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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乾隆帝懲治侵貪的態度 

第一節  懲治侵貪案件的寬容期 

乾隆一朝的侵貪案件，現據官方檔案資料統計約有三百件左右，涉案人

數遠高於件數，有些通省性的案件犯案人數達百人以上，例如，以甘肅布政

使王亶望為首的甘肅冒賑婪贓案，涉案人數中光是被正法有五十八人，發遣

黑龍江及新疆則有五十一人。1有些則是單一官員收受賄賂，如褚泰、鄂善。

而乾隆帝對於不同層級的侵貪案件，懲處的態度也有所差異，並非皆依律例

而行。 

總督、巡撫是地方的最高行政長官，又身兼部院大臣之銜，而布政使隸

屬於巡撫之下，是負責掌管地方財賦，三者在地方組織中皆是位高權重。一

旦他們利用職權侵盜貪瀆時，事後懲處往往累及多人。雖然督撫藩司的侵貪

案件佔總數的比例不算高，然對於觀察乾隆帝的懲治侵貪而言，卻是具特殊

的意義。一方面乾隆帝對這些案件調查會積極參與、一方面其懲處時的種種

考量，都會在透過其諭旨來傳達，進而反映出乾隆帝的統治技術。 

因此，將乾隆一朝的總督、巡撫、布政使等地方大員的侵貪案件整理成

表3-1，可以發現幾個具體的現象：一、大部分的侵貪案件皆由督撫所參劾，

御史等科道言官則僅有數件，督撫逐漸取代科道成為監察吏治的主力；二、

旗籍官員侵貪案件的比例較漢人高，顯然這與滿漢官員在職位的比例有直接

的關係，乾隆一朝大抵總督皆為滿人、巡撫則滿漢居半，而滿員在懲處時大

多為賜令自盡；三、有些案件是乾隆帝有所風聞或心有疑慮進而下令調查發

                                                      
1 屈春海，〈乾隆朝甘肅冒賑案懲處官員一覽表〉，《歷史檔案》，第2期（北京，1996），頁

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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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四、這類的案件，乾隆帝通常會派遣欽差大員前往調查，以避免官官相

護的情形。 

由案件的分析，可以乾隆二十年（1755年）為分界點，乾隆帝對於二十

年前與二十年後發生的督撫與布政使侵貪案件，處理上有較明顯差異。當然

其處理方式並非一以貫之，還是會因個案審時度情有所不同。他的處理態度

是以「枉法」與「非枉法」、「貪贓入己」與「貪贓非入己」，再加上「限內

完贓減等條例」來考量。所以由表3-1所列的乾隆二十年前的案件發現，真正

依律例被處以正法的侵貪犯官是山西布政使薩哈諒與浙江巡撫常安。 

表3-1：乾隆二十年前的督撫藩臬侵貪案 

案發時間 案犯 案犯職銜 案由 檢舉者 懲處 乾隆帝諭示 

王士任 福建布政使

署理福建巡

撫 

納賄婪贓 閩浙總督德

沛 

十一年卒 派欽差御史朱續晫

到閩會同督撫審理 

署兩江總督 收受王德

純贈禮 

 從寛降二級

調用 

餽遺與納賄者尚屬

有間 

乾隆 

五年 

郝玉麟 

刑部右侍郎

（閩浙總督

任內） 

犯贓受賄  革職免治其

罪 

緣於鄂善賄賂，與

起意抑勒求索者有

間。 

乾隆 

六年 

薩哈諒 山西布政使 縱 容 家

人、婪贓

不法。 

山西巡撫喀

爾吉善 

依擬處斬 乾隆帝先有訪聞，

降旨詢問始參奏，

派吏部侍郎楊嗣璟

前往查辦。 

乾隆 

六年 

盧焯 浙江巡撫 營私受賄

五萬兩 

左都御史劉

吳龍 

依不枉法贓

律擬絞監候

秋後處決，

後 加 恩 錄

用。 

乾隆帝對此案調查

不滿意，歷時甚

久，引起民眾包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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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 

九年 

帥念祖 西安布政使 違 例 營

私，縱容

家 人 幕

友。 

川陝總督慶

復 

  

乾隆 

十二年 

常安 浙江巡撫 兩人婪收

銀一萬六

千八百餘

兩 

閩浙總督喀

爾吉善 

擬絞監候，

十三年卒。

命大學士高斌會同

顧琮查審，再派大

學士訥親前往覆

查。 

乾隆 

十四年 

張廣泗 川陝總督 婪得小金

川土司澤

旺金銀 

 正法  

乾隆 

十五年 

圖爾炳阿 雲南巡撫 瞻 徇 欺

隱，竟代

彌補。 

 依擬處斬，

後加恩從寛

釋 放 ， 任

官。 

 

乾隆 

十六年 

宮爾勸 雲南布政使 侵佔京銅 雲貴總督碩

色 

審明追賠之

項，餘還本

人，三十年

卒。 

如不過沿習陋規，

收歸公養廉路耗銅

斤，則所漁利甚

微，非一例率請變

價交內務府。 

嚴瑞龍 署湖北巡撫

布政使 

提用道府

養廉等款

湖廣總督阿

里袞 

擬斬監候秋

後處決 

令河南巡撫鄂容安

會同調查。侵用餘

平亦係各省藩司相

沿陋習，況伊在任

多年所積數只於

此，是其操守尚知

謹慎，不准以此定

其罪。 

乾隆 

十六年 

永興 湖廣總督 其家眷收

受嚴瑞龍

盤費銀兩

 續任官至正

黃旗滿洲副

都統 

加恩准納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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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 

十六年 

朱一蜚 山西巡撫（湖

北布政使護

理） 

收人葠三

觔 

山西巡撫阿

思哈 

查抄貲產，

二十年卒。

 

乾隆 

十七年 

汪德馨 按察使 勒 派 屬

員 、 收

賄。 

廣東巡撫蘇

昌 

  

乾隆 

十九年 

恒文 山西巡撫 餽給 侍衛永柱供

出 

應照違制律

革職，從寛

留任。 

 

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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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台北：國立故宮博物

院，1983年。  

資料來源：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帝起居注》，桂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2年。 

 

首先從被處以正法的山西布政使薩哈諒來看，乾隆六年（1741年）三月

山西巡撫喀爾吉善疏參薩哈諒收兌錢糧、擅作威福、嚇詐司書、縱容家人，

婪贓不法等各項情弊。2此案實係乾隆帝先有訪聞，降旨詢問喀爾吉善，伊始

參奏。不久又派吏部侍郎楊嗣璟前往，會同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嚴審定擬具

奏。隨即乾隆帝又說：「是朕以至誠待天下，而若輩敢於狼籍至此，豈竟視

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3調查進行的同時，他下令新柱會同該旗大臣等嚴

查薩哈諒的家產入官。4調查相關事證明確後，楊嗣璟則將薩哈諒擬絞監候；

但刑部則議依侵盜錢糧一千兩以上，擬斬監候；又刑部侍郎鍾保議應絞立

決，乾隆帝最終裁決依刑部所議為依擬應斬，解部監候秋後處決，而原任山

                                                      
2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8，頁9，乾隆六年辛酉三月壬申。 
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8，頁9-10，乾隆六年辛酉三月癸酉。 
4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43，頁2-3，乾隆六年辛酉五月庚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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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巡撫石麟則被革任。5其實，除薩哈諒之外，乾隆六年（1741年）三月，

又有喀爾欽、盧焯、鄂善等三位封疆大吏層級的官員被彈劾，然在乾隆帝

抱持著「水弱之病，朕實蹈之。若再不明彰國法，則人心風俗，將來何所

底止」？6的態度時，除了盧焯外，其他三員皆受到應有的懲處。 

再則是乾隆十二年（1747年）九月閩浙總督喀爾吉善參奏浙江巡撫常安

貪劣各款，乾隆帝遂將常安解任，並且命大學士高斌會同顧琮前往浙江查審

具奏。7然查案的過程中，乾隆帝指責高斌顯有和事之意圖，並未確實調查以

了解真相。次年，二月大學士高斌奏報其調查結果：「常安從乾隆八年（1743

年）起，每年兩次點換鹽政承差，收受銀八千餘兩。又察出原參款外，每遇

鹽政承差缺出，新役頂補，共收取銀一千七百餘兩。俱經各承差及把總王英

供吐明確」。8有鑑於事態嚴重，乾隆帝再派大學士訥親前往覆審，9最後查審

出常安婪贓入己並家人李十得銀，共一萬六千八百餘兩。10 

由於乾隆帝相當關心此案，認為督臣參劾巡撫非尋常屬員可比，茲事體

大，特別要求高斌嚴究以判曲直。然而高斌、陞任浙江巡撫顧琮不知秉公辦

事，始終有飾非護短情形，直到派訥親前往浙江調查的消息傳出，他們才將

實情上奏，實有負委任，所以將二人交部嚴察議奏，雖被革職，但仍從寬留

任。11七月時，刑部議奏革職浙江巡撫常安貪婪一案，據大學士訥親建議將

常安擬絞，解部監候。乾隆帝之贊同訥親的提議將常安以風憲官吏求索財物

                                                      
5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46，頁6-7，乾隆六年辛酉七月甲子。頁31-32，乾隆六年辛酉

七月丙子。 
6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40，頁17-19，乾隆六年辛酉四月戊申。 
7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201，乾隆十二年九月二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299，頁19-20，乾隆十二年丁卯九月甲寅。 
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7冊，頁30，乾隆十三年二月十二日奉諭旨。 
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07，頁1，乾隆十三年戊辰正月辛丑。 
10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09，頁37-38，乾隆十三年戊辰二月甲申。 
1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7冊，頁87，乾隆十三年四月二十日奉諭旨。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13，頁9-10，乾隆十三年戊辰四月癸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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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其餘官吏罪二等，枉法贓八十兩律，擬絞監候。12 

其實，從乾隆帝即位至乾隆二十年（1755年）此階段大部分的督撫、布

政使的侵貪案，犯官並未完全依例律加以論處。這樣的結果顯然與乾隆帝即

位後倡行寬大之政有關，乾隆帝此時的考量並非全然侷限於「懲貪婪以申國

憲」的框架中。他也在意臣民對他個人的評價，不想承襲其父嚴苛的統治技

術，所以在衡量、酙酌如何處理侵貪案時，其考慮的因素包括：犯官侵貪罪

行所牽涉的範圍、是否為沿用多年的陋習、犯官本身的身分條件等等。特別

是犯官本身的經歷背景這項，在這個時期是乾隆帝考量加恩寬免的重要條件

之一，這方面的論述會與第四章的某些個案重覆，但為了行文的連貫性，將

不予以刪除。 

乾隆十五年（1750年）十月，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因徇庇屬員被革職，拿

交刑部治罪。他因上年欽差大臣舒赫德入滇閱兵，接受布政使宮爾勸的建

議，令沿途各州縣動用庫銀，修理道路，建蓋公館，以致尋甸六州縣挪動銀

兩，永善知縣楊茂虧空銀米七千餘兩。知府金文宗遂代請彌補，藩司宮爾勸

即擅動官項，而圖爾炳阿竟行批結。因而，宮爾勸、金文宗被革職，交由總

督及新任之巡撫嚴審。13審查結果，皆認為圖爾炳阿身為封疆大吏，竟敢瞻

徇欺隱，對於屬縣虧空的情形不參，還敢代為彌補。何況司道大員近在同城，

對於他們侵蝕纍纍竟然毫無覺察，應比照監守自盜錢糧銀一千兩以上律，擬

斬監候。至於其侵虧銀兩等待宮爾勸、郭振儀等各案審結後追繳。14圖爾炳

阿後來則加恩從寬釋放。15 

而布政使宮爾勸正因擅動官項來代為彌補虧空，遭革職調查。在調查過

                                                      
12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19，頁19，乾隆十三年戊辰七月戊申。 
13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485，乾隆十五年十月十五日內閣奉上

諭。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9冊，頁321-322，乾隆十五年十月十五日

奉諭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74，頁17-19，乾隆十五年庚午十月甲申。 
14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82，頁19-20，乾隆十六年辛未二月癸未。 
15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425，頁3-4，乾隆十七年壬申十月乙巳。此案例在第四章第三

節有較詳細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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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雲貴總督碩色，又指出宮爾勸侵佔京銅一事，乾隆帝遂傳諭碩色嚴行查

辦，甚至命令有必要加以刑訊，亦不足惜。16但是，後來似乎發覺事情並非

如碩色所參奏那樣，乾隆帝認為雲貴總督碩色調查內容有誤導之嫌，以致他

下了錯誤的命令，他批示：「家人認贓一句可了之事，而汝等總不能指出，

何以服宮爾勸」？17又說：「其案情如果不過是沿習陋規及家人私受加秤，則

所漁利甚微，與郭振儀案等耳」。再依據宮爾勸供稱：「只收歸公養廉路耗銅

斤」，俱已報解充公，而其任所原籍貲產僅止此數，已大概可知，何用加之

夾訊？18所以碩色奏稱不贊成刑訊，根本是在誤導案情。乾隆帝又認為追賠

款項，皆已還清。如果不是大惡，所剩的款項應交還本人。如果所犯的是大

惡，餘款也應交給地方使用，而不必交回內務府。19也許乾隆帝認為雲南布

政使宮爾勸所犯非大惡，加上他不信任雲貴總督碩色的調查報告，所以儘管

兩罪並罰，宮爾勸也並未被處以正法。 

乾隆十六年（1751年）正月，出現官官互參的案子，湖廣總督永興與湖

北布政使嚴瑞龍先後參奏巡撫唐綏祖巧詐營私，乾隆帝遂將唐綏祖革職，交

新任總督阿里袞查辦。20隨後，湖廣總督阿里袞竟參奏原任湖廣總督永興於

進京途次聞訃，湖北布政使嚴瑞龍私派各府州縣幫助盤費，代雇騾頭，又公

湊銀兩送京，甚至提用道庫養廉銀。乾隆帝對此表示：「永興由滿洲世臣，

久列近侍，優加擢用，畀以總督重任，尚不能潔己率屬。其提用庫項並不奏

明，固屬不合，尚係向來所有。至收受派幫銀兩，則貪污卑鄙，深負朕恩，

著革職，交刑部問審」。21而布政使嚴瑞龍狡詐貪劣，乾隆帝則責令河南巡撫

                                                      
16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81，頁7，乾隆十六年辛未正月壬戌。 
17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1輯，頁317，乾隆十六年六月二十九日雲貴總

督碩色奏覆辦理宮爾勸侵佔京銅摺。《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91，頁15-16，乾隆十六

年辛未閏五月戊子。 
18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1輯，頁312-313，乾隆十六年六月二十九日雲

貴總督碩色奏覆刑訊宮爾勸失當恩謝訓誨摺。 
1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487，頁23-24，乾隆二十年乙亥四月癸酉。 
2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503，乾隆十六年正月三日內閣奉上諭。 
2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534，乾隆十六年四月十八日內閣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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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容安前往湖廣，會同該督秉公確查。22 

此案的懲處分成二部分：一為嚴瑞龍雖是糾舉者又是被糾舉者，但案情

較單純，乾隆帝表示侵用餘款是各省藩司相沿陋習，況且他侵用的數目是少

量，可見他的操守尚知謹慎。刑部議覆嚴瑞龍比照誣告人死罪已決律，擬斬

監候秋後處決，其應追銀兩均照追入官。唐綏祖僅有失察之罪，將其原有家

產歸還。23而值得探究的是永興的部分：乾隆帝在此顯露出重滿輕漢的態度，

永興乃滿人，他並未親自收受銀兩，而是其家眷回京收取司道銀兩。若依乾

隆帝在崇倫永摺中提及「父子一身」的觀念，永興家眷收取與永興本人收取

是沒有差別的，皆是犯「貪」。但是刑部卻不以此論罪，而是以他輕信嚴瑞

龍而彈劾唐綏祖，應照嚴瑞龍死罪減一等，杖一百流三千里，因為是旗人折

枷六十日，鞭一百，不准納贖。這明顯違反了律文二十六、「二罪俱發以重

論」的原則，乾隆甚至最後更推翻了刑部原議，裁示准許永興為己納贖，免

受刑罰之苦。24  

從乾隆帝對上述兩起案例的意見，突顯出一個問題即「相沿陋習」，他

曾試圖解決官僚系統中的陋習問題，但成效不彰。例如乾隆六年（1741年）

六月，乾隆帝聽說廣東省收糧各項陋規，遂令巡撫王安國徹底清查，永行禁

革。25乾隆十五年（1750年）明福、乾隆二十九年（1764年）王槩等皆在廣

東糧驛道爆發同樣的弊端。之所以一再發生所謂陋習的問題，一方面是陋習

跟規禮、餽贈之間的定義模糊，難以截然區隔開，乾隆帝亦常統稱陋習；另

一方則跟乾隆帝所秉持的「外支閒款與外省各衙門陋規相同，不敗露則苟

免，既敗露則應問」的處理原則，有必然的關係。再加上有些案例顯示即使

                                                                                                                                       
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87，頁7-9，乾隆十六年辛未四月乙酉。 

22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83，頁8-10，乾隆十六年辛未二月辛卯。 
23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537-538，乾隆十六年五月十二日內閣

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89，頁11-12，乾隆十六年辛未五月己未。 
2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539，乾隆十六年五月二十四日奉旨。 
2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462-463，乾隆十五年七月初九日內閣

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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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加調查，犯官也不見得會被懲處。尤其是牽涉範圍不廣、金額不多，如有

案犯但家無恆產，則不被處置的機會較高。例如，乾隆十三年（1748年）兩

淮鹽政吉慶、乾隆二十九年（1764年）閩浙總督楊廷璋。 

乾隆帝在這個階段對犯了侵貪罪的督撫寬免的比例較高，包括郝玉麟、

盧焯、圖爾炳阿、永興、恒文，至於何以寬免這些官員的原因，在第四章會

加以詳細的論述。乾隆五年（1741年）五月新任閩浙總督德沛參奏署福建巡

撫王士任納賄婪贓，建議將王士任革職嚴審，原總督郝玉麟因督察不周，亦

應交刑部嚴加議處。26此外，郝玉麟本身又因薦舉劣員王德純，被調查是否

有受賄的犯行，但郝玉麟堅稱僅在事後因接受王德純的感激才收下禮物。最

後乾隆帝在裁決其刑罰時，說：「此等餽遺，唯清操可信之大臣，方能槩行

屏絕。若尋常督撫中難保其一無收受，此與因事納賄者尚屬有間。且郝玉麟

係皇考簡用之大員，歷外任甚久，人亦諳練老成，若照部議降調，稍覺可惜，

著從寬降二級調用，以示薄懲」。27接著又說：「朕因人材難得，故臣工遇有

處分，每棄瑕錄取，此實失之太寛之處」。28不過，乾隆八年四月刑部奏，原

刑部右侍郎郝玉麟在閩浙總督任內，犯監守自盜不枉法贓五千九百九十七兩

零，應請革職，歸於參革延邵道鄂善案內辦理。乾隆帝此次則說：「郝玉麟

犯贓獲罪，本應按律定擬，但緣鄂善逢迎賄賂，與起意抑勒求索者有間。況

伊年老癃病久已休廢，且曾為皇考時封疆大臣，朕心有所不忍，郝玉麟著革

職，從寛免治其罪」。29接連被揭發的犯行，乾隆帝皆替郝玉麟開脫卸責，未

依律例而懲治。 

而乾隆六年（1741年）三月，左都御史劉吳龍奏稱，風聞浙江巡撫盧焯

營私受賄。30而盧焯是這個月被參劾的第三位封疆大吏層級的官員，乾隆帝

                                                      
2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冊，頁554，乾隆五年五月二十二日內閣奉上

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17，頁7-11，乾隆五年庚申五月庚申。 
27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25，頁10，乾隆五年庚申八月丙寅。 
2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27，頁1，乾隆五年庚申九月甲申。 
2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88，頁14-15，乾隆八年癸亥四月癸巳。 
30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8，頁23-24，乾隆六年辛酉三月己卯。 



懲貪風而申國憲─乾隆朝懲治侵貪案研究 

 

100

將其解任，令總督德沛、副都統汪扎勒逐一查審具奏。31但是乾隆帝對於他

們二人處理此案不甚滿意，因為原任山西布政使呂守曾竟然畏罪自盡，在會

審盧焯時又有百姓數百人喧求釋放盧巡撫，辦理時間更長達數月之久。32最

後，刑部等部會題盧焯、楊景震俱依不枉法贓律，擬絞監候秋後處決，呂守

曾亦應照律擬絞，已縊死無庸議。33但是，乾隆帝「念伊尚係舊人加恩錄用，

適因一時乏人」。他卻又在陝西巡撫任內遇有進貢方物則派辦屬員，調任湖

北時又向借庫銀一千兩未還，是以革職發往巴里坤効力贖罪。34就此進貢所

衍生的問題，乾隆帝是很避諱的，尤其是將考核表現與進獻牽扯一起。他說： 

嗣後督撫各宜自量如以養廉自辦，毫無累及所屬，循例可也。藉曰

不能則如勿進，若如盧焯及近日恒文之藉口自肥則斷不可。督撫之

優劣自由績効，於進獻毫無干涉，此亦天下所共知者。而旁人之指

摘議論必不可掩彼，受派累者不且怨及君上耶！至庫項絲毫均闢國

帑，乃竟欲私相授受，公然向藩司借貸，其罪更不待言矣！35 

然而有一種侵貪行為是乾隆帝必定嚴懲，絕不寬宥的，即為需索番夷或

將乾隆帝賞賜給番夷的物件索回。例如乾隆十四年（1749年）二月，經略大

學士忠勇公傅恒奏稱審訊漢奸王秋、川陝總督張廣泗家人薛二供出，張廣泗

婪得小金川土司澤旺及已正法之賊黨良爾吉阿扣等金銀。乾隆帝認為經略大

學士傅恒辦理此事，甚為妥當。張廣泗以封疆大員，身膺軍旅重寄，需索內

地屬員已不可原諒，還藉端詐騙番夷金銀，貪污藐法，將張廣泗的兒子張極

等拿交刑部，並把他的家人薛二鎖解來京。36事實上，張廣泗早於乾隆十三

年（1748年）十二月被處斬，原因是他延誤軍機，在第一次金川之役中屢屢

                                                      
3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藏，乾隆朝錄副奏摺C135（分類號），1291-026（檔號）。《大清高宗
純皇帝實錄》，卷145，頁1，乾隆六年辛酉六月己酉。 

32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55，頁24-25，乾隆六年辛酉十一月己丑。 
3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65，頁22-23，乾隆七年壬戌四月丁巳。 
34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540，頁23-25，乾隆二十二年丁丑六月庚午。 
35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9，聖治五，頁344-345，乾隆二十二年丁丑六月庚午。 
3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8冊，頁31-32，乾隆十四年二月三日奉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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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利。此案是在其死後才追究出，儘管如此，乾隆帝仍下令查抄其家產，確

無隱匿。又如乾隆十六年（1751年）十一月，原茂隆銀廠課長、捐納通判吳

尚賢侵蝕五年應賞葫蘆酋長蚌筑的課銀，共約二萬九千餘兩，每年僅實給二

百兩，其餘多侵肥入己。37乾隆帝遂下令雲貴總督碩色加以查辦，並著手查

抄並變賣其家產入官。38 

乾隆十九年（1754年）七月，在調查侍衛永柱向杜爾伯特貝勒色布騰索

取乾隆帝賞賜的馬匹、朝珠、時辰表，更進一步查出他向山西巡撫恒文索取

銀兩。永柱一犯兩罪，乾隆帝認為他勒索恒文還情有可原，但對於索回賞賜

物則「深忿恨」，他說：「不意朕滿洲親信之人，膽敢如此辱命，貽笑新附外

夷，此後將如何用人耶」？故下令永柱於此處正法示眾，並將他的妻子發往

黑龍江給索倫為奴，命阿里袞將查抄其家產。至於恒文的部分，乾隆帝卻用

不同的標準處理，他說：「恒文即行餽給，亦屬不合，應照違制律革職，著

從寛留任」。39 

乾隆十六年（1751年）五月，山西巡撫阿思哈參山西巡撫朱一蜚護理撫

篆時，收受護太原府事的太谷縣知縣馮浩人參三斤，而將馮浩保陞為德州知

州。由於朱一蜚屢任藩司，勒派屬吏，乾隆帝遂降旨革職審擬。40十二月時

阿思哈奏報朱一蜚及藩庫大使華圻等營私舞弊的調查結果，41並且查抄其原

籍家產貲財。42朱一蜚並未立即被處以正法，他死於乾隆二十年（1755年）。 

                                                      
37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1輯，頁871-872，乾隆十六年十一月十一日雲

貴總督碩色上奏二摺，一、奏報查明茂隆廠課長吳尚賢不法情節摺。二、奏報吳尚賢不法事

跡摺。 
38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輯，頁505-508，乾隆十七年三月二十四日雲

貴總督碩色上奏二摺，一為奏報籌辦入官產價摺、一為奏報查明吳尚賢原籍隣境及廠所財產

摺。 
3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469，頁19-20，乾隆十九年甲戌七月乙巳。 
40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89，頁8-9，乾隆十六年辛未五月己未。 
41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輯，頁265-266，乾隆十六年十二月二十日山

西巡撫兼管提督事務阿思哈奏報朱一蜚案訊擬完結摺。 
42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3輯，頁659-660，乾隆十七年八月二十二日浙

江巡撫覺羅雅爾哈善奏請處置朱一蜚家產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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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帝對於澄清吏治有其一貫堅持，統治技術不宜過寬也不宜過嚴，寬

嚴之間取得平衡，在十九年（1754年）閏四月的諭旨裡清楚指出： 

此蓋見朕近日有特旨從重辦理之案，遂心存觀望大失輕重之宜。朕

明慎用刑，惟期平允，從無畸輕畸重之見。如糾眾聚匪劫犯辱官，

及貪官侵蝕限內仍不完贓等案，因其為人心風俗所關，不得不嚴示

懲創寘之重典。並非於尋常案件，一概從嚴科斷也。……總之，一

存成見即屬私心，如因有此旨，復謂朕意近在從寬，以姑息為迎合

之術，於不宜寬者概從寬，則又失之遠矣，通行傳諭各督撫知之。43 

他也從一連串的侵貪虧空案件，重新檢視「限內完贓減等條例」對於整

飭吏治的危害，直到乾隆二十三年（1758年）、二十五年（1760年）兩階段

宣布停止此例前，需要一段時間的醖釀。在處理乾隆二十年（1755年）鄂樂

舜案、乾隆二十二年（1757年）的蔣洲案時，也堅定其停用此條例的想法。

是以從乾隆二十年（1755年）至四十年（1775年）可謂是其積極懲治侵貪的

階段。 

第二節  懲治侵貪案件的積極期 

乾隆帝從二十年（1755年）開始，對於懲處侵貪的督撫大員不似前一階

段那麼寬容，由表3-2可以清楚看出，被加恩寬免的官員變少，而這個階段被

處以正法的人數明顯增加，加上宣布「限內完贓減等條例」的停用，都是乾

隆帝積極整飭吏治，懲治侵貪的表現。 

                                                      
43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15，慎刑四，頁1458。乾隆十九年甲戌閏四月壬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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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乾隆二十年至四十年的督撫藩臬等侵貪案 

案發時間 案犯 案犯職銜 案由 檢舉者 懲處 乾隆帝諭示 

乾隆 

二十年 

鄂樂舜 原任浙江巡撫 勒索鹽商 浙江按察

使富勒渾

賜令自盡，查

抄家產。 

派戶部左侍郎劉綸

查辦，後又交尹繼

善會審。 

乾隆 

二十一年 

楊灝 湖南布政使 侵 扣 銀

三、四千兩

入己。 

湖南巡撫

陳宏謀 

不准用限內

完贓歸入緩

決，即行正

法。 

 

乾隆 

二十二年 

恒文 雲貴總督 勒索屬員 雲南巡撫

郭一裕 

賜令自盡 派劉統勳查案，不

得有滿漢之見。 

乾隆 

二十二年 

蔣洲 山西布政使 侵 虧 庫

銀，勒派通

省彌補。

山西巡撫

塔永寧 

即行正法 派劉統勳會同塔永

寧查案 

乾隆 

二十五年 

阿思哈 江西巡撫 勒 派 屬

員，巧於納

賄。 

江西學政

謝溶生 

依擬應絞，著

監候秋後處

決，然續任

官。 

派劉統勳、尹繼善

查審。要求調查贛

南道董榕虧空與其

科派有無關連。 

高錦 奉天府治中 勒借店戶

銀兩，餽送

通福壽銀

兩。 

奉天府尹

通福壽 

 交欽差戶部右侍郎

安泰查審 

乾隆 

二十七年 

通福壽 奉天府尹 受賄    

乾隆 

二十九年 

楊廷璋 閩浙總督 令屬員懷

蔭布代買

物品，少發

價銀。 

 加恩來京効

力，次年接兩

廣總督。 

派尚書舒赫德、侍

郎裘曰修查辦 

乾隆 

三十年 

和其衷 山西巡撫兼管

提督 

代彌補段

成功虧空

 應斬監候秋

後處決 

命四達會同高晉審

理。此案屬外省相

沿陋習，各省督撫

中似此者諒亦不止

莊有恭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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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 

三十四年 

揆義 江西布政使 收受黃肇

隆餽送吹

唱優人 

 革 去 侍 衛

職，交刑部治

罪。 

傳諭高晉查明 

良卿 貴州巡撫 勒索劉標

餽送短價

買物 

依擬處斬 派富察善、吳達善

前往查案。其子富

多、富永著銷去旗

籍，發往伊犂賞給

厄魯特為奴。 

高積 貴州按察使 販賣官物

抑派屬員

正法  

乾隆 

三十四年 

方世儁 湖南巡撫（曾

任貴州巡撫）

勒索六千

兩 

威寧州知

州劉標具

控 

從寛改為應

絞監候秋後

處決 

 

乾隆 

三十六年 

明山 陝甘總督 要求南新

兩縣修改

衙署 

 續任官，四十

四年卒。 

派高晉調查 

乾隆 

三十七年 

錢度 雲南布政使 勒索屬吏 滇省銅廠

廠員、宜良

知縣朱一

深。 

正法 命刑部左侍郎袁守

侗會同署撫李湖查

辦 

阿 爾 泰

（與其長

子 明 德

布） 

四川總督 婪索屬員 乾隆帝詢

問川東道

託隆 

賜令自盡，應

追項在其子

錫拉布名下

追完 

派文綬查審 乾隆 

三十七年 

劉益 布政使 代阿爾泰

勒派屬員

與將扣存

養廉暗行

餽繳 

 所犯止係逢

迎上司與婪

贓入己者有

間，不應擬斬

決。 

 

乾隆 

三十九年 

彰寶 雲貴總督 勒派屬員 保山縣知

縣王錫等

供出 

斬監候，病死

獄中。 

 

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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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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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83年。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帝起居注》，桂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年。 

 

乾隆二十年（1755年）十一月，浙江按察使富勒渾密奏原任浙江巡撫鄂

樂舜勒索通省鹽商銀八千兩，以致鹽商等嘖有煩言。而現任浙江巡撫周人驥

明知其事，並不勸阻。乾隆帝批示：「摺中多不明不盡之情，有旨諭部」，並

派侍郎劉綸馳驛前往浙江查辦，審明時則由驛遞六百里馳奏。44次年，正月

乾隆帝認為劉綸等查審鄂樂舜收受鹽商銀兩一案含糊調和，劉綸於外省案件

閱歷未深，閩浙總督喀爾吉善歷任封疆不應如此顢頇草率，殊非朕委任之

意，遂將此案交與總督尹繼善就近前往浙江會審。45 

接著，乾隆帝又對劉綸調查如此緩慢感到不耐，他在奏摺上批示：「覽，

實在慚愧，且此等為何事，而朕肯將就了事乎？況亦非難明之事，有贓有證，

何至又遲數日，看來汝等必欲朕調至京中另審乎」？46劉綸奉此硃批後即自

請處分，希冀能平息乾隆帝的不滿，乾隆帝則說：「汝等不能審出實情當屬

可恕，此審所奏更屬有心，即尹繼善亦不能辭責，故有旨諭部，汝等身為大

臣，如此存心，朕實代汝等愧之」。47同樣的，尹繼善在會審鄂樂舜的奏報亦

令乾隆帝不悅，他乃批示：「真成笑話，有何可諭」。48最後，審明鄂樂舜共

勒派商銀至六千餘兩，乾隆帝裁決：「念其情節尚非因事枉法可比，著從寛

                                                      
44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13輯，（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72年5
月），頁426-428，乾隆二十一年正月七日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為檢舉鄂樂舜調任起程盤費

借貸商人銀兩屬實摺、奏為遵旨查辦鄂樂舜向商人借貸盤費案情形摺、附奏報奏摺稍稽時日

情形。 
4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15冊，頁9-10，乾隆二十一年正月十二日奉諭

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504，頁19-21，乾隆二十一年丙子正月庚辰。 
46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13輯，頁566-569，乾隆二十一年一月二十七

日劉綸奏請將巡撫鄂樂舜分司鄭景莊革職摺、奏為鄂樂舜一案蒙恩諭教導陳下忱摺。 
47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13輯，頁635，乾隆二十一年二月七日劉綸奏

為初次不能審出緊要供情請交部議處摺。 
48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13輯，頁782，乾隆二十一年二月二十九日署

理兩江總督尹繼善奏為會審鄂樂舜勒索商銀案擬罪悖謬愧赧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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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其顯戮，賜令自盡」。49至於鄂樂舜他所索取的財物都還在任所內，又命令

尹繼善即刻前往查抄。50 

乾隆二十二年（1757年）三月，雲南巡撫郭一裕奏參雲貴總督恒文勒買

黃金、勒索屬員等情弊，51乾隆帝遂派遣刑部尚書劉統勳前往雲南，會同貴

州巡撫定長查辦。52五月時劉統勳抵達雲南省城，他查審案情分幾個方向進

行：一、恒文令屬員代買金子；二、劍川知州羅以書餽送參珠等物，諂媚上

司；三、督撫例應嚴禁關防，其家人趙二則收包門包銀，與屬員交談；四、

恒文查閱營伍，家人趙二到處勒索；五、督標左營游擊素爾泰，係恒文之族

姪孫，到任向雲南府知府陳鑣勒借銀二百兩。53而乾隆帝關心的查案重點為

「恒文供單稱，購金乃因郭一裕稱滇省惟金較貴重，乾隆帝遂質疑何以郭一

裕以進貢金器慫恿恒文，卻又以購金一事參奏之」。54 

劉統勳則依乾隆帝指示再度覆審二人，取得二人的供單。55接著，乾隆

帝就訓諭劉統勳不得稍存滿漢之見，為恒文開脫。但又表示郭一裕居心詐

偽，恒文為其所設計，56又恐劉統勳誤會其意，隨即批示：「需秉公辦理，不

可對郭一裕從重」。57對於此案件滿漢之員，乾隆帝處理時是極審慎的。事實

                                                      
4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509，頁20，乾隆二十一年丙子三月丙申。 
50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510，頁3，乾隆二十一年丙子四月戊戌。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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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冊，
頁1，乾隆二十二年三月雲南巡撫郭一裕奏參總督恒文勒索屬員等情摺。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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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隆二十二年四月五日

諭內閣著刑部尚書劉統勳會同貴州巡撫定長嚴審恒文被參各款暨有名人犯。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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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1，乾隆二十二年七月

七日欽差刑部尚書劉統勳等奏報會審恒文一案分別定擬摺。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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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乾隆二十二年六月

二日諭內閣著將恒文郭一裕擬製金爐進貢之事秉公逐一研訊。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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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乾隆二十二年六月

十九日欽差刑部尚書劉統勳奏覆查審恒文郭一裕相商買金等情摺。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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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乾隆二十二年七月一

日寄諭劉統勳等著究訊郭一裕有無贓私暨不得有意開脫恒文。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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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乾隆二十二年七月七

日欽差刑部尚書劉統勳奏報俟領到硃批遵旨即回京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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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乾隆帝不避諱提及他對郭一裕的評價：「伊本屬小器，前於山東巡撫任

內陛見時，曾面奏：『臣家計本足自給且歷久任，願進銀一萬兩為工程用』。

朕聽之駭然，深斥責其非，因一時未得其人未即更易」。58最後，鑑於外間對

於懲處官員有滿漢之分的疑慮，不得不賜令恒文自盡，而郭一裕則從寬發往

軍臺効力。59至於所查抄恒文的財產，銀兩交廣儲司，其餘留內。60而原本查

封的郭一裕任所貲財，則令定長予以還給。61 

同年十一月，郭一裕獲准加恩納贖，乾隆帝說明他對郭一裕判決的原

由，雖然郭一裕先以進貢金器慫恿恒文，接著又以短價購金參奏，但是他參

劾之舉仍是值得肯定，又說：「郭一裕前在部呈請贖罪未准，然恐將來各省

督撫或有簠簋不飭，而同官中以事相干涉惧於已有碍，轉不據實入告，將無

由發覺，其何以警官邪而明國憲耶」？62 

乾隆帝於三十七年（1772年）十二月，原任川東道託隆回京時，乾隆

帝問他四川總督阿爾泰在任的行事，託隆便將阿爾泰贓蹟各款逐一開出。63

乾隆帝遂令四川總督文綬前往調查，調查之後，發現阿爾泰與其長子明德

布向各地官員索取禮物，包括陞任龍安府知府馬權、陞任成都縣知縣曹焜，

均有餽贈禮物之事；原任夔州府知府李復發、現任寧遠府知府盛英、成都

府同知韓萊曾、灌縣知縣葉書紳、李東來俱有代辦松石金子黑孤等物短發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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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乾隆二十二年七月一

日諭內閣著將郭一裕解任押京交部議處。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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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9，乾隆二十二年九月

十二日諭內閣著賜令恒文自盡並將郭一裕發往軍臺效力。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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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乾隆二十二年十月十

九日總管內務府奏呈劉統勳解到查抄恒文任所物件清單摺。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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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乾隆二十二年八月四

日寄諭定長著給還郭一裕查封之項並行知原籍不當查封家產。 
6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3冊，頁109-110，乾隆二十二年十一月五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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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3，乾隆二

十二年十一月初五日內閣奉上諭。  
6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921，頁5-6，乾隆三十七年壬辰十一月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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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64乾隆帝在案件調查完結時，裁定刑罰時，他說：「阿爾泰經朕加恩

簡任總督，擢授大學士，乃竟老而貪得，易轍改絃，婪受所屬多贓，甚敢

懷私薦舉藉以侵動庫動。似此簠簋不飭，若復貸其一死，將何以任用督撫

使知儆惕乎？但念其曾任大學士加恩免其肆巿，賜令自盡，即著富勒渾傳

旨監看」。65至於其次子口北道錫拉布則照舊供職，但是阿爾泰應追項目則

在錫拉布名下追完。66 

至於布政使劉益的懲處，富勒渾認為劉益與阿爾泰父子勒派捐幫，暗送

扣存養廉等款，請將劉益擬斬即行正法。但乾隆帝認為「殊屬非是」，他說： 

劉益身為藩司大員，諸事與總督扶同一氣，代阿爾泰勒派屬員攤捐

養廉，並與明德布交結，將扣存養廉暗行餽繳等款，自有應得之罪。

但所犯止係逢迎上司，與婪贓入己者，究屬有間。此而擬以斬決，

則如錢度之貪黷骫法贓私累萬者，又當如何加等科罪乎？富勒渾輒

請將劉益即行正法，不過因案情重大有意從嚴，並未按律確覈，殊

失情法之平。朕綜理庶獄，一秉大公，務在權衡至當，輕重悉視其

人之自取，從不肯稍存絲毫成見。富勒渾豈尚未之知耶！67 

乾隆二十一年（1756年）九月，湖南巡撫陳宏謀（陳弘謀）奏，湖南布

政使楊灝於應買補常平倉穀，侵扣銀三四千兩入己，應革職拿問，乾隆帝批

示：「如此察吏，何愁吏治不清，朕甚為湖南吏民慶幸而嘉悅焉」，並將陳弘

謀的意見交由刑部議定。68同時，乾隆帝亦下令將布政使所貲財衣物封固。69

                                                      
6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7冊，頁231，乾隆三十七年十二月九日內閣奉

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927，頁16-17，乾隆三十七年壬辰十二月己巳。 
65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924，頁29-34，乾隆三十八年癸巳正月甲辰。 
6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7冊，頁267，乾隆三十八年正月二十六日直隸

總督周元理奉上諭。 
67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7冊，頁326，乾隆三十八年閏三月十四日奉旨。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930，頁27-28，乾隆三十八年癸巳閏三月癸酉。 
68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十五輯，頁271-271，乾隆二十一年八月二

十九日湖南巡撫陳弘謀奏為特參貪黷侵扣之藩司摺。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

注》，第15冊，頁467，乾隆二十一年九月二十二日奉諭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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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束後，最後刑部議奏楊灝依律議斬監候，雖已交納贓銀，不准減等從

之。70可是次年九月乾隆帝竟在秋審官犯冊內，發現擬斬之原任湖南布政使

楊灝，被新任巡撫蔣炳以限內完贓歸入緩決，於是大為震怒，立即下命將蔣

炳革職拿解來京。乾隆帝裁示婪贓入己的楊灝即行正法，次日，他說：「近

日內外問刑衙門習氣，不求其情罪之允當，惟事婦寺之仁」，「朕臨御二十二

年，試問在朝諸臣，有敢竊弄威福，能生死人者為誰」？71而刑部將蔣炳擬

斬監候，乾隆帝最後免其監候，發往軍臺效力贖罪。後來乾隆帝查明蔣炳之

所以將楊灝列入緩決名單，是因為他聽說陳宏謀與楊灝本有夙嫌，所以參劾

並在周內審完。乾隆帝又指出蔣炳巧於彌縫其意，他既不肯與陳宏謀明顯相

牴牾，又將楊灝納入緩決，以達到保全楊灝性命的目的。72 

楊灝正法不久，同年十月新任山西巡撫塔永寧密奏，山西布政使蔣洲侵

虧庫銀、勒派屬員。塔永寧的奏摺內容極為詳實且指證歷歷，包括前任山西

巡撫明德、冀寧道楊龍文、按察使拕穆齊圖皆涉入此案，文末還不忘強調自

己「身係滿洲，世受隆恩，惟知有皇上，他無所畏」。73乾隆帝獲悉後，一方

面立即諭令劉統勳將蔣洲革職拿問，解往山西嚴審究訊；74一方面命令塔永

寧將楊龍文革職究問。75 

                                                                                                                                       
521，頁7-8，乾隆二十一年丙子九月丁亥。 

69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15輯，頁587-588，乾隆二十一年閏九月二十

一日湖南巡撫陳弘謀奏報預先辦理審訊藩司楊灝侵扣穀價案情形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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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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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98，嚴法紀六，頁2620，乾隆二十二年丁丑九月壬寅。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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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8，乾隆二十二年十月

五日山西巡撫塔永寧奏參蔣洲虧空庫銀摺。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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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乾隆二十二年十月五

日寄諭劉統勳著將蔣洲革職拿問帶往山西嚴審。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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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乾隆二十二年十月五

日寄諭塔永寧著將要犯楊龍文革職拿問嚴行監禁候審。 



懲貪風而申國憲─乾隆朝懲治侵貪案研究 

 

110

據塔永寧的調查，發現山西各屬虧空情況嚴重，包括平定州知州朱廷

揚，新舊兩任侵虧帑項至二萬兩有餘、武職中守備武璉亦侵虧營項一千餘

兩。乾隆帝遂由此類推，其他州縣咨意侵蝕未被查出者不知凡幾。然而塔永

寧卻奏稱：「若遽行盤查恐通屬驚惶，必致貽誤地方政務，一面剴切曉諭速

行完補」，此建議被乾隆帝視為「殊不免有畏首畏尾之意」，遂再諭令劉統勳

會同該撫嚴行查辦。76至於前山西巡撫明德與蔣洲共事，監督廉吏為其專責，

但他卻深負委任，也應立即解赴山西，交由劉統勳一併審擬具奏。77同時亦

傳諭楊廷璋速即查訪朱廷揚浙江家居所在，將他所有貲產嚴行查封，以備補

帑項。78 

調查完結後，十一月將蔣洲因侵虧庫銀，勒派通省彌補，即行正法；按

察使拕穆齊圖與蔣洲交結，透支藩庫銀三千餘兩，並收取古玩銀兩，被革職

解京治罪。乾隆帝說： 

山西一省巡撫藩臬朋比作奸，毫無顧忌，吏治之壞至於此極！朕將

何以信人何以用人？外吏營私貪黷，自皇考整飭以來，久已肅清。

及不意年來，如楊灝、恒文等案屢經發覺，而莫甚於蔣洲此案。若

不大加懲創，國法安在？朕深為愧憤，蔣洲之罪重於恒文、楊灝。

則郭一裕之派屬員買金，雖亦不能無罪，而恒文之事實由郭一裕舉

發，尚屬彼勝於此。79 

乾隆三十年（1765年）十二月，兩江總督高晉審擬蘇州府同知段成功縱

容家人書役詐擾累民一案，高晉報告說段成功因身患瘧疾，昏迷不能檢點案

牘，家人龔玉等所犯的婪贓，段成功因病並不知情。乾隆帝認為「所辦甚屬

                                                      
7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3冊，頁105-106，乾隆二十二年十月二十七日

內閣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549，頁17-18，乾隆二十二年丁丑十月丙戌。 
77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3冊，頁106-107，乾隆二十二年十月二十七日

內閣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549，頁18-19，乾隆二十二年丁丑十月丙戌。 
7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549，頁20-21，乾隆二十二年丁丑十月丙戌。 
7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3冊，頁109-110，乾隆二十二年十一月五日內

閣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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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謬」。80同時諭令四達在諸暨案完結後，立即赴蘇會同高晉審理。81經過調

查後，明德奏稱：「龔玉出票滋擾，段成功俱屬知情，實有染指等弊，蘇州

府知府孔傳炣與臬司朱奎揚（乾隆帝說素非善類，不過在道任年久，又有議

其不能得尹繼善懽心者，是以擢而用之）瞻徇姑息，俱著革職拏交刑部治

罪」。82 

而前任江蘇巡撫今陞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莊有恭既訪知其事具題參

劾，豈有復信其揑病被朦之理。乾隆帝認為莊有恭巧為解怨巿恩，下令嚴加

議處。83另一方面刑部左侍郎四達審訊孔傳炣、朱奎揚等犯官時，發現莊有

恭竟然是面諭段成功，在府審時偽稱家人書役受贓。是以此案上下相朦，俱

莊有恭授意指使，以致臬司知府一起欺混，實非意料所及，莊有恭著革職拏

交刑部。並且追究前事，莊有恭在學政任內有應罰未完銀兩，曾經加恩寬免，

現因段成功一案，仍著照數追繳。莊有恭所有廣東原籍及蘇州寓所的貲財即

行查封。84乾隆帝說： 

外省吏治弊壞，皆由督撫不能正己率屬，專以上下和同，聯為一氣，

以行其朦蔽欺詐之伎倆。各省皆所不免，而江南為尤甚。……該督

撫等各宜猛省自愛，毋得以身試法，將此通諭各省督撫等知之。85 

審擬段成功詐擾婪贓一案時，軍機大臣等建請將從前保舉段成功可勝

任知府一職的上司查明，並交部議處。其中陝西巡撫和其衷濫行保舉段成

功，按例自有應得處分。但聞「段成功在山西陽曲縣任內曾有虧空，當陞

任同知離任時，上司代為彌補」一事，乾隆帝遂傳諭山西巡撫彰寶即行詳

                                                      
80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51，頁6-8，乾隆三十年乙酉十二月庚申。 
81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51，頁9-10，乾隆三十年乙酉十二月壬戌。 
82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52，頁12-13，乾隆三十一年丙戌正月辛巳。 
8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52，頁15-18，乾隆三十一年丙戌正月癸未。卷753，乾隆三

十一年丙戌正月庚寅。 
84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53，頁14-18，乾隆三十一年丙戌正月甲午。 
85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53，頁18-21，乾隆三十一年丙戌正月乙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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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查明。86而查證後確有其事，他說： 

若和其衷因曾經保舉，恐參出虧空，致罹罪愆。不知上司保舉屬員，

豈能保其終身之必無過失，或當時見為能事，則登之薦剡，及其劣

蹟昭著，即予以糾劾。原屬兩不相妨，且以見封疆大臣立心公正，

朕方嘉予之，縱使議以濫舉處分，亦不過止於降調。朕尚予以從寛

留任，從未因此等吏議，將舉主遽行罷斥。87 

次日，乾隆帝又說： 

外省上下和同官官相護，積習最為惡劣。若不急為整飭，將漸啟黨

援門戶之弊。於世道人心深有關係，朕力挽頹風，遇有此等案件，

一經發覺，惟有嚴加懲創以飭紀綱。……莊有恭身為巡撫，屬員視

其趨向，自應依律問斬，著監候秋後處決，朱奎揚、孔傳炣究係為

從，著從寛免其死罪，發往軍臺効力。88 

而與此案相關人等皆獲得懲罰，段成功馬上被處斬，和其衷改為應斬

監候秋後處決，掌管錢糧的文綬、親臨知府劉墉並著從寬免死，發往軍臺

効力贖罪。按察使藍欽奎、前任冀寧道富勒渾皆等刑部處理後乾隆帝再做

決定。89不過乾隆帝又以此事屬外省相沿陋習，各省督撫中似此者亦不止莊

有恭一人，且莊有恭所犯不像和其衷那麼嚴重，所以加恩免罪，把他降為

福建巡撫。90 

至於徇情幫助段成功彌補虧空之各州縣，金額自一千七、八百兩至一、

二百兩不等。從前蔣洲在山西侵虧庫項令屬員幫銀彌補一案，乾隆帝大加懲

治，可是未越十年，竟然又有幫補虧空之事，使乾隆帝不得不懷疑是不是江

                                                      
86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53，頁21-22，乾隆三十一年丙戌正月丁酉。 
87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54，頁20-24，乾隆三十一年丙戌二月辛亥。 
8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55，頁11-13，乾隆三十一年丙戌二月庚申。 
8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58，頁7-8，乾隆三十一年丙戌四月甲辰。 
90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67，頁1-2，乾隆三十一年丙戌八月癸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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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省之吏治瀆壞，竟成積習難返。乾隆帝遂下令查出所有幫銀超過一千兩以

上的州縣，都交部嚴加議處，其餘的也要交部分別議處。91 

乾隆三十四年（1769年）九月，貴州巡撫良卿參奏威寧州知府劉標短缺

鉛斤，乾隆帝一方面諭示良卿將劉標革職拿問；另一方面則申飭良卿親自辦

理鉛斤延誤之事。92而良卿隨即奏請派欽差大臣前來查辦，93乾隆帝遂派內閣

學士富察善前往查辦，94又諭令直隸總督楊廷璋查封劉標原籍任所貲產。95十

月，戶部奏，據糧驛道永泰揭報劉標虧空緣由，並同時揭發提到按察使高積

營私違法之事。此案中與貴州巡撫良卿有牽連，所以戶部建議良卿不便會審

此事。但此案亦非富察善一人所能查辦，於是乾隆帝復派刑部左侍郎錢維城

前往，但考量其未能迅速抵達，故又派吳達善即刻前往會同富察善調查。96 

然而，十一月被革職拿問的威寧州知州劉標派人到刑部，呈控銅廠賠累

及各上司勒索緣由，並呈出用印底簿一件，其中內提及曾任貴州巡撫方世儁

勒索六千餘兩，乾隆帝遂下令將其解往黔審究。97這期間同時展開查封提刑

按察使高積所有的貲財、劉標原籍任所貲財、方世儁原籍家產的行動。根據

吳達善等的調查，又發現普安州民人吳國治控告差役許文衡藉差派累一案，

原來是良卿委令普安州會審時從寬審理，於是乾隆帝說： 

                                                      
91《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58，頁1-2，乾隆三十一年丙戌四月庚子。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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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乾隆三十四年九月十

一日諭內閣著將威寧州知州劉標革職拿問嚴行審究短缺鉛斤實情、寄諭良卿爾辦理鉛斤遲誤

塞責著嚴行申飭並徹底究訊劉標一案。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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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6，乾隆三十四年九

月二十三日貴州巡撫良卿奏報劉標虧缺銀數並請簡派大臣來黔會辦摺。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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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乾隆三十四年十月四

日諭內閣著派富察善馳驛往黔會同良卿審辦劉標一案。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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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乾隆三十四年十月四

日寄諭楊廷璋等著查封劉標原籍任所貲財。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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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乾隆三十四年十

月十五日寄諭湖廣總督吳達善赴黔查辦高積等案並查民人吳倎夾帶呈狀一案。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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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乾隆三十四年十一月

五日諭內閣著觀音保暫署湖南巡撫並解方世儁赴黔質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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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卿竟敢負恩藐法若此，伊受朕深恩簡任封疆重寄，乃與臬司高積

上下扶同營私肥橐，置一切公事於不問。如劉標虧空纍纍姑容瞻徇，

已屬大奇。甚至以普安民人控告知州之事，即委本州會審，希冀彌

縫了事，其存心欺餙寔出情理之外，較方世儁之婪索銀兩，情罪尤

為重大，自應立置重典，以示懲創。98 

隨後則傳諭吳達善將各案與良卿有關的部分審明，問擬立決具奏，不必解

京，奉旨後即應于該處正法示眾。 

此案調查完結後，良卿之子富多、富永銷去旗籍，發往伊犂，賞給厄魯

特為奴。99乾隆帝於三十五年（1770年）二月，良卿、高積、方世儁、劉標

等人皆被嚴厲治以重刑，貴州省的侵貪案已告結束，但乾隆帝感嘆自己積極

整飭吏治，何以仍有冥頑不靈的犯官，又何以雍正朝便少有這樣的案件？他

說： 

朕臨御以來，整飭官方，諄諄訓誡，於諸臣功罪無，不秉公覈定。

悉視其人之自取，其有身獲過愆而事或因公者，無不為之原情矜宥。

若其犯出有心，孽由自作，一經敗露亦未嘗不執法示儆。從前如和

其衷、李因培等獲罪重大，並於本案按律抵法，俾眾人共知炯戒。

為督撫大吏者，苟有人心，亦當洗心滌慮，畏國憲而保身家，何意

尚有冥頑不靈，天良盡喪，如良卿等者，伊等身為大員，豈下賤無

恥之徒可比，乃加以殊恩而不知感，示以顯罰而不知懼，及至貫盈

惡極，萬無可原，方為之援定律以正罪。在此輩喪心隳行，自速重

誅，固由天網恢而不漏，然亦何至覆轍相尋，勅罰而不足以止辟，

尚得謂朕之執法過嚴乎？仰惟皇考雍正十三年中，內外諸臣莫不以

廉法自持，斷無有此等縱恣妄為之事。何以一至朕躬，雖竭力振作，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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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乾隆三十五年正月十

一日寄諭吳達善等著將各案內與良卿關涉之處審明問擬並良卿不必解京即正法示眾。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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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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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愚不移者，仍復蕩檢踰閑，悍然罔知畏忌一至斯極耶！100 

此後，各地開始出現因上司勒索、勒派導致屬員虧空大量公帑的現象，

良卿案是情節重大的第一件，緊接著則是錢度案。乾隆三十七年（1772年）

正月，署理雲南巡撫諾穆親奏報，管理義都廠知縣朱一深虧空數萬兩，竟稱

是受上司勒索，以致虧空。故雲南巡撫諾穆親奏請特派大臣來滇審辦，如此

一來，則既無瞻徇顧忌，自能秉正持公。101 乾隆帝遂派刑部左侍郎袁守侗前

往，會同署雲南巡撫李湖查辦。102而署雲貴總督彰寶亦查出布政使錢度及其

家人收受餽送，103因此，李湖一到任即將錢度摘印看守，並且查封其任所貲

財，104更著手展開大規模的緝捕錢度之子及家人的行動。 

早在乾隆三十三年（1768年）十月，錢度因議奏學政事宜有意寬備夫船，

被乾隆帝申飭其沽名邀譽，而降調為雲南布政使，並且傳諭阿里袞、明德，

俟錢度到任三年之內停其支給養廉，以示懲儆。105不料，卻在拏獲錢度家丁

王壽等八人，就已經查出銀二萬九千餘兩，乾隆帝表示「實堪駭異」。再加

上先前已查出的金玉器件約值銀四、五千兩以上，使乾隆帝更加疑慮，如果

錢度沒有婪索多贓，怎麼有如此龐大的積聚？所以乾隆帝下令詳查錢度名下

究竟尚有那些虧空及應行分賠的項目。106相關調查結束後，乾隆帝降旨將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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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852，頁18-19，乾隆三十五年庚寅二月

庚申。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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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210，乾隆三十七年正

月二十一日署雲南巡撫諾穆親奏報管理義都廠知縣朱一深揭報上司勒索摺。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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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乾隆三十七年二月

六日諭內閣雲南現有查辦事件著侍郎袁守侗馳驛前往會同署撫李湖秉公辦理。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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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16，乾隆三十七年二

月十日署雲南總督彰寶奏請將收受餽送之藩司錢度等革任候質並咨拿錢度之子及幕友摺。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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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218，乾隆三十七年二

月十七日署雲南巡撫李湖奏報據咨將錢度摘印看守查封任所貲財並飛咨拿解彭理等情摺。 
105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821，頁15-17，乾隆三十三年戊子十月乙亥、丙子。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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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乾隆三十七年四月

十一日署雲南巡撫李湖奏報遵旨查明錢度分賠項下尚有未完銀一萬三千五百餘兩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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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押解至熱河行在，再度審詢其寄回金子及相關的犯行：包括勒索與勒派屬

員、收受知縣朱一深的贈禮、支放銀兩每百兩扣平一錢七八分不等，以及告

訴家人將銀兩藏夾壁或地窖等款。錢度所犯罪行重大，乾隆下令將他於七月

二十五日處斬，107而其子錢酆從寬改為應絞監候秋後處決。108 

調查進行中，乾隆帝亦追究相關失職官員的責任，而官員也採取自請贖

罪的策略。首先，雲貴總督彰寶便表示因失察錢度貪婪，情願交養廉銀二萬

兩充公贖罪，109不久又再奏請准罰養廉銀一萬兩，110前後共繳銀三萬兩。袁

守侗跟李湖則因乾隆帝對其二人調查曾表達不悅之意，於是前往查案的侍郎

袁守侗自請准罰俸五千兩，乾隆帝批示：「汝罪可寛」，111李湖亦奏請罰銀一

萬兩，乾隆帝批示：「姑免此次」，112儘管乾隆帝對二人辦理此案不太滿意，

但並未對他們處以罰俸，只是對兩人調查不力加以訓斥而已。 

這個階段獲得乾隆帝加恩寬免的督撫有江西巡撫阿思哈、閩浙總督楊廷

璋，他們二人的犯行較為輕微，他們收受餽贈與派買少發價銀，尚未釀成下

屬虧空大量錢糧。乾隆二十五年（1760年）十月，學政謝溶生參劾江西巡撫

阿思哈勒派屬員，巧於納賄。乾隆帝派欽差大臣劉統勳、尹繼善等查審，並

且再次提醒劉統勳不可嘗試和事老人伎倆。113經過審訊相關人等後，阿思哈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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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328，乾隆三十七年七

月二十五日奉旨錢度著即處斬。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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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乾隆三十七年八月

十六日諭內閣錢酆著從寛改為應絞監候秋後處決。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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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275，乾隆三十七年五

月十三日署雲南總督彰寶奏覆失察錢度貪婪願交養廉銀二萬兩充公贖罪並交部從重嚴處。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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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309，乾隆三十七年六

月二十四日署雲貴總督彰寶冒昧定擬錢度案請准再罰養廉銀一萬兩自贖摺。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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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乾隆三十七年六月

十五日欽差袁守侗奏覆於錢度案未能徹底根究有負聖慈請准罰俸五千兩摺。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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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320，乾隆三十七年七

月十三日雲南巡撫李湖奏謝會審錢度案辦理紕繆免予罰銀天恩摺。 
11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23，頁7-9，乾隆二十五年庚辰十月乙未。《清國史館傳稿》，

57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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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因為生女而收受司道餽贈的金鐲綾緞，事證俱在，因此被革職，江西巡

撫的職務由常鈞暫署。此時，乾隆帝聯想到江西贛南道董榕虧空一案，是否

與阿思哈科派需索有關，應該進一步加以確查。114於是在十二月派人查訊董

榕家屬，家屬供稱上年董榕差人赴粵，代阿思哈置買物件甚多，不下數千金。

然而所發價銀僅止二百兩一百六十兩。調查結果，果如乾隆帝所料。115綜合

上述罪行，欽差大臣建議阿思哈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至於那些餽送

賀禮之司道大員，不能正己率屬，而違例餽送，皆應受革職處分。然追究相

關責任，乾隆帝認為其罪皆在阿思哈一人，其餘屬員則革職從寬留任。可是

江西巡撫阿思哈不僅未受處刑，甚至後來還繼續任官。116 

乾隆二十九年（1764年）五月，欽差舒赫德、裘曰修查辦閩海關陋規案，

他們奏陳閩浙總督楊廷璋「令得受陋規之屬員代購別項貨物，發價不過十分

之三」。乾隆帝對他兩人之調查很不滿意，降旨申飭舒、裘二人「捨本逐末」，

「節外生枝」，原來是派他們去查辦海關陋規案，並非讓他們去調查楊廷璋。

繼續調查後，竟發現楊廷璋令屬員懷蔭布代買珍珠記念等物，並且少發價

銀。117乾隆帝遂將楊廷璋解任，交部嚴議。然楊廷璋自認被假公報復，118而

                                                      
11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3冊，頁526，乾隆二十五年十一月二十六日

奉上諭、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19冊，頁516，乾隆二十五年十一月

二十六日奉諭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25，頁16-17，乾隆二十五年庚辰十一月丙

寅。 
11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3冊，頁532，乾隆二十五年十二月四日奉上

諭、頁536-537，乾隆二十五年十二月十六日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26，頁
4，乾隆二十五年庚辰十二月甲戌。 

11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3冊，頁540，乾隆二十五年十二月二十二日

奉旨。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19冊，頁565，乾隆二十五年十二月二

十一日奉諭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27，頁12，乾隆二十五年庚辰十二月壬辰。 
117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1輯，頁292-293，乾隆二十九年四月二十四

日舒赫德奏報訊問泉州知府懷蔭布代總督楊廷璋墊買貨物摺。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

隆朝上諭檔》第4冊，頁420-421，乾隆二十九年四月三十日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

卷711，頁4-7，乾隆二十九年甲申五月甲戌。 
118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1輯，頁536-538，乾隆二十九年五月二十一

日楊廷璋奏為洋行陋規案自陳蒙冤經過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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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帝最終以「其溺職負恩，罪實難逭。但此等陋習料非僅福建一省為然，

別省幸而不至敗露，則亦未便逆億吹求。今既訊有確據，豈可不示懲創」。

姑念其「擢任封疆以來，尚能實心任事，是以簡用大學士仍留總督之任，乃

不能正己率屬，致啟屬員巧為逢迎借端欺蝕之漸，不但不堪整飭封疆，即令

其還京供職，亦何顏復廁綸扉耶。姑念其宣力有年齒復衰邁，不忍遽加擯斥，

著加恩賞給散秩大臣，來京效力」。對楊廷璋的處罰只是解去他的職位，回

京效力。一年後，即乾隆三十年（1765年）七月，楊廷璋又被重用接任兩廣

總督，並奉命調查廣東糧道一案。119 

此外，尚有幾件案例情節較為單純、牽涉範圍較小，乾隆帝則依慣例加

以處理。 如乾隆二十七年（1762年）十月，奉天府府尹通福壽參奏奉天府治

中高錦勒借店戶銀兩。乾隆帝遂下令交由欽差戶部右侍郎安泰查審，亦查出

高錦餽送通福壽銀兩。120另外，已故協領圖清阿（實錄為伊昌阿）收受規銀

五六百兩，按律應擬絞候，因其已經病故，地方辦案官竟以毋庸置議完結。

負責調查的戶部右侍郎安泰認為協領圖清阿與府尹通福壽及治中高錦一樣

都是貪婪骫法之徒，圖清阿以病故得以倖免，似乎不合情理。乾隆帝遂下令

將通福壽、高錦、圖清阿之家產嚴行封查，除抵扣外其餘皆充公。121 

乾隆三十四年（1769年）七月，江西巡撫吳紹詩參奏建昌府知府黃肇隆

倚勢縱肆，信用家人、藉端索詐、需索屬員、逢迎上司各種款項，革職並交

                                                      
119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5輯，頁592-593，乾隆三十年七月二十五日

暫署兩廣總督印務明山奏報督臣楊廷璋到粵臣交印卸事摺、頁607，乾隆三十年七月二十六

日署兩廣總督楊廷璋奏為遵旨跟究王臬浮收折價案各任道員有無情弊摺、頁715-718，乾隆

三十年八月十六日署理兩廣總督楊廷璋奏為遵旨查辦各任浮收倉穀折賣情形摺。國立故宮

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6輯，（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73年6月），頁
24-28，乾隆三十年九月八日署兩廣總督楊廷璋奏為遵旨查辦歷任道員浮收折賣情弊摺、頁

827-836，乾隆三十年十二月九日楊廷璋奏為遵旨查辦廣東歷任糧道有無浮收倉米情形摺。 
12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4冊，頁25，乾隆二十七年十月六日奉上諭、

頁47-48，乾隆二十七年十月二十八日內閣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74，頁10，
乾隆二十七年壬午十一月丙寅。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147832-001號。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022468號。 

12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4冊，頁73，乾隆二十七年十二月三日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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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嚴加究辦。同時乾隆帝又派欽差大臣江蘇巡撫高晉前往江西調查建昌府

知府黃肇隆餽送江西布政使揆義一事。122調查結果，證實黃肇隆與揆義確有

交結，除了黃肇隆照巡撫建議被革職外，揆義也被革去侍衛職銜，拿交刑部

訊明治罪。123 

乾隆三十六年（1771年）正月，據高晉參奏贛州府知府李枝昌於前任知

府陳壁樹任內侵虧穀價銀八百兩，竟然毫無覺察。等到楊唐佑告知虧空之

事，他又不揭報，僅代認賠補銀三百兩。124根據知府李枝昌之原供，知道在

前任江西巡撫、現任陝甘總督明山，在江西任上要求各地方官捐款修理巡撫

衙門，共五千二百餘兩。125後來經過調查確實原江西巡撫時要求南、新兩縣

認捐修繕撫署費用五百多兩。明山遂被乾隆帝明令交刑部議處。126但明山後

來並未受嚴厲的處罰，甚至繼續擔任陝甘總督。 

從上述的分析來看，乾隆帝展現其積極整飭吏治的決心，並把它付諸於

實際行動。除了停止「限內完贓減等條例」外，對於案件的調查也不完全受

限於督參撫審、撫參督審的規定，他會主動派遣中央部院的官員前往調查，

而當官員奏請派員會同查審時，也不再像乾隆十五年（1750年）明福案時陳

大受奏請時被乾隆帝大加飭責。當然從各案的處理可以發現乾隆帝對於治理

國家是很用心且細膩，許多細節都經過仔細的推敲。他的用心雖然無法完成

杜絕官場上的侵貪行為，但是在這階段可以適切的表現出他「懲貪婪以申國

                                                      
12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5冊，頁844-845，乾隆三十四年七月十八日奉

上諭。 
123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5冊，頁902-903，乾隆三十四年十月五日內閣

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844，頁13-14，乾隆三十四年己丑十月癸丑。 
12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6冊，頁510，乾隆三十六年正月二十八日內

閣奉上諭。 
12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6冊，頁530-531，乾隆三十六年二月十三日陝

甘總督明山、兩江總督高晉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878，頁22-23，乾隆三十

六年辛卯二月甲申。 
12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6冊，頁638-639，乾隆三十六年五月一日內閣

奉上諭、陝甘總督吳達善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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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的懲治侵貪態度。 

但是乾隆四十年（1775年）對於彰寶案的處理，卻也隱約反應出乾隆帝

開始比較消極及對於整飭官場貪風的懈怠，他的態度的轉變，對四十年代後

的整飭吏治有不良示範及影響。乾隆三十九年（1774年）九月，新任雲貴總

督圖思德到永昌接任未久，即於清查軍需錢糧倉儲時發現，保山縣知縣王

錫、署永平縣知縣沈文亨虧空軍需兵糧米穀七萬八千餘石，新任總督圖思德

建議將沈文亨、王錫等革職究審，及原任糧道祝忻革職嚴審。後來又發現王

錫呈出帳目內皆為供應前雲貴總督（鄂謨托）彰寶行署中一切開銷，自乾隆

三十八年（1773年）八月至三十九年（1774年）五月約共四萬餘兩，王錫、

沈文亨等人供稱所有虧空帑項並非「入於己」，而是被上司威嚇所為。乾隆

帝接到報告時感到相當訝異，因為彰寶是他所倚任之大臣，彰寶任雲貴總督

生病時，甚至還派御醫前往診治。乾隆帝遂派侍郎袁守侗等前往查審此案，

查明後彰寶則擬斬監秋後處決，而彰寶勒索供應致屬員虧空兵糧等項銀四萬

餘兩，則由雲南巡撫李湖名下賠補。127最後，彰寶並非因勒索屬員被處死，

而是乾隆四十二年（1777年）死於獄中。 

第三節  懲治侵貪案件的懈怠期 

乾隆四十年代開始，吏治敗壞的情況加劇，從表3-3可以發現侵貪情節重

大的案件已遍布全國，包括雲貴、甘肅、山東、江西、兩廣、浙江、福建等。

不但如此，這些由督撫率先侵貪的案件，在侵貪金額、牽涉的人數皆遠超過

                                                      
127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37輯，（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74年5月），頁59-60，乾隆

三十九年九月二十八日雲貴總督覺羅圖思德奏報審訊署保山知縣王錫虧空軍糧案事。中國第

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7冊，頁710，乾隆三十九年十月二十日雲南巡撫李湖

奉上諭、頁744，乾隆三十九年十一月十八日內閣奉上諭、欽差侍郎袁守侗、署雲貴總督圖

思德、雲南巡撫李湖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968，頁51-52，乾隆三十九年甲

午十月甲午。卷969，頁17-18，乾隆三十九年甲午十月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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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侵貪案件，雖然事發後也都受到懲處。不過從乾隆帝處理的方式及態

度，已無法跟上個階段相比，或許因此時乾隆帝已將邁入七旬，掌權時間長

達數十年，加上「持盈保泰」的心態，是以「康乾盛世」由此開始走下坡。 

表3-3：乾隆四十年後的督撫侵貪案 

案發時間 案犯 案犯職銜 案由 檢舉者 懲處 乾隆帝諭示 

乾隆 

四十五年 

李侍堯 雲貴總督 貪 縱 營

私、收賄。

海寧 五十三年卒 派和珅、喀寧

阿 前 往 查

辦，英廉則負

責在京家人

審訊。 

王亶望 甘肅布政使 收 私 折

色、冒賑婪

贓。 

 正法 乾隆 

四十六年 

勒爾謹 陝甘總督 收受屬員

餽贈、縱容

家人。 

 諭令自盡 

派阿桂、李侍

堯調查。 

乾隆 

四十六年 

國泰 山東巡撫 貪縱營私 御 史 錢

灃 

賜令自盡 派和珅、劉

墉、錢灃調

查。 

乾隆 

四十七年 

陳輝祖 閩浙總督 侵隱入官

財物 

浙 江 布

政 使 盛

住 

大學士九卿

定擬即行正

法，從寛改為

應斬監候秋

後處決。後又

因閩、浙兩省

虧空，應是即

行正法，但念

其 辦 理 海

塘，賜令自

盡。 

與其有聚斂

之臣，寧有盜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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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 

四十九年 

郝碩 江西巡撫 勒索屬員  賜令自盡 乾隆帝聞郝

碩 操 守 平

常，命兩江總

督薩載赴江

西查閱營伍

時訪查。 

乾隆 

五十一年 

富勒渾 兩廣總督 縱容家人

婪索、公款

先 侵 後

吐。 

 以其非賣官

鬻爵、貪黷不

法，且歷任封

疆 宣 力 有

年，免予勾

決，翌年開

釋。 

乾隆帝先詢

及舒常與穆

騰額。再派舒

常會同孫士

毅調查。 

乾隆 

五十七年 

福崧 浙江巡撫 婪索柴楨

共十一萬

五 千 餘

兩、侵那庫

項。 

兩 淮 鹽

政 全 德

參 奏 柴

楨 時 查

出 福 崧

一案 

正法 派慶桂、長麟

審辦。向例浙

江巡撫兼管

鹽政，因此案

將杭州織造

改為鹽政，兼

管 織 造 事

務，鹽道改為

運司，由巡撫

隨時糾察鹽

課出入。 

乾隆 

六十年 

伍拉納 閩浙總督 婪贓受賄  即行處斬  

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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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台北：國立故宮博物

院，1983年。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帝起居注》，桂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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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些重大案件的性質不盡相同，筆者將以乾隆帝所認定的性質分類

來討論，而不以發生時間的先後順序為主，如此一來，亦利於分析乾隆帝所

謂的「用嚴之中仍寓之以寛」、128「辦理庶務一秉至公，輕重悉視其人之自取，

權衡務其平」。129 

乾隆四十五年（1780年）正月，不久前因為甘肅按察使海寧奏稱雲貴總

督李侍堯在雲南有不法之事，遂派侍郎和珅、侍郎喀寧阿馳驛前往查辦，並

令舒常也一同前往。130同時查抄李侍堯在京寓所，並由協辦大學士英廉審訊

李侍堯在京管事家人八十五等。乾隆帝透過兩方面的調查以確實掌握相關案

情，和珅等欽差大臣查出李侍堯不但收受臬司汪圻、銅廠廠員素爾方阿等下

屬賄賂銀萬餘兩，又向屬員發交珠子變賣，索銀五千兩。對此乾隆帝說：「李

侍堯身為大學士歷任總督，乃負恩婪索盈千累萬，甚至向屬員變賣珠子，贓

私狼籍如此不堪，寔朕夢想所不到。不特朕用人顏面攸關，即各省督撫聞之，

諒無不慚愧痛恨矣」！遂將李侍堯革職拏問，而按察使汪圻、迤南道莊肇奎

等相關人等俱著革職，交與和珅等一併嚴審定擬具奏。131 

在調查的同時，乾隆帝對於雲南巡撫孫士毅與李侍堯近在同城，「目擊

李侍堯營求受賄贓蹟纍纍，竟置若罔聞隱匿不奏，經朕派員查辦，猶復辯

言飾非巧為諉卸，其罪更不可逭」。132遂將孫士毅革職，並發往伊犂，效力

贖罪。不過乾隆帝後來加恩寬免孫士毅發往伊犂，令他在《四庫全書》處

                                                      
128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03，察吏十四，頁1359-1360，乾隆六十年乙卯八月乙

酉。 
129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293，恤臣下五，頁3788-3789，乾隆三十五年庚寅五月

辛卯。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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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乾隆四十五年二月

四日寄諭欽差和珅等著傳旨舒常隨同赴滇顏希深暫署黔撫李侍堯各款查有確據令解任。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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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日諭內閣李侍堯著革職拿問按察使汪圻等俱著革職嚴審。 
13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0冊，頁11-12，乾隆四十五年三月五日內閣

奉上諭。頁38，乾隆四十五年三月十八日內閣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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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力贖罪。133 

同年五月，調查李侍堯一案結束，大學士、九卿於核議尚書和珅等審擬

李侍堯貪縱營私各種款項，將原擬斬監候的處置從重改為斬決。至是，乾隆

帝特明降諭旨，他說：「今李侍堯既有此等敗露之案，天下督撫又何能使朕

深信乎？朕因此案實深慚懣。近又聞楊景素聲名亦甚狼籍，但其人已死，若

至今存，未必不為又一李侍堯也。⋯⋯人人以李侍堯為炯戒，則李侍堯今日

之事，又未必非各督撫之福也」。134並且將與此案相關資料立即交給各地督撫

閱看，要求他們就和珅照例原擬之斬候與大學士九卿等改擬斬決之處，酌理

準情，各抒己見。 

因此，諸臣紛紛上奏表達意見；例如，兵部尚書李奉翰、護陝西巡撫尚

安、湖南總督富勒渾、湖北巡撫鄭大進、陝甘總督勒爾謹等眾多官員，皆贊

成依大學士九卿所議，將李侍堯即行正法。唯一例外的是安徽巡撫閔鶚元奏

稱，可否按八議中的「議能」、「議勤」來量刑，而不把李侍堯立即斬決。135而

陝西巡撫尚安竟被乾隆帝以其為新任巡撫，何以急奏李侍堯罪名為由，加以

飭責。136除此之外，乾隆帝又在要求諸臣各抒己見的同時，諭令鑲黃旗漢軍

都統德保將李侍堯家譜呈上，137強調其先祖對清朝有所苦勞，這隱然透露出

乾隆帝有意為李侍堯尋求生路，也表現出其思慮周延之處。 

最後，乾隆帝決定採納閔鶚元的建議，裁示將李侍堯改定為應斬監秋後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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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乾隆四十五年五月

十九日奉旨孫士毅著加恩免發伊犂令在四庫全書處自備斧資効力贖罪同辦總纂事務。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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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乾隆四十五年五月

七日奉旨著各督撫就李侍堯擬斬監候或斬決各抒己見並各省如何買辦物件據實具奏。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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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093，乾隆四十五年

五月二十四日安徽巡撫閔鶚元奏覆李侍堯可否按議勤議能不予立決及買辦物件無弊摺。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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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乾隆四十五年七月

一日奉諭陝西布政使尚安新撫到任在即急於摺奏李侍堯罪名甚屬非是應聽雅德議覆。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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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114，乾隆四十五年

七月十日寄諭鑲黃旗漢軍都統德保所呈李侍堯家譜何以紙薄字小該旗所辦如此草率著詢

問、軍機大臣奏報李永芳巴顏原傳及伊家譜並德保原摺一併進呈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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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決。為表公正無私，乾隆帝說明何以不採納和珅與大學士及九卿的審擬，

他說： 

核其情罪，非僅如彰寶之因病縱性致家人勒索供應者可比，較之從

前恒文、良卿貪婪骫法致罹刑憲情節，實約略相等。惟恒文等甫任

督撫即肆意婪贓，平日又無出力辦事之處，李侍堯則身任總督二十

餘年，如辦理暹羅頗合機宜，緝拏盜案等事亦尚認真出力，且其先

世李永芳於定鼎之初歸誠，宣力載在旂常尤非他人所可援比。138 

並且對於可能有的質疑，乾隆帝也都在上道諭旨予以辯駁，包括「如謂

因李侍堯平日有進奉見長之處，是以仍予加恩」、139「則從前和珅赴滇查辦時，

何難微示意旨預為開脫，而必嚴行跟究」。140甚至在乾隆四十九年（1784年）

六月，他又說： 

李侍堯久任封疆，歷練地方事務，數十年受朕恩眷最深。迨調任雲

貴總督後，有收受廠銀等事。一經發覺，即將伊拏問，革職治罪。

覈其情節，雖非近年王亶望、陳輝祖、國泰、郝碩等之貪婪賄黷，

敗檢營私者可比，但其簠簋不飭，已墮名節而損廉隅，其時彙內外

臣工之奏，將李侍堯加恩，暫緩典刑。適因甘省有蘇四十三之事，……

復將伊補授陝甘總督。……李侍堯在各省總督中，素稱明白能事，

人所共知，朕之棄瑕錄用，亦因其尚有才能。141 

總之，乾隆帝可謂是執意要為李侍堯開脫，然又希冀能杜悠悠之口。李

侍堯確有才幹是不可否認的，其擅於進貢討好乾隆帝亦是事實，從乾隆帝處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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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7-1178，乾隆四十七年

十月三日諭內閣著將李侍堯從寛即定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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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7-1178，乾隆四十七年

十月三日諭內閣著將李侍堯從寛即定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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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7-1178，乾隆四十七年

十月三日諭內閣著將李侍堯從寛即定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 
141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209，頁26-28，乾隆四十九年甲辰六月庚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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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侵貪虧空案件來看，他並非昏庸的君主，也不會只考量單一因素便加以裁

決，但是李侍堯一案的處理方式，確實反應出乾隆帝持盈保泰，對於侵貪犯

官加以姑息的消極態度。 

李侍堯案尚未處理完，乾隆四十七年（1782年）四月，又有御史錢灃奏

參山東巡撫國泰於屬員題陞調補多索賄賂，以致州縣虧空倉庫。142在此之前，

乾隆帝雖曾經聽說國泰在山東巡撫任內不能得屬員之心，致有怨言。阿桂、

福隆安、和珅等皆曾經向乾隆帝密奏，議請將國泰調回北京以消弭地方之不

滿，乾隆帝遂於四十五年（1780年）年終，傳諭山東布政使于易簡來京面詢，

于易簡並未供出國泰的劣蹟。143因此，當錢灃提出糾劾時，乾隆帝一方面開

始詢問前任長蘆鹽政伊齡阿、前山東按察使葉佩蓀、前山東府道呂爾昌等官

員，有關國泰在山東任官的情況。另一方面要求欽差尚書和珅、左都御史劉

墉必須秉公查究，「特別是上年甘省一案甫經嚴辦示懲，而東省又復如此，

朕不忍似甘省之復興大獄」。144 

伊齡阿首先奏覆上年在山東確有耳聞國泰不法情事，但沒有確據不能冒

昧參劾，乾隆帝竟未加飭責，而是寬容地批示：「朕若詢及而汝不言則有過

矣，並未詢及汝無過也」。145其實，鹽政亦享有奏事權，既已耳聞，何以不參

奏。相較之下，李侍堯案中的孫士毅所得到的懲處似乎過於嚴厲，更遑論日

後杭州織造基厚因未參劾福崧而被降職。至於前山東按察使葉佩蓀，乾隆帝

則指出：「藩臬與督撫最為切近，遇事稟承商榷，原不得干預督撫之權。然

                                                      
14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3冊，頁2396，乾隆四十七年四月

四日軍機大臣奏覆遵旨詢問御史錢灃奏參國泰緣由片。 
143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3冊，頁2443，乾隆四十七年五月

三日諭內閣著將國泰等員營私不法之事通諭中外知之。 
14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3冊，頁2398，乾隆四十七年四月

六日寄諭和珅等著秉公查究國泰貪縱營私一案並據實奏聞。 
145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51輯，頁391-392，乾隆四十七年四月八日伊

齡阿奏覆山東巡撫國泰貪婪不法情形事。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

選編》第3冊，頁2399，乾隆四十七年四月八日兩淮鹽政伊齡阿奏覆上年在山東聞有國泰婪

賄不法未敢冒昧入告情由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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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撫果有乖張任性及婪索屬員贓蹟顯著之事。平日見聞既確，自應據實入

告，若竟似此徇隱不言，亦安用此藩臬為耶」，是以他被降補為知府。146 

對於山東通省性的虧空，乾隆帝似乎是以「不忍似甘省之復興大獄」為

前提來究責，他說： 

總之，東省虧空皆由國泰、于易簡，一則恣意貪婪、一則負心欺罔，

以致釀成其事。馮埏、呂爾昌等代巡撫經手係由抑勒所致，即各州

縣以賄逢迎虧短正項，亦由畏懼上司並非侵蝕入己，與甘省之折捐

冒賑公然舞弊營私肥橐者究屬有間，雖甘省各犯亦被王亶望勒索財

物，但各該犯之分肥入己數皆盈千累萬，核其情節不能為之曲貸。

若以東省相較，輕重自屬懸殊，朕辦理庶事不為已甚，惟在鑑空衡

平，情罪視其人之自取。147 

但是實際上，國泰侵貪的情況與錢度案、彰寶案、郝碩案、福崧案是相

似的，他們皆是勒索屬員，致使屬員不得不挪用公帑，進而虧空錢糧。調查

結束後，大學士及九卿等核議國泰、于易簡等貪婪欺飾各款，請旨即行正法。

但是乾隆帝表示，俟前山東府道台呂爾昌解到歸案質訊明確，再降諭旨。呂

爾昌等供稱從前在濟南府任內，聽從國泰勒索，並代屬員李濤等彙送金銀物

件屬實。乾隆帝遂裁示： 

此案非李侍堯之僅收礦課餘息者可比，其罪自難寛貸，但念其所得

贓私尚與枉法鬻爵者有間，國泰從寛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于易

簡身任藩司受恩最為深重，明知國泰種種不法款蹟，既不行據實參

奏，復敢于朕前欺隱其罪較重。但國泰既邀寛典，于易簡亦著一併

                                                      
14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3冊，頁2442，乾隆四十七年五月

一日諭內閣從寛將葉佩蓀以知府降補梁肯堂以道員降補。 
147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3冊，頁2451，乾隆四十七年五月

八日諭內閣山東虧空皆係國泰等人貪婪欺罔所致各州縣並非侵蝕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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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寛，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148 

最後又以「尚有王倫一案藉詞卸罪，較之王亶望等又可略寬一綫」，149國泰、

于易簡著加恩賜令自盡。 

乾隆四十九年（1784年）二月，乾隆帝詢及沂州府知府尹文炳，在國泰

任職山東巡撫任內勒派各屬銀兩一事，並未對於調查有所交代，同時袞州府

知府王祿朋亦有同樣的缺失。乾隆帝遂令軍機大臣檢查原案，發現尹文炳曾

交銀二千兩、王祿朋曾交銀一千二百兩，故明令尹文炳、王祿朋交部嚴加議

處。乾隆帝對此表示：「此等矯飾之詞即施之於朋友，尚且不可，乃竟于君

父之前巧為嘗試，猶得謂之有人心者？伊等餽送一案，朕以人數眾多且出于

上司抑勒，是以前此免其深究。乃尹文炳尚欲欺飾見好，居心如此，何以勝

表率民社之任」。150 

乾隆四十九年（1784年）三月，乾隆帝曾降旨申飭江西巡撫郝碩廢弛地

方事務，在其回覆郝碩的奏摺中批示：「訓之在朕，行之在汝，慎之」，151期

許郝碩善盡其巡撫之職。一個月後乾隆帝命令郝碩來京候旨，而他在奏摺中

自行決定交納罪銀六萬兩，則分三年解交浙江海塘公用。152此外，乾隆帝又

諭令兩江總督薩載赴江西會辦時調查郝碩，結果查出郝碩不但藉著陞見為由

向屬員勒索盤費，又於自行應交海塘的項目中，勒派屬員公幫數至累萬，包

括江西藩司馮應榴曾於四十七年（1782年）郝碩進京陛見時送過養廉銀一千

                                                      
14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3冊，頁2469，乾隆四十七年六月

十一日諭內閣著將國泰于易簡從寛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 
14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3冊，頁2477，乾隆四十七年七月

八日諭內閣著賜令國泰于易簡自盡派侍郎諾穆親前往宣旨監看。 
15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3冊，頁2491，乾隆四十九年二月

十五日諭內閣著將山東知府尹文炳交部嚴加議處王祿朋交部議處。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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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7-2848，乾隆四十九年

三月十二日江西巡撫郝碩奏陳接旨飭訓深自省惕摺。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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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0，乾隆四十九年四月

十八日諭內閣著郝碩來京候旨李紱補授江西巡撫。頁2851，乾隆四十九年四月二十五日軍

機處為郝碩自議銀解交海塘公用事致浙江巡撫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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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陞任臬司馮光熊曾送過銀一千兩、已故署糧道湯萼棠送過金子五十兩。

又在四十八年（1783年）郝碩在巡撫任內藉口以無力繳交海塘款項為由，糧

道舒希忠曾送過銀一千兩，臬司吳之黼亦曾幫銀一千兩、饒九道額爾登布幫

過盤費銀二千兩、鹽道杜憲三千兩、兩贛南道邊學海二千兩等等。乾隆帝一

方面將郝碩革職拏問，交刑部審擬治罪。153另一方面則下令查抄其家產。154至

於此案內餽送銀兩之屬員，則按國泰案屬員例辦理。155至於兩江總督薩載雖

因調查郝碩一案有功，卻也因對於郝碩如此黷貨營私久而不奏，受到處罰，

乾隆帝令其罰去養廉三年，但仍革職留任，以做為總督大員不能舉劾貪污巡

撫的警戒。156 

乾隆四十九年（1784年）七月，此案調查完結，乾隆帝下令將郝碩解送

至熱河行在，並且親加刑訊相關犯行。雖然留京王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建

議奏請將郝碩擬斬即行正法。但是乾隆帝有其考量，他說： 

郝碩係總督玉麟之子，在軍機司員上行走，尚屬奮勉。是以加恩簡

用司道洊擢巡撫，乃不思奉公潔己，整頓地方，輒因進京陛見，藉

斂盤費為名，勒派屬員公幫銀兩，以致合省承風公行賄胳，實屬肆

無忌憚。巡撫統轄全省，屬員中有簠簋不飭者，尚應立時參劾，以

儆官邪。乃郝碩首先勒派，罔顧廉隅，設使該省司道大員，亦以陛

見引見為詞，踵智效尤，遞相派累，則屬員輾轉逢迎，終歸累及於

民。郝碩貪黷性成，託言缺少盤費，不過見其事出有因，而營私罔

                                                      
153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0輯，（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76年4
月），頁457-460，乾隆四十九年五月二十日兩江總督薩載奏為遵旨查明郝碩勒派屬員銀數

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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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2-2859，乾隆四十

九年五月二十日兩江總督薩載奏覆遵旨確查郝碩勒派屬員銀兩情形摺。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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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0-2862，乾隆四十九年

五月二十八日兩江總督薩載奏報查封郝碩任所貲財情形摺。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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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3，乾隆四十九年五月

二十九日諭內閣著將郝碩案內餽送銀兩之屬員審明按國泰案屬員例辦理。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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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7，乾隆四十九年六月

二十五日諭內閣著將薩載總督任內罰去養廉三年仍革職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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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谿壑難盈，較之從前國泰之罪，實無區別。國泰小有才情，於地

方事務，尚為留心辦理。一經劣蹟敗露，立即審明治罪，不稍寛

貸。……且伊託詞斂費，即係國泰在山東敗露之時，是其明知故蹈

肆無顧忌。郝碩之罪，即照王大臣等所奏，予以棄巿，亦所應得。

今仍格外加恩，照國泰之案，姑予全軀，著派穆精阿前往監視賜令

自盡。157 

最後，更藉此曉諭封疆大員，「國家簡用封疆大員，原欲其整飭官方，身先表

率，以期大法小廉。嗣後，直省督撫其各慎持名節，顧畏憲典，毋再如國泰、

郝碩之牟利營私罹罪戾，一經發覺，前事具在，朕不能曲為寛宥也」。158 

乾隆五十七年（1792年）十二月，兩淮鹽政全德參奏兩淮鹽運使柴楨

虧挪庫項，革職拿問。159乾隆帝獲悉後，一日內發出諭旨數道，要求各官

員負責查清，包括兩江總督書麟、江蘇巡撫奇豐額等嚴審，並且查抄柴楨

的財產。160及命兼管鹽政的福崧說明何以未能及早參奏此事，161亦要求山西

巡撫長麟前往浙江，令福崧回京，將柴楨在任時如何私自挪用、在任未久

何以虧項高達二十二萬兩，福崧因何不行據實參奏，其二人有無交結勾通

之處。162當然鹽商王履泰等人亦被懲處，加倍繳交柴楨所挪用的款項。163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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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7-2868，乾隆四十九年

七月六日諭內閣著派刑部侍郎穆精阿前往監視郝碩令其自盡。《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

帝》，頁2713，乾隆四十九年甲辰七月己未。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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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7-2868，乾隆四十九年

七月六日諭內閣著派刑部侍郎穆精阿前往監視郝碩令其自盡。《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

帝》，頁2713，乾隆四十九年甲辰七月己未。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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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1-3292，乾隆五十七年

十二月五日兩淮鹽政全德奏參柴楨虧挪庫項請革職拿問交督撫嚴審定擬摺。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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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8，乾隆五十七年十二

月十二日寄諭馮光熊著查抄柴楨原籍財產毋任稍有隱匿寄頓。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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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7，乾隆五十七年十二

月十二日寄諭福崧著嚴查柴楨虧空緣由並該撫不早參奏之處明白回奏。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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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8，乾隆五十七年十二

月十二日寄諭長麟著迅速赴浙江查明福崧有無勾通交結之處明白回奏。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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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9，乾隆五十七年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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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江總督書麟調查一段時間後，奏請乾隆帝派大臣提同質審，乾隆帝雖

加以斥責，但亦派慶桂、長麟前往會同審辦。164隨後，柴楨供出在浙江鹽道

任內，浙江巡撫福崧曾向其婪索金銀及派辦物件不發價銀，通共用去銀十一

萬五千餘兩。165案情發展的深入已證實乾隆帝最初的判斷，此案的重點遂由

審辦柴楨挪移巨額鹽課轉向究辦福崧婪索下屬，貪縱不法。最後乾隆帝裁示

依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核議請照慶桂等所奏將柴楨於浙省犯事地方正

法，福崧亦擬斬即行正法。166而閩浙總督伍拉納因身為總督未據實參劾福崧

的劣蹟，處罰停支三年養廉銀，以做為封疆大臣對於下屬監督不周之戒。167 

有鑑於此案，乾隆帝遂於五十八年（1793年）正月，將鹽政及巡撫的職

權加以分工。向例浙江巡撫兼管鹽政，遇有出納之事，無人稽察。所以才會

造成巡撫福崧與鹽道柴楨勾通作弊的弊端，因此乾隆帝明令將杭州織造改為

鹽政，兼管織造事務，鹽道改為運司，由巡撫隨時糾察鹽課出入。168 

乾隆一朝侵貪情節最嚴重，當屬甘肅通省官員冒賑婪贓案。乾隆三十

九年（1774年）二月，陝甘總督勒爾謹以通省倉儲不能全行買補，奏請准

許甘肅開納粟捐監之例。乾隆帝准許後不久，亦將浙江布政使王亶望調任

甘肅，然開捐半年，即奏稱赴捐人數近兩萬，捐糧八十二萬餘石。乾隆帝

心生疑慮，169遂於乾隆四十年（1775年）派刑部尚書袁守侗前往檢查盤驗，

                                                                                                                                       
月十二日諭軍機大臣著罰令鹽商王履泰等加倍繳出柴楨移用銀兩。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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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5-3306，乾隆五十七年

十二月十八日寄諭慶桂等著迅速赴揚州將柴楨帶往浙省質審並將福崧革職嚴鞫務得實情。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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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4-3319，乾隆五十七年

十二月二十七日欽差兵部尚書慶桂等奏報會審柴楨供情及福崧知情染指摺。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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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3-3364，乾隆五十八年

二月六日諭內閣將柴楨福崧就地正法藩司歸景照發往伊犂張慎和等發往軍臺効力。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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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3，乾隆五十八年五月

二十五日諭內閣著伍拉納停支三年養廉。 
16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7冊，頁176，乾隆五十八年正月六日內閣奉

上諭。 
16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7冊，頁745-746，乾隆三十九年十一月十九日

陝甘總督勒爾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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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調查沒有結果。乾隆四十二年（1777年）五月，王亶望陞任浙江巡撫，

其缺由寧夏道王廷贊補授，折監冒賑的情況並未改善。一直到乾隆四十六年

（1781年）甘肅循化廳蘇四十三事件發生，陝甘總督勒爾謹遭革職，王廷贊

自請捐銀四萬兩以資軍餉，以及王亶望於捐辦浙省海塘工程案內，竟捐銀至

五十萬兩之多，捐款如此龐大，引起乾隆帝的懷疑遂令欽差大學士阿桂、陝

甘總督李侍堯查明實情。170 

調查行動在數處同時展開，勒爾謹、王廷贊交留京辦事大臣、刑部審訊。

王亶望先由欽差署工部右侍郎楊魁與閩浙總督陳輝祖會審，隨即交軍機大臣

會同行在大學士、九卿審訊。此外，乾隆四十六年（1781年）七月，阿桂等

參奏甘省折收監糧冒賑浮開之揑結各員，並請旨革職提審。乾隆帝未以應

允，其理由是「此事總在藩司為政，而首道、府、縣勾通侵蝕為弊較多，亦

即應革職拿究，至此外各道、府、州、縣尚在其次」。171是以懲處時也由主犯

開始，刑部等奏擬勒爾謹、王亶望、王廷贊等揑災冒賑侵蝕監糧通同舞弊營

私各款，按律即行正法。172不過乾隆帝則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 

三人情罪即予駢誅亦所應得，然其中稍有區別，不得不為明白宣示

者。王亶望藉賑災恤民之舉為肥身利己之圖，即從前恒文、方世儁、

良卿、高積、錢度等俱以婪贓枉法先後伏誅。然尚未至侵蝕災糧、

冒銷國帑肥己至數十萬金，如王亶望之明目張瞻肆行無忌者，是以

著即處斬。至勒爾謹本一庸懦無能之人，於王亶望私收折色冒賑婪

贓一案全無覺察，且已亦收受屬員代辦物件，一任家人等從中影射

侵肥種種昏庸貽誤，罪更難逭，但朕究以用人不當自引為為愧，未

                                                      
17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2冊，頁1193，乾隆四十六年五月

二十四日寄諭阿桂等著將甘肅藩司王廷贊於捐監一事有無染指並捐糧應否停止一併覆奏。 
171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48輯，（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75年4
月），頁324-326，乾隆四十六年八月一日兩廣總督覺羅巴延三廣東巡撫李湖奏報詢訊原任

甘肅慶陽知府周人傑供吐游移事。 
17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2冊，頁1348，乾隆四十六年七月

三十日刑部等奏請將揑災冒賑蝕監糧案內勒爾謹等即行正法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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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即令肆巿，勒爾謹著加恩賜令自盡。至王廷贊乃於接任王亶望交

代時不惟不據實參奏，且效尤作弊。雖未收受屬員銀兩，亦有派買

物件並加收心紅紙張銀兩之事，但究念蘭州守城微勞免其立決，著

加恩改為應絞監候秋後處決，交刑部按例入秋審。173 

在調查的過程中，勒爾謹之子與王亶望之子俱革職發往伊犂充當苦

差。174而與王亶望朋比為奸的前蘭州府知府蔣全迪公然酌定報災分數，並且

肆意冒銷，將辦理賑災的銀兩納為己有，此外又收受各屬餽送盈千累萬，議

請將他立即處斬。175同日，乾隆帝表示甘省收捐錢糧一事，地方官私收折色，

任意侵欺揑災冒賑，釀成不得不辦之大案，且各省偶遇災歉皆動支正項賑

卹，為何獨有甘肅一省靠捐納來充補？因而，此後停止甘省捐監一事。176 

乾隆四十六年（1781年）九月，阿桂等查奏甘省折收冒賑一案，建議將

侵蝕銀數至一千兩以上的六十六員均擬斬候。乾隆帝對此則裁示為： 

此等侵冒各犯其情罪本無可貸，但一千兩以上者一律問擬斬候，則

該犯內侵蝕一千數十兩至數萬兩者無所區別，且問擬斬候人數未免

太多。朕心有所不忍，李侍堯當遵照前旨，其贓私入己至二萬兩以

上者問擬斬決，二萬兩以下者問擬斬候入於情實，並將其入己銀兩

數目另開清單，於該各犯名下註明。其自一萬兩以下，亦應問擬斬

候請旨定奪，候朕酌核情罪輕重分別辦理。至折收冒賑各犯內如有

得贓本多，又復借添建倉廒侵蝕公帑，則其罪更重，即使折收冒賑

                                                      
173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2冊，頁1348-1349，乾隆四十六年

七月三十日諭內閣著將王亶望即處斬勒爾謹令其自盡王廷贊絞監候。 
17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2冊，頁1373，乾隆四十六年八月

五日諭內閣著將勒爾謹長子伊凌阿革職同次子發往伊犂充當苦差。頁1383，乾隆四十六年

八月八日諭軍機大臣著將王亶望之子王裘王棨王焯革職發往伊犂充當苦差。 
17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2冊，頁1430-1431，乾隆四十六年

八月十八日刑部等衙門奏請將蔣全迪照侵盜倉庫錢糧罪即行正法摺。 
17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2冊，頁1433，乾隆四十六年八月

十八日諭內閣著將停止甘省捐監一事通諭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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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贓較少而又借建倉侵蝕者，亦應從重問擬，將此二項另歸一案辦

理，不得統入冒賑案內致滋牽混等因。177 

乾隆帝在追究相關人等的責任時，有時會由誰自請罰錢多寡來衡量其懺

悔之意，例如，以陝西巡撫畢沅前經兩署督篆，應可就近監督王亶望侵貪浮

冒之弊，這與陳輝祖之遠隔他省不同。而陳輝祖亦因此事不能據實查辦，陳

奏前後自請繳銀十萬兩，並請認應賠官項。乾隆帝認為今畢沅情節較陳輝祖

為重，乃前後僅請繳銀八萬兩，遂將伊養廉永停支給。並且提醒畢沅如果因

停其養廉之故，或借詞需索屬員，而有簠簋不飭之事，王亶望則是前車之鑑，

必定將嚴懲！178一年後，畢沅與閔鶚元皆經乾隆帝加恩復還原品頂帶，巡撫

養廉亦准其支領。179 

乾隆四十七年（1782年）八月，爆發與王亶望有關的案外案，浙江布政

使盛住查出閩浙總督陳輝祖查抄王亶望貲財冊案不符。180此事非同小可，盛

住立即上奏。乾隆帝一開始並未疑心陳輝祖，反而體諒其上年辦理塘工頗為

出力，又係兼管撫篆事務繁多，或一時查察不到，尚屬情理所有，令其會同

辦理。181然就在阿桂等審訊陞任糧道的王站住後，發現如果沒有督撫介入根

本不可能有換抵等事。182此時，陳輝祖知道難以隱瞞，遂奏陳自己私下以金

                                                      
177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48輯，頁784-785，乾隆四十六年九月十四日

陝甘總督李侍堯奏報甘省折收冒賑案內各犯冒賑侵蝕與建倉浮銷情形事。 
178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50輯，頁415-416，乾隆四十六年十二月二十

八日辦理陝西巡撫事務畢沅奏為於冒賑案不能舉發蒙降級留任謝恩摺。 
17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1冊，頁541-542，乾隆四十八年正月九日內

閣奉上諭。 
18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3冊，頁2499-2502，乾隆四十七年

八月二十八日浙江布政使盛住奏報續行查出陳輝祖查抄冊案不符顯有情弊摺。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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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乾隆四十七年九月

七日寄諭陳輝祖著會同盛住悉心查辦查抄王亶望物件原冊不符一案不得意存迴護。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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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8-2514，乾隆四十七年

九月十四日欽差大學士阿桂等奏報查訊王站住情由摺、奏陳如無督撫主張誰敢公然抵換及

原浙江藩司豈有不知之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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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銀，並且表示情願照易金銀數七萬餘兩，先行賠交分限三年解繳。183至是，

乾隆帝將陳輝祖革職拿問，一方面派員查抄其家產，另一方面則諭令阿桂與

福長安前往浙省調查此案。184 

乾隆帝對案情進行通盤了解後，認為陳輝祖所犯情節與王亶望之揑災冒

賑侵帑殃民者究有不同，即便與山東巡撫國泰之案比較起來，國泰公然勒派

屬員，以致通省各州縣俱有虧空，還情有可原。乾隆帝認為陳輝祖祗不過是

一位盜臣，其罪在身為總督置地方要務於不辦，以致諸事廢弛種種貽誤，而

侵盜者止係入官之物，是以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185但是，乾隆四十

八年（1783年）接連傳來浙省嘉興府屬之桐鄉縣有聚眾鬧漕之事、浙閩兩省

虧空其倉穀，各州縣俱未能足額、臺灣械闘匪犯獲二百餘人等事，這皆與陳

輝祖貽悞地方有關，是以軍機大臣刑部堂臣再請照前議即行正法。乾隆帝姑

念其辦理海塘尚無貽誤，著加恩免其肆巿，即派福長安、穆精阿前往宣諭監

視賜令自盡，以為封疆大臣廢弛地方者戒。186 

乾隆帝常藉著詢問官員的機會，而獲悉其他官員的情況。他從曾任兩廣

總督舒常與粵海關監督穆騰額口中得知兩廣總督富勒渾的操守與約束家人

皆有問題，遂於乾隆五十一年（1786年）三月，寄諭廣東巡撫孫士毅，命他

調查富勒渾之操守及家人滋事等事。187孫士毅於四月奏報富勒渾家人殷士俊

等有招搖婪索之事，光其粵東貲財物件共有二萬餘金，乾隆帝批示：「嚴問

富勒渾如何照應彼，可也，不可顢頇了事」。188富勒渾辯稱：「於下人在外一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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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5，乾隆四十七年九月

十五日閩浙總督奏陳以金易銀情由並自請照數賠銀交部治罪摺。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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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3，乾隆四十七年九月

十七日寄諭阿桂著與福長安往浙查辦陳輝祖案。 
18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3冊，頁2820-2821，乾隆四十七年

十二月二日諭內閣著將陳輝祖從寛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國棟等犯俱照所擬罪名完結。 
18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3冊，頁2838-2839，乾隆四十八年

二月三日諭內閣著賜令陳輝祖自盡以為封疆大吏廢弛地方者戒。 
187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02，察吏十三，頁1336，乾隆五十一年丙午三月癸亥。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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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5-2890，乾隆五十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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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毫無覺察，請旨情願自行議罪銀三萬兩」，乾隆帝批示：「更不成話」。189乾

隆帝除了又派令舒常前往會同孫士毅秉公審究外，又諭令江蘇織造四德、

按察使長麟將殷士俊蘇州原籍家產嚴密查封。190對於富勒渾縱容家人如此

作為，乾隆帝不滿的表示：「朕日理萬幾，常在朕前使令之總管太監、奏事

太監輩，如伊等婪索銀錢必須積壓外省文報奏摺，或於朕前揣探意旨假作

威福方能婪得厚貲，⋯⋯朕為天下主，尚不肯假手近侍，任擁厚貲。殷士

俊不過跟隨總督之長隨，積貲竟如許之多，必係平日屬員中有託其營求陞

調，富勒渾曲意聽從或勒索不遂」。191因此將富勒渾革職，並解送至浙江交

阿桂審訊。192 

接著孫士毅又查出富勒渾家人李世榮收受鹽商花錢一千圓、殷士俊勒派

洋商分買人參，浮賣價銀四千七百兩，而富勒渾竟以幫貼公費為由，勒派各

口岸書巡等銀一萬九千六百餘兩。這件事在殷士俊、李世榮轉交內署調查被

發覺後，富勒渾才交給監督衙門解送進京，根本就是先侵後吐之計。193乾隆

帝據此推測，富勒渾在任閩浙總督時定亦有婪索情事。因此，諭令閩浙總督

雅德加以調查，然雅德不但不據實查明，甚至還力為保奏。所以改令福州將

軍常青與閩浙總督伍拉納秉公查辦，乾隆帝特別叮囑伍納拉，說：「命汝署

                                                                                                                                       
四月十一日廣東巡撫孫士毅奏報究出富勒渾長隨舞弊確據請徹底究辦摺。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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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1，乾隆五十一年四月

十一日兩廣總督富勒渾奏請准自行議罰銀三萬兩解送浙江海塘充公片。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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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7，乾隆五十一年四月

二十八日諭內閣著傳諭長齡四德查抄蘇州常熟兩處殷士俊田產財物。 
191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0輯，頁604-607，乾隆五十一年六月一日新

授兩廣總督孫士毅奏為遵旨將革職督臣富勒渾及殷李二犯並應質要犯委員分起押解起程緣

由摺。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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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3，乾隆五十一年五月

十四日諭內閣著將富勒渾革職解浙交阿桂秉公質訊審辦。 
193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0輯，頁648-650，乾隆五十一年六月六日阿

桂奏覆審訊富勒渾勒派書巡等銀案情形摺。頁711-718，乾隆五十一年六月十二日兩廣總督

孫士毅奏為遵旨嚴辦富勒渾家人婪索案情形摺、附奏報委員截留富勒渾所辦送萬壽貢品

片、附奏報富勒渾署內長隨自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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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印，更無掣肘，一切嚴查委辦」、「實力妥為之，毋陷雅德之轍」。194 

相關的涉案官員隨著調查的行動而曝光，包括，泉州府通判鄭一桂托親

戚殷士俊餽送富勒渾金葉五十兩，乾隆帝批示：「豈有此理，怪乎」！195運司

張萬選送富勒渾銀三萬兩。富勒渾辯稱並未收受，然張萬選卻否認其說法。

乾隆帝遂再指派阿桂等繼續查辦。196此外，穆騰額亦奏稱富勒渾上年到兩廣

總督任時，曾告以「前在閩浙總督任內，閩海關有幫貼總督公費一款」，乾

隆帝諭令常青查明迅速覆奏。197值得注意的是，閩海關幫貼公費在乾隆一朝

已發生過數次，包括乾隆十五年（1750年）的明福案、乾隆二十九年（1764

年）的廈門陋規案。 

最後，阿桂等大臣於七月調查審訊完結，198而於閏七月奏擬革任兩廣總

督富勒渾縱容家人婪索、且於公項銀兩先侵後吐，擬應斬監秋後處決。至於

革任閩浙總督雅德徇私曲法，並不據實陳奏近在鄰省的富勒渾諸劣迹。原擬

將雅德與富勒渾同樣擬以斬候，但念及雅德僅止徇隱，尚無侵貪款蹟，故雅

德著加恩免其治罪。此外，由於富勒渾家產業已皆查抄，其名下應賠銀兩，

令雅德全數代賠，以示懲創。199 

乾隆帝在此案結束後，於十月的一道諭旨說明其數年來懲治侵貪督撫的

                                                      
194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0輯，頁729-730，乾隆五十一年六月十四日

常青伍拉納奏為遵旨查究富勒渾寄閩銀兩摺。 
195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0輯，頁769-770，乾隆五十一年六月十八日

常青伍拉納奏為究出鄭一桂餽送富勒渾金葉解浙質究緣由摺。 
196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0輯，頁798-802，乾隆五十一年六月二十日

兩廣總督孫士毅奏為遵旨覆訊富勒渾侵蝕鹽銀及將運司張萬選暫行解任赴浙對質摺、附奏

為遵旨查抄富勒渾貲財情形片。 
197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0輯，頁840-841，乾隆五十一年六月二十四

日福州將軍常青奏為遵旨奏報閩海關歷年動支正款咨送督撫兩衙門銀兩數目及此外並無陋

規幫貼各緣由摺。 
198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1輯，頁95-98，乾隆五十一月七月八日阿桂

奏報訊問富勒渾骫法營私等不法情事。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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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3115，乾隆五十一年

閏七月十九日軍機大臣奉旨著將富勒渾擬斬監候雅德免罪代賠富勒渾應賠銀兩李世榮殷士

俊處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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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首先從對督撫大臣的刑罰談起： 

向來督撫大臣中，營私骩法貪縱婪索者，惟王亶望奇貪殃民，是即

行正法。其餘因其曾為大臣，祇賜令自盡，不忍肆諸巿曹。而其中

情罪可原，本可不至予勾者，亦必先期降旨，免其綁赴巿曹，不令

與眾囚為伍。此朕明罰勅法中，仍寓養恥之道也。200 

其次，乾隆帝表示欲重用富勒渾，歷練亦久，是以由閩浙調用兩廣，委

以海疆繁劇重任，以為將來能勝任陝甘總督之職，然而他卻貪婪侵隱、放縱

家人受賄，若不加以懲處，何能整肅吏治？調查期間，又有和珅意存消弭加

以迴護，及派阿桂前往審訊定案時，只稱富勒渾只不過是犯未經奏明之過，

對於他先侵後吐之處，並未切實根究，可見和珅、阿桂等皆有縱容之嫌。再

則，對於富勒渾身為大臣，竟不顧自己的顏面，於質訊時咆哮剖辯，悖戾之

氣形諸詞色，並且聲言我如果得罪，那全省官員將無一倖免。富勒渾罪證確

鑿，罪行重大，但乾隆帝仍不忍處以重刑，姑念他非賣官鬻爵，且歷任封疆

大吏有功，而在大小金川用兵時辦理糧務有功，只令他待罪入獄，愧悔思過。 

最後，乾隆帝則感嘆並反省乾隆朝與雍正朝封疆大臣侵貪違法的差別，

究其原由皆因自己水懦民玩而用人不當，他說： 

朕敬思皇考世宗憲皇帝臨御十三年，綱紀肅清，內外臣工亦俱小心

惕勵。其時封疆大臣以奸貪犯法者，止年羮堯一人。朕御極五十餘

年，未嘗不時時以整飭官方為務，而貪縱骩法，如，恒文、蔣洲、

良卿、方世儁、王亶望、國泰、陳輝祖、郝碩諸人，接踵敗露。此

皆朕水懦民玩而用人不當，未嘗不引以自愧。嗣後各省督撫，務宜

整躬潔己，嚴肅馭下，以前事為戒。設有不知儆懼仍蹈覆轍，一經

敗露，朕必執法重懲，毋謂寬典可以倖邀，朕恩可以長恃也。201 

                                                      
20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3冊，頁538-539，乾隆五十一年十月二十日

內閣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267，頁7-8，乾隆五十一年丙午十月庚申。 
20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3冊，頁538-539，乾隆五十一年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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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六十年（1795年）四月，福州將軍魁倫奏覆閩省倉庫虧缺的情況，202

展開全省倉庫錢糧清查時，查出伍拉納、浦霖、伊轍布、周經等侵虧庫項情

弊。乾隆帝要求署閩浙總督長麟、新任巡撫魁倫等務必查清，查出伍拉納、

浦霖在督撫任內得受鹽規及抽詳銷案等款。且查抄其家產時，浦霖原籍貲財

現存銀錢及埋藏銀共二十八萬四千三百餘兩，房屋地契共值六萬餘兩，金七

百餘兩，其餘朝珠衣服玉器等物尚不在此數；而伍拉納在京中的家產內，僅

僅是如意一項就多至一百餘柄，他們二人貪黷營私之多實超出情理之外。而

提刑按察使錢受椿逢迎上司、遇事婪索，也被解京交刑部從重治罪。長麟於

此案始終採取迴護瞻徇的態度，意存化大為小，所以將他革職，並且自備資

斧來京候旨。203乾隆帝下令將伍拉納、浦霖正法時說： 

從前陳輝祖、國泰、郝碩雖皆敗檢踰閑自干法紀。然陳輝祖止係偷

換官物；國泰等亦罪止勒索屬員，而於地方事務及緝捕盜匪等事，

尚未大至廢弛不辦，是以從寛賜令自盡。福崧在浙江巡撫任內，任

性乖張侵用帑項，於審明後即寘重辟。今伍拉納、浦霖在督撫任內，

惟知婪贓受賄，甚至人命重案竟然藐法徇情，且伊轍布串通庫吏周

經侵虧帑項，錢受椿延案勒賄拖斃多命。伍拉納、浦霖竟置若罔聞，

罪更重於福崧，是竟不能全朕用人顏面。而伍拉納自蹈重罪至於此

極，更為有玷覺羅，亦斷難稍從輕典，免其肆巿也。二人俱照擬即

行處斬，以為封疆大臣貪黷營私廢弛侵虧負恩昧良者戒。204 

並且自省「此皆因朕數年來率從寛典，以致竟有如此婪贓害民之督撫，

                                                                                                                                       
內閣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267，頁7-8，乾隆五十一年丙午十月庚申。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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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9-3390，乾隆六十年四

月二十二日福州將軍魁倫奏覆閩省倉庫虧缺大概情形等事摺。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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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1-3533，乾隆六十年十

月七日諭內閣著將伍拉納浦霖從重定擬錢受椿鎖拿解京其子嗣發往伊犂充當苦差。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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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8-3539，乾隆六十年十

月九日軍機大臣奉旨著將伍拉納浦霖即行處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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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當先責己」。205其實，乾隆帝也知道屢屢爆發督撫侵貪的案件，皆因餽贈、

陋習所造成。但他也只是消極的道德勸說，不願採取積極清查的措施。實際

上，他對於全國性吏治敗壞是了然於胸的，因此他又說： 

督撫受國家厚恩簡任封圻廉俸優裕，理宜潔己率屬，何得私受餽送

相習成風，殊非肅清吏治之道。各省督撫中廉潔自愛者，諒不過十

之二三，而防閑不峻者亦恐不一而足。但朕不為已甚，不肯因此徧

加嚴查也。嗣後，各督撫務宜躬飭簠簋砥礪廉隅，以期大法小廉仰

副委任。206 

但乾隆帝的反省卻為時已晚，此後他已不再採取任何大刀闊斧的整飭吏

治的措施。 

第四節  乾隆帝嚴懲貪婪的御史學政 

乾隆一朝，御史與學政的侵貪案件並不多，這當然與官員各司其職有

關。監察御史隸屬都察院，負責監察地方，乾隆帝時於十五道各設滿監察御

史，掌糾察內外百司之官邪。由於地方的倉庫錢糧非由御史負責，故御史的

犯行大都是貪污受賄，而非侵盜錢糧。而學政不但「俱有衡文取士之責」，207

亦要督察各府、廳、州、縣儒學事務。乾隆帝對於「沽名博譽者，漫謂此時

功令森嚴，人皆畏法，不敢作弊此語」，表示並不相信，「惟於貪吏舞弊婪贓，

嚴懲不貸」，208而這正是其懲治犯了貪婪受賄罪的學政、御史最佳寫照。 

貪婪、貪瀆除了適用＜刑律‧受贓＞外，其中更有一條律文是針對科道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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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8-3539，乾隆六十年十

月九日軍機大臣奉旨著將伍拉納浦霖即行處斬。 
206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92，訓臣工十，頁2536，乾隆六十年乙卯八月乙酉。 
207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39，文教七，頁601-602，乾隆五十三年戊申三月乙酉。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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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乾隆帝懲治侵貪的態度 

 

141

等風憲官吏，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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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來看，律例對於犯貪婪御史的懲處原本就較一般官員嚴厲，再

加上乾隆帝對於明朝科道成黨結派互相攻訐的現象一直存著戒心，所以當御

史貪污受賄時，往往不加寬貸。也由於乾隆帝在諭旨中屢將這二類一併談

論，故本節也將之合併，如表3-4所列。 

表3-4：御史學政的貪污案件 

案發時間 案犯 案犯職銜 案由 檢舉者 懲處 乾隆帝諭示 

乾隆二年 富德 御史 向鋪戶賒

取緞疋 

給 事 中

陳履平 

  

乾隆五年 褚泰 四川道御史 受賄五百

兩 

都 察 院

左 都 御

史 查 克

丹、監察

御 史 宮

煥文。 

原 擬 緩

決，令改為

情實。 

 

乾隆六年 喀爾欽 山西學政 賄賣文武

生員 

山 西 巡

撫 喀 爾

吉善 

照俞鴻圖

例行 

乾隆帝先有訪

聞，降旨詢問始

參奏，派吏部侍

郎楊嗣璟前往

查辦。 

乾隆 

十一年 

勵宗萬 山西巡察 其弟受託

行私 

 勵宗萬革

職，從寛免

其杖徒。 

 

乾隆 

十四年 

陳其凝 浙江學政 縱 容 伊

子、家人、

書 吏 婪

贓。 

 發往軍臺

効力 

浙江巡撫方觀

承會同侍郎梅

瑴成審擬 

乾隆 

十五年 

朱荃 四川學政 賄賣生員 御 史 儲

麟趾 

失 足 落

水，查抄家

產。 

張廷玉的兒女

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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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 

十七年 

蔡時田 內簾監試御

史 

受帶關節  傳德保即

行監視正

法，不必俟

至九月。 

嚴刑審訊，不必

拘定萬壽期內

不加刑訊之例。 

乾隆 

三十三年 

梅立本 廣西學政 勒 索 供

應，致陸川

縣知縣楊

槤自刎。 

 著即處決 通諭各省調查

學政相關事宜 

乾隆 

三十三年 

時廷藹 雁平道 縱容家人

需索使費 

護 理 山

西 巡 撫

富明安 

  

乾隆 

四十四年 

陳受奎 雲南東川府

經歷 

令書役需

索銀兩 

控 告 飭

查後，雲

南 迤 南

道 湯 雄

業、白玠

始 揭

報。 

  

乾隆 

四十八年 

葉道和 永安州知州 接受岑照

賄囑代倩

傳遞中式 

廣 西 巡

撫 孫 士

毅 奏 請

調查 

應決不待

時 

土田州岑宜棟

因子自請罰銀

十萬兩，乾隆帝

批示：免其一半

可也。 

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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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台北：國立故宮博物

院，1983年。  

資料來源：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帝起居注》，桂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2年。 

 

首先即為乾隆二年（1737年）八月，巡視中城給事中陳履平參奏御史富

德。乾隆帝頒布諭旨指出，富德身任巡察乃向該城鋪戶賒取緞疋，顯有挾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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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索情弊，遂立即把富德革職，並交由刑部從重治罪。209 

乾隆五年（1740年）四月，刑部遵旨審覆，都察院左都御史查克丹暨監

察御史宮煥文參奏，揚州鹽商曹翰思向四川道御史褚泰賄賂五百兩，應受處

罰。210但在初次審訊時，官員卻裁定緩決，明明是要為他脫罪。乾隆帝遂明

令盡速擬定罪狀，並應以法司犯罪加重罪刑。211 

乾隆六年（1741年）三月，山西巡撫喀爾吉善參劾山西學政喀爾欽賄賣

文武生員，並買有夫之婦為妾。212乾隆帝對於此案與山西布政使薩哈諒在山

西違法亂紀早有所聞，故乾隆帝詢問喀爾吉善，喀爾吉善才參奏兩人違法諸

事。乾隆帝表示：「凡督撫者遇該省貪官污吏不思早發其奸，或題參一二州

縣以塞責，而於此等大吏反置之不問，且妄意朕心崇尚寛大，遂爾苟且姑

容」。最後乾隆帝派遣吏部侍郎楊嗣璟前往，會同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嚴審定

擬具奏。而且認為此次喀爾欽賄賣生童之案，即當照雍正朝的俞鴻圖之例而

行。213調查喀爾欽的家產，並把家產全數入官。214七月，喀爾欽被解赴刑部

即行正法，原任山西巡撫石麟被革職。215 

在調查的過程中，乾隆帝一方面為山西吏治之廢弛感到震怒，竟會發生

學政賄賣文武生員的事；一方面卻又怪罪科道，何以未能善盡職責，指實糾

參。所以他在同年五月告訴內閣官員： 

科道職司言路，為朝廷耳目之官。凡有關於民生利弊之事，皆當留

心訪察據實上聞。即如山西巡撫石麟之廢弛、布政司薩哈諒之貪黷，

各屬浮收重耗，甚為民累，科道等官每將無干瑣務陳奏朕前，而此

                                                      
20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2冊，頁325，乾隆二年八月三日奉諭旨。 
210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15，頁9-10，乾隆五年庚申四月己丑。 
211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29，頁15-16，乾隆五年庚申十月癸亥。 
212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8，頁9-10，乾隆六年辛酉三月癸酉。 
213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冊，頁706，乾隆六年三月初八日內閣奉上

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8，頁10-11，乾隆六年辛酉三月癸酉。 
214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43，頁2-3，乾隆六年辛酉五月庚辰。 
215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46，頁31-32，乾隆六年辛酉七月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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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要大端並不指實糾參，豈果出於不知耶，抑明知而不言耶！至本

省之人於本省事務見聞尤切知之必悉，如給事中盧秉純即係山西

人，石麟莅任甚久，薩哈諒劣蹟多端，盧秉純豈得推而不知，而並

未一經參奏何也。用是特頒諭旨通行申飭科道等，此次訓飭之後，

嗣是各省有關民生利弊之事，俱當留心訪察，一有確據即指實糾參。

倘知而不奏責有攸歸，至於本省之人明知其事而隱匿不言，倘別經

發覺，朕必將本省之科道議處一二以示警，其有假公濟私挾制本省

大吏以為自便之計者，亦斷難逃朕之洞鑒。216 

在這道頒布的諭旨中，乾隆帝清楚且毫不掩飾的表達出其對於科道言官

的不滿，對於山西發生的情弊，無任何科道稟報，而同籍的給事中盧秉純更

被直接欽點斥責，並訓誡科道絕不可以假公濟私，濫用職權。 

而乾隆十七年（1742年）八月，內簾監試御史蔡時田及曹詠祖受帶關節

一案，乾隆帝更下令王大臣等會同刑部嚴刑審訊，不必拘定萬壽期內不加刑

訊之例。217而和碩履親王允裪等將蔡時田嚴刑鞫訊後，兩人確有關說之預謀，

因兩人皆屬於監察官，故議請加重量刑，立即處斬。218根據大清律例中＜名

律．五刑＞中的死刑注釋「內外死罪人犯，除應決不待時外，餘俱監固，候

秋審、朝審、分別情實、緩決、矜疑，奏請定奪」219來看，蔡時田與曹詠祖

應先監固，再行處斬，然乾隆帝認為此案情罪可惡，非尋常罪犯可比，乃速

傳德保即行監視正法，不必俟至九月。220 

此事調查完結，尚未執刑之前，乾隆帝即頒布上諭，對於在舉試時竟有

官員舞弊的現象，而這亦突顯出士人間的相互囑託、關照，此等人際網絡對

                                                      
216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89，求言二，頁1185-1186，乾隆六年辛酉五月辛卯。 
217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420，頁8-9，乾隆十七年壬申八月丙申，頁11-12，乾隆十七

年壬申八月己亥。 
21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420，頁18，乾隆十七年壬申八月壬寅。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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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220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421，頁2，乾隆十七年壬申八月乙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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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家舉士造成的不良影響，加以申飭，他說： 

國家設科取士，期得真才，士子誦法聖賢，當知以名節為重。……

近科來特申懷挾之禁，勿令魚目混珠，意內簾弊竇，久已肅清。不

謂尚有潛通關節其人者，雖千百人中僅此一二人，然此一二人者，

未嘗非千百中之人。況此特其敗露者耳，其默識心存、無能發摘者。

謂再無其人，其孰信之。夫刑章國憲，持世之大防。從前學政賄賣

生童，若俞鴻圖、喀爾欽皆經正法，朱荃未及明正典刑，而贓私盡

已發覺，案犯業俱治罪。雖功名之途不無熱中，而效尤頹風，將何

底止。……蔡時田、曹詠祖已照法司律擬，即行斬決。至宦家子弟，

鄉科以官卷邀恩，及會試入闈，同年、同官情面相關，囑託嚮應，

勢尤易便，身居朝列，不以正率先，冒犯營私，此而不懲，更無以

服寒畯而昭炯戒。曹秀先一併交部嚴加議處。科場有此深為可愧，

朕固不忍輕量天下士，而人心叵測，不能無於予改是之嘆，倘尚有

以身試法者流，亦惟有按律從事，刑茲無赦而已。221 

值得注意的是，每當發生重大的案件，乾隆帝大多會頒布諭旨曉諭諸

臣，例如乾隆二十二年（1757年）雲南總督恒文勒索屬員與山西布政使蔣洲

侵虧帑項、勒索屬員等案發生後，同年十一月，便對科道言官加以訓飭，他

對內閣官員說： 

科道為耳目之官，凡有見聞舉得入告。乃近日如恒文、蔣洲之貪黷

敗檢不一而足，科道中未有一人舉奏。……試思科道為言官，此而

不言更何可言，言官不言更誰當言。況近年來如陳慶升、周照等議

奏科場條陳災賑稍有建白，朕未嘗不加獎予飭部議行。設於貪黷大

員據實參奏，豈不足以儆官邪而澄吏治。朕當益深嘉獎亦復何憚不

為，而乃緘口結舌竟若茫無知見，國家設立言官之意安在。朕御極

                                                      
221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421，頁2-4，乾隆十七年壬申八月丙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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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年，曾令科道各抒所見盡言無隱，其時奏牘紛紛亦多，以細故塞

責且顏有借言行私者，而鄂善納賄一案仍係別經發覺，非由科道糾

陳也。可見科道等一鼓勵之，不過簧鼓竊權，而一裁制之，遂致因

循觀望，相習成風已非一日，此風實屬可慮，著通行申飭其尚發乃

天良裨予實政。222 

隨即又在乾隆二十四年（1759年）二月的上諭中，藉著康熙帝對於科道

瞻徇情面，未能秉公建言參劾，乾隆帝亦深有同感，他說： 

恭閱皇祖聖祖仁皇帝實錄，康熙五十五年九月諭，大學士、九卿、

詹事、科道等曰：「國家設立科道寄以耳目重任，建言參劾乃其專責。

九卿及督撫提鎮內居官貪婪行止不端者，亦或有之，科道官員，即

當從公參劾，乃或因係某大臣保舉，或因係某大臣門生故舊，彼此

瞻徇情面，並不題參。間有條奏彈章，亦祗受人請託，或使人畏懼

自立威名耳」。仰見聖訓周詳，洞燭情偽，不獨明季科道惡習如見肺

肝，即自古以來，言官風氣關係政治得失，莫不包括無遺，允宜垂

示子孫為萬世炯戒也。朕臨御之初，側席求言冀裨上理，無如言官

即藉此以行其私者不少，尚憶仲永檀參劾張照一事，實由其座師鄂

爾泰指使，似此者指不勝屈，究竟曾何益於實政耶！223 

又再度提及恒文、蔣洲等案無一科道糾參，此次批評較前幾次更為嚴

苛，甚至直言抨擊科道即使上奏亦非有益國事，是為一己私利結黨成派，並

非實心為國的人，他說： 

比年來督撫中，若恒文之在雲南、蔣洲之在山西敗檢狼籍，至於如

此之甚，科道中竟無一人執白簡以從事者。上年因日食復有求言之

詔，而湯先甲等亦不過摭拾浮言，率行瀆奏使稍加獎，借將復有如

                                                      
222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89，求言二，頁1191，乾隆二十二年丁丑十一月甲午。 
223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90，訓臣工八，頁2500-2501，乾隆二十四年己卯二月

戊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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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永檀之為者矣。及至稍加訓飭，而伊等遂俱箝口結舌絕無封奏。

可見科道中原無實心為國之人，導之使言不過黨援同異冀快其私，

甚至各立門戶有害國家，若置而不作興之，則率以緘默為苟容，究

其通病何一能逃我皇祖聖神坐照中耶。殊不思朝廷設官分職，畀以

耳目重寄，凡國家用人行政之大端，分宜屏去私心，隨時獻納以資

實用，使不言者既瘝厥官，而言者又惟以門戶恩讐為計，是不惟無

補國是，且非立官之本意矣，可將此旨傳諭知之。224 

雖然康熙帝、雍正帝、乾隆帝屢在諭旨中宣稱「國家設立科道，寄以耳

目重任」、「科道為耳目之官」、「科道職司言路，為朝廷耳目之官」等語，看

似極其重視科道的監察彈劾權，其實則不然。由於奏摺制度發展健全，享有

上奏權的官員亦皆可為朝廷之耳目，是以科道在此時實際發揮彈劾的職責有

限。據馬起華的統計，乾隆一朝彈劾人次中科道的比例僅佔7.59％，與督撫

的63.65％差距很大。225再加上鑑於明季科道黨爭不斷對政治造成極大的危

害。清朝君主對於科道始終存著疑懼之心。對於科道的懲罰也較嚴苛，例如，

乾隆十五年（1750年）調查廣東糧驛道明福前任各道薛馧等均有浮收米石情

節，乾隆帝還特別強調薛馧為言官時「矯矯自命，以圖受知，及蒞外任，道

不能潔清自矢，是轉以繩糾為捷徑矣」，命將他拿交刑部，從重治罪。226 

又如乾隆二十九年（1764年）七月，福建監察御史羅暹春上摺糾參原任

兩廣總督蘇昌，指控蘇昌不能及早舉發參革鹽運使王槩婪贓之事，非年老糊

塗，即有心瞻徇。況王槩近在同城，蘇昌豈真一無見聞？乾隆帝批示：「此

奏是，失察之咎，蘇昌實不能辭。至節制海疆乃出自朕簡用，非御史所當言，

若不明降諭旨，恐啟將來科道把持督撫馴致門戶之漸，羅暹春著飭行，餘著

                                                      
224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90，訓臣工八，頁2500-2501，乾隆二十四年己卯二月

戊寅。 
225 馬起華，《清高宗朝之彈劾案》，頁84。 
226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77，頁38-39，乾隆十五年庚午十一月已已。 



懲貪風而申國憲─乾隆朝懲治侵貪案研究 

 

148

蘇昌明白回奏」。227隨後，又以羅暹春與遭蘇昌參革廣東知縣劉紹汜是江西同

鄉，雖無直接證據證明其參奏蘇昌是為劉紹汜報復，但乾隆帝仍然認定其啟

黨援朋比之風，遂解其台諫之任，以六部主事用。228 

乾隆三十三年（1768年）十月，據護理山西巡撫富明安參奏，雁平道時

廷藹巡查州縣縱容家人需索使費用，時廷藹為監司大員，巡查地方不遵定例

輕騎減從，建議把他革職，並交巡撫嚴行審訊。229乾隆四十四年（1779年）

六月，雲南東川府經歷陳受奎盤查社倉，令書役需索銀兩，他的上司湯雄業、

白玠係專管府道，卻任聽劣員兩次婪索，毫無覺察，直至控告飭查後，始行

揭報，他們兩人皆按刑部之建議降調。230 

至於學政的部分，其情況與御史極類似。例如乾隆十一年（1746年）五

月，大學士審訊沈文傑行賄作弊一案，發現山西巡察勵宗萬接受沈文傑賄

賂，被革職。231而乾隆十四年（1749年）二月，浙江巡撫方觀承會同侍郎梅

穀成調查浙江學政陳其凝任內生員樊顯自刎一案，陳其凝身為學政，乃縱容

他的兒子及家人書吏串通作弊，訛騙婪贓藐法徇私，遂把陳其凝發往邊地充

軍。232此二案雖非官員直接貪婪受賄，但仍受其家人之累，需要負起連帶的

責任，進而受到懲處。 

而乾隆十五年（1750年）二月，御史儲麟趾奏參四川學政朱荃匿喪趕考，

隨又查出朱荃任內賄賣生員，並勒索新生規禮及補廩出貢等銀約四五千兩。

                                                      
227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2輯，頁259-260，乾隆二十九年七月二十日

福建道監察御史羅暹春奏為參奏閩浙總督蘇昌姑容所屬摺。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

隆朝上諭檔》第4冊，頁464，乾隆二十九年七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

卷715，頁8-9，乾隆二十九年甲申七月庚午。 
22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4冊，頁466-468，乾隆二十九年七月二十四日

刑部堂官奉上諭、八月一日內閣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15，頁12-13，乾隆

二十九年甲申七月甲戌。卷716，頁1-3，乾隆二十九年甲申八月庚辰。 
22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821，頁4，乾隆三十三年戊子十月辛未。 
230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185，頁3-4，乾隆四十四年己亥六月己巳。 
23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102，乾隆十一年五月九日內閣奉上

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266，頁13-14，乾隆十一年丙寅五月甲辰。 
23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8冊，頁43，乾隆十四年二月十日奉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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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不過四月時朱荃卻於回鄉途中失足落水致死，234故未受到牢獄之災的懲

處，然事後仍難逃查抄家產的處分。235此案並未隨著朱荃的身亡而告一段落，

乾隆帝要求繼續調查其死亡的真正原因為何？遂命四川、湖廣、浙江各督撫

等審訊他的弟弟及家人。在調查過程中，湖廣總督永興奏稱山西蒲州府知府

李為棟餽送四川學政朱荃銀兩貂套等物，為其二子取得入學，而且朱荃還賄

賣童生九名。236乾隆帝對於四川總督策楞何以全無知覺於事先，並未究出於

事後，加以訓飭。他說：「從前學政多簠簋不飭，後責成督撫不時查察，一

經彈劾審實，即按律正法，其風始戢。近來督撫漸有顧惜情面之意，並不實

在留心體訪，以致該學政等無所忌憚故習復萌，竟敢公行賄賣，不法已極，

此風斷不可長」。237 

此案的另一重點在於朱荃是大學士張廷玉的兒女親家，張廷玉因此牽連

被懲處。238乾隆帝在七月一道上諭中清楚表達其態度及看法，首先追究張廷

玉的連帶責任，要求他據實稟報，並且將過去所賞賜物件全係追繳，他說： 

朱荃在四川學政任內，匿喪趕考，賄賣生童，并勒索新生規禮，贓

私纍纍。……實近年來學政所未有，伊乃大學士張廷玉兒女親家，

其敢於如此狼籍婪贓，明係倚恃張廷玉為之庇護，且查朱荃為大逆

呂留良、嚴鴻逵案內之人，幸邀寬典，後復夤緣薦舉，冒玷清華，

本屬衣冠敗類。大學士張廷玉以兩朝元老，嚴鴻逵之案，繕寫諭旨

                                                      
23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69，頁11，乾隆十五年庚午七月庚申。 
234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63，頁2-3，乾隆十五年庚午四月戊子。 
235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1輯，頁436-437，乾隆十六年八月十八日湖北

巡撫恒文奏報處理朱荃所遺在楚銀物及共解銀兩數目摺。 
23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464，乾隆十五年七月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9冊，頁227，乾隆十五年七月十一日

奉諭旨。 
237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9冊，頁231，乾隆十五年七月十三日奉諭旨。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68，頁19-20，乾隆十五年庚午七月癸丑。 
23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466-467，乾隆十五年七月二十日內閣

奉上諭。頁475，乾隆十五年九月七日內閣奉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69，頁7-10，
乾隆十五年庚午七月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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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出其手，豈不知其人，乃公然與為姻親，是誠何心。設在雍正年

間，伊必不敢如此，即在伊平日謹守遠祻之道，亦不當出此，而漫

無忌憚至於如此。其忘皇考聖恩為何如，其藐視朕躬為何如，張廷

玉若尚在任，朕必將伊革去大學士，交刑部嚴審治罪。今既經准其

回籍，交兩江總督黃廷桂，於司道大員內，派員前往，傳旨詢問，

令其速行明白回奏，再降諭旨。張廷玉深負三朝眷注之恩，即其不

得行私而欲歸之一念，即已得罪天地鬼神，朕尚欲全其晚節，今乃

種種敗露，豈容冒叨寵賚，所有歷來承受恩賜，御筆書籍及尋常賞

賚物件，俱著追繳。239 

再則，朱荃與張廷玉的親家關係，何以張廷玉在朝時皆無人上奏，特別

強調「漢大臣御史」並非不知悉，而是瞻徇情面，加以庇護。乾隆帝在獲知

儲麟趾參奏時，梁詩正因未據實以告，交部議處，他又說： 

至儲麟趾參奏朱荃，交部嚴察議奏時，朕曾以其事問梁詩正，伊並

不將朱荃之事詳悉陳奏，觀其詞色，轉若儲麟趾不應參劾者，且有

功令森嚴無人更敢作弊之語。現在朱荃、明福作弊至於如此，何謂

無敢作弊，其意豈欲朕信臣下之無敢作弊，遂不加覺察，可以自便

己私耶！及部議時，若非朕洞鑒情節，飭令大學士傅恆詳悉查辦，

一任梁詩正等朦混，則儲麟趾可以誣參議處矣。部中定稿，彼此議

論，堂司官皆所共聞，令梁詩正撫心自問，尚不足以服其心耶，梁

詩正著交部察議。朱荃平日為人及匿喪納賄諸罪狀，與夫張廷玉以

國家舊大臣，而與叛案中有名人結親之處，漢大臣御史中寧不知之，

而張廷玉在任時，無一人參奏者，足見朋比瞻顧之習，終不悛改。

倘儲麟趾尚能據實參其匿喪一事，較之挾詐行私及摭拾浮言者為稱

                                                      
23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466-467，乾隆十五年七月二十日內閣

奉上諭。  



第三章 乾隆帝懲治侵貪的態度 

 

151

職矣，儲麟趾著交部議敘。240 

最後，則藉此追究與張廷玉為師生關係、交結甚深的汪由敦相關責任，

並表示官員間的營私交結皆在其掌握中，乾隆帝說： 

朱荃在詞林中嘗考列一等，或係張廷玉閱卷，或派大臣同閱。若非

張廷玉授意囑託，則閱卷大臣揣摩迎合，且京察大典張廷玉列朱荃

於一等，朕於引見時降為二等。至保舉試差人員汪由敦力保朱荃，

明係瞻徇，朕於引見冊內記其人終不妥，近曾以示汪由敦，可見營

私交結伎倆在朕前自不能掩，此等師生朋比之習，不可不嚴加懲創，

汪由敦著交部嚴察議奏。241 

而此案中的李為棟、王瑞霖二犯，則在乾隆十七年（1752年）才予以正

法，乾隆帝在九月頒布的諭旨中說： 

本日勾到情實官犯，內李為棟、王瑞霖二犯，因賄囑朱荃，為伊子

營求入學，本按以財行求，與受財人同科，問擬絞候，已屬該部輕

為出脫。至策楞擬以緩決，更屬沽名曲庇，著交部嚴察議奏。蓋入

學乃士子進身初步，原與科場一律，營求賄囑之風，斷不可不嚴為

防範。在輦轂之下，糾查嚴密，易於敗露。至各省學政，出京赴任，

途次接見官員，乘便密行賄託，其事甚易，孰從稽察。似此情罪昭

著，犯證確鑿之案，若不明正典刑，將來玩法之徒，益無忌憚。……

比聞新進翰林輩視交通關節，竟不以為惡習可恥，偷為一切，真材

益淪，力挽頹風，朕不辭也，此而可寬，明刑弼教之意。242 

乾隆三十三年（1768年）六月，廣西學政梅立本考試鬱林州時勒索供應，

                                                      
24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466-467，乾隆十五年七月二十日內閣

奉上諭。 
24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466-467，乾隆十五年七月二十日內閣

奉上諭。 
24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624-625，乾隆十七年九月二十七日內

閣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423，頁20-21，乾隆十七年九月甲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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恣意凌辱陸川縣知縣楊槤，導致該知縣忿恨自刎，乾隆帝下令將梅立本革職

拏問，並查抄原籍的家產估價變賣，243而且很快的就在十月八日梅立本著即

處決。244整件案件從調查到懲處相當迅速，明快，乾隆帝更於八月二十二日

通諭各省督撫，查明各地的學政按試時有無擅動驛馬？如有的論數目多少？

有認為像梅立本一樣使用人伕，如有的話，那些是自己雇用的？並各學政養

廉若干？現在情形若何？馬上要各地報告上來。又再降諭旨，本來各地的學

政書役各有例給工食，其飯食豈可令地方官捐備，如有的話，亦屬非體，並

令各督撫一并查明覆奏。245然此旨頒發後兩個月，僅有山東及廣西兩省有回

報，乾隆帝遂下令各省巡撫查明速奏。246 

葉道和一案雖非御史、學政所犯下的案件，但係科場收賄舞弊，故在此

一併討論。乾隆四十八年（1783年）十一月，已革舉人岑照（係土田州知州

岑宜棟長子，粵西本年鄉試第一名舉人），孫士毅調查結果發現他的實力與

考試優異的文章相去甚遠，因此奏請調查。岑照委託永安州知州葉道和的幕

僚曾興向他的朋友曹文藻請託，在考試時是幫岑照作弊而中舉，中舉後岑照

付給曹文藻一千兩。乾隆帝認為此案非外省可以完結，下令將一干人犯押解

進京，交刑部與大學士徹底審辦，247同時即請旨查封葉道和任所及原籍財物。

                                                      
243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31輯，頁282-284，乾隆三十三年七月八日安

徽巡撫馮鈐奏報遵旨委員查抄梅立本原籍家貲估變情形摺、頁285-286、頁287-290，廣西巡
撫鄂寶奏報審辦學政梅立本辱逼陸川縣令楊槤致其忿恨自刎命摺等數摺。《大清高宗純皇

帝實錄》，卷813，頁3-5，乾隆三十三年戊子六月癸酉、甲戌。 
244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32輯，（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73年

12月），頁226，乾隆三十三年十月二十日廣西巡撫錢度奏報辦理秋審案內官犯俱提解司情

形摺。 
245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32輯，頁355-356，乾隆三十三年十一月四日

安徽巡撫馮鈐奏報安徽學政按試並無多用夫馬需索供應並學政養廉書役工食各數目摺。《大

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817，頁13-14，乾隆三十三年戊子八月丙子。 
246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821，頁6，乾隆三十三年戊子十月辛未。 
247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1冊，頁898，乾隆四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五日

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193，頁14-15，乾隆四十八年癸卯十一月壬子。卷

1194，頁7-8，乾隆四十八年癸卯十二月辛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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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調查結果以葉道和以現任知州場內承辦供給，竟敢藐法圖利勾通舞弊，實

為從來所未有，情罪甚重。議請立即處斬。乾隆帝速傳令解京之葉道和，不

必等到京師，接到諭令之後，不拘何地，地方官即可在當地處斬。249乾隆

帝批示：「此人不可仍留彼處，以其究係土司也，其世襲自當與其族人或兄

弟」、「總送至部審，毋致脫逃自戕」。250岑宜棟不因兒子岑照犯罪而受牽連，

他管轄土田州於廣西諸土司所轄之地乃較廣，乾隆帝則加以施恩降旨指

示：「（岑宜棟）仍留原任，不因其子而獲罪」。251不過他情願自行議罰銀十

萬兩，請先繳銀四萬兩，其餘六萬兩分作四年完繳，乾隆帝則批示：「免其

一半，可也」。252 

在查抄葉道和的家產時，亦波及其兄葉道中，乾隆帝並不願意大加株

連，遂對於兄弟間的責任分擔加以說明，他說： 

從來緣事獲罪之人，兄弟本不相及，如因一人獲罪，將其兄弟貲產，

概行查抄，辦理本免過當。若以未經分析，盡免入官，則應行查封

者，皆將託詞財產未分，任意隱匿，使貪吏子孫仍復坐擁厚貲，亦

                                                      
248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58輯，頁312-314，乾隆四十八年十一月十八

日廣西巡撫孫士毅奏為究出主使代倩傳遞各實情摺、附奏報查封葉道和任所及飛咨原籍資

財緣由片。頁476-477，乾隆四十八年十二月一日湖北巡撫姚成烈奏為准咨查封葉道和家產

現在嚴切辦理緣由摺。頁484-489，乾隆四十八年十二月二日廣西巡撫孫士毅奏為審擬岑照

鄉試代倩案情形摺、附奏報岑照案內犯曹文藻尚未弋獲片。 
24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1冊，頁910，乾隆四十八年十二月四日直隸

河南湖北湖南廣西各督撫奉上諭。 
250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58輯，（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76年2
月），頁230-232，乾隆四十八年十一月十三日廣西巡撫孫士毅奏覆審訊鄉試舞弊案實情摺。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195，頁4-5，乾隆四十八年癸卯十二月甲戌。 
251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58輯，頁861-864，乾隆四十九年正月三日廣

西巡撫孫士毅奏為遵旨辦理岑照科場舞弊案情形摺、附奏報俟土司岑宜棟到省自行議罪

片。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1冊，頁937，乾隆四十八年十二月二十

一日奉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195，頁8-9，乾隆四十八年癸卯十二月丙子。 
252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59輯，（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76年3
月），頁196-197，乾隆四十九年正月二十八日廣西巡撫孫士毅奏報代土田州知州岑宜棟叩

謝天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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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何以示警。嗣後如有緣事獲罪，應行查抄，而兄弟未經分產者，

著將所有產業，按其兄弟人數，分股計算，如家產值銀十萬，兄弟

五人，年股應得二萬，祇將本犯名下應得一股入官，其餘兄弟名下

應得者，概行給予，以昭平允。朕辦理庶務，一秉大公至正，從不

肯故為姑息，使墨吏無所儆畏，亦不肯稍事苛刻，以致波及無辜。

所有葉道和一案，即照此辦理，並著為令。253 

乾隆一朝，對於學政骩法亂紀非常重視，一旦發現則嚴懲不貸，即使本

職非學政，但負責試務的官員亦然。因為國家設科取士的人材皆將進入官僚

體系，對於吏治的良窳也有必然的關係，是以乾隆帝在五十一年（1786年）

四月提醒相關官員，以過去的案例為警戒，說： 

朕恭閱皇祖聖祖仁皇帝實錄，其時主考學政往往有蕩檢踰閑，交通

關節，賄賣生童之事，俱經身罹重辟。雍正年間俞鴻圖復效尤，舞

弊贓私纍纍，我皇考將伊立行正法，以昭炯戒。乾隆年間山西學政

喀爾欽有賄賣生童之案，順天監試蔡時田有交通關節之案，亦俱盡

法懲治。自此人知畏懼，迄今數十餘年，從無有似此骩法之事。國

家設科取士期於虛心秉鑑，慎重掄材主考學政簡任衡文，果能砥礪

廉隅矢公矢慎，為國家鑒拔真材，不至貪贖敗檢，干犯憲典固屬甚

喜，但恐日久因循其中，或有見利忘義之徒故知復萌不自檢束者，

亦未可定。……著通行飭諭，凡得膺衡文之責者，當念為國樹人之

義秉公取士，同深敬凜，時時觸目警心不負任使，以前車為鑒。倘

有仍蹈故轍以身試法者，一經發覺，典章俱在斷不姑為寬貸，毋謂

朕言之不豫也。254 

                                                      
253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1冊，頁950，乾隆四十九年正月十日內閣奉

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196，頁9-10，乾隆四十九年甲辰正月丙申。 
254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92，訓臣工十，頁2531，乾隆五十一年丙午四月己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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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乾隆帝懲治官吏家人的態度 

大清律例對於官員的家人最直接的規範為＜刑律‧受贓＞中的律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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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僅有一條例文即條例1372：「執事大臣不行約束家人，致令

私向所管人等往來交結借貸者，一經發覺，將伊主一并治罪」。此處所指的

家人包括兄、弟、子、姪及奴僕，而且如因事受財仍照官吏受財律定罪，不

准減等。同樣的受贓行為，家人所受的懲處較官吏輕，雖然該官吏仍需負起

連帶責任。 

有鑑於此，部分貪污官員便會藉機鑽營，將受賄罪行推給家人，以規避

較嚴厲的懲處。例如乾隆二十六年（1761年）五月，總兵林洛受賄於網戶錢

文派兵代巡滋事以致淹斃兵丁，反揑報匪船掠竊，乾隆帝遂令浙江巡撫莊有

恭會同閩浙總督楊廷璋查審此案。255雖然林洛的兒子林輔國招供是自己朦蔽

其父所為，但是乾隆帝認為必須杜「避重就輕」之弊，因為將過失都諉之林

輔國，則其以身為職官得從輕典，而林洛僅有聽情失察，這與總兵大員納賄

屬實的懲罰相較之下，有極大的差別。進一步查訊，商人程宏嗣等供稱他與

林洛說合婪贓的事實。256故林洛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257又顧及到林

洛為福建綠營，行伍之人情多，不得不留心防範，傳諭莊有恭將林洛即在浙

                                                      
255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147451號。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

上諭檔》第3冊，頁638，乾隆二十六年五月七日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38，
頁9，乾隆二十六年辛巳六月甲戌。 

25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3冊，頁662，乾隆二十六年六月八日奉上諭。

頁663，乾隆二十六年六月十日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38，頁9-10，乾隆二

十六年辛巳六月乙亥。頁11-12，乾隆二十六年辛巳六月丁丑。 
257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42，頁12-13，乾隆二十六年辛巳八月壬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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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牢固監禁，不必解往福建並慎揀司獄官加意看守。258 

又如乾隆三十一年（1766年）九月，乾隆帝在進行勾決時，發現湖南省

耒陽縣知縣徐維綱收受公費縱容漕書浮收糧石，但查閱他的供辭竟稱是他的

次子徐曰哲起意作弊，而被連累。但經調查結果其次子年幼，豈能經管漕務

與書吏交通舞弊，且他的兩個兒子皆已病故。遂傳諭常鈞對於徐維綱加以嚴

訊。259 

除了有血緣關係的家人外，亦有部分的長隨、奴僕會利用官員的職權，260

狐假虎威進而違法亂紀，在法律的範疇內亦屬於家人的一部分。這類的人小

至收受門包、大至協助其主派累、婪贓受賄，或是與其主共同作奸犯科，真

正被揭露出來的皆是伴隨其主而查出的，因此可能絕大多數因犯行遊走在陋

規與貪瀆之間，而得以倖免。本文藉著整理侵貪案件時，亦將檔案資料中記

載的家人犯案也整理成表3-5，分析乾隆帝如何看待這群不具有朝廷正式編制

的身分，但卻得以利用朝廷所賦予官員權力的家人。有些督撫層級的家人犯

行，則在討論該督撫時一併分析。 

表3-5：乾隆朝官員家人侵貪表 

案發時間 案  犯 案 犯 身 分 案   由 檢舉者 懲 處 情 形 

雍正 

十三年 

鄭三 年希堯家人 加倍私徵稅

額 

  

乾隆 

二年 

金柱 御史成祚家人 索取進貢蒙

古人銀兩 

 成祚降一級調用不

准抵銷 

乾隆 

五年 

蕭二 鄂彌達家人 結交屬員，婪

贓盈萬。 

  

 

                                                      
25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3冊，頁701，乾隆二十六年八月六日奉旨、

頁702，乾隆二十六年八月七日奉上諭。 
25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69，頁3-4，乾隆三十一年丙戌九月甲申。 
260 《牧令書》卷4，用人提及家人即長隨，府的長隨分類、分工、特徵和作用都與州縣長隨相

同，非在官之人而所司皆在官之事。轉引吳吉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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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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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 

六年 

薩 哈 諒

家人 

    

乾隆 

十二年 

李十 常安家人 兩人婪收銀

一萬六千八

百餘兩 

閩浙總督

喀爾吉善

 

乾隆 

十四年 

陳 其 凝

其 子 及

家人 

 串通作弊，訛

騙婪贓。 

  

乾隆 

二十二年 

趙二 恒文家人 收受門包，藉

機勒索。 

  

乾隆 

二十五年 

張 永 貴

家人 

 收受使費   

乾隆 

二十七年 

李忠 已故安寧家人 將正課改為

罰科入己 

 查封家產。五十一

年請旨即行正法。 

乾隆 

二十七年 

程 嘉 

家人 

 婪索贓銀   

乾隆 

三十年 

龔玉 段成功家人 出票婪贓  著即處斬 

乾隆 

三十三年 

時 廷 藹

家人 

 需索使費   

乾隆 

三十五年 

裘 棟 家

人 

 遇事婪索，藉

差派累。 

湖廣總督

吳達善 

 

乾隆 

三十七年 

梅 戭 家

人 

 受賄 安徽巡撫

裴宗錫 

 

乾隆 

三十九年 

郭 巖 家

人 

 浮收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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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 

三十九年 

宋佩玉 文寀家人 勒索多贓 該幫旗丁

李勳控，

漕運給事

中 敦 岱

奏。 

 

乾隆 

四十三年 

高 樸 家

人 

家人 騷擾驛站   

乾隆 

四十七年 

范 明 德

家人 

 剋扣物價，勒

借典商錢鋪

錢文。 

河南巡撫

李世傑 

 

乾隆 

四十七年 

岳 昇 家

人 

 拏車擾累 陝甘總督

李侍堯 

 

乾隆 

四十七年 

李 調 元

家人 

 需索門包 永平府知

府弓養正

 

乾隆 

四十八年 

金三 王謀文之家人 盜賣米石，統

計收受銀四

十兩。 

 未便僅照蠹役詐贓

例擬軍，從重改發

伊犂，給厄魯特為

奴。 

李世榮 富勒渾家人 受鹽商銀兩   乾隆 

五十一年 

殷士俊 富勒渾家人 勒派洋商   

乾隆 

五十一年 

郭三 特通額家人 因伊主病重

私販玉石 

 擬斬決 

乾隆 

五十一年 

劉三 德克進布家人 因伊主侵盜

海塘椿木銀

兩，從中扣銀

一千二百餘

兩。 

 浙江省問擬杖流，

刑部駁改發伊犂為

奴，遵旨定為絞

決，即於該處正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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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 

五十四年 

祁三 忻州管門長隨 誆受財物四

百三十兩 

忻州民人

李承光等

呈控 

原擬發遣，令從重

定擬。 

乾隆 

五十八年 

霍三德 貝子永澤管事

家人 

多收錢糧，藉

主之名詐銀

侵用入己。 

 霍三德連眷屬發往

黑龍江，給索倫兵

丁為奴。貝子永澤

派增派累一千五百

兩，著十倍罰出入

官示懲。 

乾隆 

六十年 

陳錦 明德家人 騷累驛站  原擬發往黑龍江給

披甲人為奴，改為

即在該處絞決。 

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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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

1983年。  

資料來源：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帝起居注》，桂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年。 

 

關於堂官及家丁出入生事擾累屬員之處，對吏治造成的弊端，雍正朝時

曾特降諭旨嚴加禁止，然成效顯然不彰。雍正十三年（1735年）十一月，乾

隆帝即位僅數月，便爆發淮關監督年希堯（年羮堯之兄）將徐屬四縣之落地

稅違例改為關額濫徵，又縱容家人、書役加倍勒取，擾累民生。尤其是徐州

所屬四縣之落地稅，例應地方官徵收者，又復變亂成法改為關額徵收，私添

稅口。乾隆帝遂命令該地督撫查明真相，將該縣落地稅之應徵者，仍歸地方

官徵收，應革除者，仍遵旨革除，以紓民困。又下令將年希堯的家人鄭三嚴

拏，一併究審定擬具奏，261接著又再派總漕顧琮會同督撫查審此案。262乾隆

帝自承原本對年希堯「猶有矜全之意」，現在看到他先行藏匿資財，曲意防

                                                      
261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頁5-8，雍正十三年乙卯十一月戊戌。 
262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頁11-12，雍正十三年十一月辛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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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有虧臣節，實有辜負皇考任用之恩。遂諭令趙宏恩與顧琮盡法處治，應

追入官者即絲毫亦不可假借，方可懲一警百。況且朕即位以來，抄没諸臣家

私乎？而年希堯如此防範，可惡之極。263 

而乾隆五年（1740年）兩廣總督鄂彌達被懲處，因他庇護廣東鹽運使陳

鴻熙以朝廷正項之錢糧為運用放債之資本、海南道王元樞承辦銅觔預領銀四

萬兩，令各商營運勒令加三加五起息這兩起事件，而且還縱容其家人蕭二結

交屬員，婪贓盈萬。再加上為袁安煜在乾隆皇帝面前關說，遂將袁安煜應賠

贓銀，著鄂彌達照數另賠一倍，以示懲罰。264  

乾隆六年（1741年）才處理完福建王士任納賄婪贓案，三月時接連爆發

山西布政使薩哈諒縱容家人，婪贓不法、265山西學政喀爾欽侵貪案、浙江巡

撫盧焯受賄、步軍統領鄂善受賄等弊案。乾隆帝即位來，首次在一個月要處

理數件層級較高的官員侵貪案，在處理的過程，乾隆帝發現廣東、福建、浙

江等地方吏治如此敗壞，遂使他終於瞭解督撫的好壞是決定吏治的良窳的重

要因素，所以他除了強調督撫個人因素外，亦提及督撫的家人也是極關鍵的

角色。乾隆帝在四月對內閣官員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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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持躬不謹致蹈愆尤者，亦未嘗無之。細察其

故，固由於本人之居心不正、操守不堅，亦由於信用家人為其所愚，

日積月深，遂成尾大不掉之患。蓋家人本係至庸極劣之人，識見生

來卑鄙心性又復貪污，日以小忠小信邀結主心。及至用為堂官，凡

文武官吏謁見稟事者，藉其先容賴其傳達，與之分庭抗禮視若朋儕

若輩，遂虛張聲勢竊弄威柄，甚且導立行私陷以不義。彼得從中舞

                                                      
26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頁29-30，乾隆元年丙辰二月癸巳。 
26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冊，頁254-255，乾隆三年二日內閣奉上諭。

頁571，《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4，頁6-7，乾隆三年戊午三月甲寅。卷114，頁22，
乾隆五年庚申四月乙酉。 

265《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8，頁9，乾隆六年辛酉三月壬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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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挾制要求，雖欲疎遠之而不可得，更有齎送奏摺之人經過本省驛

站，而不肖州縣希圖探聽信息，往往餽送盤費食物得其歡心。其有

不能應付周旋者，則借端需索歸向主人，橫加讒謗奸蠢種種，不可

悉數。是以我皇考洞悉其弊，嚴降諭旨，將堂官及家丁出入生事擾

累屬員之處，永行禁止。……再頒諭旨通行訓飭。嗣後，各督撫等

如有復用堂官，或差遣家人出入在所屬地方需索生事，若經朕查出

或御史參奏，必從重議處，決不寬貸，此亦澄清吏治之一端，毋得

玩忽。266 

從諭旨可以看出，乾隆帝認為官吏的家人會造成的吏治敗壞，是以要督撫們

嚴加管教，以防其仗勢生弊。 

而乾隆十二年（1747年）九月的浙江巡撫常安貪劣案，經過大學士高斌、

顧琮、大學士訥親查審，查出常安婪贓入己並家人李十得銀，共一萬六千八

百餘兩。267刑部議奏革職浙江巡撫常安貪婪一案，大學士訥親並建請將常安

擬絞，解部監候。是最後乾隆帝決定照風憲官吏求索財物加其餘官吏罪二

等，枉法贓八十兩律，擬絞監候。268 

在乾隆二十二年（1757年）揭露的雲貴總督恒文勒索屬員一案，其家人

趙二亦是調查的重點，尤其是督撫例應嚴禁關防，可是趙二不但收受門包，

與屬員交談，更利用恒文查閱營伍的機會到處勒索。乾隆帝對於被勒索的州

縣竟未加舉發，而甘心送賄，表示不滿，他說： 

恒文家人趙二等勒索州縣銀兩一案，其署玉屏縣知縣候補通判趙沁

等十五員，該署督定長以均係抑勒又復自首，應照例免議為請，此

甚非是。上司家人需索屬實，例有明禁。該州縣等果能持正不污，

則一面將需索之家人鎖拏，一面據實稟聞，該上司聽其懲治。即或

                                                      
266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7，聖治三，頁309，乾隆六年辛酉四月辛丑。 
267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09，頁37-38，乾隆十三年戊辰二月甲申。 
26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19，頁19，乾隆十三年戊辰七月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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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司袒護家奴，地方正印官亦可直揭部科據情實奏，如此大有風力

之員，果非挾私誣捏別有隱情，朕不但加意保全，且將召見而擢用

之矣。乃趙沁等始則被其勒索甘心賄送，及至恒文敗露之後，經該

署督行文飭查始行報出，尚可謂之自首得免吏議乎？或以此案罣議

者至十數員之多皆令去任，人才未免可惜，量加薄懲以責後效，此

出自朕格外之恩，非可援例以請也。269 

次月，劉統勳更在面奏時，奏稱：「恒文之敗檢，皆由於家人恣橫所致」。

乾隆帝卻不表認同，並加以駁斥，說：「其意似為恒文卸罪者，此則所見非

是。恒文果以潔清律己，奴僕下人其孰肆行無忌。至是恒文亦非昏憒無能之

流，又何至為所朦蔽全無覺察，況勒索門禮即係家人所為，而購金短價受屬

員餽送，豈亦家人教之耶」？270事實上，在調查此案期間，乾隆帝屢次宣諭

不可有滿漢之見，不可因恒文為滿員便加以迴護。但乾隆帝既然將恒文之罪

歸因於郭一裕之慫恿，劉統勳或許妄加揣摩，遂將恒文之罪歸咎於家人。 

乾隆帝在二十七年（1762年）九月，四川緜州知州程嘉與家人婪索陝

民季興詩贓銀入己至六百兩之多，而川陝總督開泰建議緩決，但會審九卿不

同意所請，乾隆帝知道後，認為總督建議荒謬。他說： 

前以污吏虧帑情罪重大，陳臬者率引限內完贓減等之條，使不肖劣員

平日既可恣意侵漁，事犯又可出貲末減使，不為執法嚴懲。是視帑項

為重，而弼教為輕，豈國家慎重刑章轉為言利起見，所降諭旨甚明，

夫蠹國與朘民為害維均，而因事魚肉窮簷，其罪視盜臣尤重。271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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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乾隆二十二年九月二

十七日軍機大臣奉旨著將甘心賄送趙二銀兩之趙沁等十五員交部察議。《大清十朝聖訓．

高宗純皇帝》，卷19，聖治五，頁345-346，乾隆二十二年丁丑九月丙辰。 
270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98，嚴法紀六，頁2619-2620，乾隆二十二年丁丑九月

辛丑。 
271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15，慎刑六，頁1478-1479，乾隆二十七年壬午九月甲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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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又說：「朕之嚴於待墨吏，乃所以安民也。⋯⋯朕於官方民瘼所關，

惟慎持三尺，俾情罪一歸平允，決不因若輩妄逞伎倆，稍為遷就以撓定憲」。272 

同年九月陳弘謀（陳宏謀）奏查出安寧（已故）經管關務，家人李忠將

正課改為罰科入己，以致額稅轉虧至七萬餘兩。乾隆帝表示從前李永標在粵

縱容家人等多徵少報，苦累客商。今安寧家人復有此等肆橫侵欺之事，數年

之間弊壞如出一轍。乾隆帝又說：「朕方以伊等係內府世僕，是以加恩委任，

竟負恩已極，法難復貸，勢必將關鹽各差概不用包衣之人而後已，獨非伊等

自取乎」？又令刑部尚書舒赫德將其家產嚴行查封，以抵虧項。並且傳諭各

關監督及該地方之鹽政等官，及今早為查察，如有似此事件則加倍治罰。273 

然而，乾隆帝對於陳宏謀參奏李忠一事卻有所微詞，認為他是基於私人

恩怨而未能適時提出糾劾，這樣對吏治的整頓並無助益，他說： 

安寧縱容家人李忠在關舞弊侵課肥橐一案，陳宏謀久在同城不先劾

奏，有旨交部嚴加議處。旋據尹繼善等查奏，李忠在江蘇所婪貲產

至三萬兩之多，是其平日惡蹟昭著，已為有目所共見，陳宏謀安坐

膜視其意何居。該撫向與安寧不合，眾所稔知，然以此等關係地方

利弊大事，豈有引避小嫌之理。陳宏謀果於安寧在時，一一據實奏

聞，朕必深為嘉予。乃既有心隱徇於前，直至事將敗露始乘其身後，

以一奏塞責。蓋其模稜頹廢之錮習，一成而不可變，且自揣與尹繼

善素號相能，遂爾因循玩愒日甚一日，若此則江蘇一切吏治尚欲望

其力為振刷，能乎不能？274 

接著乾隆三十年（1765年）十二月，揭發的蘇州府同知段成功縱容家人

書役詐擾累民一案，兩江總督高晉查辦後，奏稱段成功患瘧昏迷不能檢點案

                                                      
272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15，慎刑六，頁1478-1479，乾隆二十七年壬午九月甲

子。 
273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3冊，頁957-959，乾隆二十七年九月一日奉上

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70，頁1-5，乾隆二十七年壬午九月庚申。 
274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64，用人七，頁928-929，乾隆二十七年壬午十月辛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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牘，故對於家人龔玉等婪贓各款，完全不知情。乾隆帝認為：「所辦甚屬錯

謬」，275進而諭令刑部侍郎四達諸暨案完結後赴蘇會同高晉審理此案。276隨即

明德奏稱：「龔玉出票滋擾，段成功俱屬知情，實有染指等弊」。277值得注意

的是，前任江蘇巡撫今陞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莊有恭既訪知其事，具題參

劾，豈有復信其揑病被朦之理，巧為解怨巿恩。278然四達在審訊孔傳炣、朱

奎揚過程中，竟查出莊有恭面諭段成功，「府審止係家人書役得贓」。所以此

案上下相朦，俱莊有恭授意指使，以致臬司知府扶同欺混，遂將莊有恭革職

拏交刑部。 

乾隆四十六年（1781年）五月，甘肅冒賑婪贓案揭露後，在查抄陝甘總

督勒爾謹的家產時，發現其家人曹祿名下有銀一萬數千兩并有金器等物。因

此特令軍機大臣提訊，曹祿供稱這些財物都是歷年在他的主人勒爾謹任上所

積蓄的門包加以營運生息而來，并無別項招搖誆騙情事。但是乾隆帝認為所

供係一面之詞未可盡信，除傳諭阿桂就近詳查外，也就所引發的門包問題發

表其意見，說： 

即以門包而論，亦係陋習相沿不可不力為飭禁。督撫等養廉優厚贍

給身家之外，一切延請幕友、賞給家人等項，甚屬寛餘，何得任聽

家人向屬員婪索門禮。況督撫家人既向屬員索取門包，則司道府廳

等家人勢必尤而效之，以州縣官供給各上司門包力有不支，勢必取

之百姓，如此層層朘削，於吏治民生大有關係。且督撫原係封鎖衙

門，一應親族奴僕俱例禁出入與屬員接見，是以設有中軍及巡撫等

官，以供稽查傳稟。今伊等乃仍令家人傳事，以致積收門包盈千累

萬。所謂封鎖者安在，如李侍堯、勒爾謹俱經敗露，而此外督撫諒

                                                      
275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51，頁6-8，乾隆三十年乙酉十二月庚申。 
276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51，頁9-10，乾隆三十年乙酉十二月壬戌。 
277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52，頁12-13，乾隆三十一年丙戌正月辛巳。 
27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52，頁15-18，乾隆三十一年丙戌正月癸未。卷753，乾隆三

十一年丙戌正月庚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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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不免特未經發覺耳。若不明示禁革，流弊恐無所底止，即奏事處

尚有收受督撫隨封銀兩，此係舊時規例相沿至今，但督撫為朕所管

教，若不一體裁減，伊等轉有所藉口。著通諭各督撫，嗣後，奏事

處隨封銀兩俱照向例裁減一半，即向得雙分者亦止許得半分。其督

撫至道府概不許收受屬員門包，各督撫傳事稟話交中軍巡捕等官傳

稟，不許另設立管門家人致滋弊竇，仍令各行知所屬官吏一體遵照，

毋許一人送給。再將此旨各錄一通懸之督撫署門，並著於年終彚奏

一次，如有陽奉陰違仍蹈故轍，或經科道參奏，或於別事發覺，則

該督撫欺飾之罪不輕，毋謂朕教之不早也。279 

門包也就是高官家人向屬官所索取的門禮，從此諭旨可以看出，乾隆帝

終於正視家人門包這個相沿甚久的問題，雖然曾於乾隆六年（1741年）頒布

禁止各督撫等復用家人為堂官，或差遣家人出入在所屬地方需索生事。然諸

多案例中皆出現家人收受門包的情形，可知此禁令形同具文。乾隆帝甚至都

承認奏事處尚收督撫隨封銀，是以上行下效，因此他決定改革此陋規。他允

許奏事處僅只收督撫一半的隨封銀，至於督撫至各地道府則不准收受門包。

這樣的措施還是不甚合宜，收一半仍然是收，門包問題不會因金額減少而消

失，家人索取門包的現象一直延續到清朝結束政權。 

乾隆五十一年（1786年）五月，兩廣總督孫士毅奏查出富勒渾家人殷士

俊等有招搖婪索之事，乾隆帝遂令舒常前往會同孫士毅秉公審究，同時諭令

四德、長麟將殷士俊蘇州及原籍家產嚴密查奏。有鑑於此，乾隆帝遂曰：「朕

日理萬幾，常在朕前使令之總管、太監、奏事太監輩，如伊等婪索銀錢必須

積壓外省文報奏摺，或於朕前揣探意旨假作威福方能婪得厚貲。⋯⋯朕為天

下主尚不肯假手近侍任擁厚貲，殷士俊不過跟隨總督之長隨，積貲竟如許之

                                                      
279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205，嚴法紀十三，頁2703-2704，乾隆四十六年辛丑五

月乙亥。 



懲貪風而申國憲─乾隆朝懲治侵貪案研究 

 

166

多，必係平日屬員中有託其營求陞調，富勒渾曲意聽從或勒索不遂」。280陸續

又查出富勒渾家人李世榮得受鹽商花錢一千圓、殷士俊勒派洋商分買人參浮

賣價銀四千七百兩，281泉州府通判鄭一桂托親戚殷士俊餽送富勒渾金葉五十

兩，乾隆帝批示：「豈有此理，怪乎」。282乾隆帝對於李世榮與殷士俊如此違

法亂紀，假借主人名目招搖滋事，且李世榮係富勒渾世僕，尤非長隨可比，

他對阿桂等人轉將李士榮及殷士俊定以絞候，實在是太寬鬆了，故命令把他

們二人俱著即處絞。283 

當富勒渾家人李世榮、殷士俊案子完結後，八月時乾隆帝便下令重新定

擬過去發生的幾件有關家人的案子，而且皆加重其刑罰。包括，從前安寧家

人李忠係侵盜關稅罰料官銀二千餘兩，照侵盜錢糧一千兩以上問擬斬候，改

為即行正法。特通額家人郭三因伊主病勢沈重私販玉石骩法圖利，問擬斬

決。德克進布家人劉三因伊主侵盜海塘椿木銀兩，該犯從中扣銀一千二百餘

兩，浙江省本來擬定予以杖刑後，再流放外地，被刑部駁改發伊犂為奴，最

後又命令改為絞決，並於該處正法。284 

其實，這亦是乾隆帝處理侵貪案件的特有習慣，當案件令他極為憤怒、

不滿時，他會舊事重提並再追究相關責任。除了上述李忠、郭三、劉三等家

人外，乾隆五十三年（1788年）十一月，湖北的陳輝祖，福建的楊景素皆以

                                                      
280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0輯，頁604-607，乾隆五十一年六月一日新

授兩廣總督孫士毅奏為遵旨將革職督臣富勒渾及殷李二犯並應質要犯委員分起押解起程緣

由摺。 
281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0輯，頁648-650，乾隆五十一年六月六日阿

桂奏覆審訊富勒渾勒派書巡等銀案情形摺。頁711-718，乾隆五十一年六月十二日兩廣總督

孫士毅奏為遵旨嚴辦富勒渾家人婪索案情形摺、附奏報委員截留富勒渾所辦送萬壽貢品

片、附奏報富勒渾署內長隨自戕片。 
282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0輯，頁769-770，乾隆五十一年六月十八日

常青伍拉納奏為究出鄭一桂餽送富勒渾金葉解浙質究緣由摺。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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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3115，乾隆五十一年

閏七月十九日軍機大臣奉旨著將富勒渾擬斬監候雅德免罪代賠富勒渾應賠銀兩李世榮殷士

俊處絞。 
28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3冊，頁376，乾隆五十一年八月六日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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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貪而被處重刑，但是他們的兒子卻以貪污的金錢向國家捐納而得官職，所

以乾隆帝下令將陳輝祖的兒子陳山崐，楊景素的兒子楊炤，皆因捐納而得主

事之職，乾隆帝命令將他們革職，並發往伊犂効力贖罪。285 

又如李侍堯雖身獲寬宥，復被重用，但亦難逃日後清算的結果。乾隆六

十年（1795年）正月，又因雲貴小錢充斥，經福康安查明皆係從前局鑄偷減

所致。於是乾隆帝說：「富綱才具平庸其不能整頓却無足深責，李侍堯是朕

深知能辦事之人，乃與局員上下通同牟利偷減錢法滋弊。使其身尚在，必當

從重治罪。今雖已故，豈可令伊子嗣復邀五等之封。但其伯爵乃伊祖功勳世

襲罔替之職，不忍革除所有。李侍堯子毓秀現襲伯爵，著即革退，仍留侍衛

當差。以為督撫大員辜恩溺職，有心貽誤者戒」。286 

還有一種情況下，乾隆帝會要求將犯罪的家人予以重懲，即是由民人直

接告官檢舉，而查證屬實者，例如乾隆四十八年（1783年）直隸交河縣書吏

曹永清遣妻楊氏赴京呈控，指控知縣王謀文及管門家人金三盜賣米石，訛詐

派累。查明後王謀文革職，照侵盜錢糧一千兩以上例，擬斬監候秋後處決。

其門人金三每年婪得銀店銀八兩，自四十三年起至四十七年止，統計收受銀

四十兩。且盜賣米石及擅動倉米出借，都是由門人金三慫恿辦理，不能僅照

蠹役詐贓例擬軍，應請從重改發伊犂，給厄魯特為奴。287 

又如乾隆五十四年（1789年）十一月，海寧奏，審擬忻州民人李承光等

呈控該州管門長隨祁三短發錢文誆騙錢兩，將祁三問擬發遣，乾隆帝認為：

「所辦甚屬錯悞」。並指出：「各衙門幕友、書吏、家人、長隨往往藉端誆騙

滋事，受財情節最為可惡，一經發覺，必須嚴行治罪，方足以示懲儆」。288乾

                                                      
28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4冊，頁667，乾隆五十三年十一月七日內閣

奉上諭。 
28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8冊，頁420，乾隆六十年正月八日內閣奉上

諭。 
287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1冊，頁677-683，乾隆四十八年五月十六日。 
28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5冊，頁282-283，乾隆五十四年十一月一日

山西巡撫海寧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42，頁1-2，乾隆五十四年己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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隆帝認為祁三以管門長隨竟胆敢詐取四百三十兩，而海寧竟只建議把他發往

邊地，實失寬縱，應加以嚴懲。 

乾隆五十八年（1793年）三月，有人舉發莊頭五德貝子永澤的管事家人

霍三德，多收錢糧訛詐銀兩。霍三德以民人投充，代主人貝子永德收納錢糧

於莊頭五德，每年應交銀二百六十兩之數，竟然增加至一千五百兩，又慫恿

伊主多收平銀，索要車輛，他又藉稱主人之名，詐銀五百兩，納為己用，乾

隆帝遂將霍三德發往黑龍江邊地為奴，並要主人把詐領的一千五百兩，照十

倍之數歸還。289 

乾隆六十年（1795年）七月，山東巡撫玉德參劾兗沂曹道德明擅發傳單，

縱容家人陳錦擾累驛站，山東巡撫玉德建議將德明擬發伊犂効力贖罪，陳錦

發往黑龍江給披甲人為奴。乾隆帝認為「所辦大錯」，國家簡用旗員，原欲

其正己率屬，整飭地方。而德明以滿洲道員因公上省，輙敢擅用號馬多帶車

輛，復縱容家人滋擾，甚至拖累知縣致有自縊之事，情節尤重，此而不加嚴

懲，何以儆官常而肅吏治？遂將德明改為絞監候，並且在濟南省城先重責四

十板，並立即在當地收押。至陳錦以道員家人倚仗主人聲勢，在滋陽縣惹非

生事案中，陳時所發傳單事實上是陳錦所授意的，陳時畏罪自縊實由陳錦釀

成，所以命令在當地把陳錦絞決，以抵陳時之命，並為各省督撫、司道的家

人、長隨滋事不法者戒。290 

有關驛站的整頓在清朝一直是相當重要的課題，為了配合奏摺傳遞的時

效性，驛站的管理必須有效率。早在乾隆六年（1741年）十二月，盛京兵部

侍郎春山就奏稱，盛京等處驛站，每年大驛各出銀十六兩、小驛各出銀八兩，

餽送侍郎盤費。又出銀四百兩餽送正、副監督，此外逢節又有規禮，其二十

九驛驛丞一年所得俸銀三十餘兩，又皆餽送侍郎，各計有一千餘兩。凡此皆

係驛丞自送，因而驛丞有恃無恐，將錢糧任意花費，雖馬匹疲瘦短少，侍郎

                                                                                                                                       
月癸未。 

28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425，頁12-13，乾隆五十八年癸丑三月庚申。 
290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482，頁30-32，乾隆六十年乙卯七月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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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監督俱充耳不問。但乾隆帝對於此事並未有積極的處置，僅表示：「餽送

陋規原干例禁，盛京陋習相沿，料非一任，若事窮究未免拖累多人，今姑寬

其已往」。291 

如此的處理並無法改善驛站的弊端，乾隆四十年（1775年）九月，貴州

知府蘇墧甚至違例用六百里驛遞，後來因為有人向刑部告發，乾隆帝才指示

不得擅動驛馬，他說：「上司如果不公不法，扶同欺蔽，致屬員負屈難伸，

原許其揭報部科奏為昭雪。但需遣家人等賫投，從無由驛馳發之例。況驛站

遞送限行幾百里事件，惟軍營文報可以往行，其餘外省遞折行文，非有兵部

火票，不能馳遞。今蘇墧以知府印文擅動驛馬竟得專達京城，則是各省驛站

之輕率濫應」。292 

後來因調查高樸盜賣玉石一事，進而發現其家人隨往葉爾羌，沿途需索

騷擾，皆由驛站各員之逢迎酬應，實為郵政積弊，不可不設法剔除。乾隆帝

才諭令各督撫按站查參，並降旨通行嚴飭整頓。但是向來各省驛站事務，直

隸則是由提刑按察司兼轄，其餘則由糧鹽道兼管。但是糧鹽道駐紮在省城，

以一人之力，實在很難稽查全省那麼遼闊的驛站事務，將各省驛站事務，皆

令各守巡道，按其所屬府州縣，分司其事，而以按察使總其成，不必令糧鹽

等道兼管。293 

雖然乾隆帝由管理驛站的專責改革著手，但是仍無法杜絕驛站弊端。一

連串與驛站相關的案件，包括，乾隆四十六年（1781年）調查經方虧空時，

他便供稱「哈密地當孔道差使絡繹，以致多費供應」。乾隆四十九年（1784

年）的迪化州知州觀成虧短庫項一萬二千餘兩，他的說法也與經方雷同。弊

端的發生皆因烏嚕木齊為新疆門戶，差使絡繹，換班官員不免於例給車馬之

外，稍有通融。而乾隆帝早在六年（1741年）時就指出「齎送奏摺之人經過

                                                      
291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7，聖治三，頁317，乾隆六年辛酉十二月己巳。 
29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8冊，頁10-12，乾隆四十年九月十六日欽差侍

郎袁守侗、阿揚阿奉上諭、內閣奉上諭。 
293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82，牧政三，頁2401，乾隆四十三年戊戌十一月壬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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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省驛站，而不肖州縣希圖探聽信息，往往餽送盤費食物得其歡心」，294而送

奏摺的工作通常由家人來擔任，是以仗勢需索的情況也成為吏治敗壞的原因

之一。 

乾隆帝清楚意識到家人由於假借、倚仗主人權勢，小則收受門包、大則

肆意滋擾百姓、屬員，甚至於驛站。這些家人雖不屬於官僚體系的正式編制，

但卻對吏治也造成某種程度的危害。然乾隆帝只是要求督撫一方面要潔清律

己，如此一來，奴僕下人才不會肆行無忌；另一方面則重申督撫要能監督管

束家人，不能為其所朦蔽。如果督撫與其家人是犯罪共同體，上述的道德勸

說並無法發揮任何功效，再加上乾隆帝並未積極在制度上尋求規範及制裁的

措施，是以家人危害吏治的現象一直伴隨著清朝直至衰亡。 

 

                                                      
294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7，聖治三，頁309，乾隆六年辛酉四月辛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