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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乾隆帝懲治侵貪案件的特殊考量 

乾隆帝處理侵貪案件時，恐諸臣妄加議論與揣測，屢在諭旨中強調「朕

於政務權衡，一秉公正，乃諸臣總不知善體朕意」、1「朕皆準情酌理不得不

如此辦理者，而外人不能深知」以及「朕豈中無主宰，忽然而寛，忽然而嚴

乎」等說法，2不外是表示處理政務自有一套標準，遠超過律例的規範，畢竟

「天下之律，豈能概天下之情哉」，而他自己才是擁有最後裁量權的人。3  

乾隆二十三年（1758年）停用「侵虧入己限內完贓減等條例」，對乾隆

朝懲治侵貪虧空來說是極關鍵的。雖然《大清律例》中＜刑律‧賊盜上＞二

百六十四監守自盜倉庫錢糧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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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但乾隆帝對侵貪案件的處理，受限於「限內完贓減等條例」，即《大

清律例》中＜刑律‧賊盜上＞二百六十四監守自盜倉庫錢糧的條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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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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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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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頁311，乾隆六年辛酉七月癸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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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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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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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永遠監禁。全完者，奏明請旨，均照二年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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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這個條例還是針對「入己」者，如果調查為「非入己」者，便依照那移

本條律定擬，即＜戶律‧倉庫下＞一百二十七那移出納的條例447： 

凡那移庫銀五千兩以下者，仍照律擬雜犯流總徒四年。其那移五千兩

以上至一萬兩者，擬實犯杖一百，流三千里，不准折贖。若那移一萬

兩以上至二萬兩者，發近邊充軍。二萬兩以上者，雖屬那移亦照侵盜

錢糧例，擬斬監候。統限一年，果能盡數全完，俱免罪。其未至二萬

兩者，仍照例准其開復。若不完，再限一年追完，減二等發落。二年

限滿不完，再限一年，追完減一等發落。若三年限滿不能全完者，除

完過若干之外，照見在未完之數治罪。6 

上述任何一種，犯官皆可享有限內完贓減等的優遇。因此，在這樣的情

況下，乾隆帝不易大刀濶斧來整頓官員的侵貪虧空。 

在「限內完贓減等條例」的保護下，以及乾隆帝即位初所採取寬大之治，

故在停止條例前因侵貪虧空被處以正法的犯官並不多。乾隆帝在這個階段卻

加恩寬免一些侵貪案件的犯官，他基於何種考量作出這些決定？本文探究乾

隆帝寬免加恩過的侵貪案件（表4-1、4-2），以期釐清他裁示的意旨與標準。 

第一節  寬免加恩的皇族勳舊 

在侵貪案內，部分與皇帝有關係的侵貪案犯官，可獲得乾隆帝的赦免，

包括宗室成員以及勳舊諸臣。許多犯法的皇族勳舊雖被擬斬候秋後處決，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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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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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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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乾隆帝當下批可，最後未被處斬，甚至繼續擔任其他的官位。但是，並非

所有與宗室有關係的侵貪犯官都會得到乾隆帝的寬免加恩，例如，高恒、高

樸父子與乾隆帝雖是姻親關係，卻皆因侵貪被處以正法。 

表4-1：乾隆朝皇族勳舊的侵貪案件 

案發時間 案犯 案犯職銜 案由 檢舉者 懲處情形 乾隆帝諭示 

署兩江總督

（ 三 朝 老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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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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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隆 

二十四年 

蘊著 綏遠右衛副

都統 

那借兵餉

私用一千

餘兩 

恒祿 念是那非侵

尚可寛宥，續

任官。 

 

乾隆 

二十八年 

松年 護軍參領 需索銀兩  在肅州圈禁  

富伸保 錦州協領   

雅爾善 知縣 

科派眾商

 

發往烏嚕木

齊効力贖罪 
 

乾隆 

四十三年 

弘晌 差務總局將

軍 

令錦州、

牛莊、蓋

州三處協

領幫貼。

 於科派漫無

覺察，著加恩

以散秩大臣

効力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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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 

六十年 

增保柱 倉場 婪索  念係宗室，格

外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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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隆五年（1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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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帝遂下令將王士任革職嚴審，而原任總督郝玉麟亦交部嚴加議

處。7郝玉麟又被調查是否因事先收受賄賂而推舉王德純為官，不過郝玉麟供

稱他是在事後收下王德純因為感激所送的禮物。對此乾隆帝則說： 

此等餽送，唯清操可信之大臣，方能概行屏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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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從寛

降二級調用，以示薄懲。8 

有關餽贈的問題，乾隆帝曾在元年（1736年）十二月說： 

朕聞近日督撫中，於屬員餽送土宜物件，間有收受一二者，此風斷不

可長。夫吏治以操守廉潔為本，而持廉之道，莫先於謹小慎微，是以

懸魚留犢，前史著為美談。⋯⋯皇考著定養廉之意，原欲使上司下屬，

無絲毫之授受，則舉劾悉出公心，無所隱徇回護。至督撫養廉之項，

頗為寛裕，一絲一粟不必取辦於有司，而屬員亦不得藉端獻媚。俾督

撫得潔己秉公，盡察吏安民之職。設因些微土產，而於黜陟之間，稍

干物議，抑豈遠嫌之道。⋯⋯如有暗中收受者，或經朕訪聞，或被風

聞參劾，必嚴加議處。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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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25，頁10，乾隆五年庚申八月丙寅。 
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冊，頁143-144，乾隆元年十二月初四日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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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乾隆帝即位之初，主張連土宜物件的收受都是不允許，但此時卻

為郝玉麟緩頰，認為事後因不忍婉拒而收受感激的禮物是可以諒解，並強

調此種餽贈與因事納賄不同，且郝玉麟又是老臣，故予以寬免。乾隆帝接

著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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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次年（1741年）正月，乾隆帝再度向內閣官員說：「各省上司收屬員

餽送土宜物件，有關吏治官箴。昔蒙皇考嚴行禁止，朕又屢加訓飭。近年

以來，漸知凜遵。惟是同官寮友禮文往來，雖非屬員可比，⋯⋯若再留意

於寮寀之應酬，如時節、生辰、餽送禮物酒食，彼此酬酢來往頻仍，以此

分心，甚屬無益」。11可見得乾隆帝對於餽贈並非採取嚴禁的態度。 

但事隔不到三年，郝玉麟再度被舉發侵貪不贓，這與其接受王德純的餽

贈是同一時期的事，只是這回調查結果顯示郝玉麟確實犯贓獲罪，本應按律

定擬。然而乾隆帝卻再度寬免他，甚至還替他「合情化」，他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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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可見得當乾隆

帝欲加恩於不合法的事情時，他會為其特殊的考量辯護，然後再動之以情、

曉之以理。除了強調郝玉麟為一老臣，而且此事玉麟為被動，錯不在他，並

將所有過錯都歸之於鄂善。 

又如乾隆六年（1741年）三月，左都御史劉吳龍奏劾浙江巡撫盧焯營私

受賄。13乾隆帝遂下令將盧焯解任，交由閩浙總督（愛新覺羅）德沛、副都

統汪扎勒逐一查審具奏。14但是，乾隆帝對於此案的處理情況，非常不滿意。

                                                                                                                                       
上諭。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帝起居注》第1冊，頁584-585，乾隆元年歳次丙辰

十二月初五日甲子總理王大臣奉上諭。這兩件上諭內容是相同的，但在時間上相差一天。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2，頁4-6，乾隆元年丙辰十二月癸亥。 
10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27，頁1，乾隆五年庚申九月甲申。 
11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62，積貯一，頁2145，乾隆六年辛酉正月戊子。  
12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88，頁14-15，乾隆八年癸亥四月癸巳。 
1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8，頁23-24，乾隆六年辛酉三月己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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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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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整個案子辦理長達數月之久；第二，原任山西布政使呂守曾竟然畏罪

自盡；第三，在會審盧焯時，發生有數百人在外喧嘩要求釋放盧巡撫。15而

這三種情況是乾隆帝所無法容忍的。最後刑部等部會決議將盧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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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然

而，或許基於盧焯在康、雍、乾三朝皆任官，乾隆帝終究還是加恩續用。不

過盧焯並不像郝玉麟那般的幸運，他在陝西巡撫任內（乾隆二十至二十一年）

任意派辦屬員，於調任湖北（乾隆二十一至二十二年）時又借庫銀一千兩未

還，兩事併發後，於是乾隆帝將他革職，並且發往巴里坤効力贖罪。17 

郝玉麟與盧焯皆是前朝舊臣，所犯的侵貪案情牽涉範圍有限，所以在乾

隆帝施恩下獲得寬免。還有部分具宗室身分的官員，也會得到較多的厚愛。

例如乾隆十三年（1748年）蘊著參奏，兩淮鹽政吉慶科派婪贓，調查結果竟

是蘊著結交商人且受其餽遺，並乘機報復吉慶，不過蘊著並未被嚴懲。隨即

又於乾隆二十四年（1759年）九月為恒祿所參，對此，乾隆帝表示：「據恒

祿奏稱，蘊著在右衛副都統任內於協領那借兵餉並未具奏，又私自移用一千

餘兩。蘊著係已經獲罪，朕加恩錄用之人，乃敢私借餉銀，應從重治罪。但

念是那非侵，尚可寛宥。著寄信蘊著，伊今在將軍新任復有此等事否，若有

即據實自陳，如稍揑飾後經查出或被人參奏，決不寛貸」。18由於蘊著既具有

宗室的身分，又是康、雍、乾三朝老臣，故乾隆帝屢次予以寬免加恩，後續

任職至鑲藍旗滿洲都統，並受封為肅親王。19 

另一位宗室護軍參領松年，則因沿途需索銀兩不遂，又踢傷管號家人，

雖然乾隆帝認為應將此等不法之員永遠枷號示眾，但宗室向無枷號之例，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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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65，頁22-23，乾隆七年壬戌四月丁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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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596，頁2-3，乾隆二十四年己卯九月戊申。《清國史館傳稿》，

7306號，在乾隆四十三年封肅親王。《清代職官年表》3冊，2289。 
19 《清國史》第5冊，47。《清國史館傳稿》，73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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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裁示將他永遠圈禁在肅州，不得隨便離開禁地。20 

乾隆四十三年（1778年）十一月，德福奏稱，錦州協領富伸保、知縣雅

爾善斂派商船銀，連差務總局將軍弘晌亦牽涉在內。弘晌則奏稱錦州、牛莊、

蓋州三處皆曾幫銀助力，對此乾隆帝乃批示：「覽，朕屢次問伊，何未奏及

此事，將此問伊」、「伊等必有染指，應嚴閱其帳目，固不足信也」、「知道了，

弘晌即無染指，亦不可續居此任，已有旨，調福康安矣！速行完案於年前可

至京乎，又盜庫項之事何尚未完審」。21他又指出富伸保等既向鋪戶湊銀，恐

鹽當商及大小鋪戶皆有湊銀的情況，也需要詳加調查。22 

乾隆帝為弘晌辯稱，他說：「弘晌儘令三處協領幫貼，實並授意斂銀，

並不知伊等有斂派之事」。很顯然乾隆帝選擇全然相信弘晌所堅稱的一切，

認為弘晌實無染指亦未授意派斂，但身為將軍於辦理差務令屬員辦費，而於

錦州科派之事，又漫無覺察，實屬糊塗，不過仍加恩以散秩大臣効力贖罪。

此案中的富伸保、雅爾善照例從重問擬，發往烏嚕木齊効力贖罪。23 

                                                      
20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18輯，頁632-633，乾隆二十八年八月六日陝

甘總督楊應琚奏為遵旨將革職護軍參領宗室松年永遠圈禁摺。 
21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45輯，頁694-696，乾隆四十三年十一月二十

八日福隆安奏報馳抵審京審訊將軍弘晌派銀案情形摺。頁767-770，乾隆四十三年十二月一

日，福隆安奏為遵旨審辦德福參協領福神保等歛派商銀案情形摺。頁791-793，乾隆四十三

年十二月二日福隆安奏為續奉旨報查究錦州科派案情形摺。頁860-865，乾隆四十三年十二

月八日福隆安奏為遵旨會審虧短庫銀案先將審出情節奏明摺、奏覆現在會審錦州歛派案情

形摺、附奏報俟辦竣虧空庫銀案等二案後回京片。頁88-98，乾隆四十三年十二月十四日福

隆安等奏報查明北鎮廟工及姜女廟添蓋房舍費用出處事、奏報遵旨旗民修理盛京巡幸道路

之夫價俱令報部支銷事、奏覆審辦副都統德福參奏協領等歛派商船銀兩案事。  
22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45輯，頁694-696，乾隆四十三年十一月二十

八日福隆安奏報馳抵審京審訊將軍弘晌派銀案情形摺。頁767-770，乾隆四十三年十二月一

日，福隆安奏為遵旨審辦德福參協領福神保等歛派商銀案情形摺。頁791-793，乾隆四十三

年十二月二日福隆安奏為續奉旨報查究錦州科派案情形摺。頁860-865，乾隆四十三年十二

月八日福隆安奏為遵旨會審虧短庫銀案先將審出情節奏明摺、奏覆現在會審錦州歛派案情

形摺、附奏報俟辦竣虧空庫銀案等二案後回京片。頁88-98，乾隆四十三年十二月十四日福

隆安等奏報查明北鎮廟工及姜女廟添蓋房舍費用出處事、奏報遵旨旗民修理盛京巡幸道路

之夫價俱令報部支銷事、奏覆審辦副都統德福參奏協領等歛派商船銀兩案事。 
2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173，頁4-8，乾隆四十三年戊戌十二月癸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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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六十年（1795年）曾對軍機大臣等說，聽聞增保住在倉場任內，有

婪索情事。因念係宗室，格外矜全，所以將他與宜興對調，又派往哈密換班，

以示懲儆。24 

由上述的案件可知乾隆帝在懲處裁示皇族、勳舊犯侵貪罪行時，除了考

量與皇室的特殊關係外，大多著眼在其所犯行係屬不枉法的婪贓受賄、或勒

派屬員代買物件，案情情節、犯行較輕微，而未牽涉多人，那麼乾隆帝因其

曾效力於前朝，斟酌考量之下，有時在擬妥懲處前便已為其開脫，即便裁定

為斬監候，最後也未必會執行，而寬免其罪行後繼續任用為官，如，郝玉麟、

盧焯皆如此處理。 

第二節  乾隆帝懲處旗籍侵貪犯官的考量 

乾隆帝基於維護少數民族統治多數民族的優勢，因此仍沿續在律例上對

於旗籍人員的特殊待遇，除了第一節所討論的宗室等具有旗籍身分的侵貪官

員，會獲得乾隆帝的施恩寬免外，還有某些旗籍的侵貪官員亦會獲得赦免，

將之整理成表4-2。大抵歸納成幾類：一為內務府出身後擔任鹽政、織政、關

差等旗籍官員；二為擔任督撫層級職銜的旗籍官員；三為部分武職旗籍官

員。將對表4-2個案進行分析，探究乾隆帝基於那些考量而寬免部分旗籍官

員。然乾隆帝並非只是一味寬容旗籍侵貪犯官，有時為了表現滿漢平等，或

展現重振旗員淳樸的風氣，甚至會予以嚴懲。 

                                                      
24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479，頁11-12，乾隆六十年乙卯五月壬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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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乾隆朝獲寬免加恩的旗籍侵貪犯官 

案發時間 案犯 案犯職銜 案  由 檢舉者 懲  處 乾隆帝諭示 

乾隆 

四年 

海保 蘇州織造兼

管滸墅鈔關 

侵貪銀二十

二萬兩有餘

暫署兩江

總督江蘇

巡撫張渠

  因其母為雍正乳

母故加恩 

乾隆 

十三年 

安寧 滸墅關監督 擅用滸關雜

項餘銀 

 本 擬 以 斬

候，拘禁後調

內務府。 

 

乾隆 

十三年 

吉慶 兩淮鹽政 運庫外支 漕運總督

宗室蘊著

例應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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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慶 戶部侍郎 明知冒銷不

查問 

乾隆 

二十六年 

傅察納 署殺虎口監

督 

冒銷 

內務府郎

中戴保柱

擬斬監候秋

後處決 

 

乾隆 

十四年 

永寧  侵蝕銀兩未

完尚在一千

兩以上 

 本應予勾，後

加恩免其正

法，發往拉林

種地。 

 

乾隆 

十五年 

糧驛道 折交糧價及

侵蝕浮銷驛

站銀 

兩廣總督

陳大受 

照例擬斬監

候，追賠二萬

六千餘兩。 

派劉統勳查 

乾隆 

三十四年 

明福 

閩海關監督 預提關稅彌

補虧缺 

 從 寛 免 其

罪，追賠二萬

四千餘兩。 

 

乾隆 

十五年 

圖爾炳

阿 

雲南巡撫 瞻徇欺隱  依擬處斬，後

加恩從寛釋

放，任官。 

 

乾隆 

十六年 

額爾登 杭州將軍 收賄  無受懲，續任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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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柱 二等侍衛 索取賞給外

夷的賜品、

向恒文索取

銀兩。 

 於此處正法

示眾，妻子發

往黑龍江給

索倫為奴，查

抄其家產。 

 乾隆 

十九年 

恒文 山西巡撫 餽給  應照違制律

革職，從寛留

任。 

 

乾隆 

二十五年 

張永貴 兩淮監掣同

知 

承辦差務冒

銷，聽從家

人匠役收受

使費。 

高恒 雖冒開尚未

侵漁入己，交

內務府照例

枷責發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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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欽差劉統勳、尹

繼善查審。 

王槩 鹽運使 浮收折色 廣東巡撫

明山 

因仍積弊，加

恩准其贖罪。

命李侍堯、明山將

明福以後，王槩以

前歷任道員徹查。

熊繹祖 廣東糧道 浮收斛面折

錢入己 

 擬斬候，准其

交一萬二千

兩贖罪。 

 

乾隆 

二十九年 

富明安 曾任糧驛道 明福後復先

浮收 

 交刑部，續任

至總督職位。

 

李枝昌 贛州府知府 侵虧穀價    

汪鍾 南昌知府 要求屬員捐

幫修撫署 

   

乾隆 

三十六年 

明山 陝甘總督 要求南新兩

縣修改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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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住 熱河協領 侵用銀兩    

三全 熱河副都統

（前任） 

借用劉思遠

銀兩 

  

多鼐 熱河副都統 侵用銀兩及

借用劉思遠

銀兩 

 

兩人處監候

秋後處決，但

三全續任官。  

老格 監督 借用劉思遠

銀兩 

  

乾隆 

四十三年 

福海 總管   

旗人減等為

鞭責發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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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八年 

穆騰額 兩淮鹽政 備辦進貢較

總商有增無

減、收受餽

贈。 

新任署長

蘆鹽政巴

寧阿 

擬斬監候秋

後處決，以其

不過假公科

斂非罪無可

逭 加 恩 釋

放，充補圓明

園拜唐阿。 

 

乾隆 

五十九年 

巴寧阿 兩淮鹽政 與 總 商 聯

宗、收受盤

費等款。 

浙江鹽政

全德 

定擬絞候，從

寛在熱河工

程處効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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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從內務府開始談起，內務府是清朝入關定都北京後設立的機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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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鑲黃、正黃、正白三旗的包衣來擔任掌管皇家的食衣住行的各種事務，

所以內務府與皇帝的關係極為密切，常兼具「私」（即主僕）與「公」（即君

臣）的雙重關係，基於信任的基礎，私人主僕又往往凌駕於於公的君臣，是

以皇帝常指派內務府出身的人擔任織造、鹽政、關差這三類的職務，以利於

皇帝掌控整個國家的經濟情況。 

乾隆四年（1739年）十一月，暫署兩江總督江蘇巡撫張渠題參蘇州織造

兼管滸墅關海保貪黷狂妄，乾隆帝將他革職，並且命滸墅關監督安寧前往，

會同張渠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至於蘇州織造及滸墅關事務則交安寧管理。25乾

隆五年（1740年）正月，新任兩江總督郝玉麟到任，會同旺扎爾等確審定擬。

26經過調查，發現海保侵貪銀兩二十二萬兩有餘，但是乾隆帝念「伊母奉乳

皇考之功，著特加恩交該旗，將海保世職仍准伊子承襲，並於海保應行入官

房地內酌量賞給，以為養贍之資」。27鹽政、織造、關差是清朝的三大皇差，

大多是派遣內務府包衣擔任，因為他們是隸屬上三旗，與皇帝的關係較為親

近，主僕的關係遠高於君臣關係。海保的出身在實錄與檔案中皆未明載，但

是由他擔任蘇州織造又兼管滸墅鈔關兩個職務，再加上他的母親曾是雍正的

乳母，判斷他應該是旗籍滿族。乾隆帝應是基於上述考量，故未懲處，甚至

還將應查封入官的貲財賞賜部分給其母終老所用。 

又如乾隆十三年（1748年）十一月，查審滸墅關監督安寧擅用滸關雜項

餘銀，原本計贓擬以斬候。但乾隆帝對內務府、總理王大臣等說： 

安寧自幼隨侍內廷，朕加恩教導，由布政司擢至巡撫大員，乃種種負

恩，不能稱職，民怨沸騰，實出朕意料之外，即明正典刑，亦所應得。

但關務雜項餘銀，原係賞給伊家人之項，歷任關差均經支用，甚有自

行取用者。經略大學士傅恒在京時，曾經分晰陳奏，所論實屬公當。

                                                      
25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05，頁8-9，乾隆四年己未十一月壬戌。 
2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冊，頁507，乾隆五年正月三日內閣奉上諭。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08，頁1-2，乾隆五年庚申正月乙巳。 
27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20，頁41-42，乾隆五年庚申閏六月癸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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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據此定罪，是乃坐贓成獄，不足以服其心，且安寧素行巧詐，明知

此項不妨侵用。朕亦斷不因此加以重罪，是以直認不辭。今如此定擬，

毋乃墮彼術中乎。且伊之受恩，較訥親孰深？伊之獲罪，較訥親孰重？

從前未有訥親之案，朕意本欲嚴治其罪，以示懲戒。但安寧本一苛刻

之人，又遇吳中民風澆薄，怨謗易騰，是以聲名決裂，傳聞之言，未

必盡實。視訥親之受恩至深，而於軍旅重務，乖張退縮，以致老師糜

餉者，實大相逕庭。訥親之罪，浮於安寧，則安寧之罪，自可末減。

若一例治罪，轉不足以明賞罰之至公。即如違制剃頭之案，因有塞楞

額，則周學健之罪可以從寛，後之賜以自盡者，乃因其婪贓鬻爵，而

非追咎其前愆也。朕一切賞罰，悉出於大中至正，輕重之間毫釐不爽。

安寧既經籍沒，其父兄又皆譴斥，已足蔽辜。此案自屬內廷僕隸之事，

此旨著內務府存記。安寧仍行拘禁，另候諭旨，併傳諭八旗官員人等

知之。28 

由這道諭旨可看出乾隆帝如何考量懲處，並加以裁示。首先強調安寧為

隨侍內廷出身，與他的關係非一般君臣可比。其次乾隆帝則為安寧開脫，指

出關務雜項餘銀，歷任關差均支用，並非唯獨安寧一人。如果只以一例治罪

轉不足以明賞罰之至公，並將安寧與訥親做比較。最後表示這個案件是屬於

內廷僕隸之事，而非官僚體系的一部分。基於以上四點考量，安寧只被拘禁，

另候諭旨，從其他檔案資料查出，安寧仍繼續在內務府任職，直至身故。29 

近乎同時，乾隆十三年（1748年）十二月，漕運總督宗室蘊著指控兩淮

鹽政吉慶科派婪贓。30針對此事，經略大學士傅恒表示：「兩淮鹽政吉慶小有

                                                      
2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29，頁10-11，乾隆十三年戊辰十一月己巳。 
29 由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027372號可知安寧直到乾隆二十七年都

擔任內務府佐領的職務，而《清國史館傳稿》，1111號則記載其在乾隆二十七年具內務府

大臣銜。 
30 軍機處檔摺件，003996號。《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31，頁62-63，乾隆十三年戊辰

十二月己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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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本非大器，但尚知畏法，辦事亦勤」。31乾隆帝無法判斷被告吉慶與原

告蘊著兩人孰是孰非，下令兩人來京對質，以查明真相。32又令黃廷桂秉公

查審，據實以報。對質結果發現，蘊著不但結交商人，並且接受餽遺，並藉

端報復。至於他參劾吉慶的各款，則無所憑據。不可否認的是，乾隆帝對於

吉慶與蘊著進京都濫用外支銀二千四百兩。乾隆帝則說： 

運庫外支一項，前任如三保、準泰亦皆提用，未被參劾，則幸可免罪。

吉慶因循支取，既被參發，則咎無可辭。但究係外支閒款，此與向來

外省各衙門陋規相同，不敗露則苟免，既敗露則應問，較之婪贓究為

有間。33 

運庫外支是此案關鍵情節，查明後，吉慶所犯罪不至於褫職，例應回

任。34乾隆帝又辯解運庫外支與各衙門陋規的性質相同，雖然訊問但並未加

以治罪。但是乾隆二十六年（1761年）侍郎吉慶再度被糾劾，內務府郎中戴

保柱奏參他與前署殺虎口監督傅察納承辦西直門石道工程，浮銷八千九百餘

兩。經過查審認為傅察納代吉慶彌補賠修之項，輒於奏銷時浮開。吉慶係總

理大員，明知冒銷不行查問，均罪無可寬，應將吉慶、傅察納照監守自盜例，

擬斬，監候秋後處決。35但是吉慶並未被斬決，仍繼續任官。36 

接著乾隆二十五年（1760年）十一月，高恒參奏監掣同知張永貴承辦差

務，任意冒銷，且聽從家人匠役等收受使費、偷減料物。乾隆帝遂下令「張

永貴為包衣世僕，乃恣意放縱狡黠侵貪若此，其承辦一切業務需查清，其貲

財亦嚴加封查」。37經過一番調查，張永貴雖然已經冒銷，但是尚未侵漁入己，

                                                      
31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38，頁13-14，乾隆十四年己巳四月甲申。  
32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38，頁13-14，乾隆十四年己巳四月甲申。 
3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41，頁31-33，乾隆十四年己巳五月丙子。  
34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41，頁31-33，乾隆十四年己巳五月丙子。 
35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49，頁31-32，乾隆二十六年辛巳十一月癸亥。 
36 據《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27記載為奉宸苑卿。 
37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3冊，頁521，乾隆二十五年十一月五日奉上

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24，頁18-19，乾隆二十五年庚辰十一月乙卯。中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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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罪重大者有間，故張永貴著解交內務府，照例枷責發落。38從資料中無

法看出張永貴究竟有無照例枷責發落，只知他往後續任官至山東布政使。39 

乾隆五十八年（1793年）正月，署長蘆鹽政巴寧阿奏參剛調任鹽政的穆

騰額，40指控他令鹽商按次繳銀自辦貢物，前後共繳銀二十五萬餘兩。並且

在獲知調任兩淮鹽政的諭令時，便將駁回貢物約值銀一萬六千餘兩發還各商

人。乾隆帝展開標準的處理程序，下令將穆騰額革職拿問，查抄家產，解京

治罪。經過調查之後，可知長蘆鹽商進貢，向來都是通綱攤派，總商承辦。

穆騰額自乾隆五十二年（1787年）到任後，改由自己備辦，六、七年間共收

銀二十五萬餘兩，比總商承辦時有減無增。41因此在承辦事務並無太大缺失。

但是，巴寧阿還指控穆騰額收受過山東鹽商玉爐瓶三事一份、白玉宴碗一

對。42乾隆五十八年（1793年）二月時，軍機大臣阿桂等決議，應從重照侵

盜倉庫錢糧入己在千兩以上斬例，擬斬監候秋後處決。 

隨後，在三月時原任杭州織造基厚回京侍養，前來行在謝恩，乾隆帝又

提及穆騰額一事，並藉此訓誡鹽政、織造、關差等官員，他說： 

經恩詢以福崧在浙江巡撫任內種種貪縱劣蹟，伊近在同城，豈得諉為

不知，何以並不參奏，⋯⋯著降為內務府筆帖式以示懲創，並通諭各

省鹽政、織造、關差，所有地方事件固不得越職干預。如遇督撫等有

貪黷營私及地方水旱偏災，督撫有諱飾不辦等事，俱應隨時查察據實

參奏。毋得如基厚之置若罔聞，并至如穆騰額之惟知派累商人，封殖

                                                                                                                                       
一歷史檔案館藏，《清代官員履歷檔案全編》2冊，頁200。 

3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3冊，頁539，乾隆二十五年十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 
39 根據軍機處檔摺件，025955號的記載。 
40 根據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105372號記載穆騰額初任官職為內務
府員外郎。 

41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421，頁3-5，乾隆五十八年癸丑正月辛亥。 
4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7冊，頁223-227，乾隆五十八年二月十五日

穆騰額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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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肥致干重譴，該鹽政、織造、關差等務須共知儆戒。43 

值得注意的是，乾隆帝對於穆騰額從窮微司員出身，竟然十餘年間已累

積數十萬金家財一事，頗為重視，命審訊官員詢問清楚。對此穆騰額供稱：

「歷任粵海關監督及長蘆鹽政等，養廉優厚，所有積存銀兩，復營運生息，

陸續買辦房地田產，實無別項婪索的事」。44乾隆帝對此似乎也了然於胸，未

再加以深究，至九月時便以穆騰額不過假公科斂，非罪無可逭，因此加恩釋

放，為圓明園拜唐阿，令其効力贖罪。45穆騰額直至嘉慶朝都擔任官職。46 

就在巴寧阿指控穆騰額侵貪一事結束不久，乾隆五十九年（1794年）浙

江鹽政全德便參劾巴寧阿，他同樣在兩淮鹽政任內有不法情事，不但與總商

汪肇泰聯宗，又收商人洪廣順為門生，離任時更收受盤費銀兩及置買婢女。

乾隆帝下令將巴寧阿革職拿問，交留京王大臣嚴訊。47調查結果，證明全德

指控的各款皆屬實，所以巴寧阿被定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儘管如此，乾隆帝

仍以巴寧阿所犯款蹟，止於卑鄙無恥，姑念他平日辦理工程尚屬諳習，遂予

以赦免，命他在熱河工程處效力贖罪。48 

在查辦前任兩淮鹽政巴寧阿貪婪不職時，新任鹽政的董椿則供稱：「兩

淮鹽政衙門，一切食用及幕友修金筆墨紙張等項，向來俱係商人供應，每日

計共一百二十兩」。49乾隆帝對此頗感驚異，他說：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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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十三日諭內閣著將原任杭州織造基厚降為內務府筆帖式並著通諭各省鹽政織造關差共

儆戒。 
4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7冊，頁239-240，乾隆五十八年二月臣阿桂

等謹奏。 
45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437，頁18-19，乾隆五十八年癸丑九月戊午。 
46 據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064308號記載為熱河總管。 
47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8冊，頁1-2，乾隆五十九年六月二十六日奉

上諭。 
4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437，頁18-19，乾隆五十八年癸丑九月戊午。 
4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8冊，頁99，乾隆五十九年八月初三日奉上

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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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中玉食萬方，每年膳房通計僅止三萬餘兩。京中戶部尚書得項較

優，每年亦止五千餘兩。外省總督至多者不過二萬金。鹽政官員秩微

末司員，乃每年供應竟至四萬三千餘兩之多。總因該鹽政應得養廉尚

有因公坐扣之項，輒借此為詞，諸弊叢生，殊非政體。但此弊已久，

今亦不加追問，所有商人一切日費供應一律裁革。50 

不但如此，乾隆帝更下令凡收受商人供應銀的兩淮鹽政俱照數罰出。

而全德在任六十四個月，實收十九萬二千餘兩，除全數繳出外，仍自請照

數再罰一倍，「以贖重罪」，共罰銀三十八萬四千兩。董椿五十八年（1793

年）九月十六日到任，至五十九年（1794年）七月初六日獲罪卸事，共有

十個月，除將得過供應全部交出銀三萬兩充公備用外，並再交銀三萬兩，

以贖前愆。51 

上述侵貪案件犯官的職務大都隸屬三大皇差（即織造、鹽政、關差），

這些官員與皇帝關係密切，多是包衣世僕出身。案發後雖皆經過正式官方調

查審擬議處，然乾隆帝最終還是予以加恩寬免，並未依律例懲處。這顯示乾

隆帝具私心的一面，他並不將這些官員視為官僚體系的一員，而仍視為自身

的奴僕，這樣的心態在安寧一案所頒布的諭旨中清楚的表露無遺，即使到了

晚期亦未曾改變，從其對於穆騰額與巴寧阿處置可再次證明。就整頓吏治而

言，這不啻是種諷刺，乾隆帝雖給予經濟上的重罰，但效果顯然有限，並未

徹底解決這類的侵貪案件。 

乾隆十九年（1754年）七月，兩廣總督策楞指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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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又查出他向恒文索取

銀兩。永柱一犯兩罪，乾隆帝認為他勒索恒文還可以原諒，但對於索回賞賜

物的部分，則表示「深忿恨」，他說：「不意朕滿洲親信之人，膽敢如此辱命，

                                                      
5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8冊，頁101，乾隆五十九年八月初三日內

閣奉上諭。 
5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8冊，頁98，乾隆五十九年八月三日遵旨詰

訊董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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貽笑新附外夷，此後將如何用人耶」。52故下令將永柱正法示眾，並將他的妻

子發往黑龍江給索倫為奴，交阿里袞將其家產查抄。至於恒文的部分，乾隆

帝卻用不同的標準處理，他表示：「恒文即行餽給，亦屬不合，應照違制律

革職，著從寛留任」。53對於將賞賜物品取回據為己有的犯官，乾隆帝一律採

取嚴懲不貸的態度，儘管永柱身為侍衛亦然。在乾隆一朝共有三起這類的案

例，其中包括乾隆三十三年（1768年）綏陽縣知縣單芸，54以及下節會提到

的阿忠。 

乾隆帝雖於十四年（1749年）九月所頒布關於懲治侵貪的諭旨，他說：

「朕之本意，不特為止侵盜，實乃以懲貪婪」、「自朕觀之，但犯侵虧即應按

律治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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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然而，首先違反上述諭示的便是乾隆帝自己，

且離他所宣布的時間不到半個月，便發生永寧56侵蝕銀兩，未完尚在一千兩

以上一案，九卿法司等依例將他擬入情實候勾，以懲侵貪。乾隆帝卻以其侵

蝕銀兩乃營運利銀，尚非庫項，與侵虧公帑者有所差異，所以予以加恩免其

正法，發往拉林種地。57值得注意的是，此諭旨文末指出：「夫威權生殺之柄，

惟上執之，但不可任情以私耳」，58在乾隆帝掌握最終裁決權的情況下，其他

官員豈敢以私害公。 

隨即，乾隆十五年（1750年）七月，兩廣總督陳大受指控丁憂糧驛道明

福在任時，勒令州縣折交糧價，婪贓達二萬七千餘兩，又侵蝕浮銷驛站銀一

千四百餘兩。乾隆帝知道後表示：「以一道員竟敢婪入多贓，且出自滿洲大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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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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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815，頁59-60，乾隆三十三年戊子七月癸丑。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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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十四年己巳九月壬申。 
56 永寧係拜都布蘭泰之子、拜都永貴之弟；布蘭泰曾為巡撫、提督；永貴身任巡撫。  
57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376，乾隆十四年十月十日奉旨。 
5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376，乾隆十四年十月十日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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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實堪髮指」。59這種折收在乾隆六年（1741年）前可謂是相沿陋規，但是

禁革以後，則毫釐皆屬贓私，應按律治罪。由於此事是禁革後不到十年又復

發，又牽涉多位歷任官員，乾隆帝遂決定派遣劉統勳前往，會同該地總督巡

撫秉公確查，並強調「朕於辦理一切政務，大公至正，刑賞無私，滿漢從無

歧視，此番欽差大臣前往，並不為明福一人，劉統勳亦不可因明福為滿人，

稍有迴護迎合」。60 

儘管乾隆帝聲稱派劉統勳去「原欲查明禁革後有無陽奉陰違情事，以服

明德之心。並非欲於歷任道員有心搜剔，必欲其盡如明德也」。61「即使各糧

道內或仍有沿積弊者，亦係屬員一時朦蔽，歷任皆屬漢員，明福獨係滿洲」。62

最後審訊結果，明福確實多折收米價銀二萬五千餘兩，又侵收水手曠缺工食

銀一千二百餘兩，照律擬斬監候，追贓入官。而明福之前的各道薛馧等，均

有浮收米石情節，薛馧擬斬，朱叔權、李方勉都擬斬監候。其中尤以薛馧被

從重治罪，因為乾隆帝指責薛馧為言官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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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另外，這個案子又追查出粵東向來

官商交結侵帑營私，而胡恒順應還明福、楊國棟、吳尚友各名下本利銀二萬

七千一百二十二兩二錢，已解赴內務府。64明福並未因此案而被正法，甚至

繼續任官至廣州將軍、福州將軍及盛京將軍。65 

                                                      
5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462，乾隆十五年七月六日內閣奉上

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68，頁5-7，乾隆十五年庚午七月丙午。 
6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463，乾隆十五年七月九日內閣奉上

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68，頁12-14，乾隆十五年庚午七月己酉。 
6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472-473，乾隆十五年八月二十六日

內閣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71，頁11-12，乾隆十五年庚午八月丙申。  
6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472-473，乾隆十五年八月二十六日

內閣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71，頁11-12，乾隆十五年庚午八月丙申。 
6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77，頁38-39，乾隆十五年庚午十一月己巳。 
64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1輯，頁889-890，置理兩廣總督印務廣東巡

撫蘇昌於十六年十一月十一日奏報辦理交通官府埠商資財充公摺。 
65 由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078465號、096906號、084103號中記載
明福於乾隆二十七年至三十四年任廣州將軍、福州將軍、盛京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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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陳大受深知茲事體大，非一己之力可以完結，曾經奏請乾

隆帝派員前往徹底清查，卻為乾隆帝所駁斥。雖然乾隆帝考慮再三，還是派

遣欽差大臣劉統勳前往調查。主要因為乾隆帝欲維持地方督撫與中央部院的

權力平衡，並不希望地方自覺權輕於中央部院，他說： 

向例督撫參劾屬員，有總督省分督參撫審、撫參督審，從不由京中特

派部院大臣前往審辦。如督撫參一員即派一大臣前往，則盡部院之大

臣不足供出差審事之用，且必部院大臣可信，則督撫獨非由部院大臣

簡用，朕素所倚信乎？66 

此即郭成康所謂的皇帝主導下中央部院與地方督撫之間的「相互維制」

關係。67在實際政務的執行上，乾隆帝大抵依循及維護既有體制運作，不欲

有太大的變動或特例，陳大受便是因此而被飭責。又如乾隆二十四年（1759

年）十一月，署儀徵縣知縣徐以觀勒索船牙黃立綱等銀六百兩，又短發麥價

一百餘兩，經黃立綱等赴監掣廳衙門呈控，高恒以例應會同督撫參劾，於是

通知陳宏謀，而陳宏謀卻先行題參。本來州縣官有貪劣不職，專係地方之事，

應聽督撫參劾。而擔任鹽政的高恒本來無會銜的資格，但此案既經鹽牙等赴

運同具控，就不是與鹽政毫無關係。再加上高恒已事先知會巡撫陳宏謀，會

參成例具在，陳宏謀竟然一獲知便立行具題，好像是他自行訪聞得知，這未

免有意取巧。68 

不過乾隆三十四年（1769年）時，查出閩海關監督明福等預提關稅彌補

虧缺，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將明福革職依例擬斬監候。但乾隆帝並未同意，他

說：「關稅年徵年解，自屬一定之例，明福任意那後補前，其罪固由自取。

核其弊混情節，總由一味糊塗，且那補仍歸公項，與蠹公肥橐者有間」。69雖

                                                      
6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2冊，頁462-463，乾隆十五年七月九日內閣

奉上諭。 
67 郭成康，《十八世紀中國政治》，頁248-249。 
6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00，頁25-26，乾隆二十四年己卯十一月丙辰。 
6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5冊，頁774，乾隆三十四年五月四日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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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明福革職，但從寬免其治罪，並將前後提補之數，免其通行合算，祇將三

十二年（1767年）分挪補稅銀二萬四千餘兩，令該旗於明福名下追賠。70明

福於乾隆十五年（1750年）、乾隆三十四年（1769年）皆被依例擬斬監候，

但都為乾隆帝所寬免，除了確知其為滿員的身分外，沒有其他資料可佐證何

以乾隆帝如此厚待他。 

就在劉統勳調查明福案結束後，事隔十四年，廣東署糧道再次爆發弊

案。乾隆二十九年（1764年）五月，廣東巡撫明山參奏鹽運使王槩贓私累累，

於署糧道任內浮收倉米，勒令鋪戶折收錢一萬餘兩，並查出潮屬各埠虧空餉

銀兩，乾隆帝批示：「此奏可嘉之，至蘇昌竟為其所愚，而汝不顧弟兄私情

而行參奏，實不負朕任用之恩，實勉之」。71甚至還查出王槩向盤查運使保成

跪求。此外，亦令山東巡撫崔應階查封其原籍家產以便追繳，72乾隆帝批示：

「知道了，王槩究有欠項應追賠者否，其家產並能完否」？73對於任糧道浮

收折色及各埠鹽務虧缺情況，繼續加以調查，乾隆帝批示：「知道了」。74 

王槩浮收倉米賣銀入己一案，雖已審擬完結。但乾隆帝鑑於從前明福於

糧道任內因為浮收斛面等弊端，已特派劉統勳徹底查辦，何以又有王槩浮收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834，頁5-6，乾隆三十四年己丑五月乙酉。  

7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5冊，頁774，乾隆三十四年五月四日奉旨。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834，頁5-6，乾隆三十四年己丑五月乙酉。 
71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1輯，頁513-515，乾隆二十九年五月十八日

廣東巡撫明山奏參鹽運使王槩簠簋不飭摺。《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13，頁12-13，
乾隆二十九年甲申六月甲辰。 

72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2輯，頁79-80，乾隆二十九年七月一日山東

巡撫崔應階奏覆查封原鹽運使王槩原籍家產摺。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

第22輯，（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73年2月），頁225，乾隆二十九年七月十七日廣

東巡撫明山奏覆查辦參革鹽運使王槩任所貲財摺。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

檔》第4冊，頁449-450，乾隆二十九年六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六月二十五日奉上諭。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13，頁13-14，乾隆二十九年甲申六月乙巳。 
73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2輯，頁415-416，乾隆二十九年八月十六日

廣東巡撫明山奏覆督臣蘇昌受王槩朦蔽原由摺。 
74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2輯，頁606-607，乾隆二十九年九月十三日

暫署兩廣總督明山奏覆查辦王槩浮收折色及辦理鹽務不善各埠虧缺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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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他再下令兩廣總督李侍堯、廣東巡撫明山，將明福以後、王槩以前歷

任道員，有無浮收私賣等情事，逐一徹底查明。75他們查出貴州按察使熊繹

祖在廣東糧道任內，有浮收斛面折錢入己，因此建議貴州巡撫方世儁將熊繹

祖押解赴審訊，乾隆帝批示：「知道了」。76接著陸續查出張曾、張嗣衍、梁

國治、蔡鴻業、金烈等人，富明安是首先復犯者，情罪自為較重，所以李侍

堯、明山建議歷任各員不應沿襲積弊，他們浮收多寡不過因在任時間而稍有

不同，如果不按例治罪，無以服眾人之心。77乾隆帝卻著眼於王槩既然沿襲

積弊，可酌量稍為寬貸，遂命令刑部查照前奏，予以加恩准其贖罪。78熊繹

祖雖經廣東督撫審擬斬候，三十一年（1766年）六月內具呈捐贖交銀一萬二

千兩，經刑部具奏蒙恩准其贖罪。79原任廣東驛糧道耀安承審此案時，將王

槩跪求少報虧缺鹽數改為互相跪拜，有虧職守，奏請發往伊犂贖罪。80方世

儁於乾隆三十四年（1769年）從寬免其革任，仍可註冊。81 

                                                      
75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5輯，（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73年

5月），頁61-62，乾隆三十年五月二十四日調任江西巡撫明山奏報身回粵緣由摺、頁

214-218，乾隆三十年六月十二日兩廣總督李侍堯奏為遵旨查辦王槩以前歷任道員有無浮收

私賣摺。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4冊，頁664-665，乾隆三十年五月

十七日兩廣總督李侍堯、調任山西巡撫明山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37，
頁4-6，乾隆二十年乙酉五月辛卯。 

76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5輯，頁510-511，乾隆三十年七月十五日貴

州巡撫方世儁奏為遵旨將貴州按察使熊繹祖押解赴粵審訊摺。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

隆朝上諭檔》第4冊，頁682，乾隆三十年七月一日奉上諭。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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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01，乾隆三十年九月二十八日高晉奏覆查辦糧道浮收折價並將梁國治押廣

東收審摺。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4冊，頁709，乾隆三十年九月六

日內閣奉上諭。 
7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4冊，頁680-681，乾隆三十年七月一日內閣

奉上諭。 
7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5冊，頁287，乾隆三十三年二月二十日奉旨。 
8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5冊，頁678-679，乾隆三十四年正月十六日

奉奏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19，頁5，乾隆二十九年甲申九月辛未。 
8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5冊，頁867，乾隆三十四年八月二十日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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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調查指出富明安首先復犯，82故其成為審訊的重點之一，且據富明

安家人婁貴供認，是他的主人富明安浮收倉米，惟富明安堅不承認。83楊廷

璋根據富明安親供，發現他所供出的憑據有向外勒索七百餘兩的證據。因此

將富明安解送至京，交與刑部審訊，但沒有確切證據顯示富明安為首先復犯

者，乾隆帝一再要求詳加調查，亦無法證明。84後來富明安仍繼任官至閩浙

總督、湖廣總督等職位。 

廣東糧道浮收的問題，雖經乾隆六年（1741年）禁革後，不再視為相沿

陋規，但卻接連在乾隆十五年（1750年）、乾隆二十九年（1764年）爆發，

且皆供稱為前任皆如此，可知浮收米石問題未因禁革而徹底解決。而乾隆帝

的態度既未將明福依律例重懲，也未確實貫徹他於十四年（1749年）所頒布

的數道懲治侵貪的宣示，這種種對於懲治侵貪虧空來說，是不良的示範，也

讓其他繼任官員存有僥倖的心態。當然這顯然與乾隆十五年（1750年）的四

十壽誕有所關連。其實，乾隆帝對於這類的案件，都要求大刀濶斧積極查辦，

但最後的懲處卻不夠嚴格，又常以因沿積弊而予以施恩，所以這類案件屢見

不鮮。 

此外，在「限內完贓減等條例」未停用前，犯了侵貪罪行的旗籍督撫，

亦會獲得乾隆帝的寬免加恩，例如乾隆十五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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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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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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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宗代請彌補，宮爾勸便擅動官項，而圖爾炳阿竟行批結。乾隆帝認為：該

上司既不能覺察於平時，及其敗露自應即行嚴參究追。但知府則代請彌補，

藩司便擅動官項，上下通同徇私舞弊，非重懲不足以示警。 

                                                      
82  根據《清史館傳稿》，5738號的記載，富明安於乾隆十七年至十八年任糧驛道。 
8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65，頁5-6，乾隆三十一年丙戌七月己丑。 
8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5冊，頁78-79，乾隆三十二年三月二十二日

內閣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73，頁14-15，乾隆三十一年丙戌十一月丙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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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宮爾勸、金文宗被革職，交該督撫嚴審。85調查結束後，遂以圖

爾炳阿身任封疆，瞻徇欺隱，於屬縣虧空不參，敢代彌補，且司道大員近在

同城，侵蝕纍纍毫無覺察，應比照監守自盜錢糧銀一千兩以上律，擬斬監候

秋後處決。86其侵虧銀兩等到宮爾勸、郭振儀等各案審結後著追。87乾隆帝雖

裁示圖爾炳阿依擬處斬，不過他同樣獲得乾隆帝加恩從寬釋放，88也繼續任

官至湖南巡撫、貴州巡撫等職。89 

乾隆十六年（1751年）十月，學政謝溶生參劾江西巡撫阿思哈時常派令

屬員、納賄。乾隆帝遂指派劉統勳、尹繼善等查審此案，並且提醒劉統勳不

可嘗試和事老人的伎倆。90調查結果發現，阿思哈因生女確曾收受司道金鐲

綾緞，乾隆帝遂將他革職，由常鈞暫屬江西巡撫。乾隆帝又要求調查江西贛

南道董榕虧空與阿思哈科派需索是否有關？91經詢問董榕家屬後，得知上年

董榕派人赴粵，替阿思哈購買甚多物件，價值數千金，但是阿思哈僅付二百

兩、一百六十兩。調查結果確如乾隆帝所料，然對價關係仍不夠清楚。92乾

隆帝裁示阿思哈依擬應絞監候秋後處決。至於餽送賀禮之司道大員，不能正

己率屬，違例餽送，本應照部議革職，但罪皆在阿思哈，所以其餘屬員革職

從寬留任。93不過，阿思哈未受正法，續任官至左都御史署漕運總督。9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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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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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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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391，頁9-10，乾隆十六年辛未閏五月丙戌。郭振儀為碩色所

參休致鹽道，查出其那抵腳戶虧欠鹽觔，係滇省向來相沿陋習，非侵蝕帑金入己，故加恩

寛免無罪。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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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據《清國史館傳稿》，5820號的記載。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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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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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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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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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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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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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圖爾炳阿與阿思哈二人皆被乾隆帝裁示為依擬處斬、處絞，候秋後

處決，但遇到乾隆帝四十誕辰（乾隆十五年）、皇太后六旬萬壽（乾隆十六

年）等國家大慶，雖然乾隆帝曾諭令此二年侵貪人犯照常處決，但此二人皆

未被正法，而繼續擔任官職。 

以下數則侵貪案例的犯官皆身係滿洲，他們的犯案情節、範圍並未牽連

過多、過廣，乾隆帝雖然裁示處以正法，但事後皆予以加恩寬免，有些甚至

還繼續任官。如乾隆三十五年（1770年）十月，據朝銓奏額爾登布浮收差銀，

餽送上司禮物，經刑部核覆，發現額爾登布因公科斂枉法贓入己，擬絞監候。

接著刑部又奏蘇佩抱贓首控蘇孔道謀莊頭一案，額爾登布也有收受蘇孔道銀

一百二十兩，賄求捕放莊頭的情況。95然乾隆四十八年（1783年）調查郝碩

一案時，又查出額爾登布在擔任饒九道台時，幫過盤費銀二千兩。96由此可

推測，額爾登布並未在乾隆三十五年（1770年）因公科斂枉法贓入己而被處

以絞刑。乾隆四十九年（1784年）十一月，額爾登布的兄長德克進布為湖南

按察使，被參在金衢嚴道任內承辦海塘椿木時，共侵扣銀九千五百兩，乾隆

帝下令革職，解送至浙江交與富勒渾、福崧會同秉公嚴審。而德克進布勒取

全數印領時，同知方體泰並不稟明督撫，顯然共同侵混，也將他革職，一併

交富勒渾等審辦。97乾隆帝表示，德克進布係滿洲道員，乾隆帝認為他尚有

出息，所以加恩擢用為臬司，但德克進布竟敢恣意婪索，便指派委員赴浙查

                                                                                                                                       
奉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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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據《清國史館傳稿》，5719號的記載。 
9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6冊，頁393，乾隆三十五年十月十三日盛京

刑部侍郎朝銓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870，頁33，乾隆三十五年庚寅十月

乙酉。根據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095086號記載其後任官至廣東
粵海關監督，其兄為德克進布。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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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218，頁12-13，乾隆四十九年甲辰十一月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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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其任所貲財。98不過，他的弟弟額爾登布與他的兒子英吉名下的財物，則

未被查封。99 

乾隆三十六年（1771年）正月，高晉參奏贛州府知府李枝昌侵虧穀價銀

八百兩，陳壁樹竟漫無覺察。等到楊唐佑稟知後，他非但不揭報，竟然還代

償銀三百兩，希望能彌補。100乾隆帝依據李枝昌呈出原審道員前任南昌知府

汪鍾所給書札，發現有捐幫首縣墊用修理撫署等銀五千二百餘兩之事，要求

海明逐細詳查，並下令陝甘總督明山明白回奏，且命高晉不得干涉明山。101據

高晉奏查明山於廣東調任江西時，即先行札飭中軍轉諭南新兩縣修改衙署所

費約五百餘金，明山交部議處。102明山並未因勒派屬員而受到刑罰，此後仍

續任官。 

熱河協領保住於乾隆四十三年（1778年）五月被查出虛報補馬匹一條，

侵用銀一千三百六十八兩八錢，乾隆帝批示：「覽，按例治罪可也」。審訊後，

保住供認他與多鼐、額爾善三人都有侵用，103隨後進行查抄家產的工作。104乾

                                                      
9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2冊，頁355-356，乾隆四十九年十一月七日

內閣奉上諭、閩浙總督富勒渾、浙江巡撫福崧奉上諭、湖南巡撫陸燿奉上諭。《大清高宗

純皇帝實錄》，卷1219，頁20-21、23，乾隆四十九年甲辰十一月丙子。從經歷來看應與中

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030724號記載的雲南鶴麗總兵（護理）並非

同一人。 
9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2冊，頁382，乾隆四十九年十一月二十五

日奉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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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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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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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清史稿校註》，1冊13卷，482的記載其乾隆四

十年任烏里雅蘇臺參贊大臣。 
103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43輯，（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74

年11月），頁84-85，乾隆四十三年五月十四日英廉奏報審辦熱河協領保住侵沒一年買馬

價銀事、頁141-143，五月十八日英廉奏報審辦熱河協領保住侵用買補馬匹銀兩事。 
104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43輯，頁151-154，乾隆四十三年五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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隆帝認為保住侵蝕官銀多至五千餘兩，但伊家中竟毫無蓄積，其中顯有隱匿

寄頓情弊。105又因為木商劉思遠虧欠官項一案，進而查出借用該商銀兩之熱

河副都統多鼐、監督老格及前任副都統三全、前任總管福海、全德，一干人

等均解京審訊。三全、多鼐按律擬斬，監候秋後處決。老格、福海按律擬杖

一百、流三千里，但他們皆因是旗人最後減等為鞭責發落。106不過三全並未

被處決，後仍續領三品職銜。107全德則繼任官至嘉慶朝。 

乾隆五十一年（1786年）據孫士毅奏富勒渾家人殷士俊等有招搖婪索之

事，光是他在粵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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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富勒渾則奏稱：「於下人在外一事毫無覺

察，請旨情願自行議罪銀三萬兩」，乾隆帝批示：「更不成話」。109令舒常前往

會同孫士毅秉公審究，並下令江蘇織造四德、按察使長麟將殷士俊蘇州原籍

家產嚴密查封。110對於富勒渾竟然縱容家人如此作為，乾隆帝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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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進而將富勒渾

                                                                                                                                       
日英廉奏報查出多鼐之子賽昌阿隱寄衣物事、奏報查辦革職協領保住家產事。 

105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43輯，頁195-196，乾隆四十三年五月二十

四日英廉奏報解押多鼐保住二家父子送京並訪查隱匿情弊事。 
10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9冊，頁192，乾隆四十三年閏六月十三日大

學士阿桂等謹奉為定擬具奏。 
107 據《清國史館傳包》，2869-1號的記載，續領三品職銜，但詳細職銜則不詳。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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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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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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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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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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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職解送至浙江交阿桂審訊。112 

隨即孫士毅又查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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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富勒渾以幫貼公費為詞，勒派各口

岸書巡等銀一萬九千六百餘兩，本來由殷士俊、李世榮轉交內署，被人舉發

後，富勒渾才交監督衙門解京，實際上是先侵後吐之計。113乾隆帝認為富勒

渾在任閩省時，一定也有婪索情事，下令閩浙總督雅德據實查奏，但雅德不

但不據實查明，甚至力為保奏。所以乾隆帝改令福州將軍常青與伍拉納秉公

查辦，更對伍納拉說：「命汝署督印，更無掣肘，一切嚴查委辦」、「實力妥

為之，毋陷雅德之轍」。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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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富勒渾供稱到任時，運司張萬選

送銀三萬兩，但他並未收受，不過張萬選否認，雙方各執一詞。116此外，乾

隆五十一年（1786年）六月，穆騰額奏稱富勒渾去年接任兩廣總督時，曾告

訴他「以前在閩浙總督任內，閩海關有幫貼總督公費一款」，乾隆帝再下令

常青查清，迅速覆奏。117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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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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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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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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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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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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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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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桂等審訊完案後，118認為已遭革任的兩廣總督富勒渾縱容家人婪索，

對於公款還先侵後吐。而已遭革任的閩浙總督雅德徇私曲法，不據實直陳近

在隣省的富勒渾各種劣行。因此將富勒渾、雅德兩人同擬斬候，但姑念雅德

僅止徇隱尚無侵貪款蹟，故對雅德加恩免其治罪。因為富勒渾家產已被查

抄，他名下應賠的銀兩，則由雅德全數代賠以示懲創。119但乾隆帝最終仍未

將富勒渾正法，他說：「然究念罪非賣官鬻爵、貪黷不法，且歷任封疆宣力

有年，尚知奮勉，而當金川用兵時，督辦糧務亦有微勞，是以從寬免予勾決，

仍牢固監禁」，120並於翌年開釋。 

至於武職官員的侵貪行為，乾隆帝採取的態度則一如雍正較為寬容，有

時在調查完結後即網開一面，並且加以任用。例如乾隆十六年（1751年）十

月，喀爾吉善查覆卓鼐原奏乍浦兵丁加增月糧折色銀兩，該管協領等官及書

辦人役，指稱部費侵扣分肥一案。據書役余俊供稱，送過將軍額爾登銀一千

五百兩。乾隆帝以為額爾登身為將軍，為通省統轄旗兵第一大員，營弁作弊

不能查禁，已負職守。甚至扣剋兵餉、侵肥入己，於是下令將他革職拏問。

乾隆帝再令舒赫德就近前往浙江，會同喀爾吉善、永貴嚴審定擬。調查後發

現額爾登在乍浦時，「久有成議」，乾隆帝遂要求舒赫德釐清究竟是額爾登起

意侵肥，或係聽信人言而婪贓入己，不論那一項，其罪都無可逭。121最後，

額爾登未被依律例懲處，且繼續任官。 

乾隆十八年（1753年）三月，署山西巡撫胡寶瑔奏，據護理總兵印務巴

泰稟稱，原任大同鎮總兵今調延綏總兵張乃義私用公費銀一千八百七十餘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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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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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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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5-3136，乾隆五十一

年十月二十日諭內閣著將富勒渾從寛免勾牢固監禁待罪思過並著各督撫引以為戒。 
121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401，頁8-9，乾隆十六年辛未十月乙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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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又侵冒各營修製梆鑼牌架銀二千九百餘兩。乾隆帝批示：「此奏甚公，

可嘉，知道了」。122張乃義依監臨主守將官錢糧私自借用計贓以監守自盜一千

兩以上例，擬斬監候。而鎮標中軍遊擊色倫泰，專司錢糧出入，竟通同違法

亂紀，也將他依官錢糧轉借與人計贓以監守自盜論例，擬斬監候。123最後張

乃義並未予以勾決，或許因其為雍正二年（1724年）武進士出身，也屬前朝

舊臣，或者因「限內完贓減等條例」而免其刑。惟從現在資料無法確定其確

實原由，只可知其繼續任官至直隸遊擊。124至於色倫泰的部分，則無法得知

最後執法與否。 

乾隆二十七年（1762年）十一月，參革副將黃世熺、都司海起雲於兵部

書辦賄索，部議革職。但乾隆帝顧念他們兩人是武人，受到別人勒索，所以

乾隆帝並未立即加以處罰，並令兵部調他們來京引見，再加以處理。125乾隆

二十九年（1764年）一月，松潘總兵托雲咨稱，該鎮中營遊擊官斌私動公項

銀四百零七兩，但是官斌供稱係總兵托雲所允准。四川總督阿爾泰請旨此事

應查清是「先發制人」，或是「被參反噬」？126乾隆帝批示：「自應如此秉公

明白辦理，若托雲稍有可疑，一面奏聞一面解任審詢」。127審訊結果，發現托

雲為了修繕衙署，向三營守備各提取銀二十兩。乾隆帝批示：「知道了」。128從

                                                      
122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4輯，頁828-830，乾隆十八年三月十七日署

理山西巡撫侍郎胡寶瑔奏報大同鎮總兵張乃義私挪存公銀兩摺、奏參張乃義居官不佳摺。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435，頁13，乾隆十八年癸酉三月己卯。 
123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5輯，頁718，乾隆十八年七月九日署理山西

巡撫侍郎胡寶瑔奏審理查追延綏總兵張乃義侵冒錢糧摺。 
124 據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藏，《清代官員履歷檔案全編》1冊，頁655的記載張乃義從乾隆二

十二年擔任直隸遊擊。 
12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4冊，頁55，乾隆二十七年十一月十二日內

閣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674，頁18，乾隆二十七年壬午十一月庚午。 
126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0輯，頁305-306，乾隆二十九年一月十二

日四川總督阿爾泰奏參遊擊官斌私動公項摺。  
127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0輯，頁305-306，乾隆二十九年一月十二

日四川總督阿爾泰奏參遊擊官斌私動公項摺。 
128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20輯，頁789-790，乾隆二十九年三月十二

日四川總督阿爾泰奏報松潘總兵托雲私動公項修衙署摺。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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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經歷來看，托雲為侍衛出身，仍繼續任官至副都統。129 

又如乾隆四十年（1775年）三月，據敬善參奏總兵郝開甲前於護山西太

原鎮任內，濫用賞項公糧三百六十五兩，及冒銷地租銀兩八十四兩，應將他

革職解京，交刑部審訊。乾隆帝認為地方官員交接時，繼任者對於前任官員

貪贓枉法的事都不願舉發。敬善卻不因循苟且，此舉公正可嘉，交部議敘辦

理。130本文並未查獲郝開甲受到何種懲處的資料，但是郝開甲後來曾經在嘉

慶朝為官。131乾隆五十年（1785年）六月，巴里坤總兵佛喜因虧短屯糧，自

認賠補私挪公項銀三千三百兩。卻未被以先侵後吐加以治罪，乾隆帝反而為

佛喜辯護，「私那公項固有應得之罪，但佛喜不過以公辦公，並未侵蝕入己，

是糊塗不曉事體，其情罪與貪盜懸殊，尚不至於拏問。朕尚欲加恩，仍以詼

營前鋒參領補用，令其自効福康安」。132 

不過，某些中下層級的旗籍官員就不如上述官員幸運，涉及貪瀆婪贓等

情弊，甚至被乾隆帝要求加重其刑，且不得享有旗人減等的優遇，藉以重振

旗員淳樸的風氣，同時亦可宣揚其視滿漢為一體，絕無重滿輕漢的原則。例

如乾隆二十一年（1756年）三月，圖桑阿婪贓至二千餘兩，僅交銀六十兩，

就以無力題請豁免。乾隆帝對於追查帑項去處向來極重視，要求刑部詳加詰

訊，尤其該犯曾為知府大員，俸廉不薄，且所得贓私為數亦多。如果真的毫

無貲產寄頓，那麼他的俸廉、贓項用於何處？如果他在任內所得之項，真的

用完，花在那些項目，也應該命令他交代清楚。不應如此就完案，將他發往

                                                                                                                                       
隆朝奏摺》第21輯，頁424-428，乾隆二十九年五月十一日四川總督阿爾泰奏為遵旨審訊

松潘總兵托雲私提公項使用摺。 
129 根據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079422號記載乾隆三十年調任成都副

都統。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藏，《清代官員履歷檔案全編》2冊，165則任職為阿爾楚哈副
都統。 

13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7冊，頁817，乾隆四十年三月三日、四日內

閣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978，頁4，乾隆四十年乙未三月庚戌。 
131 根據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003702號記載其續任官黔省提標千總。 
13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2冊，頁652，乾隆五十年六月二日陝甘總

督福康安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235，頁32，乾隆五十年乙巳七月甲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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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林阿勒楚喀種地。133 

乾隆二十七（1762年）年六月，愛必達等審擬兵部書役撞騙婪贓一案，

乾隆帝說： 

將那蘭保、雅隆阿、察倫泰擬罪之處，過於輕縱，實出情理之外。武

弁與書役交通舞弊，已屬大干法紀。況那蘭保身係滿洲，即不知畏法

亦當稍顧顏面，何致與下賤書役直以弟兄相稱，卑鄙無恥至此已極，

我滿洲中豈宜有此臣僕，那蘭保著削去戶籍，發往伊犂給與額魯特為

奴。雅隆阿係和碩額駙伊林沁之子，又曾任侍衛，在內廷行走日久，

豈不知朕整飭吏治，⋯⋯乃竟傾心與之行賄，作奸恬不知恥。而察倫

泰身為副將大員，抑令各出己貲，均為玷辱滿洲，情難寬貸。雅隆阿、

察倫泰俱著拏解來京，交與刑部從重治罪，以示懲創。朕前令八旗人

員簡用外任，原以伊等克守滿洲湻樸素風，共知自愛且人材弓馬均有

可觀，足為外省綠營表率。⋯⋯將此通諭八旗知之。134 

隨即又因黃在中等交通武員營謀作弊，該督撫將案內應發烟瘴充軍之劉

煊、馬元齡，因係旗人照例解部完結。但經法司覈擬不准折枷，應當發放到

黑龍江當差。乾隆帝對此爭議表示看法： 

從前定例旗人犯軍流徒罪均准枷責發落者，原因國初滿洲習俗湻樸顧

惜顏面，京師多留一人即得一人之用，且宜格外培養，又恐遣發外省

地方官，或轉有不能如法約束之處，是以定有此例。乃近年八旗生齒

日繁，漸染惡習浮靡囂薄殊失國初渾厚之風。即如此案之那蘭保等以

滿洲職官，竟至與蠹吏弟兄相稱交結往還，無恥已極，此尚可以從前

風俗情理論乎。況伊等每以銓補外任，希圖便安幾與漢人無異，獨至

獲罪應遣則過於區分，亦非大公之道。至於漢軍原係漢人，凡得缺升

                                                      
13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508，頁22-23，乾隆二十一年丙子三月庚辰。 
134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200，嚴法紀八，頁2638-2639，乾隆二十七年壬午六

月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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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均屬一體並用，其犯法應遣更無庸另立科條，而若輩向來恃有此

例，轉以為身係旗人，即遇罪譴仍可室家保聚，不至投畀遠方，是非

所以愛惜保全適長其遂非怙終之習，而輕於扞法也。135 

可見乾隆帝雖然也認為旗人犯罪可以寬減，但不必流放邊地的法令，並不太

公平。  

而乾隆三十六年（1771年）二月，因調查湖廣提督馬銘勳在設席宴客時，

命令屬下將領分攤，並勒索屬下馬匹，又將馬騾賣與營員勒取重價，及收受

弁員禮物。136而副將那明阿也牽涉其中，亦受到嚴厲的懲處，乾隆帝表示：「（那

明阿）身係滿洲，竟逢迎結納，著實卑鄙無恥，玷辱旗員風氣，僅於革職不

足蔽辜，著革職發往伊犂，自備資斧，効力贖罪」。137馬銘勳著照刑部所擬處

絞立決，以昭炯戒。138 

乾隆三十八年（1773年），陳輝祖奏審稱監利縣周世緒，於高王氏被盜

時諱匿實情，而署縣鮑祖望、知府九格則狼狽為奸。乾隆帝對於審擬結果表

達異議。他指出將周世緒擬發新疆効力贖罪，九格僅依故減重作輕論擬徒係

旗員解部發落是不公允的。因為當周世緒餽遺請託時，九格受賄徇情將曹金

安假印一事，任聽幕友營私弊混，並不提究。乾隆帝認為九格所犯的罪除了

與周世緒相同的案子外，又有其他的違法行為，不應以同一情罪論處。如此

一來，九格雖然罪行較重，但又因旗員身分得以減刑，即解部枷責，亦不過

具文完結，而得家居安享，所以裁示九格應與周世緒一體發遣。139乾隆帝屢

                                                      
135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200，嚴法紀八，頁2638-2639，乾隆二十七年壬午六

月丁酉。 
13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6冊，頁552-553，乾隆三十六年二月二十六

日內閣、湖廣總督吳達善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879，頁20-21，乾隆三十

六年辛卯二月丁酉。 
137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6冊，頁625，乾隆三十六年四月二十一日內

閣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883，頁11，乾隆三十六年辛卯四月己丑。 
13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883，頁13-14，乾隆三十六年辛卯四月甲午。 
13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936，頁21-22，乾隆三十八年癸巳六月己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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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申：「朕於滿漢諸臣功罪，從不稍從歧視，間有因滿洲人員獲罪，加重

辦理者，斷不肯以同案同罪之事，寛於滿員而嚴於漢員，內外臣工皆所深

悉」。140 

然從案件來看，似乎並不盡然如乾隆帝所宣示，旗人犯罪本來就享有減

等的特權，滿漢官員根本不可能同案同罪，這是法律先天上的不平等。即使

旗籍官員被處以擬斬監候，或應絞監候，也不表示真會受到懲處。乾隆帝往

往於事後加恩，免去其刑，甚至允許繼續任官的，亦不在少數。由實際的案

例，更可清楚觀察出乾隆帝的懲處標準是有所差異。當然，並非所有旗籍犯

官都會獲得加恩寬免，尤其是中下層級官員，有些甚至因為乾隆帝欲重振旗

員風氣，反而被加重懲罰。 

第三節  乾隆帝懲治邊疆官吏侵貪案件的態度 

清朝對於邊疆地區的經營，採取「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基本政策。

在政治、經濟上，採取積極的措施來統治，一方面由中央派遣官吏去管理與

監督；另一方面則籠絡當地的既有勢力，以安撫民心，期使邊境安寧。然而，

當邊疆地區發生侵貪虧空的案件時，乾隆帝仍秉持一貫「懲貪風以申國憲」

的態度，但是懲治的手段與考量點則有些不同，大抵著眼於「安定民心」與

「辟以止辟」兩者並用，是種兼具「恩威並施」的統治技術。特別是當侵貪

案件可能帶來民變的危機時，「安定民心」更是首先要處理的事項。 

筆者從《實錄》、《上諭檔》、《宮中檔》等處蒐集相關案件，進而分

析、釐清乾隆帝對邊疆地區（包括新疆、西藏、西南、蒙古、臺灣等）的懲

貪情況。當然，乾隆朝邊疆地區的侵貪虧空絕非僅限於此，再加上部分案件

資料並不完整，所以僅將懲處結果較完整的案件列入表4-3，藉此探究乾隆帝

懲治邊疆地區侵貪虧空案件的態度。雖然，乾隆帝在平定林爽文之役後，曾

                                                      
140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936，頁21-22，乾隆三十八年癸巳六月己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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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台灣介於邊疆與內地之間，但為了便於分析，仍將之列於本節文中。 

表4-3：乾隆朝邊疆地區的侵貪虧空案件 

案發時間 案犯 案犯職銜 案  由 檢舉者 懲  處 乾隆帝諭示

乾隆 

二十七年 

西寧、富

珠里 

鑲藍旗蒙古參

領 

侵蝕公項、分肥

入己，將開戶為

民之人復入另

戶冊內，挑補錢

糧。 

 審明正法  

乾隆 

三十年 

和誠 駐和闐總兵（特

簡和闐辦事大

員） 

重 利 盤 剝 回

人、折收金兩。

 在該處正

法示眾 

 

赫達色 監督    乾隆 

三十年 五岱 監督 

重征侵欺勒詐 

   

乾隆 

三十四年 

方輔悟 鳳山縣知縣 承辦軍需虧空

庫項倉穀 

閩 浙 總

督 崔 應

階 

虧 缺 全

完，來京引

見。 

 

乾隆 

三十四年 

陶浚 諸羅縣知縣 虧空庫銀一萬

五千餘兩，又查

出銀一萬四千

餘兩，穀二萬四

千餘石。 

閩 浙 總

督 崔 應

階 

動支乃因

黃 教 事

起，雖有未

完之項，但

與侵蝕不

同，著從寛

免其發往

伊 犂 効

力。 

 

乾隆 

三十四年 

曾曰琇 臺灣縣知縣 虧空倉庫 閩 浙 總

督 崔 應

階 

動支乃因

黃 教 事

起，虧缺全

完，來京引

見。 

 

乾隆 

三十七年 

歐韻清 古州土弁 勒索銀兩 雲 貴 總

督 彰 寶

訪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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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 
四十三年 

高樸 葉爾羌辦事大

臣 
勒索回人、盜賣

玉石。 
烏 什 辦

事 大 臣

永貴 

於該地正

法 
再次宣諭驛

站事宜 

乾隆 
四十三年 

阿忠 土守備 侵蝕賞銀  於該處即

行正法 
曉諭各番俾

知 敬 懼 守

法，以示辟以

止辟之義。 

俞成 臺灣道  乾隆 
四十六年 史崧壽 同知 

縱容書吏婪贓 閩 浙 總

督 陳 輝

祖 
 

不過因富綱

為巡撫已年

餘，未見其有

大過，而又無

人，故用為總

督，孰知因循

疎縱。令其自

行議罪。 

經方 哈密廳通判 侵虧庫項  解京議處

正法 
定案時以侵

盜 錢 糧 為

重，不得入冒

賑案。 

巴彥岱 鎮迪道 收受經方餽受

一千兩 
 改定擬斬

候 
更改原發往

新疆效力贖

罪的判決 

乾隆 
四十六年 

索 諾 穆

策凌 
原烏魯木齊都

統 
收受禮物  寛免革任

仍允其註

冊 

 

烏 魯 木

齊各屬 
 侵糧   依甘肅冒賑

例處理 
乾隆 
四十六年 

索 諾 穆

策凌 
原烏魯木齊都

統 
收受下屬餽送

銀兩 
 原從寛改

為 斬 監

候，後則賜

令自盡。 

 

乾隆 
四十六年 

高大業 西藏拉里管理

糧餉之縣丞 
短發兵餉、虧空

庫項錢糧。 
恒瑞 於藏地正

法示戒 
係文綬所派

遣之人，虧缺

庫銀由文綬

賠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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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 

四十九年 

揚桑阿 奇台縣知縣 冒銷運腳銀及

侵蝕租稅銀 

海祿 需加重懲

治，以儆將

來。在烏魯

木齊正法

示眾。 

嗣後如係贓

款入己者，著

落其子孫賠

繳。若僅不入

己而又非此

等覈減可比

者，則仍著落

其子完繳，與

伊孫無涉。仍

令各該上司

分賠，著為

例，令八旗一

體遵照。 

乾隆 

四十九年 

觀成 迪化州知州 虧短庫項   皆因烏嚕木

齊為新疆門

戶，差使絡

繹。特諭新

疆、甘肅一帶

中途各州縣

不得於例給

車馬之外，濫

支濫應，虧那

庫項。 

乾隆 

五十年 

佛喜 巴里坤總兵 私挪公項 陝 甘 總

督 福 康

安 

加恩仍以

該營前鋒

參領補用 

是糊塗不曉

事體，其情罪

與貪盜懸殊。

乾隆 

五十三年 

柴大紀 臺灣總兵 收受陋規等侵

貪事項、貽誤軍

機。 

福康安 解 京 正

法，其子發

往伊犂與

兵丁為奴。 

 

乾隆 

五十三年 

臺 灣 海

口 陋 規

案 

文武官員 收受海口陋規 閩 浙 總

督 李 侍

堯 

發往新疆

充當苦差 

乾隆五十七

年寛免，改令

各上司攤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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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關 

那保 

乾隆 

五十三年 

吉 爾 瑪

善 

侍衛 受玉犯賄

銀夾帶私

玉行走 

   

乾隆 

五十三年 

格綳額 和闐領隊大臣 索 取 銀

錢，收受皮

張。 

 在和闐正法示

眾 

派福崧查辦 

乾隆 

五十四年 

聶 拉 木

第巴桑 

 私 添 稅

課，以致激

起事端。 

 應斬並先行深

透刺字，發往烟

瘴桑蓋囚種地

方。 

 

李文彩 臺灣笨港守備 偷 越 船

隻，得贓縱

放。 

 依枉法贓八十

兩絞監候律問

擬絞決，令改斬

決。 

要求從重辦

理，免釀柴大

紀貪黷之案。

乾 隆 五 十

四年 

方陞 胥吏（李文彩

的） 

慫恿李文

彩受賄 

 原擬依說事過

錢與正犯同罪

至 死 減 一 等

例，問擬杖流，

後改絞決。 

方陞為此案

罪魁 

唐時勳 知縣 收賄 在臺灣枷號滿

日發往新疆充

當苦差 

乾隆 

五十五年 

潘鴻緒 唐時勳之幕友 說合唐時

勳受賄 

 

奎林擬轉得枷

滿之日遞回原

籍，改照唐照勳

例。 

嗣後，各省劣

幕如有似此

主使作弊，本

官獲罪者，定

案時俱著與

本官同罪，不

得 稍 從 寛

減，著為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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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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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西北新疆談起，乾隆帝在這個地區積極從事建設，包括設官建

置、築城駐兵、屯田移民等。乾隆二十七年（1762年），在伊犂設立伊犂將

軍，總管全疆軍政財經等一切事務，集中軍政大權於一身，由中央派駐，其

下設都統、副都統、參贊大臣、領隊大臣、理事大臣、總管等官，分駐各城。

而對於天山以南的回疆各城，則以喀什噶爾為參贊大臣駐地，統轄管理。在

諸大城設辦事大臣，小城設領隊大臣。並且沿用舊制，於各城設阿奇木伯克、

伊沙噶伯克、噶雜拉齊伯克、商伯克、哈子伯克等官，以助治理刑民諸事。 

對於西北新疆地區侵貪虧空的案件，如果犯官涉及勒索、盤剝軍民等情

弊，然其案件涉及範圍較小，那麼乾隆帝的處置是相當明快且果斷，即採取

「辟以止辟」的態度：要求承審官員，不必將犯官解京交部議處，直接在當

地速審速決。如證據確鑿，則就地正法，以安定民心，平息民怨。 

例如乾隆三十年（1775年）五月，據額爾景額奏稱駐和闐總兵（特簡和

闐辦事大員）和誠重利盤剝回人及折收金兩，經審訊明確，乾隆帝立即傳諭

伊犂將軍（富察）明瑞等將和誠即在該處正法示眾，並傳諭回人等知之。141又

如，乾隆四十三年（1778年）五月，四川總督（富察）文綬等奏土守備阿忠

強奪屯番地畝，復任性喜怒責斃三人，並侵蝕卹賞銀兩至一千餘兩之多，請

照內地律例擬斬監候。乾隆帝對此懲處有意見，他說：「金川蕩平以後，安

立耕屯設官守，遇有屯弁等不法之事，即應照西域新疆之例繩之以法，庶可

懲一儆百。今阿忠敢於貪酷妄行若此，自應一面將其家產查抄，一面奏聞將

阿忠於該處即行正法，以昭炯戒。同時亦曉諭各番俾知儆懼守法，以示辟以

止辟之義」。142乾隆帝當機立斷，明令將犯法的邊臣立即就地正法，不必延誤。 

然而，當發生大規模的侵貪案件時，乾隆帝的處置將考慮地更加周延。

例如乾隆四十三年（1778年），爆發葉爾羌辦事大臣高樸私採玉石、串通商

人盜賣一案。乾隆帝首先將可能產生的危機，控制在最小範圍，也就是先把

                                                      
141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741，頁7，乾隆三十年乙酉七月乙未。 
14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9冊，頁95，乾隆四十三年五月二十一日四

川總督文綬、提督明亮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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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錯都歸咎於高樸一人身上。一方面立即將高樸革職，交永貴嚴加訊問；另

一方面則表明如審訊確實，將高樸就地正法，乾隆於四十三年（1778年）九

月說： 

昔厄魯特時，設置喀喇汗，伯克等任意勒索所轄回民，上交喀喇汗，

以致回民皆難忍受。今朕所設大臣，如此貪婪，又何異於喀喇汗！幸

此案敗露較早，否則再稍遲一、二年，必招致類似烏什之事。彼時，

再發兵平定，不僅糜費，且累及眾多無辜之人。皆因高樸一人所致，

深可痛恨。著寄諭永貴，遵照朕節次所降諭旨，將高樸嚴加審訊，即

在彼處正法，以儆效尤。143 

對於高樸的調查僅歷時約一個月，同年十月十九日，將高樸就地正法

後，乾隆帝更下令「將其屍體棄於荒野喂野獸，斷不可入殮運回內地」。144由

於高樸此案牽涉範圍過廣，甚至可能危及統治，釀成動亂，是以乾隆帝表明

絕對不因其為皇親國戚（慧賢皇貴妃為高樸的姑姑）的身分，而加以偏袒，

以示對貪官污吏嚴懲不貸的決心。 

除了懲處高樸之外，乾隆帝亦下令烏什辦事大臣永貴積極安撫回民，特

別是在經濟上要補償他們的損失。他說：「並曉諭回眾，爾等皆係皇上之庶

民，⋯⋯查明爾等被（高樸）勒索之數，動用官項，償還爾等」。145又說：「曉

諭回民，高樸額外派遣爾等，如此驅使擾累，皇上聞悉後，聖心甚為不忍。

為慈愛爾等，遂降諭旨，令本大臣查明爾等三千人，豁免來年應納之貢」。146

在釋出善意的同時，乾隆帝也訓諭回民，強調肇禍者並非只有一人，高樸一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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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417，乾隆四十三年

九月二十八日奉上諭。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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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534，乾隆四十三年

十月十九日奉上諭。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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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387，乾隆四十三年

九月二十日奉上諭。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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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乾隆四十三年九月

二十九日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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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法如此派累滋擾百姓，其中亦有不肖回人官員參與並在旁慫恿，他說：

「爾等之伊什罕伯克阿布都舒庫爾霍卓，倘不唯利是圖慫恿高樸，高樸之苦

累爾等，亦難至此。故將阿布都舒庫爾霍卓一併拿獲，從重治罪」。147藉此說

服回民，此案並非朝廷統治者欺壓被統治的回民，而是不肖官員貪婪所致。

以此防止有心人士，藉種族問題蓄意挑起爭端，進而釀成民變。至於情節較

輕的回族犯官，乾隆帝則加恩寬免，以示其寬大。例如，葉爾羌商伯克伊斯

麥勒霍卓、色爾庫勒阿奇木伯克沙布達兩人雖然賄賂高樸，但這是被動迎合

高樸的勒索，並非主動行賄，故將兩人續留任伯克。148 

在處理完高樸案涉及回疆的部分後，乾隆帝頒布一道諭旨，詳細說明他

對整件事的想法。首先是將高樸所犯的罪行一一舉出，乾隆帝說： 

回疆辦事大臣經理該處事務責任匪輕，當體朕意撫輯回民，俾得安居

樂業，不宜稍有派累滋擾，致蹈素誠覈轍貽誤國事。即間有不能潔己

畏法之人圖染指，或向商人私分餘潤，未必非事之所無然，亦幸而不

發得逃法網。乃高樸在葉爾羌，勒取回人財物，贓數累累，已屬從來

無。又先期奏請開採久經封閉之密爾岱山，豫為作弊地步，遂派回人

三千餘，至該山採取玉石，致諸回受累含怨。且與蘇商串通以官玉私

獲厚利，並差家人裝運多車至內地各處，冀得重價，實屬從來所罕見。

是直全無人心，非復人類之所為。朕豈能廢法稍為曲貸，即現在如此

辦理，已屬從寛矣！149 

其次，則追究相關官員未能事先糾劾，善盡監督之責。其指稱： 

至綽克托為總辦回疆事務大臣，⋯⋯豈竟毫無聞見，何以不據實指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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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387，乾隆四十三年

九月二十日奉上諭。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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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746，乾隆四十三年

十一月二十日奉上諭。 
149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204，嚴法紀十二，頁2692-2693，乾隆四十三年戊戌

十月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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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其徇隱之罪，實無可逭。至淑寶與高樸同城辦事，⋯⋯若訊明與

高樸通同作弊，亦當解京，即正典刑。設僅係畏懼高樸，不敢舉發，

雖誤國家回疆重務而不顧，其罪更重於綽克托，亦不能輕宥也。150 

最後，乾隆帝則感謝「天」的眷佑，慶幸非刻意安排的人事調動，致使

此案在未釀成巨禍前就被揭發，他又說： 

今年三月，鄂對病故，高樸即奏請，以鄂對之子鄂斯璊接辦該處阿奇

木伯克事。朕以為若如此父子相繼辦事，竟似葉爾羌之阿奇木為伊家

世職，久之與唐時藩鎮何異，因將色提巴爾第調至該處，以鄂斯璊調

赴喀什噶爾，意在為回部伯克防微杜漸，並非令色提巴爾第往查高樸

之事也。及色提巴爾第到彼，聞知高樸貪婪不法各款，及回眾抱怨情

形，⋯⋯一面將高樸之事向永貴呈控，其事乃得敗露。⋯⋯至於永貴

之往烏什，因綽克托年班已滿，⋯⋯派令換綽克托回京，然猶恐永貴

才力，未必能如綽克托之周到，更不冀其有整頓稽覈之效也。乃永貴

一接色提巴爾第之呈，即據實參奏，且迅馳往葉爾羌親身查辦，遂令

高樸贓款水落石出。⋯⋯是色提巴爾第之調缺，永貴之換班，朕初意

並未逆億及此，乃因二人到彼，而高樸之事始得敗露，回眾藉以輯寧。

若無此調換，其事必不能破，回眾積怨日深，一二年內必致如昔年素

誠在烏什激變之事。而葉爾羌地大城堅較烏什尤甚，尚復成何事體，

此實仰賴上蒼眷佑，默啟朕衷。⋯⋯並以朕於諸臣功罪悉秉大公，惟

視其人之自取，從不豫存成見之處。151 

但是，事件的調查並未隨著高樸正法而結束，而是持續到乾隆四十四年

（1779年）十二月才真正告一段落，後續調查的重點：在體積龐大的玉石如

                                                      
150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204，嚴法紀十二，頁2692-2693，乾隆四十三年戊戌

十月戊午。  
151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204，嚴法紀十二，頁2692-2693，乾隆四十三年戊戌

十月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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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從遙遠的新疆運送到江南販賣的相關事宜。 

由懲處侵貪虧空案件的過程中，可以發現乾隆帝相當重視經濟性的懲

罰，包括抄家、賠補、議罰等措施。乾隆帝於四十三年（1778年）九月十六

日，接到永貴參奏的同時，立即命福長安等查抄高樸在京家產。152隨著調查

的進度，相關失職官員也被處以連帶性的懲罰，被懲處的原因為未能防範大

批玉石運送與販賣，這幾乎涵括了運送路線經過地區的重要官員，乾隆帝遂

下令其自行議罪，而官員們自行議罰贖罪的金額，統計後列為表4-4： 

表4-4：高樸案中受到經濟懲處的官員 

贖罪者 贖罪者職銜 議罰與贖罪金額 乾隆帝批示 

銀三萬兩 亦足以蔽汝之辜矣 楊魁 江蘇巡撫 

養廉銀八千兩交內務府 覽 

銀二萬兩 可恨之至 

銀二萬兩與養廉銀一萬兩交

內務府 

覽 

舒文 蘇州織造 

銀一萬兩交內務府 覽 

銀三萬兩與養廉銀一萬兩交

造辦處 

覽 高晉 大學士、兩江

總督 

養廉銀五千兩 覽 

孫栝 常鎮通道 銀萬兩 知道了 

薩載 署兩江總督 銀二萬兩 覽 

寅著 淮關監督 銀三萬兩 實在可惡下賤之包衣駑材 

勒爾謹 陝甘總督 銀四萬兩 覽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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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乾隆四十三年九月

十六日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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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廉銀的一萬兩交內務府 覽 

畢沅 陝西巡撫 銀三萬兩 覽 

基厚 廬鳳道 銀二萬兩交造辦處 覽 

西寧 長蘆鹽政 銀一萬五千兩 覽 

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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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被追究的失職官員，從職位來看，大多出身內務府，故自稱奴才。

奴才並非人人可稱，也不是因為出於卑微，他們懇請繳納贖罪的金額都從萬

兩起跳，遠高於一年的養廉銀，有些金額則直接繳入內務府，為皇室所用。

此外，還得端視乾隆帝批示的結果，如果官員收到批示為「覽」一字，就表

示乾隆帝接受所提出的金額；如果再次被斥責，或因新的疏失出現，那就表

示必須再度恭請補罰銀兩，以避免乾隆帝怒，而將之交部議處，其中以蘇州

織造舒文所議罪的金額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為了防止玉商有利可圖，伺機盜採、賣玉石，乾隆帝亦

對此案中的玉商李泰來、顧文簡各處以罰款銀八千兩及一萬兩，153並且通諭

中外：「現諭督撫等，即朕七旬萬壽亦不准進貢，其或偶於方物附呈者，不

得仍用和闐整玉如意及大件玉器，即呈進亦必不收，使奸商無利可圖，其弊

自息」。154然而這種趨勢已很難扭轉，私運玉石販賣的情況仍屢見不鮮，例如，

乾隆五十三年（1788年）侍衛常關、那保、吉爾瑪善等因護送伯克進京，被

發現他們接受玉犯任紹瓆等賄賂銀兩，逕行夾帶私玉。155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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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732，乾隆四十三年

十一月十九日奉上諭。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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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乾隆四十三年十一

月二日內閣奉上諭。 
155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9輯，頁567-568，乾隆五十三年九月二十

一日暫署陝甘總督勒保奏報估變抄存衣物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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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勒索奴役當地百姓外，派駐官員勒索回籍官員，乾隆帝依然採取果

決明快的態度。如乾隆五十三年（1788年），和闐領隊大臣格綳額到和闐就

任後，即向眾伯克索取銀錢，收受皮張等物。達福156將此事告知塔琦，然而

塔琦並未查出，等到塔琦赴和闐巡察地方，問明格綳額向邁瑪第敏借貸錢文

屬實，亦不具奏。此顯然是迴護之舉，一直到乾隆帝派遣福崧前往始水落石

出。157經過近三個月的調查，最後將格綳額依貪婪律擬以斬決，即在和闐正

法示眾。 

而阿奇木伯克公邁瑪第敏係辦理和闐回城事務大員，竟然借錢給格綳額

錢，乾隆帝認為此舉實屬諂媚迎合，本應革退阿奇木伯克并公爵。但念其伊

祖噶岱默特在日甚屬出力，故施恩僅革去阿奇木伯克，仍留公爵爵位，前往

葉爾羌効力贖罪。158令人費解的是，乾隆帝並未立即追究塔琦應負的責任，

反而是數年後當他擔任吐魯番領隊大臣時才追溯其責。乾隆五十九年（1794

年）下令：「塔琦駐劄葉爾羌於格綳額婪賄情節，既未查出，及錦格告知，

仍不辦理，而將錦格革職留在葉爾羌効力贖罪，如此乖謬，豈可留任吐魯番

領隊大臣，著革職發往伊犂効力贖罪，以昭炯戒」。159 

至於西藏發生的侵貪虧空案件，乾隆帝亦秉持與回疆同樣的態度，採取

「辟以止辟」及「安定民心」的措施。乾隆四十六年（1781年）閏五月，恒

瑞等參奏西藏拉里管理糧餉之縣丞高大業短發兵餉、虧空庫項錢糧。乾隆帝

立即傳諭四川總督文綬派委幹員，即赴該員任所，嚴密查抄，並訊明該員家

屬有無寄頓之事。恒瑞審明後請旨裁決，乾隆帝表示「殊屬拘泥」，著即將

高大業於藏地正法示戒，其長隨李昇擬斬送成都監候，再追究相關人等的責

任。乾隆帝認為駐藏管理糧餉，自應派同知通判等官前往，以專責成。文綬

何僅派一縣丞經理，以致剋扣兵餉虧空庫項，種種不法。要求班禪額爾德尼

                                                      
156 其名為達福或是錦格，實錄前後卷寫的人名不一樣，依原出處呈現。  
157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18，頁27，乾隆五十三年戊申十二月戊戌。 
15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22，頁22-25，乾隆五十四年己酉二月己亥。 
15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454，頁21-22，乾隆五十九年甲寅六月丁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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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塔在近日內歸藏，並命令文綬選派明幹妥員速赴該處接管，毋得遲誤。160而

虧缺庫銀，皆由文綬辦理不善所致，應該由文綬賠補。161 

乾隆五十四年（1789年）正月，據駐藏大臣巴忠奏審明聶拉木第巴桑幹

私添稅課，以致激起事端，照唐古忒例，應斬並先行深透刺字，發往烟瘴桑

蓋囚種地方。乾隆帝並且裁示索諾木旺扎勒平日向貿易人等苛求勒索，已非

一日，雖然身故，他的台吉職銜不准他的兒子承襲。三年後，乾隆帝竟然又

下令福康安等，將索諾木旺扎勒所有家產逐一查明，歸入達賴喇嘛商上。162 

凡是直接漁利邊民的貪婪案件，乾隆帝幾乎都不加寬貸，定予嚴懲，以

展現其愛民之心。然而，如果是蠹蝕於官，百姓未直接受害，不論是冒賑或

是侵虧庫項，乾隆帝的處理就頗具彈性。他對這些貪官除詳細調查犯罪情

事，尤其是錢糧數目。惟事後懲罰則不一定依律例而行，儘管修訂了「侵虧

入己者限內完贓減等條例」，但最後裁決者是乾隆帝。例如，乾隆四十六年

（1781年）爆發的哈密廳通判經方虧空案與烏魯木齊各屬侵冒錢糧案，即是

屬於這種類型。就在阿桂、李侍堯在調查乾隆四十六年（1781年）爆發的甘

肅冒賑案時，發現在烏魯木齊、巴里坤、哈密等地亦有折收買補糧貯的問題。

乾隆帝遂於九月時，先寄諭烏魯木齊都統明亮，要求查明折收買補糧貯及辦

理情形。 

隨後，又因直隸總督袁守侗於乾隆四十六年（1781年）九月奏報，據望

都縣知縣吳祖吉稟報，盤獲哈密廳通判經方長隨王守貴等所帶金銀，163他下

令駐哈密辦事大臣佛德調查。而佛德查出經方不但冒賑錢糧，並且全數侵用

                                                      
16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0冊，頁500，乾隆四十六年閏五月九日四

川總督文綬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132，頁14-15，乾隆四十六年辛丑閏

五月辛亥。 
161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135，頁10，乾隆四十六年辛丑六月壬辰。 
162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20，頁14-16、頁16-17，乾隆五十四年己酉正月己巳、庚

午。卷1418，頁8-10，乾隆五十七年壬子十二月庚午。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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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5，乾隆四十六年九

月十一日直隸總督袁守侗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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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管庫存銀二萬三千餘兩。164乾隆帝指示佛德訊問侵帑去處，經方則供稱這

些銀兩都為了還債及不肖家奴、書役之花費。這種供詞令乾隆帝感到「此事

尤堪駭異」。165尤其是經方竟敢於冒賑之外，還將領存貯庫正項盡行侵用，公

然無忌，已非尋常虧空那移者可比。乾隆帝遂諭示李侍堯親自提審該犯，且

用刑嚴鞫，將來定案時，當以侵盜庫銀為重，不得歸入冒賑案內按數定罪，

並將該犯冒賑虧空各款查訊明確。166 

然侵虧金額因深入調查，而不斷增加，乾隆帝對於經方僅僅是一個低階

的通判，在任五年竟然侵虧庫項至十五萬餘兩，覺得「實在大奇」，遂再度

命令明亮、李侍堯嚴加訪查，167並且下令將他押解進京，交由法司用刑夾訊。

經方首先供稱：「餽送各上司禮物皆自願，並非上司勒索，經管哈密一帶站

上供應車馬等項，其應行開銷」。168接著才供出：「自乾隆四十二年到哈密通

判之任，送給索諾穆策凌169皮張等物，約值三千餘兩。嗣後，每年餽送禮物

俱照此例。又哈密辦事大臣佛德、哈靖阿、巴彥岱也送過，亦送過勒爾謹金

子一百兩、王亶望金子一百兩」。170調查至十二月才完結，經方以通判微員經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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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8，乾隆四十六年十

月十八日奉上諭。 
165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49輯，頁408-409，乾隆四十六年十一月二

日陝甘總督李侍堯附奏查辦哈密通判經方冒賑虧空案之摺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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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6-2177，乾隆四十六年十一月二日陝甘總督李侍堯

奏報。  
166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49輯，頁408-409，乾隆四十六年十一月二

日陝甘總督李侍堯附奏查辦哈密通判經方冒賑虧空案之摺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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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6-2177，乾隆四十六年十一月二日陝甘總督李侍堯

奏報。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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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5，乾隆四十六年十

一月十七日奉上諭。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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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2195，乾隆四十六

年十二月六日軍機大臣奏呈經方供詞。  
169 即索諾木策凌，不同檔案書寫有異，依所引用處為準，不統一更改。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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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2195，乾隆四十六

年十二月六日軍機大臣奏呈經方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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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庫項，膽敢任意虧空至十三萬餘兩之多，實非尋常侵貪者可比，著即處斬，

他的兒子重慶著銷去旗籍，發往伊犂給厄魯特為奴，以示炯戒。171 

至於此案相關人員的懲處，前任都統索諾穆策凌本應照部議定擬治

罪，但乾隆帝相信他只是收受食物等項，並未婪得屬員贓私，寬免他革任

之罪。172而前委署鎮西府知府通判富明阿恐日後分賠，故遲延不辦理。以

及鎮迪道巴彥岱坦承經方初到時，曾接受其贈與銀一千兩，後來得知經方有

虧空情事，即不敢接受其餽送。173所以對於上述兩人的懲處，軍機大臣福隆

安等奏議，應如李侍堯所擬，將他們從重發往新疆効力贖罪。但是乾隆帝並

不同意，他認為：「巴彥岱在鎮西府任內收受經方餽送銀一千兩，明知該犯

虧空帑項已逾數萬兩，因受賄在先憚於舉發，又恐自身將致賠累，是以甘為

徇隱，核其情罪與署鎮西府之富明阿並未收受餽送銀兩，止係庇護不行揭報

者，輕重懸殊。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核擬時，自應按例將巴彥岱比照經方斬決

之罪減一等，定擬斬候，方為允協」。174乾隆帝更感嘆地表示：「甘肅各官上

下通同一氣，目無法紀，至於如此，雖王亶望一人之作俑，而官官相護之風

至於舉朝皆然。朕竟不能以誠感眾，實為慙懣不知眾人以為何如」。175 

烏魯木齊都統明亮向乾隆帝奏報歷年揑報糧價採買冒銷侵蝕的情弊，並

請派欽差查辦。所以乾隆帝於四十七年（1782年）正月，令刑部尚書喀寧阿

馳驛前往烏魯木齊，會同明亮，查辦該處官員浮開糧價、冒銷帑銀案件。176乾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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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乾隆四十六年十

二月十日奉旨。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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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乾隆四十六年十

二月十日奉旨。 
173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50輯，頁639-642，乾隆四十七年正月二十

三日陝甘總督李侍堯奏為審擬巴彥岱富明阿等官犯情形摺。《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

1150，頁14-15，乾隆四十七年壬寅二月丙子。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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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乾隆四十七年二

月十日奉旨。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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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乾隆四十七年二

月十日奉旨。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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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乾隆四十七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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隆帝說：「係索諾穆策凌、奎林任內之事，奎林不過糊塗失於覺察，且在任

不久，與該處州縣或不致有交通情弊。至索諾穆策凌在任前後幾及十年，前

於經方案內既曾收受節禮，該處地方官藉採買之名將價值以少報多希圖侵冒

肥橐，若非該管都統有收受餽送之事，豈任其浮開冒銷以致官價與時價迴不

相符」。177可見得乾隆帝試圖指揮調查，並將焦點集中於烏魯木齊都統索諾穆

策凌身上。他在任時間，從乾隆三十七年（1772年）至四十五年（1780年），

有收受節禮的不良紀錄，因此有接受餽贈，而放任下屬浮冒開銷的可能。相

形之下，對於奎林則輕描淡寫數句，保護之意溢於言辭，主要原因是奎林為

孝賢皇后之姪，雖然乾隆帝未直接承認。但由乾隆五十三年（1788年）海祿

參奏奎林一事，更可為佐證。178 

欽差大臣喀寧阿等經過數月調查，除了各州縣官貪污銀自數百兩至一萬

兩不等，迪化州知州德平等官員亦餽送原任烏魯木齊都統索諾木策凌賄銀，

自一千兩至數千兩不等。乾隆帝遂命將侵貪各官革職拿問，家產查抄，並派

福長安馳往盛京，將現任盛京將軍索諾穆策凌革職拿問，押解進京。179到了

乾隆四十七年（1782年）七月，軍機大臣等遂奏請將德平等各犯分別擬斬、

絞立決或監候具奏。180 

然乾隆帝基於此案冒賑情節與甘省冒賑事出同一例，故改為循例辦理。

宜禾縣知縣瑚圖里侵蝕銀三萬三千餘兩，又虧空庫項數萬餘兩，即行斬決；

索諾木策凌從寬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侵蝕銀一萬兩以上之德平、王喆、

伍彩雯及侵蝕銀一萬兩以下之徐維紱、傅明阿、木和倫、張建菴，俱依擬應

                                                                                                                                       
月二日內閣奉上諭。 

177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50輯，頁553，乾隆四十七年正月十五日喀

寧阿奏為遵旨往查烏嚕木齊採買糧石浮冒案摺。 
17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298，頁26-29，乾隆五十三年戊申二月壬寅。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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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4，乾隆四十七年四

月三十日、五月一日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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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2368，乾隆四十七

年七月二日福隆安等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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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監候，秋後處決。181隨後，又查出原任奇台縣知縣窩什渾虧空銀三萬七千

餘兩，182解京質訊後供出餽送索諾木策凌一萬五千餘兩，183連同前已查出索

諾木策凌收受德平等賄賂銀數萬餘兩，「於屬員採買糧石浮開冒銷諸弊扶同

徇隱，已屬罪無可逭，且敢受餽送銀兩盈千屢萬，即與自己侵冒無異，豈可

復加寛貸」，並依照國泰、于易簡之例賜令自盡，184窩什渾亦即行正法。185 

接二連三的甘肅冒賑案、哈密通判經方冒賑虧空案、烏魯木齊各屬侵冒

錢糧案，迫使乾隆帝在懲處眾多犯官時，不得不多加酌量。這些牽連範圍頗

大的侵盜案件，如果皆按律例懲處，新疆、甘肅的治理將可能出現問題。是

以其最後裁決較為寬容，除了主要犯官外，其餘從犯則視情況減輕其刑，甘

肅冒賑案與烏魯木齊所屬侵冒案皆採取此種處置方式。相形之下，單一案犯

的侵盜案情況，則沒那麼幸運，例如乾隆四十九年（1784年）四月，奇台縣

知縣揚桑阿冒銷運腳銀三千八十餘兩，侵蝕租稅銀五千五百餘兩，擬照侵盜

錢糧一千兩以上，定議斬候。但是乾隆帝卻認為不可不從重懲治，以儆將來，

遂令海祿在烏魯木齊將揚桑阿正法示眾。而桑揚阿原旗的家產，則命阿桂會

同綿恩進行查抄工作，以備抵歸款。186 

同樣都是發生在烏魯木齊所屬州縣的侵盜錢糧案件，案犯的懲處結果卻

是天壤之別。乾隆四十六年（1781年）爆發集體案件，則適用萬兩以上斬監

候；乾隆四十九年（1784年）的個案依例侵盜千兩以上斬候，乾隆帝還不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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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2-2373，乾隆四十七

年七月三日內閣奉上諭。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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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4，乾隆四十七年七

月四日奉上諭。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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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0，乾隆四十七年八

月四日奉上諭。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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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6，乾隆四十七年八

月二十一日內閣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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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7，乾隆四十七年八

月二十一日奉上諭。 
186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204，頁29-30，乾隆四十九年甲辰四月戊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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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要求立即就地正法。乾隆帝確是其所標榜「有治人無治法」的最佳奉行

者，一再強調法律條文是死的，端視人如何運用。事實上，只有乾隆帝具有

最後裁決權，也唯有視其如何考量、運用。對於大案基於不忍株連甚廣，審

情度時的結果，懲處的條件較為寬鬆；中下層級官吏的單一案件，反而依律

例懲處的情況較多。 

在審理經方虧空案時，因為他供稱「哈密地當孔道差使絡繹，以致多費

供應」，187這亦是他侵冒錢糧的外在因素之一，故乾隆帝傳諭李侍堯、明亮將

哈密驛站向來如何辦理，現在有無違例供應；及往來差員騷擾需索等弊詳細

查明，並嚴行督飭新疆各廳州縣，務令按照定例，不得濫行支應，任意妄費

以致正項虧缺。188然而三年（1784年）後，又查出已革迪化州知州觀成虧短

庫項一萬二千餘兩，他的說法與經方雷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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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該州縣依

然濫於供應，以致漸形竭蹷，勢不得不挪移公項，貪冒侵虧。甘肅一帶衝途

各州縣，也不免有同樣的弊情。乾隆帝遂特諭「新疆、甘肅一帶中途各州縣

不得於例給車馬之外，濫支濫應，虧那庫項」。189 

乾隆五十三年（1788年），查出柴大紀（乾隆四十八年調補臺灣總兵）

接受海口陋規與巡查夫價，並婪取外委拔缺發給委牌銀兩；190而柴大紀在任

兩年之內，已婪索金銀五六萬之多，且因臺灣逆匪滋事，豫行寄信家中，囑

伊子先行防備。據琅玕在柴大紀屋後地平之下，起出金錠銀兩。191二月時查

抄柴大紀原籍家產及審辦緣由，其子柴際盛刑訊之後，始將實情供吐，是其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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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6，乾隆四十六年十

二月七日奉上諭。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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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6，乾隆四十六年十

二月七日奉上諭。 
18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205，頁3-4，乾隆四十九年甲辰四月辛丑。 
190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8輯，頁1-7，乾隆五十三年四月十八日福

康安等奏報嚴審柴大紀得受海口陋規等款緣由摺。 
191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299，頁24-25，乾隆五十三年戊申二月壬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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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頑不法，實屬可惡。奏請革去武舉，照隱匿財產一千兩以上滿流例，從重

發往伊犂充當苦差。192乾隆帝下令將柴大紀等一干犯官解送進京，並且親自

審訊。最後，柴大紀因犯下延誤軍機、貪婪受贓等多項罪行，而於七月二十

一日被正法。隨後，又以「柴大紀貽誤軍機、失陷地方，又復挾詐欺罔、拖

陷無辜，尤非王亶望等止於貪婪玩法者可比」為由，將柴大紀之子查明，發

往伊犂給與兵丁為奴，以示懲儆。193 

乾隆帝亦追究柴大紀任意侵貪案的相關人員責任，因富勒渾、雅德、常

青調動職務之故，未及時揭報，而臺灣府知府孫景燧已被賊戕害外，至於臺

灣道永福在臺灣最久，身係滿洲又任道員，於此事實難辭其咎。最後擬絞監

候，即行派委員妥員解送刑部，仍應抄沒家產，以為徇隱玩悞者戒。194 

在調查柴大紀案時，同時又追究出文武諸官員接受海口陋規一事。閩浙

總督李侍堯奉旨查明台灣海口得受陋規文武各員分別定擬入奏，據稱鹿耳門

海口安設文武兩稅館。凡船只出入及多帶米石，每年約收番銀二萬圓，一是

送給總兵陋規三千八百八十八百圓，柴大紀到任又令春季加送六百圓；二是

安平協副將得受陋規銀二千餘圓；三是書吏工食、紙張費用一千餘圓；四是

俱管口之游擊、千總等收用。而文官部分係海防同知管理，每年約收番銀三

萬餘圓，除工食、紙張等費用二千餘圓外，餘俱同知收用。鹿仔港自四十九

年（1784年）添設口岸，陋規與鹿耳門無異，每年同知約得番銀一萬餘圓，

守備約得六千餘圓，送給總兵陋規銀一千二百圓。淡水八里坌海口，例不准

船隻出入，常有私自收人港口。因該處產米甚多，商販圖利販運出口，亦有

                                                      
192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7輯，（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76

年11月），頁389-392，乾隆五十三年二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撫覺羅琅玕奏報查抄柴大紀原

籍家產事。頁423，乾隆五十三年二月二十七日福康安奏報嚴密查抄柴大紀任所貲財並嚴

究寄回銀兩事。 
193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4冊，頁625，乾隆五十三年十月十二日內

閣奉上諭。 
194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7輯，頁869-872，乾隆五十三年四月十八

日福康安等奏報查辦臺灣道府等員廢弛不法之劣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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陋規，每年淡水同知約得番銀六七千圓，上淡水營都司約得番銀四五千圓，

分送總兵一千圓。是以應將乾隆三十一年（1766年）以後、五十一年（1786

年）以前歷任收受陋規各文武官員，分別問擬絞候、發往新疆充當苦差。195 

乾隆帝於五十三年（1788年）九月，針對臺灣海口陋規案表示，刑部議

覈李侍堯查辦臺灣海口得受陋規部分文武各員，照得受枉法贓例問擬絞候，

固屬按例辦理。但鹿仔港自乾隆四十九年（1784年）以後，業經開設口岸，

而上淡水亦經福康安奏准，許令商民船隻出口，該二處現係通商之路，其從

前該管文武得受陋規尚屬積習相沿，與枉法婪贓者稍覺有間，所有此案得受

海口陋規，文職段玠、李本楠等十七員、武職卓其祥、長明等二十八員，俱

著從寛一併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其所得銀兩俱著按數追繳。196又在乾隆五十

七年（1792年）五月，台灣海口陋規案內歷任上司攤賠銀，自乾隆三十一年

（1766年）起至五十一年（1786年）止，收受陋規武職八十九員、文職二十

一員，除分別治罪，仍照在任年月追賠銀八十七萬餘兩。後因文員武弁實在

無力完繳，改令歷任各上司攤賠，至是降旨寬免。197 

除了柴大紀與海口陋規案外，尚有兩起貪婪受賄案件，乾隆帝則特別關

注幕友及胥吏的相關懲處。一是乾隆五十四年（1789年）八月的笨港守備李

文彩得受偷越船隻番銀一案，奎林將李文彩依枉法贓八十兩絞監候律，問擬

絞決。其經手收贓之胥吏方陞依說事過錢與正犯同罪至死減一等例，問擬杖

流，發往伊犂給兵丁為奴。乾隆帝認為「所議失之輕縱」，臺灣甫經大加懲

創，痛革積弊之時，守備李文彩竟敢偷越船隻到港，復敢得贓縱放，實屬藐

法已極。而李文彩之收受錢文是由方陞攝合，方陞為此案罪魁，李文彩之死

皆由方陞慫恿所致，若因其贓未滿數僅發伊犂，不足以防弊。對於此案如不

                                                      
195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67輯，頁864-867，乾隆五十三年四月十八

日福康安等奏報查明臺地海口文武員弁受收陋規情形事。  
196 《大清十朝聖訓．高宗純皇帝》，卷120，慎刑十一，頁1533，乾隆五十三年戊申九月庚

申。 
197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6冊，頁817，乾隆五十七年五月七日內閣

奉上諭。《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404，頁11-12，乾隆五十七年壬子五月甲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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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重辦理，將來該處官吏無所忌憚，勢必日久因循又釀成柴大紀貪黷之案，

決非整飭官方綏靖海疆之道。所以乾隆帝遂把李文彩改以斬決，方陞也改為

絞決，以示薄儆。198 

另一件是乾隆五十五年（1790年）三月，奎林等奏審擬李同毆死陳誥，

賄買頂兇一案。該縣唐時勳已在臺灣枷號滿日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乾隆帝

認為此案罪魁是幕友潘鴻緒，潘鴻緒不應照奎林等所擬，可以在枷滿之日，

遞回原籍。應該照唐時勳之例，一併發往新疆充當苦差。更進一步頒布諭令

「嗣後，各省劣幕如有似此主使作弊，本官獲罪者，定案時俱著與本官同罪，

不得稍從寛減」。199 

從上述邊疆各地區的侵貪案件來看，乾隆帝的首要考量即「安定民心」，

穩定統治基礎，故對於奴役派累百姓的侵貪官員，則要求速審速決，在當地

執行正法。一方面進行安撫，另一方面加以警示。至於單一官員的侵貪行為，

往往依律例而行，甚而加重懲處。但是，通省性或牽涉頗多的侵貪案件，乾

隆帝反而因不欲張大株連，一再放寬懲處的標準。對於懲治侵貪而言，標準

不一，不但使得政府執法的威信受到打擊，也讓官員們得以抱持投機僥倖的

心態，特別是官員間連帶責任懲處過重，也促使官官相護成為不得不然的現

象，相互間的徇庇皆是保護自己所採取的必要措施之一。 

                                                      
19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編，《乾隆朝上諭檔》第15冊，頁151，乾隆五十四年八月十二日奉

旨。國立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41465，和珅奏為遵旨速議笨港汛守備
李天彩得受偷越舡隻番銀擬治罪一案緣由具奏。《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36，頁
17-18，乾隆五十四年己酉八月乙丑。 

19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卷1351，頁38-39，乾隆五十五年庚戌三月庚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