是可笑亦可憫也」。13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官員對皇帝的意念當

然無所適從，只能加以揣摩，因為皇帝擁有最後的裁量權。 

乾隆六年（1741年）連續爆發了幾位封疆大吏層級官員的侵貪案件，乾

隆帝一方面採取果斷的處理方式，另一方面則藉機訓飭諸臣，宣誓若諸臣違

法亂紀，則嚴懲不貸。他於七月時告訴內閣說： 

近來鄂善、喀爾欽、薩哈諒及趙國麟、盧焯等案，皆朕準情酌理不得

不如此辦理者。而外人不能深知，未必不以為涉於嚴峻，即進言進講，

諸臣頗有以效法皇祖崇尚寬大為敷陳者，則外人之議論可知矣！殊不

知皇祖當日固以寬大為政，而如鰲拜、索額圖、托和齊、噶禮、明珠

等，未嘗不按法懲治。今鄂善以大臣而婪贓無恥、喀爾欽以學政而賄

賣生童，此等之人不置之於法，則國法將何所施乎？……朕即位之

初，原降諭旨，本欲減去煩苛與眾休息。所望諸臣懍遵法紀，以成朕

之寬大。若因此而即於廢弛放縱，是諸臣迫朕以不得不嚴之勢，非朕

之本意也。夫栽培傾覆，惟人自取，或寬或嚴，總歸一是，成心不可

有，定見不可無。朕豈中無主宰，忽然而寬，忽然而嚴者乎！蓋因物

付物，惟正斯中，以人治人期改而止。若有意從寬，必且流為巿恩姑

息，而失寬之正，則所謂寬者即嚴之。因而所謂嚴者即寬之害，是則

有意從寬，尚且不可矣！而況有意於嚴乎？14 

                                                      
13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484，乾隆十五年十月十二日內閣奉上

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74，頁14-15，乾隆十五年庚午十月辛巳。 
14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7，聖治三，頁311，乾隆六年辛酉七月癸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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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秉持「乾綱獨斷」的祖宗家法外，清朝前期的幾位君主皆強調人治

的重要性，一方面表示皇帝是唯一擁有絕對統治權者，另一方面則為用人的

重要性，當然用人權亦屬於皇帝所有。如康熙帝說：「有治人，無治法，但

真能任事者亦難得」。15又如雍正帝說：「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葉

事耳」。16並且宣揚皇帝在立法與司法裁量權是至高無上的，皇帝可以適時運

用此特有的權力，如果犯者實出於無心而情有可原，則皇帝隨時斟酌量刑特

別予以加恩，也未嘗不可。17 

乾隆帝在這點亦繼承父祖的想法，奉行「有治人無治法」，此原出自荀

子論君道，「有亂君，無亂國；有治人，無治法。……故法不能獨立，類不

能自行；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故有君子，則法雖省，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不能應

事之變，足以亂矣」。18不論立法再怎麼周全、嚴密，最終端賴適當執行。曾

經說：「總在行之得宜，如此立法即能無弊乎」。19乾隆元年（1736年）藉著

表揚李衛的機會，再次闡述其「有治人無治法」的理念，他在五月說： 

自古有治人無治法，而治人概不多得。譬如，知縣賢則一縣受其福，

知府賢則一府受其福，督撫賢則一省受其福。然而十三省之督撫已不

能盡得賢能而用之，況府縣哉。惟在督撫時刻以吏治民生為念，不存

為己觀望之心，則朕之百姓庶乎少有裨益耳。若各省督撫似卿（李衛）

之精明強幹，則不難於察吏政可以省朕許多精力，所以每於引見時必執

筆標記詳視熟察，雖有礙於觀瞻而不顧者，即為知人其難一句耳。20 

                                                      
15 《清實錄‧聖祖仁皇帝實錄》，卷41，頁14，康熙十二年癸丑正月癸酉。 
16 張廷玉、鄂爾泰同編，《雍正硃批諭旨》第1冊，頁59（總頁數2596），雍正四年八月初六

日硃批鄂爾泰奏摺。 
17 《清朝文獻通考》（台北：新興書局，1963年），卷197，刑三，頁6615。 
18 國立故宮博物院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索資料庫的先秦諸子荀子部分。  
19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3輯，頁699-701，乾隆十七年八月二十七日山

東巡撫鄂容安奏報清查借穀釐剔漕弊情由摺。 
20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90，察吏一，頁1201，乾隆元年丙辰五月癸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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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帝深知治人概不可多得，故必須耗費更多心力來拔擢與管理官員，

進而確保他們能以吏治民生為念。所以清代所重視法制上的「吏治」，即是

加強對職官的監督管理，無論是康熙朝的「寬仁」，雍正朝的「嚴刻」，還是

乾隆朝的「寬嚴相濟」，21皆不出此範疇，僅是程度上的差異。 

雍正帝為了解決官僚體系中的侵貪與虧空的痼疾，多管齊下，採取了耗

羨歸公及實施養廉銀，直接提高官員的薪俸。乾隆帝亦效法之，他說：「皇

考允各省督撫提解火耗之請，而優給各官養廉，令不得額外取巧，所以懲貪

風而紓民力，用意誠善，即養廉稍薄之州縣亦必就其所辦事務酌予足用」。22

他也提高了在京大小文官的俸銀，希冀藉此官員將不再貪污受賄。他於乾隆

三年（1738年）四月說： 

朕之加賞官僚雙俸者，原非博惠下之美名，冀人之感頌也。蓋以厚其

養贍，方可固其廉恥，冀臣下自知興廉興義，恪共乃職之意。倘俸祿

既增，而仍有貪污受賄不守官箴者，朕必按律治罪，不稍寛假，此正

澄清吏治之一端，不必於臣工養廉之典，較此多寡之數也。23 

雖然無法證明提高官員的薪俸與杜絕侵貪的產生的必然關係，但是不可

否認給予官員高薪是防止侵貪的必要條件之一。乾隆帝認為外省官員多給養

廉、在京官員加倍俸給，在物質生活上已相當寬裕的官員們應該會奉公守

法，斷絕侵貪之心。並警告諸臣員倘使因貪念而違法亂紀，恐連身家性命皆

不保，他在乾隆四年（1739年）二月告訴內閣說： 

朕看今日內外臣工，見朕以寛大為治，未免漸有放縱之心。⋯⋯國家

動用錢糧，如果有益於兵民，即數百萬金，亦所不惜。若被官吏侵漁，

私入囊橐，即纖毫亦不可假借。此防微杜漸之道也。況在京職官，俱

已加添雙俸，外省大小官員，又皆給與養廉。伊等養瞻之資，較從前

                                                      
21 吳吉遠，《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職能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年），頁26-27。 
22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93，嚴法紀一，頁2546-2547，乾隆三年戊午六月乙酉。 
2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7，頁8，乾隆三年戊午四月壬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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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覺寛裕，不應再有營私作弊之念，自罹罪譴。如果能奉公守法，將

來國用充足，朕何難再為加恩。奈何不勉為清白，以受天家優渥之澤，

而貪圖一時之小利，置身家性命於不計乎？24 

不過從乾隆帝年間已揭發的數百件侵貪案件來分析，提高官員的薪俸所

發揮的效果似乎有限，當然這還需考量提高薪俸的數目、與當時整體的經濟

環境、物價指數，以及官員需供養家屬、幕友、官僚體系中的陋規、餽贈等

等多重因素。大抵而言，皇帝與官員兩方對此看法顯然是有差距，不過皇帝

基於愛民不加賦，不累民的原則，清朝的官員要從正式管道獲得合理薪俸困

難度極高。更何況乾隆帝帝屢次強調「內外臣工有應得之俸祿養廉，於仰事

俯育亦足自給」25、「州縣定有養廉，用度儘可寛裕」。26即使到了後期，官員

的薪俸與無法跟上物價的腳步時，其還堅稱「督撫受國家厚恩，簡任封圻廉

俸優裕」。27 

乾隆帝在調整寬嚴分際時，常因事而定，很難明確指出其斷限，對於乾

隆帝日趨嚴猛的時間，眾說紛紜，高翔認為是乾隆六年（1741年）清廷揭發

一系列高級官僚營私貪污案、乾隆十三年（1748年）孝賢皇后去世，乾隆帝

極為悲慟，大小官僚陷於極度恐懼之中、乾隆十六年（1751年）偽孫嘉淦奏

稿案，促使嚴厲統治由官場進一步擴展到社會，三個年份皆是漸趨嚴厲過程

中的重要轉折點。28周遠廉認為乾隆六年（1741年）三月發現四件貪污案件，

當事者皆受到重重懲罰，因此是關鍵的時刻。29郭成康指出乾隆十四年（1749

                                                      
24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85，訓臣工三，頁2433，乾隆四年己未二月丙戌。  
2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2冊，頁307-308，乾隆二年七月二十一日總理

事務王大臣奉諭旨。《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84，訓臣工二，頁2423-2424，乾
隆二年丁巳七月丁未。 

2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172，乾隆十二年四月二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95，嚴法紀三，頁2567，乾隆十二年丁卯四月

丙戌。 
27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92，頁2536，乾隆六十年乙卯八月乙酉。 
28 高翔，《康雍乾三帝統治思想研究》，頁289-291。 
29 周遠廉，《乾隆皇帝大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年），頁127。 



懲貪風而申國憲-乾隆朝懲治侵貪案研究 

 

54

年）秋、朝審將逾限未完者「予勾正法」，乾隆初年以來懲貪不力時期至此

終結。持續到乾隆五十年（1785年）為止，皆是從嚴執法時期。30之所以出

現眾說紛紜的情況，應以乾隆帝的統治技術著重「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

以寬」的準則，抱持「至若律例條目，隨時增定，原因案件參差不一，非律

文所能賅備，是以輕重相衡，期一歸允協」31的態度有關，是以著實難以劃

出寬嚴的界線。 

不過乾隆帝於十四年（1749年）第一次大金川之役結束後，同年的九月、

十月時頒布幾則重要的諭旨，說明日後懲處侵貪的方針。 

第一為乾隆十四年（1749年）九月提出了四項宣示：一、侵盜者必定貪

婪；二、駁斥律載罪重於侵；三、虧空帑項除該家屬完繳外，著落該上司分

賠；四、確實執行二年之限。他說： 

朕因各省侵貪案件，向來雖擬以重辟，至秋審時，相蒙槩入緩決，以

至人心無所警畏，參案漸多。特於乾隆十二年頒發諭旨，彰明曉諭，

令限滿即入情實冊內候勾。朕之本意，不特為止侵盜，實乃以懲貪婪。

夫謂與其有聚斂之臣，寧有盜臣者，乃重為聚斂者戒，而非為盜臣者

寬。盜臣與聚斂，厥罪惟均。不獨聚斂之臣不可有，即盜臣亦豈當有

哉？且此特泛論治道而已。至於窮理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則侵

虧者可計贓論罪。而聚斂之臣，則古今法律，汗牛充棟，雖以聖人而

為士師，亦不能明立科條，謂何等聚斂，作何等治罪。五刑之屬三千

無可置辟，此不易之至理也，則知侵虧者必應抵罪明矣。⋯⋯論者又

謂律載貪罪重於侵，必有深意，是大不然。夫侵盜帑項與勒索所部財

物，雖並列刑章，而庫帑之關係重大，人無不知。乃身為職官，敢侵

帑而漫無顧忌，則虐取所屬，恣飽貪壑，自必無所不為。特未經發覺，

                                                      
30 郭成康，《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頁408-409。 
3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17冊，頁551-555，乾隆二十三年十二月二日

奉諭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576，頁10-15，乾隆二十三年戊寅十二月甲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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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撫亦樂為徇隱，其帑項無著，則不得不揭參耳。⋯⋯向來按限勒追，

分年減等，亦辦理之不得不然。自朕觀之，但犯侵虧，即應按律治罪。

其虧空帑項，除該員家屬完繳外，著落該上司分賠，則上司畏累己而

不敢徇隱，劣員知失命而遑為其子孫謀，將見天下無侵員並且無貪員

矣。若徒輾轉勒限，似反以催追帑項為重，而以明示國法為輕。但前

年朕甫降旨，而侵貪者即少，是人尚知畏懼，故權不改勒限之例。⋯⋯

嗣後，二年限滿之犯，該督撫必當查明情罪，按例定擬，則後此更無

敢犯，正辟以止辟之義。若因循姑息，使水懦易玩，婦寺之仁，朕不

為也。⋯⋯夫威權生殺之柄，惟上執之，但不可任情以私耳。32 

第二是乾隆十四年（1749年）十月諭示侵貪犯並非尋常犯人，不得享有

大慶停勾的優惠，他說：「明、後兩年國家大慶（十五年是乾隆皇帝四十誕

辰，十六年是皇太后六旬萬壽），秋審一應情實人犯，理應停止勾決。但侵

貪之犯非尋常命盜案件可比，著各省督撫於所屬侵貪案犯限滿之日，即將已

完、未完實數聲明，分別定擬，另案具題，不必坐俟壬申年秋審。此朕因時

懲貪之意，此二年仍照舊例行」。33 

第三是乾隆十四年（1749年）十月，他再次表示，要積極整頓吏治的決

心，此與侵貪之犯皆知必定不會被正法，以致情況日益嚴重。而詳審以定刑

罰，決非有意從嚴，皆是不得已。他告訴內閣： 

朕今年辦理情實勾到案件，於侵貪人犯及關係軍務者，皆按其本罪，

不少假借。較之前次勾到，則為從重辦理。然實有不得已之苦心，蓋

立法而法不行，則人心無由知警。向來侵貪之犯，人人皆知其必不正

法。不過虛擬罪名，是以侵漁之案日積而多，若不亟為整頓，則營私

蠹國之風由茲日長，漸至釀成錮習。朕之有此一番辦理者，皆前此之

                                                      
3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359-360，乾隆十四年九月二十七日內

閣刑部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49，頁14-17，乾隆二十七年九月壬申。 
3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51，頁18，乾隆十四年己巳十月壬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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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蒙，入於緩決，有以致之也。⋯⋯朕以大公御天下，事事求協於理

之至當。至用刑之際，尤必再三詳審，稍有情節，必加研究原減，即

如虧空案內之胡世仁，因伊伯陣亡，雖在情實亦即按會典所載，加恩

免其正法。⋯⋯法不可弛，因時立制，並非有意從嚴，誠不得已耳。

經此一番辦理，所願文官不要錢，武官不惜死，人人奉公潔己，勉為

良有司。人人奮志忘身，勉為名將帥，雖不敢高言刑措而辟以止辟，

制治保邦之道，不外乎此。34 

第四與第三為同日所發的諭旨，除了將侵、貪的性質界定更加明確外，

更強調侵者必貪，因此犯侵貪者即入情實，即與勾決，以示嚴懲侵貪的決心。

他又告訴內外文職官員： 

此次勾到辦理侵貪各案，有督撫輕擬，經九卿改入情實者，有九卿混

入緩決，經朕指示情節改入情實者。所有二年限滿之犯，完數如例者，

業經分別原減。其逾限未完，營私入己，確然有憑者，予勾正法。誠

以律不容弛，法當共守。與其失之寬而犯之者眾，不如顯然示以無所

假借，俾知所戒，而不致更蹈覆轍，所全者實多也。⋯⋯此雖不僅指

侵貪，而官犯內惟侵貪者常多。以理論之，潔己奉公，人臣之職分應

爾。倉庫錢糧，莫非小民脂膏。上以供軍國經費，人君且不得私有。⋯⋯

夫取非其有者謂之盜，況取國家之所有乎？貪人之財猶謂之盜，而況

其貪國家之財乎？此其情尚有可恕乎？乃向來錮習，以為寧盜毋貪。

此在為上者，愛民之深，權其輕重，謂與其厲民，毋寧損上。以是重

言人臣之不可貪耳，豈忍以盜待臣子哉？為臣子者又豈甘以盜自處

哉？人徒知漁利於民者，貪也；蠹蝕於官者，侵也。援律傅罪，輕重

判然，不知貪者固有害於下，而侵者實無所畏於上。以無畏之心而濟

之以無窮之慾，則派累以肥橐者有之；因事而勒索者有之，甚至枉法

                                                      
3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390-3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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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乾隆十四年己巳十月甲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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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贓者有之；朝廷之府庫，且所不顧，更何民瘼之可矜，何民膏之

足惜？此侵則必貪，勢使然也。⋯⋯惟一犯侵貪，即入情實，且即與

勾決。人人共知法在必行，無可倖免；身家既破，子孫莫保。則饕餮

之私，必能自禁。何至甘心扞網冒法，此狂瀾之必不可不迴，而膏盲

之必不可不救。旋轉之機，端在於此。35 

透過以上四份諭旨，乾隆帝清楚表達「侵者必貪」、「侵貪官員恃其不會

被正法」的看法，以及其採取行動來表示嚴懲侵貪官員的決心，包括侵貪犯

即入情實絕不寬貸、不因國家大慶而對侵貪犯停勾。這些舉措卻引起官員的

議論，紛紛表示不贊同，反對以嚴厲的方式來懲處侵貪。乾隆帝針對這些批

評均加以駁斥。如乾隆於十五年（1750年）五月，說： 

熊學鵬奏稱，上年秋審勾決較前數年覺多，近年臣工條奏，更改刑名

律例，大概多尚嚴厲。請密降旨曉示內外臣工，辦理一切刑名不可刻

覈相尚，條奏增設科條者，概行禁止等語。熊學鵬此奏，甚屬悖謬。

上年秋審勾決之時，經朕詳悉裁審，其中如侵貪各犯蠹國殃民，實乃

法所不宥，若祇虛擬罪名概從緩決，則流風相煽，愈積愈多，為吏治

之大害，不可不稍為補救。若謂因此而致雨澤愆期，遂乃恣貪官污吏

之所為，一切置之不問，徒使貪黷成風，千百輩肆意婪肥身扞法網，

更復幸災樂禍，冀雨暘不時以為倖免之計，適足以干天怒而召災沴，

豈得轉以此為修省之要務乎。京師地居燕朔，春夏自來少雨，而幅員

既廣，則天災流行，亦所時有。然朕宵旰焦勞，當未降旨求言之先，

已寢食靡寧，所望在廷臣工共思政治之實，有闕失處同心一德，力圖

修治。若以辦理侵貪等案，為失之過嚴，則前此未辦之時，何以向年

屢事祈禱，且御極之初，則共知為諸事從寬者，又何以水旱偏災，各

省亦時時入告。⋯⋯但朕既降旨求言，熊學鵬即識見迀謬，姑從寬勿

                                                      
3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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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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特詳悉剖示，令中外諸臣共知明刑弼教，不可為貪吏開倖生之路，

其有游談附和者，必從重治罪。36 

乾隆帝對熊學鵬的風不調雨不順皆因辦理侵貪過於嚴苛感到荒謬，也不

認可刑律條例多尚嚴厲，仍堅持對於貪官污吏不應再輕縱，概以緩決。又如

乾隆十五年（1750年）七月，他又表示： 

如羅源浩所云司榷者侵蝕，朕不能保人人必無，亦不能謂人人盡有。

沽名博譽者，漫謂此時功令森嚴，人皆畏法，不敢作弊。此語朕亦不

信，惟於貪吏舞弊婪贓，嚴懲不貸耳。有如朱荃之賄賣生童，明福之

贓私巨萬者，畏法奉公之語，可信耶？不可信耶？但國家辦理庶務，

祗可整肅綱紀，有犯必懲，毋縱之漏網，致滋玩弛斯已矣。若謂設防

立禁，苛察細碎，遂可杜絕弊竇，不知防一弊即生一弊。37 

乾隆帝對於此時功令森嚴，人皆畏法不以為然，並且質疑貪官污吏真的

會畏法奉公。他認為只有整肅綱紀，有犯必懲，才能杜絕侵漁。乾隆二十三

年（1758年）九月，他宣布停止「侵虧入己限內完贓減等條例」，再次以實

際作為支持懲治侵貪，具體將上述幾道諭旨的想法付諸於行動。不可避免，

仍引起部分官員的反彈，認為限內完贓為慎重國帑，如果斷然停止對國家損

失不小。例如，御史湯先甲上奏刑法宜為變通一摺，乾隆帝認為甚屬迂謬，

他說： 

明刑弼教，國家治世之大權，而當寛當嚴，惟在因時隨事，期於情法

允協。⋯⋯至稱州縣侵虧帑項，宜照舊例辦理。在貪墨敗檢之徒，誠

何足惜。然非所以慎重國帑等語。貪墨之吏蠹國病民為害甚鉅，執法

懲創，正為閭閻保全生命、惜愛脂膏計耳。若如該御史所言，將使敗

檢之徒可以倖免，尤而效之者，何所顧忌。試問大吏朘削於下官，郡

                                                      
36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65，頁1-5，乾隆十五年庚午五月己未。 
37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9冊，頁237-238，乾隆十五年七月十八日奉諭

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69，頁4-6，乾隆十五年庚午七月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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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誅求於編戶，如此而謂小民能受和平之福，誰其信之。若以限內完

贓，為足慎重國帑，則是該御史今日之奏，非為問刑，乃為言利矣。⋯⋯

總之，用刑之道，貴在鑑空衡平，而干犯法紀之人，莫如悖逆、貪污

二者，於法斷無可縱此令典昭垂，自古至今，未之有易。⋯⋯至若律

例條目隨時增定，原因案件參差不一，非律文所能賅備，是以輕重相

衡，期一歸允協。38 

從乾隆帝秉持「乾綱獨斷」的祖宗家法，及奉行「寬則糾之以猛，猛則

濟之以寬」、「有治人、無治法」的準則，在懲治侵貪方面，除了增訂部分律

例加以規範外，最終仍取決於乾隆帝本身所擁有的最高司法裁量權。雖然他

屢屢宣稱：「朕辦理庶務，一秉大公，有功必錄，有罪必懲。惟視其人之自

取，從不稍存成見，而有所愛憎於其間」。39其實，細究發生的案件及乾隆帝

參與的情形，則不盡然皆是公正無私，雖不至任情以私，但也非皆依律例而

行。 

第二節 追繳與分賠的辨法 

國家的吏治敗壞最具體表徵即為官吏的侵貪，乾隆帝在因應充斥的侵貪

現象的官僚體系時，藉著處理諸多案件所頒布的諭旨，說明他的懲治侵貪虧

空的主張，同時亦逐漸釐清侵貪的意涵。大抵而言，「侵」、「貪」、「虧空」

三者極容易混淆，故泛稱侵虧或侵貪，大清律中關於「侵」、「貪」、「虧空」

在法律上的定義及刑罰皆不相同。然乾隆一朝的侵貪案件，亦有為數不少的

案件兼具「侵」與「貪」。相形之下，「虧空」在性質上較單純。 

乾隆帝對「侵」的定義，乃蠹蝕於官者。40檔案、官書中常以「侵盜」、

                                                      
3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17冊，頁551-555，乾隆二十三年十二月二日

奉諭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576，頁10-15，乾隆二十三年戊寅十二月甲寅。 
3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77，頁16-21，乾隆五十六年辛亥四月辛未。 
4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389-390，乾隆十四年十月二十九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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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蝕」來表示，其犯罪對象主要是官僚體系中的成員，利用自身權力竊取

政府資產，適用《大清律例》中＜刑律‧賊盜上＞二百六十四監守自盜倉庫

錢糧：「凡監臨主守，自盜倉庫錢糧等物，不分首、從，并贓論罪。并于右

小臂膊上刺”盜官銀、糧、物”三字，⋯⋯四十兩斬」，共有條例766至771：41 

 

條例 例                    文 

766 凡漕運糧米，監守盜六十石入己者，發邊遠充軍。入己數滿六百石者，擬斬監候。 

767 小船人戶受雇偷載漕糧盜賣者，將船戶照漕、白二糧過淮後盜賣、盜買枷號一個月，

例減二等發落。其漕船頭舵明知旗丁盜賣，不據實舉首者，俱照不應重律杖八十。

受財計贓從重論。 

768 凡侵盜應追之贓，著落犯人妻及未分家之子名下追賠。如果家產全無，不能賠補，

在旗參、佐領、驍騎校，在外地方官取具甘結，申報都統、督撫，保題豁免結案。

倘結案後，別有田產人口發覺者，盡行入官，將承追申報各官革職。所欠贓銀米穀，

著落賠補。督催等官，照例議處。內外承追督催武職，俱照文職例議處。再一應贓

私，察果家產全無，力不能完著，概予豁免，不得株連親族。倘濫行著落親族追賠，

將承追官革職。其該管上司，如有逼迫申報，取具甘結之事，屬官不行出首，從重

治罪。 

769 凡侵貪之案，如該員身故，審明實係侵盜庫帑，圖飽私橐者，即將伊子監追。 

770 監守盜倉庫錢糧，除審非入己者，各照那移本條律定擬外，其入己數在一百兩以下

至四十兩者，仍照本律問擬，准徒五年。其自一百兩以上至三百三十兩，杖一百，

流二千里。至六百六十兩，杖一百，流二千五百里。至一千兩，杖一百，流三千里。

一千兩以上者，擬斬監候，勒限一年追完。如限內全完，死罪減二等發落；流徒以

下免罪。若不完，再限一年勒追，全完者，死罪及流、徒以下各減一等發落。如不

完，流、徒以下，即行發配；死罪人犯監禁，均再限一年，著落犯人妻及未分家之

子名下追賠。三年限外不完，死罪人犯永遠監禁。全完者，奏明請旨，均照二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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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上海大學法學院、上海巿政法管理幹部學院點校，《大清律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年），頁36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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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減罪一等之例辦理。至本犯身死，實無家產可以完交者，照例取結豁免。其完贓

減免之犯，如再犯贓，俱在本罪上加一等治罪。文武官員犯侵盜者，俱免刺字。 

771 漕白二糧過淮，責令該管道、府、州、縣往來巡察，如有將行月糧米私自盜賣、盜

買者，拿獲各枷號一個月。若有一人盜買及一幫盜賣，數至百石以上者，將為首之

人枷號兩個月，折責四十板，糧米仍交本船，米價入官。其失察盜賣之運弁，如米

數不及五十石者，將該弁即於倉場衙門捆打四十；數至五十石以上者，降一級調用；

百石以上降二級調用；二百石以上革職。如地方官失察者，交該部議處。 

 

特別的是條例770「除審非入己者，各照那移本條律定擬外，其入己數

在一百兩以下至四十兩者，仍照本律問擬，准徒五年」。將「入己」與否列

入刑罰考量。 

而對「貪」的定義，乃漁利於民者。42檔案、官書中常以「貪婪」、「貪

瀆」來表示，其犯罪對象同樣是擁有權力的官吏，從人民取得財物，適用《大

清律例》中＜刑律‧受贓＞共有11條律文（條例列於附錄）：43 

 

律文名稱 律  文  內  容 

三百四十四官吏受財 凡官吏受財者，計贓科斷。無祿人，各減一等。官追奪除名，吏罷

役，俱不敘用。說事過錢者，有祿人減受錢人一等；無祿人減二等，

罪止杖一百，徒二年。有贓者，計贓從重論。有祿人枉法贓，各主

者，通算全科。⋯⋯八十兩，絞。不枉法贓，各主者，通算折半科

罪。⋯⋯一百二十兩以上，絞。 

三百四十五坐贓致罪 凡官吏人等，非因事而受財，坐贓致罪。各主者，通算折半科罪。

與者，減五等。一兩以下，笞二十。一兩以上至十兩，笞三十。二

十兩，笞四十。三十兩，笞五十。四十兩，杖六十。五十兩，杖七

十。六十兩，杖八十。七十兩，杖九十。八十兩，杖一百。一百兩，

                                                      
4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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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上海大學法學院、上海巿政法管理幹部學院點校，《大清律例》，頁529-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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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六十，徒一年。二百兩，杖七十，徒一年半。三百兩，杖八十，

徒二年。四百兩，杖九十，徒二年半。五百兩，罪止杖一百，徒三

年。 

三百四十六事後受財 凡有事，先不許財，事過之後而受財，事若枉斷者，准枉法論；事

不枉斷者，准不枉法論。 

三百四十七官吏聽許

財物 

凡官吏聽許財物雖未接受，事若枉者，准枉法論；事不枉者，准不

枉法論，各減一等。所枉重者，各從重論。 

三百四十八有事以財

請求 

凡諸人有事，以財行求得枉法者，計所與財，坐贓論。若有避難就

易，所枉重，從重論。其官吏刁蹬，用強生事，逼抑取受者，出錢

人不坐。 

三百四十九在官求索

借貸人財物 

凡監臨官吏挾勢及豪強之人求索借貸所部內財物，并計贓，准不枉

法論；強者，准枉法論，財物給主。若將自己物貨散于部于，及低

價買物多取價利者，并計餘利，准不枉法論；強者，准枉法論，物

貨價錢并入官給主。若于所部內買物不即支價，及借衣服、器玩之

屬，各經一月不還者，并坐贓論。若私借用所部內馬、牛、駝、騾、

驢及車、船、碾磨、店舍之類，各驗日計雇賃錢，亦坐贓論，追錢

給主。若接受所部內饋送土宜禮物，受者，笞四十；與者，減一等。

若因事而受者，計贓以不枉法論。其經過去處，供饋飲食及親故饋

送者，不在此限。其出使人于所差去處，求索借貸賣買多取價利，

及受饋送者，并與監臨官吏罪同。若去官而受舊部內財物，及求索

借貸之屬，各減在官時三等。 

三百五十家人求索 凡監臨官吏家人，于所部內取受求索借貸財物，及役使部民，若買

賣多取價利之類，各減本官罪二等。若本官知情，與同罪。不知者，

不坐。 

三百五十一風憲官吏

犯贓 

凡風憲官吏受財，及于所按治去處求索借貸人財物，若賣買多取價

利，及受饋送之類，各加其餘官、吏罪二等。 

三百五十二因公科斂 凡有司官吏人等，非奉上司明文，因公擅自科斂所屬財物，及管軍

官吏科斂軍人錢糧賞賜者，杖六十。贓重者，坐贓論；入己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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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贓以枉法論。其非因公務科斂人財物入己者，計贓以不枉法論。

若饋送人者，雖不入己，罪亦如之。 

三百五十三克留盜贓 凡巡捕官已獲盜賊，克留贓物不解官者，笞四十。入己者，計贓，

以不枉法論，仍將其贓并論盜罪。若軍人弓兵有犯者，計贓雖多，

罪止杖八十。 

三百五十四私受公侯

財物 

凡內外武官不得于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侯、伯所與金銀、緞匹、衣

服、糧米、錢物。若受者，杖一百，罷職，發邊遠充軍，再犯，處

死。公、侯與者，初犯、再犯免罪，三犯奏請區處。若奉命征討，

與者，受者，不在此限。 

 

至於「虧空」，乃庫帑虧缺，造成的原因除了因公挪移外，侵蝕、侵貪

亦會導致虧空，適用《大清律例》中＜戶律‧倉庫上＞一百二十三虛出通關

朱鈔：「凡倉庫收受一應係官錢糧等物不足，而監臨主守通同有司提調官吏，

虛出通關者，計所虛出之數并贓，皆以監守自盜論。若委官盤點錢糧數本不

足，扶同申報足備者，罪亦如之。受財者，計贓朱鈔者，亦以監守自盜論。

納戶知情減二等，免刺。原與之贓入官。不知者，不坐。其贓還主。同僚知

而不舉者，與犯人同罪。不知及不同署文案者，不坐」與＜戶律‧倉庫下＞

一百二十七那移出納：「凡衙門收支錢糧等物，已有文案勘合，若監臨主守

不正收、正支，那移出納還充官用者，并計贓，准監守自盜論，罪止杖一百，

流三千里，免刺。若不給半印勘合，擅出權帖，或給勘合不立文案放支，及

倉庫不候勘合，或已奉勘合不附簿放支者，罪亦如之。其出征鎮守，軍馬經

過去處，行糧草料，明立文案，即時應付，具數開申，合于上司，准除，不

在擅支之限。違者，杖六十」。（條例列於附錄）44 

乾隆帝在處理大小不同的各種類型的侵貪案件後，對於「侵」、「貪」、「虧

空」的概念闡述更詳細、完整，他強調澄清吏治並非只是防止侵盜而不懲處

                                                      
44 上海大學法學院、上海巿政法管理幹部學院點校，《大清律例》，頁234-237、頁24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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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婪。侵盜與貪婪二者有所差異，但兩者常相伴而生，官吏一旦侵漁國課，

必然也會朘民自潤。為了貫徹愛民的政治理念，必須加以遏制、杜絕貪風。

他在乾隆十二年（1747年）十月時，向內閣諸臣說： 

朕因各省侵貪案件纍纍，意欲懲一儆百，以息貪風。大學士及該部並未

詳查立法本意。蓋懸度朕意，止於惡侵，而不知朕意，實在於懲貪。夫

侵盜之與貪婪，似乎有間。而不知服官守職者，孰無畏懼之心，不敢先

虧庫帑。至於藐視國課，恣意侵漁，則下此之苞苴魚肉，更復何所顧忌，

必致朘民自潤，貽害無窮。故天下庸有貪而不侵者，必無侵而不貪者。

嚴侵盜正以懲貪婪，此整綱勅法之要道也。⋯⋯朕用法從無假借，而必

準情酌理，允協厥中，以歸至當。45 

乾隆帝更進一步表示對於「與其有聚斂之臣，寧有盜臣者」與「律載貪

罪重於侵」的論述，並不贊同。他認為盜臣（侵）與聚斂（貪），罪行是一

樣的。侵虧者的對象是國家庫項，可以計贓論罪，但聚斂則不易明立科條，

加以治罪。由此推測，乾隆帝對於吏治與官場文化的見解，頗為透徹。他在

諭旨中明白指出貪的範圍不易界定，即使大清律例中相關律、例亦無法全部

涵蓋。例如，餽贈及規禮該視為「貪」亦或應視為人情世故一部分，而面對

實際的案例時，乾隆帝所採取的懲處也沒有明確的標準。 

對於「侵」、「貪」與「虧空」案件的調查、審訊、議刑，則有一套完備

的制度。但乾隆帝非常重視「應追款項」，由此又衍生出「限內完贓」與「上

司分賠」等議題。而三種案件在議刑時，都必須考量犯罪動機為「公」或「私」、

侵帑是「入己」或「非入己」、犯罪結果「枉法」與「不枉法」，而這與戶部

左侍郎管戶部李紱於雍正十三年（1735年）十一月的進言，有不謀而合之處，

他上奏的內容為： 

而督撫諸臣以多參屬官為秉公者，相習成風，至今未已。夫黜陟幽明，

                                                      
4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202-203，乾隆十二年十月六日內閣刑

部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00，頁11-12，乾隆十二年丁卯十月癸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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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官之典，官苟有罪安得不參，惟當辨其過，故察其公私。凡貪贓枉法

實有受賄劣跡者，罪雖小而必不可留。凡因公詿誤、或迫於不得已、或

陷於不及知者，罪雖大而不可輙去。故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六計

弊，吏以廉為主，故貪贓之吏，刻不可容人，非聖人不能無過，故寛其

處分，乃可有為。宋臣范仲淹謂：「當官者私罪不可有，公罪不可無，誠

以畏避公罪，則無敢任事者」。46 

雖然無從得知乾隆帝是否受到李紱這番建言的影響，但是署兵部侍郎王

士俊對於「入己」與「非入己」的建議，確為乾隆帝所採納。乾隆元年（1736

年）九月，刑部議覆： 

署兵部侍郎王士俊奏，侵盜錢糧有原非入己，照侵盜擬罪較之實犯侵

欺，情罪稍輕，應如所奏。除臣部此等案件，另行查辦外，應行文各

旗省，將此等人犯不必計銀數多寡，酌奪該犯情節可否免罪，咨送臣

部查覈具奏。又虧空軍需，亦應如所奏。除實在侵蝕、希圖肥己、指

名冒銷、借端剋扣、罔利營私，以致軍需虧空，不准免罪外，其有實

係軍需中之挪移，及報銷到部，如何覈減，並已經准銷，又覈減不准

開銷，著落賠補之處，應行文各該旗省咨報戶部查明，會同臣部覈奪

具奏請旨。從之。47 

最初，乾隆帝對於懲處侵貪的條例修訂是由嚴轉寬，然為時甚短。首先，

廢除「侵盜錢糧滿三百兩擬斬，及一千兩以上不准援赦」的條例，並且放寬

侵盜錢糧數目與刑罰，乾隆元年（1736年）十一月，九卿議覆： 

刑部奏言，嗣後凡侵盜錢糧，數滿千兩以上者，照例擬斬監候。其一

千兩以下，照律雜犯准徒。遇赦，則數逾萬兩者，不准援宥，萬兩以

                                                      
46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68年11月版）第

25輯，頁356-359，戶部左侍郎管戶部三庫李紱奏陳請專百官職司之守以收人材之實用摺，雍

正十三年十一月初二日。 
47《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22，頁10，乾隆元年丙辰七月戊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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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俱准赦免。其從前數滿三百兩擬斬，及一千兩以上不准援赦之例，

均應刪除。至八旗一切收貯公所錢糧，并交庫銀兩，亦應照直省監守

自盜錢糧，分別一千兩上下，擬斬監候，及雜犯准徒，定例遵行。仍

遵旨，一萬兩以下准其援赦，有逾此數，不准豁免。其三百兩以上斬

決等例，并請刪除。從之。48 

此條例的修訂成為《大清律例》中＜名例律上‧常赦所不原＞的條例。49 

其次，有關應追款項。即位之初，乾隆帝所採取的政策是倘若犯官「家

產盡絕，概與豁免，不得牽連家屬」，他說： 

凡各省侵貪挪移應追之項，查果家產盡絕，力不能完者，概與豁免，毋

得株連親族。一、八旗及內務府並五旗包衣人等，凡侵貪挪移應追銀兩，

實係本人，家產盡絕者，查明准與豁免，其分賠、代賠及牽連著賠者，

一概豁免。一、應追軍需錢糧，除本身不准豁免外，其弟兄親族以及指

欠、開欠，有著落追賠者，著該部旗查明具奏，候旨豁免。50 

很快地乾隆帝便察覺到將侵貪、挪移等而視之，並不符合執法的公平原

則。因為侵貪大抵皆為己，而挪移有可能迫於公事緊急，於是乾隆二年（1737

年）七月，頒布諭旨加以修正，不再一味採取寬大的態度，他說： 

從前侵貪那移應追之項，已於恩詔內，令查果係家產盡絕力不能完

者，概予豁免。今朕思侵貪皆係入己贓私，罪無可逭。至於那移之項，

或因公事緊急，不得不為通融，或移此就彼，為一時權宜之計。夫錢

糧各有款項，豈容任意那移？在那移之人，雖法無可貸，而較之侵貪

之人，稍有不同，情尚可原。著該部查明雍正十三年九月以前那移各

案，所有家產，除已經交官及變價外，其有已報未估，並估報而尚未

                                                      
4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0，頁10，乾隆元年丙辰十一月戊戌。 
49 上海大學法學院、上海巿政法管理幹部學院點校，《大清律例》，頁105。 
50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2，頁8，雍正十三年乙卯九月己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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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交者，分別情節，查明實係因公確有憑據者，具題請旨。51 

此外，乾隆帝亦無法接受題奏動輒以家產盡絕，遂無力完帑的說法。他

一心一意要施行中道之治、寬大之政。執政兩年來，施恩豁免為數甚多，而

家產盡絕卻隱約指責其趕盡殺絕之意，所以乾隆帝於數週後頒布諭旨，訓誡

諸臣，他對王大臣們說： 

朕臨御以來，凡八旗部院及直省虧空銀兩，施恩豁免者，已不下數千

萬。溯其虧空之源，或係侵蝕，或係那移。侵蝕者以公家之帑金，充

己身之肥橐，其罪固無可逭。而那移之項，則由辦理不能妥協苟且遷

就之所致，亦屬罪所應得者。⋯⋯至於題奏虧空案件，動云家產盡絕。

夫所謂家產盡絕者，必上無片瓦，下無立錐，飢不得食，寒不得衣，

有不可終日之勢。若今所謂家產盡絕之人，衣食未嘗虧缺，家口仍得

支持。不過無力完帑，遂過甚其辭以邀恩免，而實非至於此極也。⋯⋯

嗣後一切虧空案件，仍照舊例辦理。如有實在不能完納者，但當云無

力完帑，出具保結，不得用家產盡絕字樣。52 

乾隆帝有了實際管理政事的經驗後，便開始檢討即位之初所宣布的政

策，除了釐清侵貪、挪移之外，又於乾隆二年（1737年）四月，增訂文員處

分雙俸並罰之例，以示對京官、外官的懲處公允，並無偏袒任一方，他告訴

總理事務王大臣說： 

昔年皇考軫念部務繁多之尚書侍郎，特恩加賜雙俸，並令遇有罰俸處

分，免罰加賜之恩俸，此格外之曠典也。上年朕將在京文員俸銀，概

加一倍，大小均霑，雖名恩俸，其實即正俸也。若遇處分時，亦照從

                                                      
5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冊，頁200，乾隆二年七月七日奉上諭。《大

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46，頁8，乾隆二年丁巳秋七月癸巳條。 
5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2冊，頁307-308，乾隆二年七月二十一日總理

事務王大臣奉諭旨。《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84，訓臣工二，頁2423-2424，乾
隆二年丁巳七月丁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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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部堂之例，不罰加增之俸。是在京文員，竟無罰俸之事，何以示懲？

且與武員事不畫一，未免偏枯，勢不可行。嗣後大小京員遇有罰俸案

件，將本身應得俸銀按年按月計算，不必分晰扣除。53 

鑑於許多案犯存著僥倖心態，願以己身換取後代子孫得享厚貲，認為既

已身故，即使勒追累及家屬，拖延數年則可以聲請豁免。為了杜絕這種弊端，

乾隆十二年（1747年）六月，採納了刑部的建議，他說： 

州縣官侵蝕倉庫，非因公挪用可比。此等貪劣之員，多有身故事發以

後，不過於家屬名下，勒限著追，遷延一二年，率以家產全無，保題

豁免。且並有父殁而子乘機盜帑，移罪於父，己仍得坐擁厚貲者，故

無以懲貪風。夫父子一身也，子代父罪，亦理之宜。崇倫永既經身故，

著將伊子崇元誦監禁追比。嗣後，侵貪之案，如該員身故，審明實係

侵盜庫帑者，即將伊子監追，著為例。54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父子一身，子代父罪」的觀念，往後也具體落實在

乾隆帝懲處侵貪案件中，例如，貴州巡撫良卿因揭發威寧州知州劉標虧缺銅

本腳價，進而被查出其與高積「串通結納、任意營私」，查清後皆被處以正

法，其子富多、富永著銷去旗籍，發往伊犂，賞給厄魯特為奴。55而甘肅冒

賑一案的勒爾謹之子、王亶望之子皆革職發往伊充當苦差。56 

乾隆帝在位期間，關於懲治侵貪虧空的法律條例，並非一成不變，而是

隨著不同案件發生，而有所增刪。然而，當官員與刑部建請嚴定「應追款項」

的相關條例時，卻被乾隆帝以不協政體為由而駁回。例如乾隆十六年（1751

                                                      
5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40，頁35-36，乾隆二年丁巳四月癸酉。 
5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183，乾隆十二年六月十二日奉旨。《大

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292，頁26，乾隆十二年六月甲戌 
55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852，頁27，乾隆三十五年庚寅二月壬戌。 
5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0冊，頁652-653，乾隆四十六年八月五日內

閣奉上諭。頁658，乾隆四十六年八月八日奉旨。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

污檔案選編》（北京：中華書局，1994年8月第1版）第2冊，頁1373、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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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二月，他告訴內閣： 

福建巡撫潘思榘條奏，承追虧空，請定章程以杜隱匿規避一摺。刑

部定議覆奏，俱照該撫所請，嚴定條例以重考成。此所謂似是而非，

實不協於政體也。⋯⋯凡係侵貪之案，限滿不能完贓者，必抵於法，

乃辟以止辟之意也。然嚴令已申分賠著追之例，亦向有明文，惟在

執法者實力奉行。⋯⋯而明正其罪，用肅刑章法，如是足矣。若又

因此蔓延於眾，亦但覺其繁苛耳，即如從前律例所載，何嘗不責令

分賠，而舊習相蒙侵那屢見。可知立法而不能行，雖嚴設科條，何

裨政體。朕惟因時立制，弊去太甚，而令在必行。⋯⋯潘思榘此奏，

亦因朕近年辦理侵貪之案，不容寬假，遂以此為揣摩，該部自應持

平酌議，務崇政體，乃有意迎合即為准行。是不知朕之經理庶務寬

嚴期於協中，從不存畸重畸輕之成見，揣摩迎合，舉無所容也。57 

除了依犯罪情節量刑外，應追項亦是懲處侵貪與虧空案件的重要環節。

雍正三年（1725年）訂定的「限內完贓減等條例」即著重在應追項，「侵盜、

那移等贓一年內全完，將死罪人犯，比免死減等例，再減一等發落，軍、流、

徒罪等犯，免罪」。58乾隆帝亦沿用此例，所以官員只要在期限內繳完贓款，

則不論是「侵」、「貪」或「虧空」，都可以獲得減刑。乾隆六年（1741年）

爆發了一連串的侵貪案件，涉案官員不乏二品級大員，尤其是薩哈諒、喀爾

欽及鄂善皆為旗籍，促使乾隆帝開始正視侵貪漸多的現象，並且隱約表露出

此條例有修正的必要性，他於九月時說： 

定例，文武官員犯侵貪等罪者，於限內完贓，俱減等發落。近來侵貪

之案漸多，照例減等，便可結案。此輩既屬貪官，除參款外，必有未

                                                      
57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517-518，乾隆十六年二月二十九日內

閣奉上諭。《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9，聖治五，頁335，乾隆十六年辛未二月

丁酉。 
58 《清朝文獻通考》，卷197，頁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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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敗露之贓私。完贓後仍得飽其囊橐，殊不足以懲儆。著尚書訥親、

來保，將乾隆元年以來，侵貪各案人員，實係貪婪入己，情罪較重者，

秉公查明，分明奏聞，陸續發往軍臺効力，以為黷貨營私者之戒。嗣

後官員有犯侵貪等案者，亦照此辦理。59 

乾隆帝顯然藉由這次徹底清查，加重了對於侵貪「入己」犯官的懲處，將貪

婪入己者發往軍台効力，不讓他們得以享有限內完贓俱減等的優遇。 

當督撫、九卿法司依據「限內完贓減等條例」將侵盜貪婪等犯列入緩決

時，乾隆帝則表示極度的不贊同。如此一來，限內完贓減等將成為侵貪諸犯

的保護傘。他既要遵循其父所訂的條例，又要防止此例被曲解濫用，所以採

取折衷的方式，一方面仍允許限內完贓，另一方面則要求當二限期滿時，審

度其犯罪情節，應該入情實則必須列入，以待其勾決。並且要求大學士、九

卿詳加研議，定出明確的懲處辦法。乾隆十二年（1747年）九月，對內閣諸

臣說： 

人臣奉公潔己，首重廉隅。貪婪侵盜之員，上侵國帑，下朘民膏，實

屬法所難宥。是以國家定制，擬以斬絞重辟，使共知儆惕，此紀綱所

在不可不持。⋯⋯朕因見近來各省侵貪之案纍纍，意欲早為整頓，庶

其懲一而儆百，不致水懦而寬難。⋯⋯是侵盜貪婪之犯，秋審時原有

擬入情實，奉旨勾到者。及詢以今何以率入緩決，以致人不畏法，侵

貪之風日熾，則不能對。蓋因例內載有分年減等，逾限不交，仍照原

擬監追之語。至秋審時概入緩決，外而督撫、內而九卿法司習為當然。

初不計二限已滿，既入秋審，自當處以本罪，豈有虛擬罪名，必應緩

決之理？⋯⋯嗣後，此等二限已滿，照原擬監追之犯，九卿於秋審時，

覈其情罪應入情實者，即入於情實案內，以彰國法。60 

                                                      
5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冊，頁744。《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51，
頁17，乾隆六年辛酉九月庚寅。 

6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199-200，乾隆十二年九月二十三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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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大學士、九卿研擬出的懲治辦法，則以乾隆帝的折衷方案為前提，

再依據犯罪情節、犯後悔改彌補情況來決定其刑罰： 

凡侵貪案犯，二限已滿，察其獲罪之由，如動用雜項，及那移核減，

一應著賠。作為侵欺，並收受借貸等款，問擬貪婪，迨監追後急圖完

公者，量擬為緩決。若以身試法，贓私累累，至監追二限已滿，侵蝕

未完尚在一千兩以上，及貪婪未完尚在八十兩以上者，秋審時即入情

實，請旨勾到。61 

上述這三項懲處刑責公布後，依據刑部的統計呈現出侵虧案漸少的情

況，表示這項政策是有其成效，乾隆帝因此受到鼓舞，下令往後皆照此辦理，

他於乾隆十四年（1749年）五月說： 

向來侵虧倉庫實犯之案，秋審朝審，概擬緩決。該犯明知其必不正法，

雖有二年之限，從無交完，以致帑項虛懸。而各省侵虧之案，亦不一而

足，無以儆貪風而申國憲。是以於乾隆十二年命大學士九卿詳核議定條

例，分別情節，入冊候勾。⋯⋯今據刑部查奏：「自定例以後，各省參劾

侵虧之案漸少，而五案中現在全完者一案，完及七分者二案，其餘二案，

亦俱有交完之項。是該犯等尚知所儆惕，急圖完公，應酌量加恩寬

宥」。⋯⋯嗣後，俱照此辦理。62 

促使乾隆帝進一步廢止侵虧入己完贓減等條例的重要關鍵，是湖南布政

使楊灝。他於乾隆二十一年（1756年）侵扣應買補常平倉穀銀三四千兩，其

實楊灝並不是第一位犯侵貪罪的布政使，他利用掌管財賦的職權侵銀入己，

即使他已經交納贓銀，但「刑部依律議斬監候，且不准減等，從之」。63此案

                                                                                                                                       
閣奉上諭。《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95，嚴法紀三，頁2568，乾隆十二年丁卯

九月庚戌。 
61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299，頁11-14，乾隆十二年丁卯九月庚戌。 
6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315-316，乾隆十四年五月十六日軍機

大臣等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41，頁1-2，乾隆十四年己巳五月癸亥。 
6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534，頁19，乾隆二十二年丁丑三月丙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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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處原比律例規定的還嚴厲，尤其是不准他採用限內完贓減等之例，事實上

只有乾隆帝擁有這樣的裁量權。但是湖南巡撫蔣炳竟違反刑部的議處，而將

楊灝列入乾隆二十二年（1757年）秋審官犯冊內，且以限內完贓應列入緩決。

此舉致使乾隆帝大怒，立即下令將楊灝即行正法，並且再次質疑限內完贓減

等例的正當性，「凡督撫大吏皆可視婪贓虧帑為尋常事，⋯⋯一旦敗露亦不

過於限內完贓」。64 

為了展現整飭官方肅清法紀的決心，乾隆於二十三年（1758年）九月，

正式宣布停止「侵虧入己限內完贓減等例」。他說： 

但思侵虧倉庫錢糧入己，限內完贓准予減等之例，實屬未協。苟其因

公挪移，尚可曲諒。若監守自盜，肆行無忌，則寡廉鮮恥，敗亂官方

已甚。豈可以其贓完限內，遂從末減耶？且律令之設，原以防奸，匪

以計帑，或謂不予減帑等，則孰肯完贓？是視帑項為重而弼教為輕

也。⋯⋯嗣後除因公挪移及倉穀霉浥，情有可原等案，仍照舊例外，

所有實係侵虧入己者，限內完贓減等之例，著永行停止。65 

乾隆帝一方面以法律制裁來懲治侵貪犯官，另一方面亦下令各省督撫將

地方必需公費款項立定章程，將各地耗銀徵收動支情況，造冊咨送戶部覈

銷，以便清理每年應交之款項。如此一來，中央可以掌握地方的財政情況，

進而預防州縣的挪移、虧空，乾隆五年（1740年）正月，他又告訴內閣： 

朕御極之初，曾降諭旨，飭令督撫毋得重耗浮徵，致困閭里。凡賦多

稅重之地，屢加寬減，民捐官墊之款悉動存公。乾隆三年，又將解部

                                                      
6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3冊，頁88-90，乾隆二十二年九月九日、十日

內閣奉上諭。頁109，乾隆二十二年十一月五日奉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546，頁
11-14，乾隆二十二年丁丑九月戊戌；頁15-18，乾隆二十二年丁丑九月己亥。 

6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3冊，頁253，乾隆二十三年九月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570，頁22-23，乾隆二十三年戊寅九月戊戌。然而嘉慶

朝時便廢止此例，再度恢復雍正時的完贓減等條例，且又增加了「三年限外不完，死罪人犯

永遠監禁」。上海大學法學院、上海巿政法管理幹部學院點校，《大清律例》，頁36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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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半，平餘一項扣存司庫，以備荒歉應用。蓋因各省公用甚繁，而耗

羨無幾，惟恐所入不敷所出，是以不惜部庫之歳餘，留備地方之不足。

各省督撫藩司皆當加意慎重，不時查覈，減官吏一分之浮費，即留百

姓一分之實惠，此理顯然可見。⋯⋯雍正十三年六月內曾奉皇考諭

旨，將各省耗羨存公銀兩勒令清查，原屬防微杜漸之至意。朕嗣位之

初，念耗羨不同正項，從前原未定有章程，且歷年已久，各省規條不

一，官員更換亦多。況復恩詔屢頒，縱有拖欠，亦當在寛免之例，是

以諭令暫行停止清查。今看各省情形漸滋冒濫，⋯⋯是及今綜覈清

理，亦豫為保全之道也。戶部可行文各省督撫，將地方必需公費分晰

款項，立定章程，報部覈明彚奏存案。嗣後務將一年之內額徵公費、

完欠雜支同餘剩未給各數目逐一歸款。各官養廉照依正署起止月日應

得分數，並扣除空缺，詳悉登記。其收數內有拖欠未完者，分別應否

著追。其支數內有透動加增者，分別應給有無那移虧缺之處，俱於歳

底，將一切動存完欠確數及扣貯減半平餘銀兩，造冊咨送戶部覈銷。

如此年清年款，則民力輸將均歸地方實用，而經理之負亦免罹於參處

矣。66 

儘管乾隆帝將地方財政透過立定章程而統一由中央來管理，但是在執行

的過程中，仍有部分官員鑽營漏洞，將耗羨與正項錢糧分開解部，藉此而從

中獲取利益。乾隆五十年（1785年）八月，頒布諭旨，重申兩者必須同時解

司，再由司庫動支給發，以減少弊端。但是為時已晚，有的省竟已拖欠數十

年，乾隆帝亦無法徹底查辦，究念為時已久，官非一任，恐輾轉查追，仍不

免累及小民。他說： 

戶部覈議，各省耗羨務令隨同正項錢糧一同報解一摺，已依議行矣！

此事曾經陸燿條奏戶部議覆准行。朕惟各省耗羨雖與正項錢糧不同，

然斷無正項錢糧全完，而獨欠耗羨之理，⋯⋯令儘數解司後，再行由

                                                      
66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04，理財一，頁1365-1366，乾隆五年庚申正月乙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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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動支給發，以杜弊混。並令該督撫於年終分晰報部，⋯⋯乃各省

辦理不善，拖欠竟有數十年之久者，此時自不得不徹底查辦，但究念

為時已久，官非一任恐輾轉查追，仍不免累及小民。著以乾隆四十年

為限，其乾隆四十年以前，各省所欠耗羨，俱著加恩竟予豁免。至四

十一年以後，拖欠耗羨，令該督撫藩司於經徵各官名下，嚴切查催，

逐一追繳全完，總不得向小民重徵滋擾，以示朕惠愛黎元之至意。67 

在應追項衍生出的議題，除了重新檢討「限內完贓減等條例」，乾隆帝

同樣也注意到上司分賠的問題。「分賠著賠」之例亦是沿襲雍正朝，為了懲

戒通同掩飾的上司未能實力稽查，致使屬員得以侵蝕錢糧，所以負起部分連

帶責任。由於其立法精神為懲失察而儆官邪，故乾隆帝此時採取寬大的態

度，但對臣屬則要求整綱肅紀、秉公處理。乾隆十二年（1747年）四月，他

告訴內閣諸臣說： 

向來州縣虧空倉庫定例綦嚴。⋯⋯朕觀近年來虧空漸熾，如奉天府尹

霍備任內，則有榮大成等五案；山西則有劉廷詔之案。朕是以照例，

令該管上司分賠。而揆厥由來，實緣該管上司見朕辦理諸事，往往從

寬，遂一以縱弛為得體。獨不思州縣定有養廉，用度儘可寬裕，何至

侵那虧空？⋯⋯在朕力崇寬大，黈纊凝旒，罔兼庶慎。而諸臣秉節奉

公，整綱肅紀，當查者查，當參者參，不事姑容，不為蒙蔽，乃所為

主職要，臣職詳合於寬而有制之正道。若一味縱弛，其將何所底止？

豈諸臣公爾忘私之意也？可傳諭各督撫共體此意，痛除積習，時時加

意稽查，據實辦理。如仍前寬縱，致貪風日熾，帑項侵虧無著，惟該

管上司是問。68 

                                                      
67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08，理財五，頁1406，乾隆五十年乙巳八月壬午。 
6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172，乾隆十二年四月二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95，嚴法紀三，頁2567，乾隆十二年丁卯四月

丙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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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帝於十六年（1751年）頒布數道諭旨，詳細說明他對上司分賠的想

法。第一：如虧空案件係侵貪入己，則該上司需負起監督不周的連帶責任，

即分賠虧帑。倘若是地方官自己挪移黴爛所致，則上司沒有失察之責，也不

必受到牽連。閏五月他對內閣說： 

向來屬員虧空本人力不能完，責令上司分賠歸項，所以懲失察而儆官

邪！原係從前舊有之例。朕御極之初，於虧空案內，分賠、代賠各項，

多從寬宥，地方官不能體朕格外加恩之意，因循故智。⋯⋯是以按照

定律，懲一儆百，期於辟以止辟，乃臣工等又不免意涉揣摹，遂將屬

員虧空之項，概議上司分賠，於政體未為允協。蓋上官有察覈屬員之

責，地方官實係侵帑自肥，及因事婪贓者，上司平時漫無覺察，自當

按數分賠，以昭懲創。至於那移霉爛之款，既非侵貪重案可比，亦非

尋常牧令所不能免之事，將該員律擬覈追，已足示懲儆。⋯⋯嗣後凡

虧空案件到部，應詳加察覈。其有實在侵貪入己之劣員，仍令該上司

等分賠，不得稍為寬貸，其他如挪移款項與倉穀浥變等事，祇該員議

罪者追，不必概令上司分攤賠補，致滋擾累。朕經理庶務，應寬應嚴，

惟準乎情理之正，從無畸輕畸重之見，存乎其間也。69 

第二：上司分賠與本犯無關，也不能因上司代賠帑項，而使之適用完贓

減等之例。他在九月時說： 

朕於侵盜劣員，定以重辟，嚴申限期者，原以警貪邪而肅法紀。初不

為錢糧起見，前經屢降諭旨，其定例上司分賠，不過因其瞻徇屬員，

不早為覺察，以致屬員恣行侵盜耳。若謂帑項有著，可即將本犯擬入

緩決，⋯⋯是國家以錢糧為重，人命為輕矣！殊未喻朕辟以止辟本

意。⋯⋯尋議，侵盜錢糧與貪婪事同一例，均以二年限滿，有無完贓

為斷。上司分賠仍與本犯無涉，不在完贓之例，其畏罪完項者，例得

                                                      
6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543-544，乾隆十六年閏五月六日內閣

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90，頁11-12，乾隆十六年辛未閏五月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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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恩，若限滿不完，應由緩決改入情實。但侵盜各案情罪輕重不同，

嗣請每年秋審內，仍照例按限定擬。70 

第三：反對將同賠案內他人應賠之分再次均攤代賠，如此一來，應賠者

均稱無力完繳。十月，乾隆帝駁斥廣東巡撫蘇昌的建議，他說： 

分賠之例，原專為侵貪之員虧蝕正帑，上司不早為覺察，是以責令分

賠，以專其責成耳。覆減長支，已非侵貪可比，即謂其不能實力稽查，

及估報不行覈實，亦應令賠所應賠，本分而止。若又將同賠案內，他

人應賠之分，均攤代賠，於情理殊未允協。且既有他人攤賠，將併應

賠之員，俱稱無力完繳。71 

此外，鑑於婪贓者私下寄頓貲財以規避查抄的情況漸多，乾隆帝亦將此

納入上司失察的範疇內，要求上司需負起部分責任，在處理南河虧空案時，

乾隆十八年（1753年）九月，他說： 

朕見邇來人心日壞，平昔糜帑縱欲，自知無所逃罪，輒先期密為運

寄。⋯⋯此固由心習澆漓，而實上司之徇縱有以啟之。是以此番概不

必抄查貲產，惟以奉旨之日為始，勒限一年，全完者據實請旨；限內

未能全完者，該督撫於限將滿之前，請旨即於該處正法，虧帑著落上

司分賠。72 

此外，為了杜絕官官相護的惡習，乾隆帝亦要求侵貪犯官的原推舉者必

須負起連帶責任，乾隆二十七年（1762年）四月，又下令： 

劉藻題參永北府知府馬淇珣營私不職一本。向來保舉官員陞任後遇有

貪贓不法之款，審實時將原薦舉各上司分別議處，而部員三年俸滿，

堂官保道府一項，向未議及。第思司員中分別簡缺保送者，其等差非

                                                      
7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572-573，乾隆十六年九月二十六日

內閣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99，頁16-17，乾隆十六年辛未九月己酉。 
71《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401，頁5-6，乾隆十六年辛未十月甲寅。 
72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446，頁5-6，乾隆十八年癸酉九月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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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薦可比，該堂官尚可從寛免議。若既定為繁缺，則必素信其堪勝艱

鉅而保之，與薦舉更何差別。而該員犯貪獲罪，竟不懲舉主以肅官方，

非情理之平也。此案馬淇珣俟貪贓審實，即查取原保繁缺之該堂官，

交部議處，自後並將此通著為例。73 

除了事後對官員的懲處之外，乾隆帝亦倚賴事前官員們彼此間的監督。

其實，這亦是配合清朝的政府官僚體制，皇帝一人大權獨攬，乾綱獨斷，單

憑一己之力，無法周知天下，掌握眾多官員，所以善用奏摺制度而落實監察

官員的操守、施政，以防止貪官污吏危害百姓。 

第三節  朝廷推動的各種防侵貪虧空政策 

清朝是高度君主集權的時期，所有中央與地方的組織、權力結構都是以

皇帝為中心。乾隆帝曾曰：「國家設官分職，文武兼資。在文職，則內而閣

部院司，外而督撫，以至守令丞尉，階級等差，相互維制。至武職為國干城，

同膺心膂之寄」。74對於這種「階級等差，相互維制」層層管理的政府組織，

乾隆帝顯然頗為自豪，如此一來，他只要掌控最上層的官員，便可統治國家，

他說： 

朕臨御四十年，一切人情物理，何事能逃朕洞鑒。若內而大學士、尚

書，外而督撫，不過二三十人之居心行事，尚不能察見底裏，其何以

知人任使、撫馭海宇乎。75 

乾隆帝自恃控制二十幾位督撫大員，便可充分掌握全國各地方的情況，

故對督撫寄予重望，雍正十三年（1735年）十一月，他對督撫說： 

                                                      
7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59，頁20，乾隆二十七年壬午四月壬辰。 
74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258，頁13，乾隆五十一年丙午七月庚戌。 
7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8冊，頁111-112，乾隆四十年十二月十五日

內閣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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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朕一人之心思，不能周知天下之利弊，故有賴於督撫。督撫一人之

耳目，不能徧悉地方之情形，故有資於良有司。是又在有司之各愛其

民，而仍藉督撫之倡率鼓勵之耳。設督撫之於有司舉劾不當，棄取失

宜，其害不在於有司，仍在於百姓。76 

此外，他亦把「有治人、無治法」的觀念具體落實到對督撫的期許，指

出吏治的好壞完全取決於督撫本身。乾隆六年（1741年）四月，他又告訴內

閣，督撫對於吏治的重要性： 

外省之吏治繫於督撫，督撫果能清正公明，則屬員咸知效法，而成大法

小廉之治。朕御極以來，訓諭督撫者，屢矣。其間能體朕心者，固不乏

人，而持躬不謹致蹈愆尤者，亦未嘗無之。77 

隨即他又說：「從來澄清吏治，必大法而後小廉。督撫司道有統率屬

員之責，不但賄賂餽遺亟當屏絕，即承辦公事亦不可有絲毫沾染，稍留指

摘之端，使州縣藉詞玩縱無所顧忌，⋯⋯以盡正己率屬之誼，實澄清吏治

之要務也」。78 

總督與巡撫既是封疆大吏，地方的最高行政長官，又身兼部院大臣之

銜，總督管理至少兩省的軍政與民政，巡撫則為一省的地方長官。因此，督

撫的職責包括正己率屬、察吏安民。也就是除要求督撫以身作則，潔志奉身

外，還必須察吏安民，尤其是察吏的部分更為重要。而提督學政是僅次於督

撫，而在布政使與按察使兩司之上。一省的政務又下分給布政使司（掌管財

賦又稱藩司）、按察使司（掌管刑名又稱臬司）及各道，司、道是負責監督

府縣，地位在督撫之下，但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在司、道之下，則有府、

直隸州與直隸廳，府之下有散廳、散州與縣。地方官的職務包括二方面：一

為徵調賦役，收取錢糧；一為執法審訊，掌握刑名。在道、府、州、縣的主

                                                      
76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頁31-34，雍正十三年乙卯十一月癸亥。 
77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頁309，乾隆六年辛酉四月辛丑。 
78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7，聖治三，頁313，乾隆六年辛酉八月癸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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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是兼有行政權及司法權。尤其是錢糧部分，由布政使負責典守，由巡撫

負責盤查。定例盤查藩庫是巡撫用封條封貯，因此巡撫與布政使相互依存，

一旦庫帑虧空，兩者皆難逃其咎。 

當官員犯罪時，則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加以審理。如「凡總督參劾之員，

令該巡撫審理；巡撫參劾之員，令該總督審理。其湖南、陝甘、浙江、江西、

山西、廣西、貴州等省，督撫所參之員，即令原參該督撫自行就近審結。該

布政、按察兩司審轉時，備詳隔省督撫稽覆。仍令審理之督撫將審案移會隔

省督撫，合詞具題。無督撫之省分，亦令巡撫自行審理」。79特別是侵貪虧空

案件，大抵凡涉及考核與錢糧，皆由布政使主審。可是卻屢屢發生與提刑按

察使衝突的情況，故乾隆二十九年（1764年）改定「嗣後不論侵貪那移，以

及濫刑枉法等案，統由臬司（提刑按察司）主稿，會同藩司（布政使司）審

勘招解，以責專成。倘藩司以事非己責，並不實心會鞫，或臬司因事由自主，

偏執己見，以致罪有出入，督撫查參，交部議處」。80 

除了透過地方行政官員分層管理外，另一方面也要求各級地方官員廉潔

自持，這是乾隆帝對於官員的正向期許。但乾隆帝也採取了防治侵貪虧空的

措施，即完善的監察制度。他善於運用奏摺制度，藉由與官員的直接連繫，

進而控制整個官僚系統，這時除了科道言官具有糾舉彈劾權外，總督、巡撫

亦具有監察彈劾權，根據馬起華對乾隆朝彈劾案的研究成果可知督撫彈劾人

次在乾隆朝居首位，遠遠高於科道及其他具有彈劾糾舉權的官員，81此足以

證明乾隆帝秉持「有治人無治法」的準則，對於其所任用的督撫視為股肱心

膂，既賦予治理地方之責，亦要監督所屬各級官員。 

對於督撫行使彈劾監察權逐漸凌駕於科道之上，乾隆帝並不認為此舉違

反政府體制，督撫行使監察權乃是執行公務，執行過程必須符合體制的規

範，應該採用正式的題本參奏。乾隆十五年（1750年）五月，他明令： 

                                                      
79 《大清會典事例》，卷122，吏部處分例，「外省承審事件」。 
80 《清朝文獻通考》卷207。轉引自吳吉遠，《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職能研究》，頁222。 
81 馬起華，《清高宗朝之彈劾案》（台北：華岡出版部，1974年），頁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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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省督撫參劾不職屬員，或請革職休致，或請降補改教，皆地方公務，

並非應行密辦之事，理當繕本具題，方合體制。82 

乾隆帝更鼓勵督撫應積極地執行其糾舉彈劾的職責，主動地、隨時地將

監督屬員的情況據實上奏，而非被動地、消極地等待皇帝的諭令。乾隆三年

（1738年）六月，他說： 

夫用人之柄操之於朕，而察吏之責則不得不委之督撫。朕御極之初，

曾有旨，著各省督撫將屬員賢否，具摺奏聞。彼時，各省督撫皆陳奏

一次，乃今並無一人陳奏者。不知督撫等始初有所舉劾，及已更換他

任，則又有應舉劾之屬員矣！豈必待朕諭旨屢頒，而始為遵旨敷陳了

事已耶。⋯⋯似此均當隨時奏聞，惟以秉公據實為主，不可存苟且塞

責之念，尤不可有瞻徇回護之私，如此則激濁揚清不致差忒，而於察

吏安民之道，庶有裨益，並將此旨曉諭各省督撫知之。83 

此時，凡可以直接向皇帝上摺奏事的官員，同時都具有行使糾舉彈劾權

的資格，包括「各省鹽政、織造、關差等若以係屬欽差，至督撫等如有貪劣

款跡，一有見聞，自當據實參奏，方為不負委任」。84而乾隆帝希冀官員彼此

間良性競爭，如此一來，官員們皆勇於任事，對其統治整個帝國助益甚大。

他不時訓飭諸臣需互相監督，如「國家設立督撫，原為互相糾察以維吏治而

飭官方。即藩臬兩司均有奏事之責，如敢挾嫌誣奏上司，固有應得之罪。若

總督果罔上行私贓款狼籍，自當據實上陳」。85又如「督撫大員同在一省，有

互相糾察之責，除商辦公事外，惟以各守廉隅不容絲毫通融交涉」。86 

                                                      
82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64，頁15-16，乾隆十五年庚午五月辛亥。 
8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0，頁9-10，乾隆三年戊午六月甲申。 
8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4冊，頁3380，乾隆五十八年三月

十三日內閣奉上諭。 
8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1冊，頁982，乾隆四十五年三月十

八日內閣奉上諭。 
8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4冊，頁3016，乾隆五十一年六月

二十九日奉上諭。 



第二章 乾隆帝懲治侵貪政策宣示 

 

81

除了外省官員積極行使糾舉彈劾權，舉發不少侵貪虧空案件，而部院九

卿竟無所知悉，乾隆帝亦加以訓飭，乾隆五年（1740年）十一月，他告訴大

學士、九卿： 

朕恭閱皇祖聖訓，內載諭九卿之旨曰：「爾等俱為大臣，天下督撫之

賢否，應於平時留心細訪以備顧問，誰貪誰廉即行公舉。雖門生故舊

不為徇庇，庶人皆知畏懼而勉勵矣」！乃者，朕問時，或謂未經同衙

門辦事，或自謂平日不接見人，知之不真，以此推辭，非理也。聖諭

煌煌，切中情事。近日在廷諸大臣之習，亦甚類此，即如郝玉麟、鄂

彌達從前議處之案，皆從外省發覺，廷臣並未有參奏之者，又如王士

任之劣蹟，德沛參劾之；岳濬之劣蹟，楊超曾參劾之。豈伊等未經敗

露之前，在廷大臣等竟一無聞見，而必待督臣之舉發耶！朕統御寰

區，一人耳目豈能周知中外臣工之臧否，惟大學士、九卿等留心訪察，

有聞即奏。庶人人知所儆戒，共凜官箴。朕可以收明目達聰之益，乃

不時召見諮詢，而陳奏者寥寥，殊不足以副朕之望，大臣受國家股肱

心膂之寄，朕不於大臣是任而誰任耶？大學士、九卿等果能留心於平

時，則各省大吏中，作弊營私簠簋不飭者，諒無有不燭照之理。87 

除了利用內部（部院）、外省（督撫）彼此間的競爭關係外，亦要求外

省各級官員，乾隆帝藉由接連發生的重大侵貪虧空案件，指責布政使與按察

使，因為畏懼督撫而瞻徇緘默，未能據實陳奏。乾隆四十三年（1778年）七

月，他對布按二司與督撫之關係說： 

兩司幫助督撫，辦理地方公事。⋯⋯設或督撫有贓私不法之事，兩司

原可據實密陳。若皆畏懼督撫，不敢一言，豈大吏劣蹟必待科道糾劾，

及朕親為訪聞，則又何必有兩司奏事之例？而兩司瞻徇緘默之咎，又

                                                      
87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0，頁23-25，乾隆五年庚申十一月丁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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豈能輕逭乎？88 

又如乾隆帝鑑於雲貴總督李侍堯貪縱營私一案，巡撫、布政使、按察使

皆未參奏，大加訓斥，乾隆四十五年（1780年）三月，他告訴內閣： 

督撫、布按身任封疆，理應整躬率屬，潔己奉公。庶羣僚知所觀感，

吏治可望振興，小民均受其福。自恒文、良卿、蔣洲、高積、錢度以

贓私敗檢，按律治罪。各督撫等共見共聞，諒無不洗心滌慮人勵清操

矣！乃近日李侍堯復有貪贓營私，汪圻竟有餽送金銀之事。⋯⋯督撫

有考察羣吏之責，布按亦有佐理奏聞之責。如令屬員置辦物件短發價

值之事，不能保其必無，已屬有玷官箴，乃敢明目張瞻，如李侍堯之

婪索多金、勒賣珠子，實從來所未有。論語云：「不逆詐，不億不信」，

此等事豈朕所忍為逆億。然李侍堯現有此事，則又安保各省之必無似

此者乎？督撫養廉豐厚，歳入一、二萬金，有何不足，而復貪饕無厭，

甘蹈簠簋不飭之誡，以致自罹法網，身名俱喪乎。至巡撫與總督近在

同城耳目親切，豈得諉為勿知匿不具奏。即藩臬兩司原有奏事之責，

果見督撫贓款狼籍至於如此，亦當據實上陳。今不但緘默不言，且有

獻媚餽送者，吏治尚可問乎？89 

實際上，乾隆一朝藩臬二司行使奏事之權所佔比例極小。馬起華認為其

原因有三：彈劾無效、受制於督撫、與督撫扶同。90最關鍵乃是乾隆帝本身

的態度，他曾說：「藩臬兩司固朕所簡用，而督撫尤朕所倚畀。以察吏者察

吏，當自藩臬始。是以朕於藩臬兩司，凡經督撫奏其不能勝任，或改調，或

                                                      
8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062，頁17-18，乾隆四十三年戊戌七月乙未。 
8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0冊，頁41，乾隆四十五年三月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1冊，頁987，乾隆四十五年

三月十九日諭內閣各省督撫應以李侍堯等為戒振興吏治著將此旨繕錄懸掛大堂觸目警心。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92，訓臣工十，頁2523，乾隆四十五年庚子三月戊戌。  
90 馬起華，《清高宗朝之彈劾案》，頁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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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用，無不即時降旨准行」。91由此可知，乾隆帝對於官員的信任程度與其職

位有關，督撫顯然高於藩臬，而且藩臬是首要被監督的官員。這樣的情況下，

藩臬豈敢勇於奏事，特別是對於督撫的彈劾。 

有鑑於明朝科道惡習，結黨營私，因此乾隆帝並不太倚賴科道言官的監

督糾劾，但是當科道未發揮應有的職責時，他往往大加訓誡，例如，乾隆三

十五年（1770年）二月便以良卿貪婪、劉標虧帑之案都不是科道等言官所舉

發為由，降旨申飭科道言官，說：「置此等侵虧敗檢大案於不問，國家亦安

用此委蛇緘默之言官為耶」？又說：「若將歷年來籍隸黔省之科道，治以曠

官之罪，亦所應得。但恐議處一二人，而遇事生風之輩，轉藉此謂臺諫得操

本省大員之短長，⋯⋯久且釀成黨援惡習，是以朕不為耳」。92 

而督撫的察吏之責並非只限於糾舉彈劾屬員，其亦兼負著盤查倉庫的重

任，這是防止虧空挪移的方法之一，而盤查時需依定例的規範，不得屢行滋

擾，尤其不可縱容其家人、吏役，乾隆八年（1743年）四月，他告訴內閣： 

各省定例，督撫盤司庫，司盤道庫，道府盤州縣庫，所以杜虧空防那

移也。從前各省上司或借端需索貽屬員之累，或虛應故事，無查察之

實，且或肆筵設席以相娛樂，納賄受禮以相交結，種種弊端，甚非立

法之意。⋯⋯此各督撫所當留心者，司道之庫原不過照例盤查，至道

府之於州縣，一年亦止可盤查一次，不得屢行滋擾。而盤查之時，必

須詳核不得徒存其名，並當各嚴其守，不獨己之一身，不可絲毫霑染。

即家人、吏役亦不可稍有縱容，如有犯此等弊習者，該督撫等即行參

處，庶盤查皆有實際，常行不致滋擾。若督撫等漠不關心，倘別經發

                                                      
91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99，察吏十，頁1308，乾隆三十九年七月乙卯諭。 
9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6冊，頁40-41，乾隆三十五年二月十三日內閣

奉上諭。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1冊，頁200-201，乾隆三

十五年二月十三日諭內閣著傳諭申飭於劉標一案漠不關心甘以寒蟬自處之科道官員。《大清

高宗純皇帝實錄》，卷852，頁18-20，乾隆三十五年庚寅二月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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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朕惟督撫是問。93 

當各省屬員離任時，不論其離任原因，督撫都必須將其任內經手的錢糧

加以清查，以避免虧空挪移轉交給接任者，久之則更難以釐清權責。乾隆十

五年（1750年）五月，他對於地方官員交接時的各種注意事項明白的下令： 

再向例各省參案，除特參貪酷拏問質審等犯，一面具題，一面摘印看

守。至其餘降革休致改教之員，必俟部覆允行，方令離任。⋯⋯嗣後

各督撫於屬員有題請革職，或勒令休致，另行降補，改用教職，以及

丁憂、告病，類應離任者，一面具題，一面即行委員收取印信署事，

並將任內經手錢糧一一清查，毋得瞻徇。94 

儘管督撫每年皆須盤查倉庫、官員離任交接時倉庫錢糧需加以清查，然

後彚整上奏。但是虧空案件卻屢見不鮮，小至縣，大至整個省。尤其是四十

年代後，情況更為嚴重。基於愛民的信念，乾隆帝不欲下令清查倉庫以查辦

虧空，他深知如此一來則受累的是百姓，所以對於官員總是再三告誡，尤其

是督撫身為國家封疆大吏，要克盡其職責，防止虧空情況發生。並且宣示自

己絕非懦弱姑息，必要時仍會執法以待。乾隆三十二年（1767年）正月，他

說： 

向來各省虧空案件，最為錮弊。雍正年間，經皇考嚴加整頓，稍知歛

戢。每恭繹硃批諭旨，於此事不啻三令五申，人亦不敢輕犯意諸弊漸

就肅清。朕御極以來，三十餘載，雖未特降旨查辦，然亦有犯必懲。

乃邇年來不肖之員營私骩法之案，疊次發覺。⋯⋯朕惟自愧水弱之

失，與寛誠之不能感人，若再不能執法，則朕亦非甚懦弱姑息之主也。

督撫為國家大吏，乃於屬員虧空，曲為徇隱，其欺罔實法所不容。95 

                                                      
93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冊，頁843，乾隆八年四月十八日內閣奉上諭。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89，頁5-6，乾隆八年癸亥四月辛丑。 
94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64，頁15-16，乾隆十五年庚午五月辛亥。 
95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201，嚴法紀九，頁2654，乾隆三十二年丁亥正月丁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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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盤查倉庫是每年例行公事，必須據實上奏有無虧空情況，但是往往

被視為具文，並未如實查核，以致虧空歷時甚久，數目甚多，著實難以彌補。

乾隆四十八年（1783年）正月，他對內閣說： 

本日，閔鶚元有盤查各屬倉庫無虧一摺，此係每年應行彙奏之件。乃

各督撫竟視為具文，屆期不過以一奏塞責，殊非覈實之道，即如直隸、

山東、浙江等省，現在查出各屬俱有虧空。⋯⋯想各省似此者，亦復

不少，著各直省督撫於接奉此旨後，再確切訪查。將各屬究竟有無虧

空之處，據實具奏。候朕酌量加恩，准照直隸等省之例，予限彌補完

繳，則此後年終彙奏，俱歸覈實，不致再蹈欺罔之罪，倘此次奏報復

有不實，將來別經發覺，惟原奏之該督撫是問，恐伊等不能當其重罪

也。96 

乾隆帝認為如果督撫都切實管理，隨時加以查察，即使有不肖之劣員，

也不敢侵挪導致虧空。反之督撫不能潔己率屬，受制於屬員不得不心存迴

護，遂概置而不查辦。那麼再多的律例科條，也無法發揮約束的力量，這也

是他一再強調的「有治人無治法」的精神。乾隆五十七年（1792年）二月，

他告訴內閣： 

清查之事，朕素不欲為。但各省州縣經縣管倉庫錢糧，該管各上司衙

門層層稽覈，立法不為不周。⋯⋯嗣經梁肯堂覆奏，分委隔屬之道府

大員督同候補丞倅州縣等官，分投各處調取收納紅簿，及完銀串票逐

一核對等語，自應如此辦理。復經降旨，該督令其確切嚴查，並勒限

一年將積欠之項全數歸款。直隸係首善之區，為各省之所取法，所有

山東、江蘇、河南、福建、湖北、浙江積欠較多省分，自應一體實力

查明，盡心經理。⋯⋯本日戶部議奏，各省經徵錢糧出借倉穀，俱責

                                                      
9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1冊，頁554-555，乾隆四十八年正月二十一

日內閣奉上諭。《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08，理財五，頁1406，乾隆四十八年

癸卯正月癸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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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該管道府，隨時確查，將州縣所報完欠錢糧數目，詳加覈對。並由

督撫取具，藩司道府印給報部存案，各條所議章程，雖為詳備，然在

人不在法。各省督撫務須遵照所議，督率所屬隨時隨事確訪嚴查，一

經查有弊端，即行嚴參究辦。97 

乾隆十八年（1753年）刑部辦理原任雲南省雲龍知州張璿應追盈餘鹽課

題請豁免一案。乾隆帝對此案的處理並不滿意：一方面張璿於乾隆十年（1745

年）因墮悞鹽斤題參革審，十一年（1746年）病故，直至十二年（1747年）

五月始行審結。總計侵挪認賠銅本、薪本、鹽課等項，竟然二萬七千餘兩之

多。則由各上司按股分賠，但是他應賠餘課卻拖延長達七年之久，才以無力

賠帑請求豁免。另一方面如果此案於參革之時，便嚴行查追，則不至於此。

因此，針對此事乾隆帝頒布一道上諭說： 

向來各省督撫於屬員虧空之案，但以察出劾奏，遂卸己責，其帑項之

有無著落，並不即為查辦。及至審明具題，起限著追，而狡詐之徒早

已多方寄頓，咨行原籍動輒逾年，不過以家產盡絕一語，照例結覆。

縱使著落上司分賠完項，而本人轉得置身事外，殊非國家懲貪之

意。⋯⋯督撫簡任封疆，有澄清吏治之責。使此等劣員既逃顯戮，復

邀豁免，何足以示儆戒？現在侵貪各案，俱照定例辦理，承審限期又

經特降諭旨酌定。各督撫等諒亦不致故蹈前轍，可於伊等奏事之便，

再為通行傳諭。嗣後遇有此等參案，務上緊實力查辦，倘仍拖延歳月

終歸無著，惟以分賠豁免為了事，朕必於該督撫是問。98 

再次訓誡督撫應善盡澄清吏治之責，並不只侷限於察劾，必須積極查

辦，尤其是帑項的部分，當全力追查，不可令其藏匿寄頓。乾隆帝頒布這則

                                                      
97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09，理財六，頁1416，乾隆五十七年壬子二月乙巳。  
98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5輯，頁375-376，乾隆十八年五月十六日班第

奏覆遵旨實力查辦虧空案摺。《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436，頁7-8，乾隆十八年癸酉四

月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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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辦屬員虧空諭旨後，全國各省包括福建、湖南、雲南、山西、山東、安徽、

直隸、貴州、湖北、甘肅、兩廣、浙江、陝西等皆於查辦後，加以奏覆。99 

乾隆帝任用與懲處官員時，究竟有無滿漢之別，亦或是重滿輕漢？就督

撫的滿漢比例而言，全國的巡撫滿漢約各佔一半，然而總督大多都是滿人或

旗人，因此重滿輕漢的表現是不言可喻。不僅是外省督撫大員，連內院的部

院九卿亦是滿多於漢，他曾明白對九卿說：「現今滿尚書六人，朕可保無其

他，而漢尚書中所可信者，不過新用之一二人而已」。100如此坦率表達出君臣

間的信任感是有滿漢差距，著實少見。 

不過面對官員質疑其用人有滿漢之別、地域之差異時，他不僅大加駁

斥，一方面強調任用官員的權力是皇帝所獨享的，另一方面用人皆有整體考

量的因素，最後則再次重申滿洲入關百年，人材輩出，何事不及漢人。乾隆

八年（1743年）二月，他告訴內閣說： 

昨因考選御史試以時務策，杭世駿策稱意見不可先設畛域，不可太

分，滿洲才賢雖多，較之漢人僅什之三四，天下巡撫尚滿漢參半，總

                                                      
99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5輯，頁438-440，乾隆十八年五月二十二日閩

浙總督革職留任喀爾吉善奏報閩省現在應追虧空無多及遵旨查辦緣由摺、頁476-477，乾隆

十八年五月二十六日署理湖南巡撫范時綬奏覆嚴督查辦虧空參案摺、頁529-530，乾隆十八

年五月二十九日雲貴總督碩色奏報耗羨等項並無虧空挪移情弊摺、頁780，乾隆十八年七月

十五日署理山西巡撫侍郎胡寶瑔奏報晉省無應審應追事件摺、頁783-784，乾隆十八年七月

十五日暫署山東巡撫楊應琚奏報東省虧空各案已經先行查辦全完各緣由摺、頁840-841，乾
隆十八年七月十九日管安徽巡撫事張師載奏報遵旨查辦虧空錢糧摺。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

中檔乾隆朝奏摺》，第六輯，（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71年10月），頁152-153，乾
隆十八年八月十七日直隸總督方觀承奏覆查辦屬員虧空案情形摺、頁161-162，乾隆十八年

八月十七日署貴州巡撫定長奏報援例追賠以清塵案摺、頁65-66，乾隆十八年八月六日湖北

巡撫恒文奏報湖北並無題參虧空侵欺案摺、頁108-110，乾隆十八年八月七日甘肅巡撫鄂樂

舜奏報甘省未完虧空各案辦理情形摺、頁141-143，乾隆十八年八月十六日署兩廣總督班第

奏報廣東廣西未完虧空案件情形摺、頁187-188，乾隆十八年十七日浙江巡撫覺羅雅爾哈善

奏報浙省屬員並無未完侵虧案件摺、頁284-286，乾隆十八年八月二十六日署理陝甘總督尹

繼善奏覆陝省未完虧空各案辦理情形摺。 
100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冊，頁707，乾隆六年三月九日九卿面奉上

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8，頁12-14，乾隆六年辛酉三月甲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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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則漢人無一焉，何內滿而外漢也。三江兩浙天下人才淵藪，邊隅之

士間出者無幾。今則果於用邊省之人，不計其才，不計其操履，不計

其資俸。而十年不調者，皆江浙之人，豈非有意見畛域等語。國家選

舉人才量能器使隨時制宜。自古立賢無方，乃帝王用人之要道。滿漢

遠邇皆朕臣聯為一體，朕從無歧視。若如杭世駿之論，必分別滿洲漢

人，又於漢人之中，分別江浙邊省，是乃設意見分畛域之甚者，何所

見之悖謬至此。況現在而論，漢大學士三缺，江南居其一，浙江居其

二，漢尚書六缺，江南居其三，侍郎內之江浙人，則無部無之，此又

豈朕存畛域之見，偏用江浙之人乎。至於用人之際，南人多而間用北

人，北人多而又間用南人，督撫之中有時滿多於漢，或有時漢又多於

滿，惟其才不惟其地，亦因其地復量其才，此中裁成進退權衡，皆出

自朕心，即左右大臣亦不得參預，況微末無知之小臣乎。且國家教養

百年，滿洲人才輩出，何事不及漢人。杭世駿獨非本朝臣子乎，而懷

挾私心，敢於輕視若此，若稍知忠愛之義者，必不肯出此也，杭世駿

著交部嚴察議奏。101 

若從乾隆帝駁斥的理由來分析，其辯解是有些牽強。他將督撫人數合計

以規避杭世駿所指出的「總督則漢人無一」的事實。再者，以滿漢的人數而

言，其所指稱的用人比例都是片面性，並不符合公平原則。就侵貪虧空案件

中滿漢的懲處結果來看，也不如乾隆帝一再宣稱「滿漢一體，從無歧視」。

其實滿漢之間是有所差異，連起初法律設計就是不公平，旗人皆享有同罪異

罰、同罪異審的特權，亦可享有減刑與換刑。 

不過乾隆帝卻不許滿臣流露出滿漢差異的想法，即使有，他也為滿臣辯

護，而非大加申飭。例如乾隆十六年（1751年）七月，他告訴軍機大臣： 

朕覽碩色所奏屬員賢否摺內，其所稱勝任而多加獎許者，多係旗員，

其所稱不稱職者，多係漢人。伊身係滿洲，未免先存成見，非虛公察

                                                      
101《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60，用人三，頁875，乾隆八年癸亥二月癸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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吏之道。朕用人行政鑒空衡平，滿漢從無歧視。蓋人才原不擇地而生，

但當隨材器使，俾人人得盡其長，苟意見稍涉偏私，將何以服人心而

昭懲勸。102 

「懲貪風以申國憲」是乾隆帝懲治侵、貪、虧空案件的基本綱領，他一

方面增修律例；一方面頒布諭旨。大抵而言，關注點集中於幾方面：一為侵

盜錢糧入己與非入己；二為應追款項，區分侵貪與挪移的差異；三為檢討限

內完贓條例；四則是應追款的分賠著賠。由於他一貫秉持「有治人無治法」

的信念，因此對相關法律的制定與增修並不是很積極。從乾隆一朝近四百件

的侵貪虧空案件更可看出其執法的裁量標準前後不一。在整理案件的過程，

發現「侵」、「貪」、「虧空」要完全釐清分開，相當不易，尤其是律例中亦將

侵貪連用，因此筆者仍沿襲通稱「侵貪」，但行文中會釐清且加以說明。 

統計分析乾隆一朝的侵貪虧空案件，發現大多數都是外省官員，之所以

產生這樣結果，乃基於外省官員直接掌管地方倉穀錢糧，當然這並不代表在

京官員都廉潔奉己，乾隆朝中仍出現了不少著名的貪污大臣，如，于敏中、

和珅。乾隆帝將督撫視為肱股之臣，賦予大權，期許這些「治人」能善盡察

吏安民之責，尤其是督撫的糾舉彈劾權對官員的約束制衡。但是一旦這些位

高權重的督撫大臣成為貪官時，乾隆帝又採取什麼態度及標準來論處，將在

下章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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