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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婪贓是清代官員貪污的罪名，所謂官員婪贓包括侵貪、虧空、科索、賄賂、

欺冒、挪移、盜庫的貪污行為。《大清律例》沿襲明律，明律始將「受贓」列為

刑律之一篇，清律則分官員受贓為枉法、不枉法。凡是官員枉法受贓八十兩即處

絞刑；不枉法受贓一百二十兩亦處絞監候。雍正更定「官員受財」例文，官員受

贓一千兩以上處絞刑。 
關於清代的貪污案件已有數位學者研究過，最早見於牟潤孫撰寫〈論乾隆時

期的貪污〉，主要引用《密記檔》的史料，說明乾隆皇帝自認為勤儉治國，其實

他大量查抄官員家產，又要督撫祕密繳納罰款贖罪，將錢送到內務府，就是皇帝

主動的貪污行為。陳捷先曾撰寫〈乾隆肅貪研究〉一文，他引用《大清歷朝實錄．

高宗純皇帝實錄》、《清史稿校註》等文獻，清楚且詳細地敘述乾隆朝所發生重

大的貪污案件。1郭成康也寫〈十八世紀後期中國貪污問題研究〉，他主要從法

律的觀點來討論乾隆朝的懲貪案件。乾隆皇帝對貪污的大官逐漸寬縱，遂使貪污

案件屢禁不止。2在西文論著方面也有兩篇論著，第一篇討論十七世紀的貪污案

件Corrup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hing period.主要從清代地方財政和考績
制度研究貪污問題的原因。另一本是討論十九世紀的官僚貪污Bureaucratic 
corrup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3以上學者的討論著重於官員貪污婪贓和皇

                                                 
1  牟潤孫，〈論乾隆時期的貪污〉，《大公報在港復刊卅周年紀念文集》下卷（香港：香港

大公報，1978），頁 957-75。陳捷先，〈乾隆肅貪研究〉，收入《清史論集》（台北：東大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187-250。類似的論文還有林永匡、王熹，〈乾隆時期的貪污風

與懲貪措施〉，《中州學刊》，1988年 1 期，頁 98-104。主要論述乾隆期的貪污大案多，贓銀

甚巨；要案頻，屢懲不絕；手段多、貪贓有術；牽涉廣、贓夥甚眾。 
2  郭成康，〈十八世紀後期中國貪污問題研究〉，《清史研究》，1995年 1 期，頁 13-26。 
3  Liu, Cuang-chu, Corrup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hing period.(Hong Kong：Universtiy of 
Hong Kong, 1979) Lau, Chong-chor and Lee, Rance P.L.,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in 



帝的處置方式，雖然貪贓案件不斷被揭發，但是案件發生頻仍，無法禁絕。 
關於清前期的貪污案件本文擬從經濟史的角度來討論。清代沿襲明代的官俸

制度，薪俸偏低。然而，清代經濟發展程度遠超出明代的規模，鹽商富戶累積資

本達數百萬兩，官員即便要保持「廉」、「儉」的形象，他的奴僕們也不輕易放

過發財機會。其次，有些官員所貪污的原因是借欠國家庫儲銀兩，但是皇帝懲處

貪污的辦法係將其財產抄沒入內務府，將國家的財政轉為皇帝私人的資源。雖然

清代的國家財政與內務府的庫儲並無截然分別，但查抄官員家產，確實造成國家

財政、內務府庫儲、官員個人財產之間的消長。官員貪污將財產或藏於家中；或

寄頓奴僕、親友；或置買房產；或經營商業，目的想累積更多財富，皇帝清查貪

官家產的方式也日趨嚴密，使貪官的財產無所遁形於天地間。 
近年來，新史料的公佈如史語所藏〈內閣大庫〉、乾隆朝〈內務府奏銷檔〉、

〈宮中檔〉財政類、《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等，讓我們有機會看到清朝官

吏婪贓款項高達數百萬兩，最有名的案子像和珅婪贓納賄累積家產達千萬或億兩

銀。清前期國家財政每年支出經費約三千萬兩4，官員能夠累積百萬銀兩，其富

厚不下鹽商資本。據何炳棣教授等研究認為商人不能累積資本發展出資本主義，

皇帝的權力是一種阻力。一方面來說，懲貪案件也有類似的發展，官員的勢力無

法和皇權抗衡。同時，個人也懷疑清前期的皇帝勤於吏治，懲治貪污樹立良好風

範，為何到清末貪官污吏成為朝廷滅亡原因之一？ 
再從以上的資料來看貪污案件的處理方式，康熙末年和雍正年間八旗官員拖

欠錢糧不能完納者，家屬歸入內務府辛者庫，共有 103個案件。虧空的官員在雍
正年間受到處分，多數已亡故。雍正年間將官員的眷屬歸入內務府辛者庫當奴

隸，隸屬內務府管領或者莊屯。5這些案例所顯現的另一現象是官員欠項自數百

兩到數十萬兩不等，變抵家產還債的銀兩只數百、數千兩不等，而後宣告家產盡

絕。除了官員的家屬入辛者庫外，沒有進一步清查有無寄頓情況。《雍正朝滿文

硃批奏摺全譯》還記載貪污多達四百萬兩以上的貪官，並不像陳捷先教授所說「雍

正是為嚴厲而嗜殺的君主，在他統治期間，官場可為一片風澄。」他對八旗官員

貪污的懲處中可發現滿族和漢人有不同的待遇。至乾隆朝懲治官吏貪污，卻對權

要卻抱以姑息縱容態度，犯貪污罪的大官如總督李侍堯、于敏中等貪污銀兩高達

數十萬兩，最後以寬待之。因此，學者們認為乾隆「懲貪屢禁不止」。6如果參

照乾隆朝〈內務府奏銷檔〉、《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之記載，得知乾隆皇

帝對犯罪官員的刑法處分雖較雍正皇帝寬厚，但追查財產的手法卻是雍正皇帝所

不及的。自官員的家庭、親屬、姻親、奴僕，原籍的家產或外地置產皆無所遁形。

官員龐大的資產流到皇帝的荷包中，官員索賄，聚斂的財產最後到皇帝私曩，懲

貪的目的不是處分官員，而是開拓皇帝的財源。韋慶遠也認為官員被抄家後皇帝

擁有分配處置的全權，乾隆和嘉慶皇帝耗費大量精力來處理抄家單，確是錙銖必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tiy of Hong Kong,1978) 
4  如雍正十三年戶部庫內實存銀 34,512,613兩，參見〈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北京：中

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發行微捲，1987）．庫儲，編號 0708-026，雍正十三年。 
5 管領屬下人身分低賤，承擔皇宮的苦役，按月領食（十歲以上者領一金斗，十歲以下者領

半金斗），挑選為兵者則食餉。參見孫文良主編，《滿族大辭典》（瀋陽：遼寧大學出版社，

1990），頁 829。 
6  劉鳳雲，〈試析乾隆懲貪屢禁不止的原因〉，《清史研究》，1992年 1 期，頁 56-61。林

新奇，〈論乾隆時期議罪銀制度與罰俸制度的區別〉，《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年 3 期，頁

37-44。 



較、愛財成癖。7

近年來個人觀察到康熙朝言官郭銹彈劾明珠貪貨、雍正對諸臣嚴苛但也不常

見他查抄滿臣家產。相反地，乾隆朝對滿族的皇親國戚也毫無縱容之處，如鄂爾

泰、納親、高恒等。8初步發現乾隆朝的官員不僅是當官還涉及許多經濟活動，

「官商」的角色日趨重要，所以乾隆皇帝必須嚴格地處理貪污案件，目的是把官

員經商所得變成皇帝內府的財源。本文主要討論康雍朝處分官員貪污的情況與乾

隆朝做比較，以瞭解十八世紀前後期對官員貪污的懲處之差異。最後則希望由懲

戒貪污的案件中看到清代官商資本的起源，以便瞭解清代官員的經濟投資和利潤

等情況。 

 

二、 康雍乾三朝對旗人的懲治 
 
（一）、關於貪污的法律規定 
清律刑律「受贓」係以懲治官員污的刑律，共有十一條律。「官吏受財」律，

13條例文、「坐贓致罪」律、「事後受財」律、「官吏聽許財物」律、「有事

以財請求」律，1條例文、「在官求索借貸人財物」律，7條例文、「家人求索」

律，1條例文、「風憲官吏犯贓」律、「因公科斂」律、2條例文、「克留盜贓」、

「私受公侯財物」。9「官吏受財」律在明代計贓數目係以「貫」為單位，清朝

改為「兩」。凡是官員枉法受贓八十兩即處絞刑；不枉法受贓一百二十兩亦處絞

監候。 
由《大清律例》的規定可知，官吏主動或被動收取他人財物都屬於貪贓。所

謂的「官吏」包括官員、胥吏、官員的家人（即兄弟、子侄、奴僕），按照受贓

銀兩多寡而處以不同刑罰。而行賄者和說事過錢者，與受財人同計贓治罪。同時，

官吏除了不得收受百姓、屬下的贓物外，也不能接受公、侯、伯等爵位者贈與的

金銀財帛。官吏亦不得因公擅自科斂所屬財物，巡捕官吏拿獲盜賊，亦不得克留

贓物。在「監守自盜倉庫錢糧」律文：「凡監臨主守自盜倉庫錢糧等物，不分首

從，共贓論罪。（“并贓＂謂如十人節次共盜官銀十兩，雖各分四兩入己，通算

作一處，其十人各得四十兩，罪皆斬；若十人共盜五兩，皆杖一百之類，問實犯。）」
10雍正三年制定附律條例第四條例文：「凡侵盜倉庫錢糧入己，數在一千兩以上

者，擬斬監候，遇赦准予援免。如數在一萬兩以上者，不准援免。」11

                                                 
7  韋慶遠，〈清代的抄家檔案和抄家案件〉，收入《檔房論史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1983），頁 262-274。 
8  參見拙作，〈明末清初士族的形成與興衰 — 若干個案的研究〉《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

變與延續》（中壢：中央大學共同科，1991），頁 377-438；〈論乾隆朝初期之滿黨與漢黨〉，

《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歷史論文集》（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2），頁 723-743。 
9  吳壇著，馬建石、楊育裳主編，《大清律例通考校注》（北京：中國法政大學出版社，1992），

卷 31 頁 905-924。清律規定「六贓」為：1.監守盜，2.常人盜，3.坐贓，4.有祿人枉法，無祿

人枉法，5. 有祿人不枉法，無祿人不枉法，6.竊盜。清律「在官求索借貸人財物」第一條例文：

「凡外任旗員，該旗都統、參領等官有於出結時勒索重賄，及得缺後要挾求助，或該旗本管王、

貝勒及門上人等有勒取求索等弊，許本官據實密詳督撫轉奏。倘督撫瞻顧容隱，許本官直揭都

察院轉為密奏。倘不為奏聞，許各御史據揭密奏。」，卷 31，頁 917。 
10  吳壇著，馬建石、楊育裳主編，《大清律例通考校注》，卷 23，頁 669。 
11  雍正三年奉上諭：「倉庫錢穀肆行侵欺，欲使畏懼，莫如法在必行。虧空案內，皆將多數

作挪移，少數作為侵欺，今定以先完挪移，後完侵欺。但以三百兩即斬之例似乎太嚴。」故九

卿等議將自一千兩以下仍照監守自盜律擬斬，准徒五年；數滿一千以上者，擬斬監候。吳壇著，



旗人官員犯贓罪不僅自身受到處分，其家庭也深受影響，財產、奴僕必須變

價；家屬被送入內務府辛者庫。《大清律例》上規定：第一、八旗催追侵貪銀兩，

如逾限不完，將伊家產變價交官。若承變限滿尚無售主，照虧欠之數將家產估價

入官抵項。其家產不能抵完者，該參、佐領等據實呈報，管其都統等據奏，將本

犯交部照原擬發落，現在家產盡行入官。12第五條例文：「凡侵盜應追之贓，著

落犯人妻及未分家之子名下追賠。如果家產全無，不能賠補，在旗參、佐領、驍

騎校；在外地方官，取具印甘結，申報都統、督撫保題豁免結案。倘結案後別有

田產、人口發覺者，盡行入官，將承追申報各官革職，所欠贓銀米穀，著落賠補，

督催等官，照例議處。」13清律「隱瞞入官家產」律：「凡抄沒人口財產，除謀

反、謀叛及奸黨係在十惡，依律抄沒，其餘有犯律不該載者，妻子財產不在抄沒

入官之限。」第四條例文：「凡虧空入官房地內，如有墳地及墳園內房屋，看墳

人口祭祀田產，具給還本人，免其入官變價。」14這是乾隆元年成為定例。 
第二、旗人犯婪贓罪之追臧的期限亦有規定，限五個月內，該督撫查明家產

人口，造冊并人解部，被害人自行首告，亦追給原主；督撫科道參發者，概追入

官。15清律「官吏受財」第十二條例文：「若官吏因事受財、貪婪入己，審明不

枉法及律裁准枉法、不枉法論等贓，果於一年限內全完，死罪照原擬減一等改流，

軍流以下，各減一等發落。倘限內不完，死罪仍照原擬監追。流罪以下，即行發

落。其應追贓物，照例勒追完結。」16

第三、對於旗人犯罪家口入官方面規定：「凡八旗應入官之人，令入各旗辛

者庫。其內務府佐領人送入官者，亦照此例入辛者庫。辛者庫人犯入官之罪者，

照流罪折枷責結案。」17

（二）、關於康雍朝的貪污案件 
康熙末年和雍正年間八旗官員拖欠錢糧不能完納者，家屬歸入內務府辛者

庫，共有 103個案件。官員侵貪的項目大致可分為國家衙門和內務府兩類：（一）、

官員拖欠中央或地方衙門之款項，包括 1.拖欠錢糧 2件。2.欠軍需 6件。3.欠節
省分賠銀 4件。4.虧空挪移 22件。5.欠捐銀 4件。6.借欠公庫銀兩 37件。7.欠鹽
務、欠銅價 3件。（二）、官員拖欠內務府銀兩，包括 1.欠房租、欠官莊銀 3
件。2.欠盛京買賣米糧 4件。3.欠關稅 3件。4. 欠黃檔房案 5件。5.隱瞞入官地
畝、人口等 4件。6. 欠馬價、牛羊 2件。7. 私分人參 2件。8.重利放債、訛詐

等 2件。 
康熙晚年處分八位官員侵吞銀兩的案例，除家產入官外，將官員及子女俱入

                                                                                                                                            
馬建石、楊育裳主編，《大清律例通考校注》，卷 23，頁 671。 
12  吳壇著，馬建石、楊育裳主編，《大清律例通考校注》，卷 4，頁 273。「給沒贓物」第

十條例文。 
13  吳壇著，馬建石、楊育裳主編，《大清律例通考校注》，卷 23，頁 672。并贓即十人共

盜官銀四十兩，雖各分四兩入己，通算作一處，其十人各得四十兩，罪皆斬。 
14  吳壇著，馬建石、楊育裳主編，《大清律例通考校注》，卷 12，頁 500。 
15  吳壇著，馬建石、楊育裳主編，《大清律例通考校注》，卷 4，頁 271。「給沒贓物」第

五條例文。州縣有盜劫庫項，除失事之員照數補還者無庸另議外；或本人身故產絕力難抵交者，

即照州縣虧空之例令該管各上司分賠，頁 271。 
16  吳壇著，馬建石、楊育裳主編，《大清律例通考校注》，卷 31，頁 910。此例係乾隆四年

定例，乾隆五年館修入例。 
17  吳壇著，馬建石、楊育裳主編，《大清律例通考校注》，卷 4，頁 271。「給沒贓物」第

三條例文。 



辛者庫。照清律來看，此時官員貪贓枉法受贓八十兩即處絞刑；不枉法受贓一百

二十兩亦處絞監候。實際上，康熙皇帝並未將貪贓的官員處死。康熙皇帝認為官

員有日常用度，有家人胥役，因而對貪污案件從寬發落。18至雍正三年制定例文：

「凡侵盜倉庫錢糧入己，數在一千兩以上者，擬斬監候，遇赦准予援免。如數在

一萬兩以上者，不准援免。」雍正是否將欠銀千兩者皆處「擬斬」之罪？因為這

些官員到乾隆元年時多數已亡故，只有少數官員還被監禁。官員家屬入辛者庫，

隨撥管領或者屯莊。入管領或屯莊有滿漢之分，據和碩莊親王允祿於雍正十三年

奏稱：「查得入包衣三旗辛者庫之滿洲、蒙古三百餘人，照例按比份分給管領當

差。漢軍五百五十餘口，俱撥給莊屯，充額丁。」19。另有 5位官員和家屬發遣
黑龍江。還有兩位官員侵吞未滿二百兩者處以鞭責枷號，的確比雍正三年以前處

分輕。 
從身分來看，婪贓官員之品級中級官僚（四品至六品官）大約佔一半；其次

是下層官僚（七品至九品）約有百分之二十；再次為上層官僚（一品至三品），

剩下是一些未入流佔百分之十二。社會階層來看，王公的家族有額亦都子孫阿凌

阿、尚可喜的子孫尚廷輔、尚崇仞。總督巡撫級的地方官員有高啟桂。這與乾隆

朝避開懲戒中央權貴的做法有些不同。 
表 1   康熙末年至雍正年間婪贓官員之品級 
品級 人數 比例％ 

一品至三品 16 15.53 
四品至六品 53 51.46 
七品至九品 21 20.39 
未入流 13 12.62 
共計 103 100 

 
以旗分來說，滿洲八旗 32名，佔百分之三十一；蒙古八旗 2名，佔百分之

二；漢軍八旗 69名，佔總數的百分之六十七。對漢軍處分較多，可能皇帝有意

保護滿洲官員。 
表 2   康熙末年至雍正年間婪贓官員之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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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婪贓與賠補銀兩數量，阿凌阿欠贓銀 250,082 兩和許廷試所欠 376,581

兩，其餘都未超過二萬兩。20康熙末至雍正朝官員積欠贓銀一萬兩以內有 68位，
超過一萬兩 33人；至於變賣家產來償還贓銀的人數有 41位未賠補，賠補銀在二
千兩以下也是 41人，只有 20人賠補銀超過二千兩。由此看來，康雍年間官員婪

贓的銀兩似乎不是太多，而且家中聚集的財富也相當有限。 

                                                 
18  參見何孝榮，〈康熙懲貪述論〉，《清史研究》，1996年 1 期，頁 31-39。 
1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頁

2434。  
20  阿凌阿為清代著名滿族家族鈕祜祿氏，他祖父是清代開國五大功臣之一額亦都追封公爵，

父親遏必隆任一等公兼輔政大臣，與鰲拜同為康熙初期輔政大臣之一。其家世參見拙作，〈社

會地位與人口成長的關係 — 以清代兩個滿洲家族為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1 期(1992年)，頁 53-84。 



這一百多位官員犯罪中，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有記載的三個案件。

第一、官員向商人勒索或借欠銀兩。雍正三年(1725)審訊商人胡嘉佩等人，從盛
京部借取庫銀 60,000 兩，除還本銀 10,000 兩、利息銀 18,000 兩，尚欠本銀 50,000
兩、利息銀 27,050 兩。胡嘉佩供稱，借取庫銀進行貿易已有十七年，這期間賒

借貨物銀兩共 95,247.48 兩。據帳簿內所載，盛京郎中武格等三十八人借欠銀為

8,585.3 兩、內務府大臣噶達渾等十一人所欠銀為 18,022.2 兩、廣西桂林府同知

李鄂所欠銀 480 兩、湖廣通判王仁榮借欠銀 776 兩、又朝鮮商人二百四十七人所

賒貨物銀 67,383,98 兩。21

第二為侵盜倉庫案。雍正四年(1726)侍衛拉錫奏稱盛京戶部員外郎蔣海、滿

達禮、賽音達禮、海遜取出庫銀 5,600 兩，並未買米入倉。員外郎蔣海、海遜各

取庫銀 1,800 兩，滿達禮、賽音達禮各取銀 1,000 兩持銀放債取利錢，肆意揮霍。

他們皆以侵盜倉庫錢糧之罪，處斬監禁，妻子等入辛者庫。22

第三案為雍正九年(1731)寧古塔副都統多索禮犯貪贓罪的緣由，係因寧古塔

開店舖人高士營等私自販賣人參，懼怕出事，夥同其他店舖送銀給多索禮，共銀

一千八百兩。其次為寧古塔原開設店舖二十餘家，貿易商二百人，多索禮家的奴

僕吳四向商家說爾等欲多開商店出銀三千兩多開四十家店舖。後來雙方言訂交銀

一千八百兩，多索禮行文將軍衙門，咨復「酌情增設之」，便開設五十二家店舖。

還有盜採人參者金炮手被多索禮拿獲，欲送還原主人，金炮手出售牛羊房產等得

銀二百兩，送給多索禮。多索禮又於償還糧穀案內，向莊頭等勒索銀莊銀五百餘

兩。又於驗收人參時，多索禮挑選上等人參 17.8 兩等項，貪贓銀兩共 4,417 兩。

多索禮不能完納擬斬，妻妾與子俱入辛者庫。23

以上這些一百多個罪犯其實欠銀的數量並不太多，卻因虧欠銀兩而致使妻

妾、子孫入辛者庫，按照清朝規定入辛者庫者永不敘用、永不准科考。因此，和

碩莊親王允祿於雍正十三年(1735)上奏請寬免無力還欠入辛者庫者，他說：「倘

今逢恩詔，罪重、虧欠銀兩多之人反得寬免，而此前治罪輕、欠銀兩少之人，因

為係以完之案，竟不得寬免，而直至子孫，永遠擔罪，不能蒙恩，實為可憫。」
24乾隆元年豁免八旗官員家產盡絕者共計 19案、官員 37位、銀 29,478.1 兩、錢

658,288文。25

（三）、康熙、雍正皇帝對於旗人貪污案件的處置 
前述允祿認為雍正朝有人虧欠銀兩多反得寬免，此類案子於《康熙朝滿文硃

批奏摺全譯》、《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有許多例證，旗人虧空的銀兩有高

達百萬兩者，卻因皇帝以毋庸議的態度而寬免者。或許是康熙、雍正皇帝他們認

定皇室與旗人共治天下，並不在乎旗人虧空銀兩的問題。康熙朝有名的大臣索額

圖與明珠兩人以巨貪著名，索額圖係「怙權貪縱」；明珠則「簠簋不飭，貨賄山

積」。26明珠曾被御史郭琇彈劾貪賄，結果康熙皇帝也不加以追究，及至乾隆晚

                                                 
2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1224-6。 
2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1434。 
23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2085-86；2096-97；〈內務

府奏銷檔〉（北京：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藏），193 冊，乾隆元年五月二十四日。多索禮原係

牧長，漸次提升為副都統、將軍之職位。 
2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2434。 
25  〈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北京：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發行微捲，1987）．庫儲，編號

0708-042，乾隆元年三月初七日。 
26  趙爾巽，《清史稿》（台北：鼎文書局，1977），卷 269，頁 9993。閻崇年，〈明珠論〉，



期明珠的子孫承安得罪和珅，才被查抄家產，發現他家擁有四座當鋪、土地三十

餘萬畝。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唯一記載查抄噶禮家產的案件中，其被抄家理

由並非他的貪瀆，而是因江南科場案的問題。27康熙四十二年(1703)有人彈劾噶
禮貪婪無厭、虐吏害民，計贓數十餘萬兩銀，噶禮矢口否認，康熙也不加深究。

四十四年(1705)山西巡撫噶禮奏報按察使巴哈布貪詐劣跡，說他自己：「未派黎

民之一絲一粒，遇詞訟案，不取一分一厘等事。」康熙皇帝也不願戳破他的謊言，

硃批：「爾之居官，雖無明顯好壞之處，但不如初到任之二、三年，應愈勤勉。

滿洲在外官員中，只有甘肅巡撫齊世武之名望超群、清明無人不知。」28然而，

滿洲官員在十八世紀被查抄家產的就是噶禮，據都統普奇奏稱：「噶禮借走公庫

銀二萬兩，臣等請將現查獲之一萬七百餘兩銀，及三個當鋪現有之三千餘兩銀一

并賠補公庫，其餘不敷之銀，以伊三個當鋪陸續所得之銀完補。」又，在正陽門

外、河西務等處起出噶禮家產有二座當鋪。涿州、新城等十五處有房 573間。29

康熙皇帝查獲噶禮家產，俱賞給噶禮的母親和弟弟華色。後來步軍統領隆科多截

獲噶禮家的管領戴留妻子二姐攜帶四隻皮箱出逃，記有田八十四頃等、果樹 2,700
株。戴留收取金子 6,201 兩、銀 208,760 兩。30康熙除了下令該旗查抄噶禮之家

產外，並未將其子孫入辛者庫。 
雍正皇帝被批評為好查抄家產，實際上他對八旗滿洲官員貪污罪常加以寬

免。譬如康熙四十七年(1708)員外郎薩木布岱辦理南新關稅務，欠銀 23,566.26
兩，至雍正即位時薩木布岱已病逝，皇帝硃批「毋庸議，所欠銀兩交該旗變價家

產追回。」31又，康熙晚年對山西巡撫蘇克濟評語是：「雖非全不愛錢之人，居

官卻安靜，地方並無一事。朕猶以此等人為優。」32在康熙皇帝眼中優等的官員

至雍正朝被查出虧空侵蝕鉅額銀兩，雍正元年(1723)蘇克濟招供，於巡撫任內侵
蝕銀兩共 4,200,000 兩。蘇克濟說：「因我父子服用奢華，隨得隨即順手揮霍掉

了。現在我願以僅有之一百萬兩銀兩抵償。我父子現有家產共值銀二十萬兩，此

俱係贓銀購置者，一時難以變價，俱請入官。再我兄各子家產值銀二萬兩，家人

馬四、守常家產值銀一萬兩，我父子衣服、首飾器皿等物值銀七萬兩，此俱變價，

於五個月內交付。我在任之際，餽送借給親朋之銀五十餘萬兩，追討此銀，半年

內交付。我父子本年地租銀為五千兩，借給范毓彬之銀本利相加共計三萬兩，此

銀即行討回，年內交付。我原借給趙七之人之銀，曾欲留做墊補虧空，經查尚未

追完之銀為九萬兩，算此之項，共計銀九十二萬餘兩，我一年限內再借七萬餘兩，

湊足一百萬兩。」山西巡撫諾岷奏稱除蘇克濟承擔墊賠之一百萬兩外，其餘銀兩

有相關案情各官吏分別賠補，斷不攤派於民。雍正硃批：「知道了，就這麼辦。」

                                                                                                                                            
《明清史》，1987年 5 期，頁 45-53。《康熙起居注》（北京：中華書局，1984），頁 1901？？。 
27  羅麗達，〈清初江南地方行政上的滿漢政治衝突 — 張伯行噶禮互參案研究〉，《新史學》，

七卷三期（1996年），頁 49-89。 
2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頁 567。 
2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908；911。 
3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1625。 
3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958。薩木布岱的家產有房

屋 32 間、9男丁之地、家丁 12 名、女 7 名、男孩 2名、女孩 1名。 
32  《康熙起居注》（北京：中華書局，），頁？。康熙五十四年十月初四日丙寅。 



33蘇克濟貪贓銀兩除生活奢華，隨手花用銀兩之外，有五十萬兩是用來饋贈、借

給親朋，厚植勢力。雍正皇帝對他侵貪的銀兩也不嚴苛地查抄家產，這可看出他

對滿洲大臣仍有一分偏愛。 
其次，雍正皇帝對八旗官員欠銀亦有寬限。34康熙四十九年(1710)希佛訥等

被查出收受公費二十餘萬兩，康熙令其賠贓，免革職。隔四年，希佛訥的家人又

控告他擔任戶部尚書時侵盜庫銀九萬兩餘，若依照侵盜庫銀律例希佛訥理應處斬

監候，康熙令希佛訥從寬免死。雍正年間清查希佛訥虧空戶部庫銀共三十六萬

兩，工部尚書孫渣齊再三催問希佛訥之子興安，興安供稱只有家產之外不能償

還。又審訊辦事家人王五等供稱，希佛訥將三十六萬兩交給興安收藏。興安遂供

稱其父交予銀兩二十八萬，用於公事、當差二十二萬兩，其餘銀兩係希佛訥自行

帶走。興安有意隱匿銀兩、圖僥倖，雍正硃批為：「將興安革職，嚴加審明欺隱

之情。」35孫渣齊為戶部尚書，虧空銀兩二百六十萬兩，雍正皇帝仍寬免之，未

重加治罪。36

雍正皇帝查抄八旗官員的家產應以政治案件為重心，如年羹堯抄家案。江南

織造曹寅、李煦抄家案名義上雖是虧空，主要仍是織造與康熙諸皇子之間的結黨

問題。37

乾隆朝官員貪贓的性質與從前有些不同，郭成康認為官員「貪污賄賂由個別

犯罪向集體化犯罪惡性發展」。其次，乾隆中期以後「貪賄贓數巨大，前所罕見」。
38不過他沒討論到乾隆皇帝追贓的手法也和以前皇帝大大不同。不僅犯罪官員自

身，連親戚、朋友、奴僕皆不輕易放過。  
（四）、乾隆朝懲處重大貪污案件 

表 3  乾隆朝中央與地方官員欠贓與查抄家產數目 
年代 姓名 官職 臧銀數目 查抄家產（兩） 資料來源 

1740 黃炳 巡撫 954,830 329,712 宮中硃批0710-014 

1741 鄂善 兵部尚書    

1743 元展成 巡撫  31,225 宮中硃批0711-043 

1748 常安 浙江巡撫    

1748 常泯     

1748 黃耇 筆帖式 49,672 58,700  
1748 王二格  17,528 18,400  

1748 王鏜 刑部郎中 310,000 390,000 宮中硃批0714-003 

1748 張廣泗   36,600 宮中硃批0714-020 

1750 四達塞     

                                                 
33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389-390。雍正二年(1724)

查監察御史尹達里欠銀二萬兩，將其所有房屋 31 間，男女老幼 16 口，折算共銀 1,330兩。尚

欠銀 18,670兩，再限一年追賠。 
3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862 。 
3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844。 
3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951。但孫渣齊曾自行將曾

瞎子應賠補銀五萬兩減為二萬兩。曾瞎子應賠補之銀為五萬兩，然而受楊三哥等惡棍之央求，

減少其二萬兩，且又稱曾瞎子為索珠家人、清苑縣之民，殊甚瀆職孫渣齊處以革職，頁 978。 
37  年羹堯的家產，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1222-1223、

1226、1238、1239。 
38  郭成康，〈十八世紀後期中國貪污問題研究〉，《清史研究》，1995年 1 期，頁 13-26。 



1750 常鈞 道員 17,000  宮中硃批0715-056 

1751 圖爾炳阿 雲南巡撫  6,854 宮中硃批0716-047 

1753 劉裕泰   1,720.2  

1756 鄂樂舜 山東巡撫    

1757 恒文 雲貴總督 11,072.2 37,466.88 《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1冊
1763 弘瞻 貝勒    

1764 雯基 知府 金子200
兩、銀子210

兩 

 〈內務府奏銷檔〉，268冊 

1768 李陞 太監  43,000  

1769 良卿 貴州巡撫   骫法婪贓 

1774 宋元俊 四川松藩鎮總兵 7,194.1  

1775 圖思德    30000 
1778 高樸案 葉爾羌辦事大

臣 

  私賣玉石 

1780 李侍堯  31,000   

1781 勒爾錦 陝甘總督   甘肅捐監 

1782 國泰 山東巡撫 2,000,000   

1782 英廉德齡 內閣大學士   34160 

1784 郝碩 江西巡撫    

1784 方體泰 同知    

1785 伊齡阿   50,000 抄家清單 

1786 富勒渾 江西巡撫   勒索屬員 

1790 承安     

1792 福崧 浙江巡撫   侵挪庫項 

1795 伍拉納 閩浙總督  300,000  

1795 浦霖 福建巡撫  280,000  

 李福張鸞   98,976.4  

 
表 4  內務府之貪污官員和贓銀數目 

年代 姓名 官職 臧銀數目

（兩） 

查抄家產（兩） 資料來源 

1743 鄭伍賽 粵海關監督 40,000 16,649 奏銷檔，209冊 

1748 常泯     

1748 黃句 筆帖式 49,672 58,700 〈內務府奏銷檔〉，219冊 
1748 王二格  17,528 18,400  

1748 伊拉齊 長蘆鹽政 30,000 16,002  

1750 四達塞     

1750 託庸 杭州織造 5,338  宮中硃批0715-028 

1753 劉裕泰   1,720.2  

1766 韓錫玉 莊頭  300,000 〈內務府奏銷檔〉，冊 

1768 普福 兩淮鹽政  3,030  

1768 李陞 太監  43,000  

1770 塞欽 織造局司庫    



1773 英廉海德   12,627.1 花炮贈太監 

1775 海福 九江關監督   42480 
1775 圖思德    30000 
1778 德魁 粵海關監督 26,000 22,506 〈內務府奏銷檔〉，368冊 
1782 噶爾弼 福建鹽道  20,000 〈內務府奏銷檔〉，373冊 
1785 伊齡阿   50,000 抄家清單 

1789 徵瑞 淮關監督  120,000 硝磺案 

1790 海紹 九江關道 53,193  賠銀 

1790 承安     

 李福張鸞   98,976.4  

 
從康雍乾三朝的貪污案件可以發現：第一、康雍時期官員虧空的銀兩多數

在萬兩以上，查抄家產所得也較康雍朝多，可能是乾隆朝官員累積財富的方法較

多的緣故。第二、乾隆朝懲貪的案件中，並沒有發現犯案者家屬入辛者庫的處分。

例如，粵海關監督鄭伍賽侵冒銀四萬餘兩，已將任所所有家產等項，變價銀一萬

六千六百四十九兩一分抵項，經刑部知照在案。再封貯家產內有鄭伍賽之弟鄭君

思等各名下家產，原恐不無寄頓藏匿等情，故暫行查封今伍賽之案已結，相應給

還至鄭伍賽之子海常，從前原因鄭伍賽家產有無隱匿得難憑信，是以奏請將海常

交慎刑司暫行圈禁，鄭伍賽侵用稅羨一案既經刑部議覆題結，將海常釋放。39

乾隆皇帝十分注意官員財產是否寄頓的問題。因此，他命令官員追查涉案官

員貪贓銀兩時，不僅在任官所在，還包括原籍和族人散居之處。例如，直隸總督

那蘇圖查訪廣西平樂府通判金榮應追贓銀，在金榮原籍安肅縣嚴密挨查。又因金

榮係旗人，有族人散居易州、延慶州、玉田縣等，隨密行該州縣詳細體訪，經地

方官奏報實無隱寄財產之事。40

另一種追查官員贓銀的具體行動是從官員的支出項目來考量，如乾隆十四年

追查知府周岐的家產僅得 217 兩，然周岐之子汝璉捐納運判卻花費 3,500 兩銀

子，乾隆皇帝自然疑心周岐的家產不應止有此數。乾隆皇帝提及，八旗官員在京

一無所有，多將家產藏匿任所，及寄頓別處。41果然據家丁董成首稱在查封家產

之前，家主遣親信長隨閆明弼、唐昇攜銀 1,450 兩赴通州、涿州置辦房屋。 
清查官員的人際關係也是查贓的途徑之一。乾隆初年，張廣泗因老師糜餉、

貽誤軍機，應賠之項甚多。官員查出張廣泗與商人程捘為三代世交。乾隆三年張

廣泗積有養廉銀五千兩，差家人楊全齎交程捘代為生息，週年以一分息算。乾隆

六年七月張廣泗共積養廉銀一萬五千兩，仍交程捘照舊生息。自乾隆六年至十三

年十二月共利銀一萬五千兩，其餘房屋傢伙共計銀 38,350 兩。42衣物等估銀

6,399.35，又現銀 1,981.35 兩，通共 8,380.7 兩。程捘之子程容德於乾隆十四年情

願捐銀三萬兩贖罪自新。 

                                                 
39  〈內務府奏銷檔〉，209 冊，乾隆八年七月三日。 
40  〈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庫儲，編號 0714-041，乾隆十四年六月十五日。金榮名下應分

賠銀 5,496兩。0715-004，乾隆十四年七月初七日。 
41  〈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庫儲，編號 0714-021，乾隆十四年二月初四日；0714-024，乾

隆十四年二月二十八日。 
42  〈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庫儲，編號 0714-020，乾隆十四年二月初三日；編號 0715-009，

乾隆十四年八月十二日；編號 0715-016，乾隆十四年十月二十七日；編號 0715-018，乾隆十四

年十一月十五日。 



 

三、 官員貪污的類型 
 
（一）、借欠公庫銀兩 
清代的地方衙門的經費源自明代有存留銀，但是數量太少，入不敷出，捉襟

見肘。故，雍正五年(1727)起增加留儲銀、分儲銀、備借銀等。所謂「留儲銀」

由中央撥給地方布政司庫，封存備用。雍正八年又實行分儲銀的辦法，將部分銀

兩分儲再「辦理軍需及事物繁劇之州縣」。備借銀則是做為各地駐防官兵應急之

款項，官兵借銀之後，於「應得俸餉內坐扣，限二年扣結。」43根據陳樺的研究，

十八世紀清代地方財政中，留儲銀和分儲銀超過存留銀，成為地方額定財政經費

的主體。44〈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庫儲即是地方官奏報每年存銀的數量。 
伊拉齊於乾隆九年奏稱：「長蘆鹽政於雍正元年奏定每年應得銀二萬兩。奴

才養廉銀除八年閏四月分前任三保、傅清分支養廉銀六百九十六兩，又捐修水師

營城堡銀三百兩外，所得養廉銀一萬九千兩零，除一應辦公用度等項共銀一萬五

千三百兩零，尚餘養廉銀四千兩，現存貯庫。」45

王鏜先世久有富名。46因虧欠陝甘兩省帑銀 104,984 兩，加罰兩倍，共應追

銀 314,953 兩餘。王鏜家屬開報有河南安陽、林縣、密縣、鄭州四處鹽引共價值

三十九萬兩，將變賣即可繳清。其本籍家產器物約值 162,000 兩，又直隸河南房

屋器物約值銀 53,000 兩，約共值銀 215,000 兩。47

乾隆十五年查抄杭州織造託庸家產，查出現銀 3,680 兩、男婦九十二名、衣

物數十箱，及粗重傢伙。織造關庫正雜各項錢糧據交存銀 141,065 兩、存絲 89
袋、存紬緞 7箱。有透支正耗養廉銀 3,180餘兩，又借用留備補平銀 756 兩。48

乾隆十五年查抄常鈞家產，家人男女 41名口、市平銀 300 兩、各店戶欠羊

價銀 812 兩、大制錢 800文、銀盃、銀簪等 66件、碎銀物件一包、各色皮棉等
衣 427件、玉器 23件等。49

（二）、官員貪污的案例 
1.  恆文案件。 
乾隆二十二年雲南巡撫郭一裕奏參雲貴總督恆文勒買黃金短發金價，并縱容

家人收受屬員門禮。恆文供稱購買黃金是因與郭一裕商議製造金爐進呈，經刑部

尚書劉統勳查審，係郭一裕先與恆文議進金爐，後見全省哄傳，反參奏恆文，以

期解脫。雲南布政使納世通、按察使沈嘉圖也因對恆文婪索案匿不上聞，交部嚴

加議處。 
表 5  恆文索賄銀兩 

 金子 時價 用銀 短少銀兩 百分比 
藩司納世通 20 200 150 50 75 
 30 300 240 60 80 

                                                 
43  光緒朝《大清會典事例》，卷 183，戶部，庫藏。 
44  陳樺，《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經濟篇》（瀋陽：遼海出版社，1999），頁 283。 
45  〈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庫儲，編號 0712-012，乾隆九年十月二十五日。  
46  〈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庫儲，編號 0714-003，乾隆十三年七月十五日。 
47  〈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庫儲，編號 0714-015，乾隆十三年十二月二十日。 
48  〈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庫儲，編號 0715-028，乾隆十五年三月十八日。 
49  〈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庫儲，編號 0715-056，乾隆十五年十月二十日。張廷玉家屬交

出銀十萬兩，先行運赴內務府，編號 0716-001，乾隆十五年十一月初十日。 



糧道張惟寅 100 1,000 700 300 70 
鹽道劉謙 70 700 490 210 70 
知府佛德 100 1,250 700 550 56 
提舉郭存莊 106 1,328 742 586 56 
知縣邵棨 79.8 987.4 558.6 428.8 57 
知府陳鑣 38.7 387    

恆文之家人趙二於滇省、黔省之普安縣等處共勒索過銀 1,236 兩，又收受並

勒換金子 22 兩，合金價 208 兩，又短發永平縣何良臣金價七十五兩，通共計銀

1,509 兩。恆文的長隨崔三所過各州縣銀 512 兩；並得過黔省畢節縣金子、金鐲

10.75 兩，估價銀 96.07 兩。趙二等勒詐過通省贓銀逾千，恆文且收受羅以書人

參二觔，估值七百九十二兩四錢。依「官吏非因事而受財坐贓折半科罪三百兩」

杖八十徒二年。縱容家人勒索計贓數俱逾千，依律「不枉法」論罪杖一百流三千

里。但恆文身為封疆大吏率屬婪贓累累，應照「不枉法贓一百二十兩以上絞」律，

應擬絞。趙二亦依照「不枉法贓一百二十兩以上絞」律，雖係無祿人不准減等，

應擬絞。崔三依「在官求索准不枉法贓」論罪止滿流，照律杖一百流三千里。沈

魯璠隱匿寄頓趙二等財物估銀 10,387 兩，合依隱瞞入官財物贓重者坐贓論罪，

應杖一百徒三年。50

恆文家產的估計：1.金子 461.42 兩，估價銀 4,614.2 兩。2.現銀並約估各物
銀 16,730.337 兩。3.在滇變價銀 11,032.24 兩。4.行文別省房地借契銀 5,090.1 兩，

以上四項共估銀 37,466.877 兩。51

2.  李侍堯案件 
雲南總督李侍堯案發生在乾隆四十五年(1780)。事因海寧於乾隆四十三年任

雲南糧道多年，曾私下與軍機處人員議論李侍堯的婪贓情事。乾隆帝得知，面詢

海寧，海寧畏懼李侍堯權勢不敢面陳。乾隆皇帝派和珅、喀寧阿前往雲南，著協

辦大學士英廉查封李侍堯在京財產。英廉逮捕李侍堯的家人連國雄，又在二、三

月在湘黔截獲由京赴滇的李家差辦劉鳳翼、督標千總張曜及家人馬榮、曹德等交

英廉審辦。英廉審明張曜曾於四十四年為李侍堯帶銀一萬二千兩回京，以及家人

連國雄與張永受親戚，家屬隱匿轉移李侍堯、張永受財物。李侍堯自乾隆四十二

年(1777)至雲南當總督，擅自提取署銀，公然勒索，藉口修理在京的房屋和備辦

供品，甚至指使張永受假賣珍珠又收回，向屬下素爾芳阿勒索銀兩，共計婪贓銀

兩五萬多兩。乾隆皇帝決定對李侍堯從寬處分，處以斬監候。張永受等也分別抄

家治罪。 
李侍堯婪贓的項目大約包括以下幾件事。第一、李侍堯收過提陞迤南道莊肇

奎銀 2,000 兩、通判素爾方阿 3,000 兩、按察使汪圻銀 5,000 兩、臨安府知府德

起銀 2,000 兩、川東府知府張瓏銀 4,000 兩，共銀 16,000 兩。汪圻銀五千兩係送

過金如意三柄，發還後又變價送給李侍堯。第二、四十三年李侍堯的家人張永受

回京修屋，素爾方阿送銀五千兩、德起送銀五千兩，俱在板橋驛交給張永受。第

三、張永受曾發出珠子兩顆，一顆賣給昆明縣知縣楊隹勒索銀三千兩；一顆賣給

同知方洛銀二千兩。52第四、李侍堯查辦納樓土司命案，起出金六百兩、銀一千

兩，卻與巡撫會銜具奏將金數改寫成六十兩、銀數改寫為七千五百兩。照當時換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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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冊，頁 24-31。 
5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20。 
5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982。 



算李侍堯隱匿的金數五百四十兩，價值不只六千五百兩。53為清楚表示上述官員

的官銜、送禮數以及後來被查抄家產情形，作成表。 
表 6  李侍堯案中涉嫌官員 

官職 姓名 餽送銀（兩） 查抄家產結果 備註 
迤南道員 莊肇奎 2,000 9,800  
通判 素爾方阿 3,000   
  5,000  李侍堯家修房送銀 
按察使 汪圻 5,000  將金如意變價給銀 
臨安府知府 德起 2,000 9,800  
  5,000  李侍堯家修房送銀 
川東府知府 張瓏 4,000   
昆明縣知縣 楊隹 3,000  李侍堯家人賣珠子索銀 
同知 方洛 2,000  李侍堯家人賣珠子索銀 
土司 納樓 金 600 兩 

銀 1,000 兩 
 查辦命案 

 
千總張曜供稱：「四十四年十一月，李侍堯差送銀五千二百餘兩，并玉器十

件回家。管門家人張永受示託帶銀七千兩，又永昌府知府特昇額托帶銀一千兩，

於正月到京交清。」特昇額托帶銀一千兩係所積廉俸寄為家用之資業無庸查辦。

乾隆皇帝認為張永受僅是家人身分，積銀七千兩，是否為李侍堯隱匿之銀兩值得

查究。54英廉進一步追查張永受銀兩的用途，係伊妻弟郭全收受，交給連國雄二

千三百兩。張永受係李侍堯的管事家人，跟隨在滇省任所。郭全替張永受代還欠

銀號、紬緞荷包鋪銀二千四百兩；又還給民婦楊氏九百兩；旗人孟克房價二百兩；

又還借欠連國雄銀一百一十兩，共用去銀 3610 兩，剩下 1090 兩係郭全自行使用。

又究出張永受自置房屋六處、地畝一處，借出帳目銀共四千兩；郭全有房地二處、

借出帳目銀三千餘兩。英廉傳訊銀號、紬緞鋪、荷包鋪商人，并核對鋪內的帳目

與郭全的供詞相符。張永受、郭全以微賤之人得如此多的財產，應係倚主之勢勒

索詐騙所得，財產應入官。55郭全供稱代張永受置產有取租住房八處共計 87間，
價銀 1960 兩；典買田地兩處計 131畝，價銀 610 兩。郭全自置住房一所 7間，
地 22畝，共價銀 400 兩。 

張曜供稱替李侍堯送銀 5,230 兩回京，由家人連國雄收存，而張永受又還連

國雄 2,300 兩，除了賞給奴僕 234 兩之外，應存銀 7,300 兩。查封家產時卻只報

5,850 兩，連國雄供稱他住在李侍堯家門外東邊，隔壁是楊大的碓房，查封家產

時，連國雄將銀十五包計 1,500 兩、房地契紙一包，交給民人穆七代為隱藏。穆

七將銀十三包暫放楊大碓房只先帶回銀二百兩、契紙一包。隔日，穆七向楊大取

銀，楊大只交七百兩隱匿六百兩銀，穆七不敢和他計較，又將銀轉交張大家收存。

楊大隱匿的銀子，自己留 243 兩，轉交給他弟弟都察院書吏楊本成代收 357 兩，

案發後楊大已花 170 兩；楊本成用 88 兩。張大用去 69 兩。又李侍堯地租八百兩，

由僕人八十五借給民人鄭永寧等 270 兩；又武清縣佃戶陳世富欠地租 123吊。八

                                                 
53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984。 
5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947。 
5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952-54。張永受原係

鑲紅旗漢軍，本姓祝，改為張姓與妻同在李侍堯任所當長隨，其母與弟四人居住易州山中，查

出住房三十餘間、地四、五頃。據母蔣氏供稱，張永受係前母張氏所生，十七歲逃出無信息。

頁 1000。 



兒名下有取租住房三所 31間。56四十五年，張永受、郭全、劉七十、八十五、

馬敬等借出帳目各項銀兩，及連國雄隱藏銀兩共計銀 17,761 兩，已據各傷民繳

到銀 5,988 兩，其餘俱勒有限期，俟追繳齊全之日一併解交內務府查收入官。57

張永受本名祝維極父親祝致清是鑲紅旗漢軍文生員，住在易州趙莊。祝致清

有五子，前妻張氏生子祝維極，繼妻蔣氏又生四子維權、維杞、維枚、維桂。張

永受十七歲時潛逃到京師改姓入班學戲。二十歲投身李侍堯家服役，娶郭全之姐

為妻。張永受自三十四年至三十九年陸續寄銀四千兩回祝家置產，祝致清又合夥

開鋪面放有帳目，本錢 1,350千文，又借欠帳目前 325千文。李侍堯被抄家，郭

全請范禿子送信給易州祝家，告訴張永受繼母家產被查封緣由。蔣氏即將地契等

分四包，令次子維權用罈裝貯埋藏，又將緞紬衣服四十餘件寄藏親戚家人王瑞家

中。等查封官員到門口，蔣氏又將銅盆一個、首飾三匣、衣包三個丟過隔牆的鄰

佑盧林孝、盧花兩家內藏匿。58張永受掩飾旗人身分當李侍堯奴僕二十年，佐領

官員毫無查覺，又祝維杞離開易州到雲南，官員亦未查出，以致抄家時蔣氏以內

姪孫蔣聖元假充祝維杞之名。此案暴露佐領管理旗人戶口之鬆散。 
喜兒供稱：「原任湖廣總督圖（思德）大人是我主人的親家，我主人聽見圖

大人病故，靈柩進京，叫我帶銀四百兩給圖大人家上祭用。」59英廉查出喜兒回

京之前到過白氏家，隨搜查出喜兒之父三保寄存的「皮棉單夾衣服九十六件，並

銅錫器皿等項。」又派員查郭全家，搜出「銅錫器皿，併花梨木器、自鳴鐘、玻

璃掛屏，並衣服及家用零星之物。」郭全又供出他替張永受管家，恐怕張永受家

被查封，將玉器、銅器、瓶碗等物裝成一箱、匣子七個寄放在閒散宗室宜安家裡；

又將皮棉衣物首飾紬緞紗綾等物裝成十二箱寄放在鑲白旗領催二達子家。60

查抄莊肇奎本籍家產清單：住屋一所（原價 1,200 兩）、租房六處（約價 800
餘銀）、契買田地 320餘畝（共約價銀 3,000 兩）、市平色銀 4,000 兩（係借與

許擎生息）、錢 800千文（係借與吳大順生息）。地保王祝三等供稱：「莊肇奎
向年並無房屋，至四十一年上才置買冉里街住房，又買田地三百餘畝。」許擎供

稱：「四十三年六月間職向莊肇奎借九七平色銀四千兩，言定週年九釐起息，每

年息銀三百六十兩，立有許恕堂借約交他收執。」61

孫士毅兄弟四人於乾隆十三年分家，每人分銀三千兩。孫士毅因祖屋狹宰，

另分銀八百兩買屋居住，又分田地六十三畝、租房六間。後因讀書應考用費多了，

賣去田地 32畝、租房六間。孫士毅在京城做官時並無寄回銀兩，四十一年陞廣

西布政使存銀七千兩，在親家汪立本處生息，八釐利銀每年利銀五百六十兩。62

臨安府知府德起之弟德慶供稱：「四十二年五月同大兄德起到雲南臨安府

任，上年九月間大兄因護迆南道印，在整董染瘴身故，今年二月裡扶櫬啟程回京。」

在貴陽縣被抄查所有衣物共皮箱二十一隻，內銀 9,800餘兩。63

                                                 
5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976-80。 
57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997-998。 
5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1050-53。 
59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956。 
6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969-71。閒散宗室宜

安、鑲白旗領催二達子係旗人與無籍小人交往已屬不合，又代其隱寄什物尤為不堪。宜安、二

達子、白氏暫時監禁，完案之後宜安交予宗人府同刑部照例治罪。 
6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1003-1005。 
6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1014-15。 
63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1021-22。 



按察使汪圻送銀 5,000 兩給李侍堯。汪圻原籍吳縣家產係由張源掌管，張源

捐從九品，充當長隨。汪圻家於乾隆三十三年買過房屋一所 1,300餘兩；四十四

年買一所房屋 900 兩。張源還替汪圻買長洲縣田 30畝價銀 341 兩。另兩處之房

屋一所價銀 300 兩、一所 800 兩。汪圻在高郵州正宜號典當一所，並開衣店、潛

墊、銅錫器店，是夥計程勇銓經管。四十三年間有東川府陳孝昇到蘇州購買玉器，

欠銀 5,400 兩，約定四十五年二月交還，但尚未收到。張源替汪圻備辦玉器，向

顧蟾枝定辦，付過定銀 400 兩。鄭華南借欠市平色銀 100 兩、葛伸借欠市平色銀

30 兩、呂豐詒借欠七折串錢 200千文計足錢 140千文、楊殿傳借欠七折串錢 30
千文計足錢 21千文、吳立庭借銀二萬兩，已陸續收回，給有收票，但原票在汪

圻處。張源聽說李侍堯被查抄家產即將青金石等項、朝珠十掛、玉瓶藏在草堆裡

並房前井裡。又將衣飾銀兩玉器等物分裝四箱，寄在楊倫奎家。又一隻小箱同木

匣一個裝首飾鼻煙瓶一對寄在朱鳴遠家。張源的妾石氏將衣服裝貯兩箱、銅器、

衣物裝貯一箱分寄在余洪章、朱陸氏家。汪圻還有舊漆器、圍屏等物寄放龍王廟，

及鄭氏空棧。64

據樊堉供稱係汪圻的妻弟。三十六年樊堉將元和縣 48.96畝地賣給汪圻價銀
300 兩，仍是樊堉代為收租。樊堉用地租所得代汪圻置產元和縣 4.1畝價銀 50.2
兩；又皮市街房一所三間一披價銀 60 兩。樊堉以數年租息抵用之外還墊銀 16.2
兩。戈耀章出押租 10 兩租張源房屋一所共八間一披，每年房租 20 兩；劉秉堂出

押租 20 兩租張源房屋一所共四間二披，每年房租 22 兩。戈耀章與劉秉堂要求官

方發還押租，讓他們另行尋屋。65

程勇銓三十七年領汪圻的本銀二萬一、二千兩銀開正宜當鋪，後來汪圻提去

銀 6,000 兩。因典本不敷應用，四十四年九月憑夏七作中向夏味堂借銀 1,000 兩，

存典一分三釐起息；十二月向邵伯徐萬順豆行裡借銀 2,000吊，存典一分四釐起
息；又另欠耿明山 160 兩、宋綿初銀五百兩、蕭蘭齋錢 500千文、沈其純錢 120
千文。又有吉祥號衣店是向汪圻領銀 1,450 兩開的，又有通大號錢店、發祥號銅

錫器店，都是正宜店內隨時提出去本錢開的。借欠周匯東等等八家共銀 20 兩、

錢 490千文。典當錢店內有 680餘兩、錢 1,900餘千文是帳目往來還未清理。66

納樓土司普濟賄求釋放一案。先是乾隆四十四年土司普濟之弟普清因白易岩

送豬遲誤，打傷身死、燬屍滅跡。因案情不確定將普濟提省覆訊，自四月至七月

不放回。因此普濟之子普維垣託典史周嗣業轉懇求莊肇奎打點李侍堯釋放普濟，

莊肇奎不願意。普維垣請求雲南知府宣世濤之子宣杰說合行賄，宣杰教他送金六

百兩給李侍堯、門上家人一千兩。又各給宣世濤、莊肇奎謝禮二千兩銀。至十一

月才將普濟釋回。67

上諭：「現在直省督撫中令屬員購賣物件，短發價值及竟不發價者，不能保

其必無如李侍堯之臧私纍纍。」江蘇巡撫吳壇奏稱：「各督撫蒙恩厚給養廉，凡

置買一切物件，自應按照時價給發，不容絲毫短少，以致有累商民。臣前在藩司

任內，凡買辦日用物件，如食米一項，蘇州楓橋地方為米糧匯集之區。臣計月需

米數按照牙行所報市值給發現銀，在楓橋成總糴買，鋪戶自具領狀領銀，按數交

米、紬緞等物。蘇州行鋪向於收絲之後，公同議定價值一年之內並無長落。每遇

                                                 
64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1026-27。 
6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1028。 
66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1028-29。 
67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1070-72。 



置買應用，亦係照時取具行鋪承攬發銀辦交，不惟不交首縣首領，并不經由買辦。」
68

 

四、 從查抄案件看乾隆朝官員的營運 
 
張仲禮研究十九世紀的士紳階層收入，有當官薪俸、推行地方和家族事業的

收入、擔任幕僚、教書和行醫等專門行業、地租及經商收入。69在十八世紀的八

旗官員，他們的經濟活動是否也包括以上各項？從八旗官員各種的家產資料看

來，八旗官員收入主要是以俸餉和房產租銀為主，經營典當業以及各種店鋪也是

有的，因為他們產業大都在北京城附近，經濟所得往往令人瞠目。 

（一）、官員隱匿與寄頓家產 
1.以奴僕之名購置田產 
監察御史莫爾渾得贓銀共 43,400 兩，僅交 268 兩。將他的房屋 69間、人口

24名，俱行折價 2,640 兩，仍有未完銀兩 40,672 兩。在莫爾渾地畝房屋之文書

內，皆以他弟弟護軍富明的名義買下。又以莫爾渾家人六十名下典得地畝十五頃

及房屋地，共銀五千兩；又給銀 3,600 兩買得清苑縣地十頃四十三畝。莫爾渾以

奴僕名義典買地畝，實際上就是旗人以奴僕名義典買地畝的習慣所致。70莫爾渾

曾奉差到長蘆辦鹽務，得到鹽商二萬兩銀，他將這些銀兩給奴僕買地，避免被清

查出家產。 
2.寄頓 
內閣學士陳邦彥應追繳雍正八年阿爾賽案內寄頓銀 38,000 兩，除繳過五百

兩外，尚未完銀 37,500 兩。又陳邦彥於雍正五年原報認捐修濬城河等銀八萬兩，

除完過銀 54,500 兩外，尚未完銀 25,500 兩。陳邦彥家屬開報田地 3,718畝，並
住房、市房共估值銀 37,700 兩。71乾隆十五年陳邦彥家屬自行變過田地 1,636畝、
房屋兩所半，報解未完銀 17,012.3 兩。尚存未變賣田地 2,028畝、房屋九所半。
尚有田地 578畝係陳邦彥祖父祭產，應給還本人免其入官。 

3.藏匿屋內 
雍正四年查抄馬喀家產時，在馬喀之子達三的住房院中滲坑內查出銀 1097

兩、金壺二把、金鹿一隻、金鶴一只、座子一個、金杯一只，共重 71.2 兩，又

金葉四十兩、珠墜六個、金花十九枝、小珠挑牌三掛、小銀盒一個。72又夾訊管

事家人三大，查出銀 16,733 兩、金葉 12 兩、金錠 66.08 兩、金器皿 47.58 兩。

這是第一次查出官員藏匿金銀於滲坑。故以後自然抄家也想到挖地的舉動。所謂

抄家入地三尺。 
雍正六年步軍統領阿齊圖送到安圖居住房屋內，刨得銀 2,000,000兩。乾隆

五年番役又拿獲私刨安圖入官房內埋藏銀兩。安圖入官房內埋藏銀 102,315兩，

                                                 
68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1074-77。 
69  Chung-li Chang, 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42-329. 
70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1084。旗人以奴僕之名買賣

地畝之例，請參見拙作，〈從契約文書看清代旗地政策與典賣(1644-1820)〉，《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集刊》（1999年），32 期，頁 123-163。 
71  〈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庫儲，編號 0714-039，乾隆十四年六月十四日；編號 0716-004，

乾隆十五年十二月初九日。 
72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1362。 



紋銀 10,600兩，九八色銀 30,400兩，九七色銀 21,183兩，九五色銀 10,400兩，

九三色銀 14,197兩，九成色銀 6,150兩，八成色銀 8,000兩，六成色銀 1,405兩。
73

趙之垣措備伊叔弘燮應賠補銀兩，據云：「趙弘燮身故之後，其姬妾、家人

各將細軟轉盜藏匿。」74

 
（二）、官員的政治投資 
從圖一所示，官員貪瀆銀兩和還項有很大差距，進而追究官員貪瀆銀兩的用

途，我發現雍正雖然一再嚴禁官員結黨，事實上官員花費在餽送上司的銀兩非常

可觀。另外，官員替族人買官、捐納的銀兩也不少，這說明官員的政治投資在十

八世紀上半葉是比較重要的。 
第一件是大同府知府欒廷芳虧空案，餽送官員的銀兩共 56,449 兩。這還不

包括蘇克濟挪移 300,000 兩。75欒廷芳的虧空問題當然也涉及政治上的結黨因

素，因為他餽送的對象一者是恒親王允祺；另一位則是郡王允禔，即傳說康熙皇

帝最屬意的繼承人。 
表 7  欒廷芳餽送銀兩數 

官職 姓名 銀兩（兩） 
恒親王 允祺 6,500 
郡王 允禔 4,000               
大學士 徐元夢 1,000 
運米大人 高其倬 7,048 
內閣學士 圖思海 23,807 
運米大人 艾芳曾 800 
內閣學士 常壽 400 
侍郎 王懿 400 
領駝大人 殷濟納等四人 5360 
侍郎 羅瞻 1000 
運米大人 李先復 814 
副都統 陶托卜克 600 
跟隨圖思海營總 納顯 300 
跟隨圖思海營總 瓦爾喀等 720 
筆帖式 羅、常、索三人 360 
營總 索 320 
營總 諾爾孫 80 
營總 索 320 
營總 程 320 
筆帖式 羅 120 
筆帖式 陶 120 
營總 祝兆鵬 600 
員外郎 法 320 
主事 甄 320 
筆帖式 魏 240 

餽

送

銀

兩 

筆帖式 法 120 

                                                 
73  〈內務府奏銷檔〉，202 冊，乾隆五年六月十六日。 
74  〈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北京：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發行微捲，1987）．庫儲，編號

0708-030，雍正朝。 
7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838-839。 



筆帖式 舒 180 
放米戶部員外郎 常 200 

 

放米 齊 80 
 共計  56,449 

資料來源：《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924。 
第二、由李樹德的案件看來，此時官員必須做更多的政治性投資，譬如協助

族人捐官、饋贈上司、協濟族人等財物。這樣才能保證家族在政治勢力上的發展

與穩定，與康雍時期若干貪污者私藏家產的形態有些不同。76所謂的「官僚資本」

在康雍時期可能大量投資於政治網絡上。雍正年間李樹德捐助族人親友 41人捐
官，共銀 50,100 兩。77

表 8  李樹德虧空銀兩數量 
年代 案件 應賠銀兩（兩） 
雍正元年 賑濟銀 69,112 
 鹽商案 56,700 
 代賠脩築三閘銀 22,810 
共計  108,622 

 
表 9  李樹德幫助借給族人親友捐納銀兩數 

姓名 親屬關係 旗民身分 捐官官銜 幫銀（兩） 
1. 李銑 堂叔 正黃旗漢軍 知州 2000 
2. 李鏞 堂叔 正黃旗漢軍 知縣（捐復職） 1500 
3. 李鑲 堂叔 正黃旗漢軍 候選知縣 200 
4. 李鏘 堂叔 正黃旗漢軍 監生 100 
5. 李廷基 族叔 正黃旗漢軍 知州 1500 
6. 李偏德 嫡堂弟 正黃旗漢軍 知縣 1500 
7. 李達德 嫡堂弟 正黃旗漢軍 通判 1500 
8. 李據德 嫡堂弟 正黃旗漢軍 補用知州 1700 
9. 李亮德 從堂弟 正黃旗漢軍 知府 2500 
10. 李尚德 從堂弟 正黃旗漢軍 知州 2000 
11. 李升德 從堂弟 正黃旗漢軍 知州（捐免考） 1100 
12. 李立德 從堂弟 正黃旗漢軍 候選知縣 2000 
13. 李泰德 從堂弟 正黃旗漢軍 候選知縣 4000 
14. 李謙德 從堂弟 正黃旗漢軍 候選通判 2500 
15. 李萃德 從堂弟 正黃旗漢軍 舉人（捐科分） 500 
16. 李德沛 族弟 正黃旗漢軍 候補知縣 1000 
17. 李存德 族弟 正黃旗漢軍 候補知縣 3000 
18. 李宗望 族弟 正黃旗漢軍 知縣（捐免考） 700 
19. 李林慶 族弟 正黃旗漢軍 蔭生（捐免考） 300 
20. 李宗夔 族弟 山東兗州民藉 知州 500 
21. 李宗廣 族弟 山東兗州民藉 監生 40 
22. 李深 族弟 山東兗州民藉 監生 60 
23. 達海 親妹夫 正黃旗滿洲 主事 200 
24. 僧保 親內姪 正黃旗滿洲 候補筆帖式（捐先用） 200 
25. 靳樹玉 親女婿 鑲黃旗漢軍 候補知縣 1000 
26. 靳樹椿 親外甥 鑲黃旗漢軍 候選知縣 500 

                                                 
76  據〈內務府奏銷檔〉記載雍正六年查抄官員安圖的家產，在安圖居住房屋內，刨出銀二百

萬兩。乾隆五年又刨出 102,315兩。〈內務府奏銷檔〉，202 冊，乾隆五年六月十六日。 
77  〈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庫儲，編號 0707-013，雍正二年七月。 



27. 靳樹鍭 外甥 鑲黃旗漢軍 知府 2000 
28. 祖尚垣 親家之子 鑲黃旗漢軍 通判 300 
29. 郭允謙 親姪婿 鑲白旗漢軍 監生 100 
30. 郭允文 親外甥 鑲白旗漢軍 知縣 500 
31. 鮑鈞 妻弟 正紅旗漢軍 同知 2500 
32. 鮑鑰 妻弟 正紅旗漢軍 道員（捐復職） 2000 
33. 峻德 族姪婿 正白旗滿洲 候補筆帖式（捐先用） 200 
34. 鍾岱 朋友 鑲藍旗漢軍 候選通判 500 
35. 武奎文 朋友 直隸保定府民籍 候選訓導（捐先用） 200 
36. 宋映 朋友 江南蘇州府民籍 候補道員 2500(借銀) 
37. 王柔 朋友 山東登州府民籍 同知 3000(借銀) 
38. 李本澐 朋友 山東大嵩衛 舉人（捐科分） 1000(借銀) 
39. 劉元琦 朋友 山西省民籍 知府 2000(借銀) 
40. 李景春 朋友 陝西省民籍 候補知府（捐復） 1000(借銀) 
41. 王錦 朋友 江南省民籍 知縣（捐復） 200(借銀) 

 
表 10  追查李樹德親朋的家產 

姓名 捐官官銜 幫銀（兩） 結果 
李銑 知州 2000 無產業可變，實不能完。 
李鏞 知縣 1500 有完縣住房 50間，變賣完納。 
李鏘 監生 100 無產業可變。 
李偏德 知縣 1500 有房 71間，又地畝莊房共值銀 4000 兩，俱交官估賣完

納。 
李據德 補用知州 1700 完過 800 兩，其餘 900 兩以住房 20間，原買契價 1540

兩，交官估變。 
李立德 候選知縣 2000 赤貧無力完納。 
李存德 候補知縣 3000 有住房 72間、男婦 4名，變賣完納。 
鍾岱 候選通判 500 有契買鋪面住房 16間，價值 1000餘兩，交旗變抵。

武奎文 候選訓導 200  
 

表 11  李樹德餽送、協助銀兩數量 
官職 姓名 銀兩數（兩） 
太監  25,000 兩 
 隆科多 21,000 兩 
太監 陳福 2,000 兩 
鷹上侍衛 鄂托拜 5,000 兩 

餽

送

銀

兩 

內閣學士 圖思海 2,000 兩 
管侍衛內大臣 馬爾賽 9,000 兩 

阿思哈尼哈番 李鑄 1,200 兩 

正黃旗副都統 李林森 400 兩 

正紅旗漢軍 鮑鎮 3,000 兩 

正黃旗滿洲 鄂爾布 300 兩 

幫

助

親

族 

正黃旗滿洲 色爾布 300 兩 

福建汀漳道 李鈜 1,000 兩 
候補知府 盧兆鵰 3,000 兩 

借

給

過 鑲白旗漢軍 許重昭 1,000 兩 



廣州府花縣知縣 朱紹濂 1,500 兩 
貴州按察使 申大成 18,000 兩 
瑞州府知府 劉元琦 22,600 兩 
候補道 程之煒 5,000 兩 
舉人 李本澐 4,000 兩 
霑化縣知縣 沈文崧 6,000 兩 
定海總兵官 金弘聲 500 兩 

族

人

親

友

銀

兩 

貴州銅仁協副將 冶大正 500 兩 
資料來源：〈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庫儲，編號 0707-011 
李樹德的房地家口，京城內祖遺住房大小二所共計 267間、小房一所 18間、

自置住房一所 61間。京城外自置小房一所 41間。房山縣自置莊房 12間。涿州
自置住房一所 81間，又一所 40間。保定府祖遺莊頭房 16間。山東沂州等自置
民地 16頃。京屯男婦大小家人共 350餘名口。78

 
（一）、置買田產 
滿洲入主中國，實施圈地政策，自八旗王公到兵丁都分得土地，因此官員們

長期以地取租，故其資產亦以田產項目最為可觀。表為元展成置產清單，他自

1727年到 1741年共買十三筆房地產花費 24,200 兩，是累積十數年任官所得。 

表 12  元展成置產清單 
年份 置產項目 用銀（兩） 
1727 置買地畝 3,000 
1728 置買房屋、典買地畝 4,000 
1729 典買地畝 2,000 
1731 典買地畝 1,000 
1732 典買地畝 300 
1733 置買地畝 100 
1734 置買地畝 100 
1736 典買地畝 3,000 
1737 置買房屋 500 
1738 置買地畝 200 
1739 置買地畝、開當鋪 6,000 
1740 典買房屋、地畝 3,000 
1741 置買地畝 1,000 
共計  24,200 

資料來源：〈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庫儲，編號 0711-041，乾隆八年十二

月。 
傳統社會對財產的看法，如張英《恆產瑣言》說的田產比典質、商業、高利

貸來說，是最為安全的投資。79從四達塞家的房產來看，地租和房產租賃的確比

經商來得可靠。四達塞有取租舖面、住房二百三十五間，每月取租錢 56,600文。
典買地共 17,891畝，內除無著落地 543畝外，每年取租地 17,348畝，每年得租

銀 1,292 兩，租錢 158,100文。借契八張，共銀 2,160 兩。相對來說，四達塞在

                                                 
78  〈宮中硃批奏摺〉財政類（北京：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發行微捲，1987）．庫儲，編號

0707-011，雍正二年八月。 
79  岸本美緒，〈「恆產瑣言」　　　　〉，收入《清代中國　物價　經濟變動》（東京：研

文出版，1997），頁 367-403。周廷俊被查抄家產亦發現他大量置買田產，周廷俊分單地 8,715.33

畝價銀 19,800兩，自置地 11,677.27 畝，價銀 30,480兩。〈內務府奏銷檔〉，373 冊，乾隆

四十七年十二月十三日。 



商業的投資獲利的機會較小，在密雲縣有布舖一座，其賬簿內開寫成本銀 380
兩，因折本，現在關舖，將所剩布疋等項作價 274.39 兩，現存 46,950文。80

蘇州織造邵五德名下入官的房間共有 340間。其中一張契紙係典鑲紅旗宗室

綿祥鋪面房屋共 19間、院落三塊，坐落豐盛胡同，有毛房一間；煙鋪二間；茶

館門面四間、照棚三間、套房一間、院落一塊；鞋鋪一間、院落一塊；書鋪二間，

後有房二間。刑部街路南酒鋪門面二間、後有一間、院落一塊。五百吊行。81

嘉慶二年查抄官員額勒春家產，供稱北京市郊有元亨號槽坊醬鋪存有錢文，

並賒借出各項錢文以及現存貨物傢伙，共計京錢 9,698,974文。82此外，額勒春

還置有許多房產及舖面，如表 13。 
表 13  額勒春置買房產、店舖名稱 

坐落 店舖名稱 每月取租（文） 
崇文門外茶食胡同 景和齋靴鋪 6000 
木廠胡同口外 洪泰號茶葉鋪 7000 
木廠胡同口外 富新浴堂 4500 
木廠胡同口內 金茂號錫鋪 2500 
木廠胡同口內 久遠號錫鋪 2000 

 
房產 數量（間） 
取燈兒胡同住房 165 
錢糧胡同 150 
手帕胡同 102 
安定門內頭條胡同 41.5 

資料來源：〈內務府來文〉土地房屋類，第 1853包，嘉慶二年五月二十四

日。 
（三）、銀兩生息 
前述張廣泗將銀兩寄放商人家生息，在旗人的官員投資項目中亦為常見。 
普福、李侍堯、周廷俊借給李舟銀兩 560 兩，按二分起息。95 
（四）、販賣專賣物資 
高樸玉石、人參、木植 
乾隆二十八年貝勒弘瞻私說事案內，蔘舖民人江起名下查出人蔘六觔十四兩

四錢四分，蔘鬚末三觔十五兩二錢，市平色銀 87.5兩，當蔘票三張併玉扳指簪

花，舊衣木器等件九十六項，臣等照數查收，除蘆鬚色銀均與原數相符，人蔘六

觔十四兩四錢四分內，驗有渣末二觔四錢四分，五等人蔘四觔十四兩合計亦與原

數相符，請交廣儲司庫收貯。又選看得玉扳指小玉人簪花等八項尚堪備賞，俟聖

駕回鑾後再行呈覽，其餘衣物八十八項俱係零星舊物交崇文門商人估計，共作價

銀一百零五兩四錢六分(105.4兩)，請交崇文門變價，所變銀兩交納廣儲司銀庫，

至當蔘票三張當本銀三千三百三十兩(3,330兩)，臣等撤出秤驗得人蔘共重六觔一

兩七錢，又麥冬一包重十一兩五錢，以人蔘官價較之其當價幾於加倍，緣江起　

即係本當夥計，是以所當過多若價贖變賣必多虧折，應聽該當自行辦理無庸置

議，再查出民人宋亮文等十一人，外欠銀五百一兩一錢(501.1兩)，交該處轉飭，

                                                 
80 〈內務府奏銷檔〉，222 冊，乾隆十五年五月十日。 
81  〈內務府來文〉土地房屋類（北京：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藏），第 1850 包，乾隆六十年

十二月。 
82  〈內務府來文〉土地房屋類，第 1853 包，嘉慶二年五月二十四日。 



該地方官勒限嚴催如數交納廣儲司銀庫。83  

（四）、當鋪、糧食店舖 
韋慶遠撰述〈論清代的典當業與官僚資本〉，他認為自康熙中葉以來官吏的

經濟來源開設典當以賺取利潤和發放高利貸以賺取利息，這在他們的總收入所佔

的比重愈趨明顯。84普福與莊親王門上六品典儀郭玠合夥開源亨當鋪本銀 12,000
兩，其中長蘆鹽商孫學顏借欠銀 4,000 兩、買賣人王廷獻借欠銀 2,000 兩、江西

南昌縣知縣楊大官借欠銀 600 兩、三元木廠任姓借欠銀 200 兩、瓷器店民人王姓

借欠銀 400 兩、太醫院醫生王姓借欠銀 700 兩。85這些銀兩的利息多少不清楚。

年希堯的家產中有當鋪兩座。 
同知趙元林並伊兄侄家產，坐落新城縣、容城縣，開萬有號雜貨鋪、萬生堂

藥鋪二座，原本存貨物、京錢共 3,021,886文。又與外姓各出本錢合夥開設萬鎰、
懷永當鋪兩座，當存號貨並京錢 30,508,700文。按照每京錢二千易銀一兩之例，

共易銀 16,765.29 兩。趙元林並伊兄侄之衣物、粗重什物等項估價銀 903.35 兩。
86

蘇州織造海保被查出侵貪二十二萬兩，還開設當鋪兩座。87

康熙朝內閣大學士明珠的子孫承安在乾隆五十五年(1790)被抄家，共查出北

京、涿州、昌平等地經營了四家當鋪。88

內務府營造司拜唐阿三格家開了四間當鋪，和布鋪、雜糧鋪等。 
1.在崇文門外經營義興當鋪架本、現存銀共 1,749 兩、錢 27,349,490文。 
2.東四牌樓開設興隆當鋪一座，架本、現存錢 9,116,410文。 
3.白家灘福成當鋪，架本 7,183,350、現存錢 2,620,060，共錢 9,803,410文。
當鋪、布鋪相連房屋共 54間。又布鋪一座現存布疋原置價本 973,192文、
現存錢 1,626,468文、行販及鄉民賒欠錢 855,340文，共計 3,455,000文。 

4.宛平縣義順當鋪現存錢 11,690,000文。義順錢鋪現存錢 418,530文、堆積
雜糧原價本 1,722,800文，鄉民借欠錢 358,670文，共錢 2,500,000文。 

5.新城縣設義合雜糧鋪，雜糧麥豆原價本錢 3,381,912文、現存錢 220,000
文、鄉民借欠錢 2,454,170文，共錢 6,056,082文。89 
民間當鋪的資本和皇室內務府當鋪資本的比較顯然少了許多。90相對來說，

小本經營反而辦事人員等所需飯食紙筆費等費用，每個當鋪每月開支小制錢一百

千文。周廷俊與劉漢升開設糧店本銀 240 兩，係得利均分。95 
前述涉及李侍堯案之按察使汪圻，有本銀二萬一、二千兩銀開正宜當鋪，後

來汪圻提去銀 6,000 兩。因典本不敷應用，四十四年九月憑夏七作中向夏味堂借

銀 1,000 兩，存典一分三釐起息。由此看來，當鋪向人借錢的年利率為 15.6％。 

                                                 
83  〈內務府奏銷檔〉，266 冊，乾隆二十八年十月十三日。 
84  韋慶遠，〈論清代的典當業與官僚資本〉，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

《清史論叢》（北京：中華書局，1991），頁 78-97。 
85  〈內務府奏銷檔〉，292 冊，乾隆三十三年七月六日。 
86  〈內務府來文〉土地房屋類，第包，乾隆四十八年八月。 
87  《清高宗實錄》（台北：，19），卷 120，頁。乾隆五年潤六月癸丑。 
88  〈內務府來文〉，冊，乾隆五十六年十一月。順天府咨。韋慶遠，〈論清代的典當業與官

僚資本〉，頁 87。 
89  〈內務府奏銷檔〉，306 冊，乾隆三十六年十一月十七日。 
90  有關內務府當鋪參見拙作，〈乾隆朝內務府的當鋪與發商生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28 期（1997），頁 133-175。 



汪圻請夥計程勇銓經營吉祥號衣店本銀 1,450 兩存衣服七千件，又有通大號

錢店、發祥號銅錫器店，都是正宜店內隨時提出去本錢開的。典當錢店內有 680
餘兩、錢 1,900餘千文是往來的帳目。91汪圻家所經營的衣店、銅錫器店、典當

錢店所需要的本銀大約幾千兩。 
（五）、開印子錢鋪 
旗人社會特別的借貸稱為印子鋪的行業。92清代的兵丁有「指餉借錢」的情

況，有鋪戶廣放營債，以取重利。兵丁借銀到手即隨意花費，等到領餉的時候，

以兵餉還債。乾隆二十五年番役頭目依常阿等拿獲正白旗雲保佐領下領催湯起鯤

等夥，同民人孫和違禁重利放責一案。湯起鯤供稱，自二十三年起借放打銀，原

有當的本銀五十餘兩，兩年累計本利銀約計 90兩。「在我賬本上開寫曹姓名下

銀四兩、米四石三斗，這銀是浮借給他使喚，因相好並無利息，關米時候將他的

米賣了，按時價給他錢，他還我銀四兩。」 

據阿爾太供，我是正白旗雲保佐領下的領催，我當領催四年，乾隆二十二年

我有本錢一百二十六千文，借給人使喚，也有打銀，也有三分行利的銀子，如今

滋生得本利銀一百二十兩(120兩)，每月本利共得銀十六七兩(16、17兩)，七月初

七日番役將我拿來，搜出現銀二十兩(20兩)有零拿來了，但我是領催，在本佐領

下放重利債，這就是我的罪，有何辯處等語。 

據雷天保供，我是正白旗雲保佐領下人，在本佐領下當領催至今當了十四年

了，我並無本錢放賬，因我素日常借用孫和等銀錢使用不要重利，所以他們放的

賬若遇著我當月，我就替他們代扣，本年七月間該著我當月，他們將這欠項賬片

子交與我，我俱替他們扣了，至七月初五日，關了黃錢東城住的人甚多，我就近

在東安門外熱酒舖內首放時，連開酒舖孫和的錢我也按著賬片子替他扣了，但我

身係領催替人扣賬，又將黃錢在酒舖內放這就是我的罪，有何辦處等語。 

據已革領催馬文英供，我是正白旗雲保佐領下已革領催，我從前當領催時於

乾隆十三年間有鄧姓民人出本銀，我替他在本佐領下放賬，所得利息我們二人分

使，至二十年鄧姓病故將未完的賬目銀一百零五兩(105兩)分給我，要每月得銀

十兩(10兩)零有，再我還放三分行利的錢有一百餘千文，每月得小制錢五千有

零，這一百餘千，除我的本錢六十千，其餘是欠的利錢，七月初五日番役將我們

拿獲，查出我的賬扣上寫著共銀二十六兩(26兩)有零，除我弟兄的錢糧與代關李

當時等的錢糧共十一兩(11兩)有零，下剩銀十六兩(16兩)有零是還我的賬，除此

並無別的賬目，關米的時候也無扣的米石是實等語。 

據孫和供，我是山東登州府海陽縣的民，在東安民外開設酒舖，因與雲保住

領下檔房領催翁姓等素相認識，他們佐領下人無錢使喚向我借貸，俱是借錢一千

四百文還銀一兩，再還有披甲人夫爾屯弟兄二人，借過我銀共七兩俱是加一利

錢，本月初五日領催雷天德等在我舖子放黃錢，番役將我們一齊都拿來了，我願

是十二千本錢起手放賬的，昨日將我現銀九兩有零俱各搜出拿來，除此我並無買

過他們佐領下錢糧米石是實各等語。 

查定例內開一佐領驍騎校領催等，有在本佐領或弟兄佐領下指扣兵丁錢糧放

印子銀者係佐領驍騎校，照流三千里之例枷號六十日，係領催，照邊衛充軍例枷

號七十五日俱鞭一百，夥同放印子銀者，照為從杖一百徒三年例枷號四十日鞭一

                                                 
91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乾隆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頁 1028-29。 
92  韋慶遠，〈康、雍、乾時期高利貸的惡性發展〉，收入《檔房論史文編》，頁 15-41；〈論

清代的典當業與官僚資本〉，收入《明清史辨析》（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128-165。 



百，所得利銀勒追入官。佐領驍騎校領催等與屬下兵丁保借者革去職役，該參領

交部議處，至佐領驍騎校參領等語時，失於覺察以致該管兵丁將官錢糧扣還印子

銀者俱交部分別議處等語，又定例內開凡有民人交通領催，違禁向八旗兵丁放轉

子印子長短錢扣取錢糧者，拿送該地方官照領催枷號七十五日之例減一等，枷號

四十日等語。查重利放債久經嚴禁乃領催湯起鯤、阿爾太已革領催馬文英膽敢藐

法，夥同民人孫和在本佐領下出放轉子打銀坐扣兵丁錢糧，希圖漁利情屬可惡，

應將領催湯起鯤、阿爾太均照例各枷號七十五日，期滿各鞭一百革役。已革領催

馬文英、民人孫和應照枷號四十日，期滿將馬文英鞭一百，孫和係民折責四十板，

湯起鯤等放出賬目所得利息銀共二百十三兩五錢(213.5兩)，應於各犯名下照追入

官，其領催雷天德雖審無重利放債希圖漁利情事，但身為領催膽敢代人夥同坐扣

兵丁錢糧亦屬違禁，應將雷天德照與屬下兵丁保借者革役利革役，至佐領雲保驍

騎校清保，平日失於查察以致該佐領下領催等違禁取利均屬不合，應將佐領雲保

驍騎校清保均照失查例各罰一年，驍騎校清保已經物故應毋庸議，參領復舒副參

領福寧未能詳細稽查實難辭咎，應將參領復舒副參領福寧均照不行祥查例各罰俸

六個月，伊等有無紀錄候命下之日另行查明抵罰，可也為此謹奏請旨。等因繕摺

議政大臣總管內務府事務紀錄三次，和碩莊親王，臣經筵講官太保大學士，議政

大臣領侍衛內大臣兼管吏部戶部理藩院事務總管，內務府大臣管理三庫事務忠勇

公加三級傅恒，太子太傅大學議政大臣兼管兵部事務總管內務府大臣來保，工部

左侍郎兼總管內務府大臣四次、革職留任三和，總管內務府大臣革職留任、任署

理正黃旗漢軍副都統事務德保，管理圓明園八旗內府三旗事務、專管健銳營事

務、鑲紅旗蒙古副都統總管內務府大臣降四級留任倭赫，戶部左侍郎兼鑲黃旗漢

軍副都統委署總管內務府大臣降九級留任吉慶，委署總管內務府大臣兼正白旗蒙

古副都統革職留任和爾經額交于奏事員外郎那俊等轉奏，奉旨，依議欽此。93  

（六）、官員投資的比例與風險 
鄧亦兵撰寫〈清代前期的官商〉一文，強調官商的盛衰與國家經濟的發展變

化有直接關係。94黃耇案件說明官商的角色，借貸生息，遭其他官員勒索。 

雍正七年八月內務府買賣人馬成龍與王廷璽共同領太監滋生銀 20,000兩生

息；乾隆元年八月馬成龍又領官銀 40,000兩，滋生以為分賞內大臣等養廉。馬成

龍、王廷璽物故後，其應交利息每年 7,200兩，雖如數完納並無拖欠。乾隆十年

四月間，馬成龍之子黃耇、王廷璽之子王二格因無買賣營運，交慎刑司追查。訊

據黃耇供：「除我應賠內大臣滋生官銀四萬兩，利銀四千八百兩外，再我同王二

格夥辦太監滋生官銀二萬兩內，我只應賠本銀四千三百五十兩，利銀五百二十二

兩，以上我共應賠四萬九千六百七十二兩，現有典買房地借放賬目并什物人口約

值銀五萬八千七百兩有零，求查明變抵等語。」 

表 14  黃耇借欠銀兩及資產表 
單位 銀兩數（兩） 年利息（兩） 年利率（％） 

賞內大臣官銀 40,000 4,800 12 

借

欠

銀

兩 太監滋生銀兩 4,350 522 12 

財產類別 銀兩數（兩） 數量 佔財產比例（％） 資

產

項
買契、典契不贖房 5,242.7 共 378間 11.81 

                                                 
93  〈內務府奏銷檔〉，253 冊，乾隆二十五年七月二十七日。 
94  鄧亦兵，〈清代前期的官商〉，《北京社會科學》，1997年 4 期，頁 47-55。 



買契、典契不贖房 7,930.8 共 9,645.8畝 17.87 

借帳無可追回銀 10,847  24.43 

借放帳目可追著 16,462.9  37.09 

家口什物估銀 3,908.4  8.8 

項

目 

資產總數 44,391.8  100 

資料來源：〈內務府奏銷檔〉，219冊，乾隆十三年一月。 

據王二格供：「我同黃耇夥辦太監滋生銀二萬兩，內我應賠本銀一萬五千六

百五十兩、利銀一千八百七十八兩，現有典買房地借放賬目并什物人口約值銀一

萬八千四百兩有零，求查明變抵等語。」 

表 15  王二格借欠銀兩及資產表 
單位 銀兩數（兩） 年利息（兩） 年利率（％） 借

欠

銀

兩 

太監滋生銀兩 15,650 1,878 12 

財產類別 銀兩數（兩） 數量 佔財產比例（％） 

買契、典契不贖房 2,859.5 共 163間 16.39 

買契、典契不贖房 992.7 共 1,902.3畝 5.69 

借帳無可追回銀 11,640  66.72 

借放帳目可追著 1,524.8  8.74 

家口什物估銀 430  2.46 

資

產

項

目 

資產總數 17,447  100 

資料來源：〈內務府奏銷檔〉，219冊，乾隆十三年一月。 

黃耇名下原欠官銀 49,672兩，報出房地賬目人口什物等項足抵銀 40,119.8兩

外，仍欠銀 9,552.1兩。王二格原欠官銀 17,528兩，伊報出房地賬目人口什物等

項，足抵銀 4,607.5兩，仍欠銀 12,924.4兩。黃耇、王二格供稱，雍正七年起至乾

隆七年止，兩人夥辦木柴時曾經給過營造司官員人等飯食銀三萬五千餘兩，若追

出可抵補，將受過飯銀人員姓名開寫清單求為查追。 

長蘆鹽政伊拉齊自雍正五年六月奉差起至乾隆八年七月十六日共計一十六

年，內有九年零四個月並無養廉，其餘六年零六個月通共應得養廉銀 55,600兩

內，辦進貢物件用銀 43,000兩，其餘銀 12,600兩，係齊盤費用訖於乾隆八年七

月十七日接長蘆鹽政至十二年十二月二十九日共計四年零五個月十二日，應得養

廉銀約 89,000兩內，辦進貢物件約用銀四萬四五千兩，解交銀 28,000兩，現今

約存貯銀一萬五六千兩，此外實在並無隱匿寄頓等情。95  

乾隆十三年四月二十八日，二十八日總管內務府謹奏，為奏聞事先經臣衙門

具奏，內稱查胡常保因收受石匠頭目趙海榮銀二百兩(200兩)一案，經臣衙門會

同將軍達爾當阿將胡常保審明，照官吏受財律擬以枷號五十日鞭一百，等因具題

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續查胡常保收存賬目內，紅紙帖開寫元寶一百零五個，

除訊明各匠有著元寶九十八個外，尚有元寶七個無著，訊據胡常保共銷算人楊

四、匠頭劉德正，及盛京琉璃窯監督侯愛等在京共借過我的銀三百五十兩(350

兩)，後到工關領工銀還了我元寶七個等語。訊據楊四等供亦相符但侯愛果否借

過胡常保銀二百兩(200兩)，還過元寶四個併工程平餘銀兩是否公用之處，現在

                                                 
95  〈內務府奏銷檔〉，220 冊，乾隆十三年四月二十八日。 



咨查該將軍尚未查覆，是以未將胡常保咨部發落，等因於乾隆十三年四月初六日

具奏，奉旨知道了，欽此欽遵在案。茲於四月十七日據盛京將軍達爾當阿等覆稱

訊據五品官侯愛供稱，十年間在京向胡常保借過銀二百兩辦買鉛錫，後到盛京工

程處將所領銀兩內給還胡常保元寶四個是實等語，再查本工程陸續給發過物料工

價銀九萬四千餘兩(94,000兩)，按市平每元寶一個餘出銀二兩及二兩錢至三兩不

等，合計銀四千七百餘兩(4,700兩)給發公費飯食紙筆等項，共用過銀四千五百八

十餘兩(4,580兩)，俱有公同畫押稿存案，此項餘平銀兩胡常保並無侵蝕，相應咨

覆，等因前來查胡常保借給侯愛銀兩及平餘銀兩，今既據該將軍查訊明白並無謊

報侵蝕情弊，相應將胡常保仍照前擬咨送刑部發落，可也謹此奏聞。等因繕摺總

管內務府事務紀錄三次，和碩莊親王總管、內務府事務紀錄三次，和碩和親王，

太子太保、大學士議政大臣、領侍衛內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兼管理上駟院事務來

保，太子太保御前大臣、議政大臣領侍衛內大臣協辦大學士兼管吏部事務、鑾儀

衛掌衛事戶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加一級傅恒，太子少保議政大臣內大臣禮部

尚書兼管戶部三庫事務總管內務大臣海望，工部右侍郎兼管理奉宸苑事務總管內

務府大臣三和等，交與御前二等侍衛五十七等轉奏，奉旨，知道了。 

 

五、     結論 
 
清代為官箴書盛行的時期，從官箴書內容看來，大多闡述為官之道，有訓誡

格言。譬如〈為政忠告．牧民忠告〉禁家人侵漁：「居官所以不能清白者，率由

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中既不給其勢必當取於人；或營利以侵民；或因訟而納賄；

或名假貸；或託姻屬宴饋，徵逐通室無禁，以致動相掣肘威無所施已。雖日昌民

則日瘁；雖日懽民則日怨。」96袁守定〈圖民錄〉記載居官要廉、儉、不貪為寶。

「象有齒以焚其身，人奈何以官為利」。又戒以祿易賄以賄易身：「夫食君之祿，

不應受人之賄，受人之賄，及不復食君之祿。是以祿易賄也，既以祿易賄必以賄

易身，是失祿、失身，並失賄矣。」97汪輝祖〈學治臆說〉論「不節必貪」：「利

徑一開萬難在窒，情移勢逼欲罷不能。或被下人牽鼻；或受上官掣肘，卒之利盡

歸人，害獨歸己。」98「官帑不可虧挪」：「以私用而虧官帑，實為侵盜乎。縱

或倖逃法網，神且鑒之，鈏法亦未可苟免。」99諸如此類，不勝繁舉。 
有趣的是，清代也是貪污案件最多的時期。本文討論的八旗官員貪污案件和

官箴書恰好形成兩種不同的文化，一來在滿洲固有風俗，有掠奪的財產眾家分

之，在康熙皇帝眼中，貪污和掠奪行為相去不遠，並不是怎麼大不了的問題；二

來八旗官員崇尚奢華的社會風氣，「競尚鮮華，多用綢緞，以穿著不如他人為恥」，

這樣的心態也導致他們不斷地聚積財富。試想，當時社會經濟那麼發達，只要接

近皇帝的身邊，即擁有特權。像高樸私售玉石案件，只要將新疆的玉石運到江南

                                                 
96  〈為政忠告．牧民忠告〉，收入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官箴書集成》（合肥：黃山書

社，1997），第一冊，頁 208。 
97 袁守定〈圖民錄〉，收入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官箴書集成》（合肥：黃山書社，1997），

第五冊，頁 187-88。  
98  汪輝祖〈學治臆說〉，收入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官箴書集成》（合肥：黃山書社，

1997），第五冊，頁 288。 
99  汪輝祖〈學治臆說〉，收入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官箴書集成》（合肥：黃山書社，

1997），第五冊，頁 290。 



加工，使原本論斤售賣的玉石，遽然身價百倍；又如李侍堯向屬下勒索銀兩，像

汪圻家產數萬，饋贈上司毫無困難。這樣看來，嚴守廉政的官箴反而不合時宜。

布衣粗食為官員廉政的最高境界，但官員為實踐浮華的生活，無法避免「私罪不

可有」，清代皇帝似乎沒顧慮到官員的兩難。 



（附錄資料） 
  乾隆元年五月二十四日，拖欠錢糧并犯罪入辛者庫人等情由漢摺。因拖欠錢糧

不能完納入內務府佐領辛者庫者八十七起。一起為阿爾邦阿係廂黃旗滿洲，因伊

父阿凌阿欠贓銀共二十五萬八十二兩零(25,082兩)，除還過及家產變抵銀十六萬

一百八十兩零(160,180兩)尚欠銀九萬八千兩零(98,000兩)，將阿爾邦阿擬絞監候

具奏，奉旨著將阿爾邦阿家產，酌量賞給額宜都子孫，其阿凌阿妻子令其出族，

入在內府佐領，欽此。將阿凌阿之妻子吳氏老姐，子阿爾邦阿，伊長子阿爾經阿，

次子法保，三子三格，女二格、三格、五姐、六格、七姐，阿爾邦阿之妾趕姐丁

香黑格存住狗兒二格，阿爾經阿之妾二格，阿凌阿之已故子阿唐阿之女二格十九

口，於雍正六年十一月內咨送臣衙門入佐領，隨派佐領下在案，阿凌阿祖額宜都

巴圖魯原任一等大臣一等功授總兵管追封公爵配享太廟，父遏必倫原任一等公兼

府政大臣鑾儀衛掌衛內大臣。 

    一起原任嘉善縣知縣范洪毅係廂黃旗漢軍，因虧空挪移侵蝕共銀四萬四千九

百二十一兩零(44,921兩)，漕米七千十一石七斗零，除民欠催完銀五千八百四十

九兩二錢零(5,849.2兩)、米三百八十石一斗及變抵銀七百六十八兩(768兩)外，尚

欠銀三萬八十三兩零(30,083兩)、米六千六百三十一石零、家產盡絕無可著追。

范洪毅已故，將伊妻汪氏，子二格二口，於康熙四十四年五月內咨送，臣衙門入

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范洪毅祖范垹原任總兵管、父范時芳原任佐領。 

    一起原任雒川縣知縣許廷佐係廂黃旗漢軍，因虧空分貯米石折銀二千九百四

十七兩零(2,947兩)，除變抵銀五十五兩(55兩)外尚欠銀二千八百九十二兩(2,892

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許廷佐已故，將伊妻魯氏、長子許從範、妻魯氏，次

子許從箴，三子三兒、妻劉氏，四子六兒，孫生兒八口，於康熙四十九年四月咨

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許廷佐祖許成功閑散、父許天寵原任廣東

提督。 

    一起原任桂東縣知縣梁廷枚係廂黃旗漢軍，因欠革職布政司，徐惺案內應賠

馬價銀三千三百二十八兩四錢(3,328.4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梁廷枚已故，將

伊子梁國寶、妻傅氏、女大姐三口，於康熙五十年二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

隨派管領下在案，梁廷枚祖梁鼐閑散、父梁應元原任糧道。 

    一起原任張家口游牧處副總領古那嘎，係正紅旗滿洲，因著賠伊任內倒斃牛

羊價，銀二千九百八十四兩六錢零(2984.6兩)，除還過銀八百五十二兩(852兩)

外，尚欠二千一百三十二兩六錢(2132.6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將古那嘎夫婦，

伊子白達子夫婦四口，於康熙五十八年六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

下在案，古那嘎祖萬寶子閑散、父萬布里原領催。 

    一起原任副都統張俊係正紅旗漢軍，因借欠公庫本利銀二千七十五兩(2075

兩)，除還過銀四百十一兩(411兩)零外，尚欠銀一千六百六十三兩(1,663兩)，家

產盡絕無可著追。張俊已故，將張俊之妻王氏，子張廷彥、張廷贊、張廷和四口，

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張俊祖張自榮閑散、

父張文暘原任拜他拉布勒哈。 

    一起原任都統趙雲錦係廂黃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六千五百二十七兩(6,527

兩)，除房間人口變抵銀三千九百六十四兩外(3,964兩)，尚欠銀二千五百六十三

兩(2,563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趙雲錦發遣黑龍江，將伊已故長子趙光先之妻

季氏，次子趙光昱，孫趙汝芳、趙汝勳四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

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趙雲錦祖趙仲仁閑散、父趙宗科原任總兵官。 

    一起原任西寧道張信係正紅旗漢軍，因借欠公庫本利銀七千一百十兩(7,110



兩)，除還過銀一千八十八兩(1,088兩)外，尚欠銀六千二十一兩(6,021兩)零，家

產盡絕無可著追。張信已故，將張信之妻張氏，子張廷鑑、妻楊氏，孫張溶、七

十三五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張信祖張

自榮閑散、父張文暘原任拜他拉布勒哈。 

一起原任四川建昌道羅玉係廂白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五千兩(5,000兩)家產

盡絕無可著追。羅玉充發黑龍江外，將伊妻楊氏、子羅鴻文二口於雍正二年七月

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羅玉祖羅國尚閑散，父羅應魁原任阿

思哈尼哈。 

    一起原任四川建昌道蔣廷臣係廂黃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二千四十六兩

(2,046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蔣廷臣已故，將伊子蔣國泰、蔣國柱、孫福善三

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蔣廷臣祖蔣永 

賢原任知縣、父蔣斌原任拖沙拉哈。 

    一起原任參領楊茂榮係正黃旗漢軍，因借欠公庫本利銀六千八百五十七兩

(6,857兩)，除還過并變抵共銀四千兩百四十七兩(4,247兩)外，尚欠銀二千六百兩

零(2,600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楊茂榮已故，將伊妻郎氏，子楊均二口，於雍正

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楊茂榮祖楊松原任拖沙拉哈

、父楊文魁原任都統。 

    一起原任參領陳朝麟係廂紅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一千一百八十三兩零

(1,183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陳朝麟已故，將伊妻吳氏，子陳廷宣、妻柳氏、

子　格四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陳朝麟

祖陳廷慶閑散、陳懷佐原任佐領。 

    一起原任參領尚廷輔係正黃旗漢軍，因借欠公庫本利銀三千四百二十一兩零

(3,421兩)，除還過銀四百七十八兩(478兩)外，尚欠銀二千九百四十二兩零(2,942

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尚廷輔已故，將伊曾孫尚永、尚泰二口，於雍正二年

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尚廷輔祖尚福祥閑散、父尚安祿

原任阿達哈哈。 

    一起原任佐領趙良棟係廂黃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一千一百九十九兩零

(1,199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趙良棟已故，將伊妻江氏，子趙之鼎、妻吳氏，

孀媳張氏、陳氏，孫趙俊、妻張氏，趙信妻、趙氏，趙傑，趙儀，趙任，趙仁，

趙佩，趙儼，阿勒素十六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

屯在案，趙良棟祖趙天福閑散、父趙雲龍原任佐領。 

    一起原任佐領于珩係正白旗漢軍，因借欠公庫本利銀七千兩零(7000兩)，除

還過銀四千餘兩外，尚欠利銀三千四百八十六兩零(3,486兩)，家產盡絕無可著

追。將于珩並長子于景元妻祖氏，子八十七，女五姐，于珩之次子于瓚元，三子

于楠七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于珩祖于

尚賢閑散、父于變龍原任布政司。 

    一起原任柳州府知府王藻圖係正黃旗漢軍，因借欠公庫本利銀三千三百九十

六兩(3,396兩)，除還過及變抵一千五百二十七兩(1,527兩)外，尚欠銀一千八 

百六十八兩零(1,868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王藻圖已故，將伊妻劉氏，子王錫、

妻楊氏、子王鏐、保兒五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

屯在案，王藻圖祖王忠高、父王晉鄉俱閑散。 

    一起原任公庫主事王有道係廂紅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七千四百八十三兩零

(7,483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王有道革職發遣黑龍江，伊子王國梓、妻廖氏、

子定住，義孫王世基、妻何氏、子七十一，使女敖氏七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



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王有道祖王登、父王輔成俱閑散。 

    一起原任嵩明州知州雷御龍係正黃旗漢軍，因借欠公庫本利銀一千二百二十

六兩(1,226兩)，除還過銀一百二十六兩(126兩)外，尚欠銀一千一百兩零(1,100

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雷御龍發遣黑龍江，將伊子雷燮一口，於雍正二年七

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雷御龍祖雷興原任陝西巡撫、父雷

應原任楊州府知府。 

    一起原任知州祖應世係廂黃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二百七十六兩四錢(276.4

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祖應世已故，將伊媳周氏，孫祖學、祖八格、九格，

孫女大妞妞、二妞妞六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

在案，祖應世祖祖澤盛原授三品職、父祖建衡原任布政司。 

    一起原任廣東府知府陳于朝係廂黃旗漢軍，因借欠公庫本利銀一萬五百十四

兩(10,514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陳于朝已故，將伊妻王氏、長子陳俊英、妻

董氏，次子陳俊澤，三子陳官住，孫陳國璽、陳國謹、陳國珠八口，於雍正二年

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陳子朝祖陳尚忠閑散、父陳耀寬

原任驍騎校。 

    一起原任山東泗水縣知縣李淳係廂黃旗漢軍，因借欠公庫本利銀二千一百八

兩三錢(2,183.2兩)，除變抵銀五百九十七兩(597兩)外，尚欠銀一千五百十一兩零

(1,511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李淳已故，將伊妻蘇氏，長子李值、妻董氏，次

子李　、妻祝氏五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

李淳祖李清閑散、父李名崙原任佐領。 

    一起原任浙江嵊縣知縣蔣煒係廂白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三千一百二十兩零

(3,120兩)，除變抵銀二百七十兩(270兩)外，尚欠銀二千八百五十兩零(2,850兩)，

家產盡絕無可著追。蔣煒已故，將伊子蔣培質、妻高氏，孫蔣鎖、妻王氏，次孫

蔣越，孫女姊姊六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

蔣煒祖蔣筌原任佐領、父蔣廷桂原任侍郎。 

    一起原任知縣金之桂係廂白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二千七百十八兩零(2,718

兩)，除變抵銀三百九十三兩(393兩)外，尚欠銀二千三百二十五兩零(2325兩)，

家產盡絕無可著追。金之桂已故，將伊孀媳王氏一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

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金之桂祖金有功、父金國璽俱閑散。 

    一起原任知縣朱作楫係廂白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二千十兩(2,010兩)，家產

盡絕無可著追。朱作楫發遣黑龍江外，將伊妻馬氏一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

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朱作楫祖朱之瑞原任道、父朱本義原任副將。 

    一起原任廬鳳道傅作楫係廂白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二千四百兩(2,400兩)，

除變抵銀一千一百三十兩(1,130兩)外，尚欠銀一千二百七十兩(1,270兩)，家產盡

絕無可著追。傅作楫已故，將伊孫傅世祝、傅世俊二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

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伊祖父係何人之處，據該旗結稱因伊族中無

人，無檔可稽等語故未開載。 

    一起原任福建臺廈道梁文　係正白旗漢軍，因借欠台灣府知府王珍庫銀兩萬

八千二百五十兩(28,250兩)，除家產人口變抵外，其不能完納銀兩著落伊族人代

賠，梁文　已故，將伊妾周氏、楊氏、歐氏，子潮洲，女四姐，媳李氏、高氏，

孫梁瑤、梁璐、哈格，孫媳尚氏，孫女車姐，曾孫歪毛，曾孫女大姊、八兒十五

口，於雍正二年十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梁文　祖梁鳳鳴

原任參領、父梁述祖原任糧儲道。 

一起原任佐領胡什巴係廂白旗滿洲，因黃檔房案內，應賠銀五千六十一兩四



錢零(5,061.4兩)，胡什巴自備鞍馬效力軍前病故，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將伊子八

十六一口，於雍正二年四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胡什巴祖 

雅爾布閑散、父布爾塞原任拜他拉布勒哈兼拖沙拉哈 

    一起原領催胡里係廂白旗滿洲黃檔房，案內應賠銀二千八百七十四兩零

(2,874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胡里已故，將伊妻并子老格二口，於雍正二年四

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胡里祖石圖原馬甲、父和連阿原護

軍。 

    一起原任刑部郎中王文相係廂藍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三百兩零(300兩)，

家產盡絕無可著追。王文相已故，將王文相之子王汝梅、王汝楫，媳蔣氏、李氏，

孫青狗、王　，孫女二姐，孫媳于氏八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

庫、隨安插庄屯在案，王文相祖王有才閑散、父王君寵原任驍騎校。 

    一起原任御史嚴達禮係廂白旗滿洲，因欠鹽差等項共銀二萬四千二十兩

(24,020兩)，除變抵銀二千九百十兩(2,910兩)外，尚欠銀二萬一千一百十兩(21,110

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將嚴達禮并長子舒代妻關氏、次子郎圖妻何氏、三子

雅爾哈、妻解氏，四子福住、妻李氏，五子五格，六子六格，六格女妞妞、二妞

妞，舒代之子百受、妻白氏，次子六雅圖、女廣茂，郎圖之子董保住，次子三雅

圖，女姐兒，次女二姐兒，雅圖哈之子那爾泰，福住之子五雅圖，百受之子三格

二十四口，於雍正三年十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嚴達禮祖

蘇寧阿、父遂和諾俱領催。 

    一起原任工部郎中扎克旦係廂紅旗滿洲，因欠清片、銀錢及廣善庫銀兩、架

木、綵紬五項，共銀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八兩零(11,988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

將扎克旦并妻佛氏、子扎爾圖、那爾布、扎爾賽、保格，媳佛氏，孫達桑阿八口，

於雍正三年十月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扎克旦祖森特赫原任參

領、父禪布原任布政司。 

    一起原任衡永郴道黃如鈺係廂黃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二千三十三兩(2,033

兩)，除變抵銀九百九十九兩(999兩)外，尚欠銀一千三十四兩(1,034兩)，家產盡

絕無可著追。黃如鈺已故將伊妻徐氏，妾梁氏，子黃瀚，媳蔡氏，孫三達子、通

保、三兒七口，於雍正四年十二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黃

如鈺祖黃日芳原生員、父黃家遴原任知府。 

    一起候補知府李雲龍係廂藍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三百五兩零(305兩)，家

產盡絕無可著追。李雲龍已故，將伊媳尚氏，孫李士模，孫女三姐三口，於雍正

四年五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李雲龍祖李柱國原任盛京　

京、父李進孝原任知府。 

    一起原任參領沈竹係廂白旗漢軍，因拖欠各項銀一萬三千五百兩(13,500兩)

逾限分厘未交，經該旗參奏，奉旨著將刑部司官傳赴旗下衙門嚴行夾訊，欽此。

欽遵，審出家產及供出各人借欠銀兩，除抵足伊所欠銀一萬三千五百兩(13,500

兩)外，餘剩財產俱入官。沈竹擬斬，將伊妻張氏，妾王氏、孫氏，子沈際隆，

女大女、二女、三女、四女八口，於雍正四年十二月內咨送雍和宮入辛者庫，續

於雍正七年八月內奉旨，著將沈竹妻子由雍和宮庄屯取回京城，交與內務府總

管，賞與足住房間給食錢糧，欽此。隨派管領下在案。沈竹祖沈志禮原任按察司、

父沈廷松候選縣丞。 

    一起原任陝西涇陽縣知縣戴炳係廂白旗漢軍，因欠侵挪銀一萬四千一百六十

七兩零(14,160兩)，除還過并變抵共銀四百四十九兩(449兩)外，尚欠一萬三千七

百兩零(13,700兩)。戴炳已故，將伊妻并子戴天德二口，於雍正八年二月內咨送



雍和宮入辛者庫，於乾隆元年正月內，奏准將雍和宮包衣人等歸併內府上三旗，

入於臣衙門管領下在案，戴炳祖戴國祥原任　將、父戴朝鳳原任筆帖式。 

    一起閑散人圖爾泰係正白旗滿洲，因借欠房租銀二千八百兩零(2,800兩)，除

變抵銀八百七十二兩(872兩)，尚欠銀一千九百三十兩(1,930兩)，家產盡絕無可

著追。圖爾泰鞭責枷號將伊隻身於雍正四年二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

領下在案，圖爾泰祖圖爾宸原任侍郎、父圖爾嵩阿原柏唐阿。 

    一起原任副都統萬永棋係廂白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三千八百十五兩(3,815

兩），除還過銀一千四百九十六兩(1,496兩)外，尚欠銀二千三百十九兩(2,319兩)，

家產盡絕無可著追。萬永棋已故，將伊媳鄭氏、孫氏，長孫萬承熙、妻尤氏，次

孫萬承烈五口，於雍正五年五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萬永

棋祖萬夢賓原任副將、父萬養忠原任副將兼拜他拉布勒哈。 

    一起原任御史富森係正黃旗滿洲，因欠潘桃口監督任內稅銀二千八百六十五

兩八錢(2,865.8兩)，除變抵銀一千二百四十二兩(1,242兩)外，尚欠銀一千六 

百二十三兩八錢(1,623.8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將富森夫婦，妾巴顏珠，女妞

妞四口，於雍正五年九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富森祖圖拜

原護軍、父衣森原任員外郎。 

    一起革職七品官金國忠係廂藍旗漢軍，因於重利放債扣除錢糧，案內應追銀

一千七百二十四兩零(1,724兩)，除變抵銀四百三十四兩(434兩)外，尚欠銀一千

二百九十兩零(1,290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將金國忠并妻陳氏，妾崔氏，子二

格、三格、四格六口，於雍正五年五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

金國忠祖金有成原任佐領、父金為貴閑散。 

    一起原任庫使舒青厄係正紅旗滿洲，因拖欠西寧庫銀及馬駝價銀共二萬一百

九十七兩零(20,197兩)，除變抵銀五千七百六十二兩(5,762兩)外，尚欠銀一萬四

千四百三十五兩零(14,435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舒青厄已故將伊妻蘇姐、佟

姐，子舒其善，女五妞兒四口，於雍正五年十一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

管領下在案，舒青厄祖舒書布原任布政司、父常受原任員外郎。 

    一起閑散陳廷珩係廂藍旗漢軍，因私賣入官人口銀八十五兩(85兩)無可著

追。陳廷珩監故，將伊妻吳氏，子陳紀綬二口，於雍正五年五月內咨送臣衙門入

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陳廷珩祖陳義閑散、父陳友益鎗手。 

    一起原任戶部員外郎費岳塞係廂黃旗滿洲，因借欠軍需錢糧八千五百五十兩

(8,550兩)，除變抵銀一千五百五十兩(1,550兩)外，尚欠銀七千兩零(7,000兩)，家

產盡絕無可著追。費岳塞擬斬監故，將伊妻趙氏，子和尚七口，於雍正五年五月

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費岳塞祖布爾塞原任佐領、父拖和氣

原披甲。 

    一起原任御史富党係廂紅旗滿洲，因虧空借欠沈竹銀一千八百兩(1,800兩)，

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富党已故將伊妻范氏，女妞妞，子按保住、妻譚氏、女哈達

五口，於雍正六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富党祖雅蘇閑

散、父二吉圖原任驍騎校。 

    一起原任副都統張致係廂紅旗漢軍，因署理貴州提督印務時，侵欺銀二萬六

千三百餘兩(26,300兩)，除變抵銀一萬六千七兩二錢五分(16,007.2兩)外，尚 

欠一萬三百四十五兩七錢五分(10,345.7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張致擬斬監故，

將伊妻金氏，妾李氏，長媳吳氏，妾連，子七格，次子張居禮、妻郭氏、妾、五

兒、子黃狗、常有十口，於雍正七年十一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

在案，張致祖張進朝閑散、父張文魁原任佐領。 



    一起候補知府葉于桂係廂藍旗漢軍，因伊父原任戶部侍郎葉九思虧空各項銀

共四萬九千三百兩零(49,300兩)，除變抵銀二千三十兩(2,030兩)外，尚欠銀四萬

七千三百兩零(47,300兩)。葉于桂病故，將伊妻金氏、妾顧氏、子醜兒、女三格、

季格五口，於雍正七年閏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葉于桂

祖葉茂閑散、父葉九思原任侍郎。 

    一起原任鞏昌府知府何圖係正黃旗漢軍，因拖欠分賠等項共銀八千七百二十

九兩零(8,729兩)，除退還過及變抵共銀二千一百六十二兩(2,162兩)外，尚欠銀六

千五百兩(6,500兩)零，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將何圖并妻郎氏、妾閆氏、王氏，子

何純忠、何履忠、何秉忠，女奇兒八口，於雍正七年八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

奉旨賞與足住房間給食錢糧，欽此，隨派管領下在案，何圖祖何珍琦閑散、父何

澄監生。 

    一起原任福建建寧府同知趙洪基係廂白旗漢軍，因欠侵欺銀三千一百七十九

兩(3,179兩)零，除還過銀四十四兩(44兩)，尚欠銀三千一百三十九兩(3,139兩)

零，家產盡絕無可著追。趙洪基病故，將伊妻馬氏，妾胡氏，子趙深、妻王氏，

次子趙滋五口，於雍正七年十二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趙

洪基祖趙守高閑散、父趙宗周原任佐領。 

    一起原任雲南建永州知州尚崇　係廂藍旗漢軍，因欠侵銀等項銀八千二百十

兩零(8,210兩)，除變抵銀一千二百三十七兩(1,237兩)外，尚欠銀六千九百七十三

兩零(6,973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尚崇　已故，將伊子尚玉章、妻陳氏，尚玉

立妾二姐，尚玉彥，孫申格，孫女二姐、斗保、佛保九口，於雍正七年十二月內

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尚崇　祖尚可喜原平南親王、父尚之佐

原任散秩大臣。 

    一起原任山東鹽運使羅正係正白正旗漢軍，因欠虧空及分賠銀共二萬二千二 

百五十七兩八錢(22,257.8)，除變抵銀四千八百七十二兩(4,872兩)外，尚欠銀一萬

七千三百八十兩零(17,380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羅正監故，將伊妻妾陳氏、

蔡氏、吳氏，三子羅萬選、妾石氏、子元珠、女大姐，四子羅萬國、子六十兒、

女二姐，六子羅萬石、妻甘氏、子八十兒，七子羅萬德十四口，於雍正七年十二

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羅正祖羅仁英原任佐領、父羅文玉

原任道。 

    一起原任陝西葭州知州尚崇年係廂藍旗漢軍，因欠侵欺地丁等項銀共一萬十

七兩零(10,017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尚崇年已故，將伊子尚玉拱、尚玉持、

尚玉操三口，於雍正七年八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尚崇年

祖尚可喜原平南親王、父尚之盛原任副都統。 

    一起原任盛京戶部員外郎海孫係正黃旗滿州，因欠買米銀二百八兩(208兩)

除還過銀十五兩(15兩)外，尚欠銀一百九十二兩(192兩)零，家產盡絕無可著追，

海孫枷責訖并妻何氏、長子八十一、妻唐氏，次子八格、妻關氏，三子巴爾泰、

妻何氏，八格之女雅圖，巴爾泰之子六十八、女妞妞十一口，於雍正七年十月內

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海孫祖阿爾蘇閑散、父畫密那原任驍騎

校。 

    一起原任盛京戶部郎中偏圖係廂藍旗滿洲，因欠賣糧銀九百兩(900兩)，欠

銀二百兩(200兩)，除還過銀三百八十兩(380兩)外，尚欠銀七百餘兩(700兩)，糧

一萬一千一百十二石，稈子四千六百石，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偏圖擬斬監禁，將

伊妻鄭氏，長子那祿、妻關氏，次子那敏、妻關氏，三子那進、妻傅氏，四子那

魁，五子八十一、妻已氏，六子奇，女五妞兒，那祿之女達子，那敏之子那天棟、



七十三、女大妞妞，那進之子那達禮、女姐兒，八十一之女妞妞十九口，於雍正

七年十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偏圖祖格布爾布原任郎中、

父舒書原任筆帖式。 

    一起原任盛京戶部員外郎滿達禮係廂黃旗滿洲，因欠賣米銀八百七兩零(807

兩)，除還過銀一百一兩(101兩)外，尚欠銀七百六兩零(706兩)，家產盡絕無可著 

追。滿達禮已故，將伊妻蘇氏，女老格，子密靈阿、妻卜氏、子常明五口，於雍

正於雍正七年十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滿達禮祖勒克楚原

任城守蔚、父齊克登額原任佐領。 

    一起原任盛京戶部員外郎薩音達禮係廂黃旗滿洲，因欠買米銀二百七十六兩

(276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將薩音達禮并妻何氏，長子十格、妻姚氏，次子

二格五口，於雍正七年十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薩音達禮

祖呢喀禮閑散、父禮貴披甲。 

    一起原任丹陽縣知縣張經係正黃旗漢軍，因虧空挪移地丁米麥三項，共銀四

萬六百十五兩零(40,615兩)，除還過銀二百五十五兩(255兩)外，尚欠四萬三百六

十兩零(40,360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張經已故，將伊妻沈氏，子張本翰、

妻李氏，子六十八，女大妞、二妞六口，於雍正七年十二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

庫、隨安插庄屯在案，張經祖張成德原任頭等阿達哈哈、父張所養原任京口副

都統。 

    一起監生朱　聖係廂白旗漢軍，因借欠公庫本利銀一千三百六十五兩(1,365

兩)，除還過銀六百八十二兩(682兩)外，家產盡絕無可著追。朱　聖已故，將伊

子朱雲漢一口，於雍正七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朱　

聖祖朱延禧原任都統、父朱廷彩步軍。 

    一起原任盛京庫使僧額忒係廂藍旗滿洲，因侵蝕庫銀三千八百七十八兩八錢

(3,878.8兩)，除還過銀及變抵銀共二千兩六錢(2,000.6兩)交部外，尚欠銀一千八

百七十一兩零(1,871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僧額忒擬斬監禁，將伊子蒙古爾代，

於雍正七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僧額忒祖額爾忒、父

西爾忒俱原領催。 

    一起原任學士巴喜係廂黃滿洲，因於蘭州按察司任內虧空軍需銀七萬九千五

十六兩(79,056兩)，除變抵銀七千九百八十四兩(7,984兩)外，尚欠銀七萬一千七

十二兩(71,072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巴喜已故，將伊妻那氏并孀媳王氏，女

四ㄚ頭，子雅　妻關氏，次子該○、妻佟氏，子五梅薩兵阿，巴喜之次子保安、

妻姜氏，五子巴泰、妻佟氏、子百受、百平，六子五福，七子明福十七口，於雍 

正七年八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巴喜祖奴塞閑散、父胡朱

原任員外郎。 

    一起原任江常道許廷試係廂黃旗漢軍，因欠軍需案內核減銀三十七萬六千五

百八十一兩零(376,581兩)，除變抵銀一千五十九兩五錢(1,059.5兩)外，尚欠銀三

十七萬五千五百二十二兩零(375,522兩)，許廷試已故，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將伊

孀媳劉氏，次子許從恭二口，於雍正八年二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

屯在案，許廷試祖許成功閑散、父許天寵原任廣東提督。 

    一起原任江西布政司許兆麟係正紅旗漢軍，因伊願捐赴陝修工銀五萬兩

(50,000兩)，除還過并變抵銀七千五百九十七兩(7,597兩)外，尚欠銀四萬二千四

百二兩(42,402兩)零，家產盡絕無可著追。許兆麟監故，將伊妻馬氏，妾唐氏，

子許禮、許傑、許英、許坤、許叢，媳郭氏、石氏、吳氏、葉氏、王氏、崔氏，

孫許全、許喬、許俊、許忠、許錦、許鐸、許春、許奇、許榮、許剛、騰蛟、起



鳳，孫媳于氏、高氏、王氏、尤氏、王氏，孫女朝姐、興姐、瑞姐、黑姐、大姐、

文姐、六姐、假姐三十九口，於雍正八年三月內咨送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

庄屯在案，許兆麟祖許纓閑散、父許世昌原任巡撫。 

    一起原任御史謨爾洪係正黃旗滿州，因欠長蘆鹽道任內侵貪銀二萬七千五百

四十七兩(27,547)，并分賠員外郎任內未行徵完投充蠻子所欠無著錢糧銀四千六

百三十二兩零(4,632兩)，共銀三萬二千一百七十九兩(32,179兩)，家產盡絕無可

著追。謨爾洪擬斬監禁，將伊妻劉氏一口，於雍正八年二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

庫、隨派管領下在案，謨爾洪祖郭堪閑散、父蒿含原護軍。 

    一起原任通州知州李麟業係正紅旗漢軍，因欠應追庄銀并收存米石照定價作

銀共三千三百三十四兩零(3,334兩)，除還過并變抵共銀一千九百三十六兩(1,936

兩)外，尚欠銀一千三百九十七兩(1,397兩)零，家產盡絕無可著追。李麟業監禁，

將伊母張氏，子李　、保兒，女三妞妞四口，於雍正八年二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

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李麟業祖李恒茂原任京口防禦、父李基和原任江西巡撫。 

    一起原任壽州知州王帝臣係正白旗漢軍，因欠挪移地丁銀二萬七千兩零

(27,000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王帝臣已故，將伊妻黃氏，妾于氏，媳胡氏， 

孫金格，女達子、二格六口，於雍正八年五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 

屯在案，王帝臣祖王世傑原任守備、父王鎮原任知府。 

    一起原任蘭州同知王永璧係正黃旗漢軍，因欠挪移糧茶草束共銀八萬三千三

百六十四兩九錢七分(83,364.9兩)，除完過銀一千一百五十七兩五錢五分(1,157.5

兩)外，尚欠銀八萬二千二百七兩四錢二分(82,207.4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王

永璧已故，將伊子王佺一口，於雍正八年三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

屯在案，王永璧祖王國泰閑散、父王來任原任巡撫。 

    一起原任江南太倉州知州李颺廷係廂藍旗漢軍，因欠挪移民欠及軍需等項銀

二萬一千六十兩零(21,060兩)，除變抵銀八十七兩(87兩)外，尚欠銀二萬九百七

十三兩(20,973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李颺廷已故，將伊子官松、八兒二口，

於雍正八年三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祖李勝原任阿達哈哈

、父李可成原任知縣。 

     一起原任江南華亭縣縣丞陳廷琦係廂藍旗漢軍，因欠侵欺銀一萬一千六百

八十五兩八錢零(11,685.8兩)，除變抵銀二百十七兩九錢(217.9兩)外，尚欠銀一

萬一千四百六十七兩零(11,467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陳廷琦監禁，將伊妻楊

氏，子陳繼莊、陳繼智、陳繼仁、預保五口，於雍正八年三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

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今據該旗咨稱陳廷琦恭遇恩赦釋放，陳廷琦祖陳萬福閑

散、父陳友謙原任守備。 

    一起原任卲武縣知縣董正祚係正白旗漢軍，因欠侵欺銀三萬一千七百九十五

兩七分(31,795兩)，除還過銀一千二十兩(1,020兩)外，尚欠銀三萬七百七十五兩

零(30,775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董正祚監故，將伊妾王氏、梁氏二口，於雍

正八年三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董正祚祖董廷相閑散、父

董安國原任侍郎。 

    一起原任江南含山縣知縣戴大任係正紅旗漢軍，因欠侵欺挪移銀四千二百五

十五兩零(4,255兩)，除還過銀八百五十二兩(852兩)外，尚欠銀三千四百三兩(3,403

兩)零，家產盡絕無可著追。戴大任已故將伊妻張氏、妾趙氏、子戴思經、媳王

氏、孫保兒五口，於雍正八年三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 

戴大任祖戴有鳳原任佐領、父戴良佐原任知州。 

    一起原任沛縣知縣佟世集係廂黃旗漢軍，因欠侵挪等項共銀一萬五千六百七



十一兩(15,671兩)零，除變抵銀七十兩(70兩)外，尚欠銀一萬五千六百一兩零

(15,601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佟世集監故，將伊子佟錦一口，於雍正八年六

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佟世集祖佟方年閑散、父佟國正原

任巡撫。 

    一起原任滁州知州申奇彩係廂藍旗漢軍，因欠侵欺挪移銀三千九十一兩零

(3,091兩)，除變抵銀五百九十兩(590兩)外，尚欠銀二千五百(2,500兩)零，家產

盡絕無可著追。申奇彩已故，將伊妻花氏，子申俊偉二口，於雍正八年三月內咨

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申奇彩祖申朝紀原任總督、父申偉抱原任

安慶道。 

    一起原任工部郎中朱滿係正白旗滿洲，因欠修理托來布拉克蒙古地方廟工正

項錢糧，并侵蝕腳價銀共二萬兩千八百十兩(22,810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朱

滿擬斬，將伊妻關氏，妾德姐，長子阿思哈、妻那氏，子安成、妻汪氏，三子安

寧七口，於雍正十三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朱滿祖羅

敏原任侍郎、父安泰現任佐領。 

    一起革退監生李元琮係廂紅旗漢軍，因訛詐伊兄李元璽交官銀五千兩(5000

兩)，除還過銀四百五十三兩(453兩)外，尚欠銀四千五百四十七兩(4,547兩)，家

產盡絕無可著追。李元琮監候發落，將伊妾楊氏、張氏，子李成龍、三小四口，

於雍正八年五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今據該旗咨稱李元琮

恭遇恩赦釋放，李元琮祖李逄茂原任總兵官、父李國柱閑散。 

    一起原任陝西莊琅同知遲瑛係正白旗漢軍，因欠核減軍需等項銀共一千一百

四十兩(1,140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遲瑛監故，將伊妻孫氏，長子遲維垢、妻

崔氏，子泰官，女妞兒，二妞兒，次子遲維璧七口，於雍正九年九月內咨送臣衙

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遲瑛祖遲躍龍、父遲日晉俱閑散。 

    一起寧古塔驛站章京石保係廂白旗滿洲，因欠剋漏各驛銀九千三百八十七兩

零(9,387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石保擬斬監禁，將伊妻唐氏，妾張氏，子富 

成厄、妻吳氏四口，於雍正九年二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

石保祖希藍泰原任筆帖式、父卓落原任驍騎校。 

    一起原任司庫額凌額係正白旗滿洲，因欠節省分賠等項共銀六千六十六兩零

(6,066兩)銀一百六十七千四百十文，除變抵銀四百二十九兩(429兩)外，尚欠銀

五千六百三十七兩(5,637兩)零錢一百六十七千四百十文，將額凌額併伊妻吳氏，

妾白姐，子七福，女三格、四格六口，於雍正九年五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

隨派管領下在案，額凌額祖德庫勒原前鋒、父額庫禮原任戶部侍郎。 

    一起原任兩當縣知縣孫芳係正白旗漢軍，因虧空軍需銀五千五百八十兩零

(5,580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孫芳擬斬監禁，將伊妻戴氏，妾夏氏，子六達子、

妻黃氏四口，於雍正九年九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孫芳祖

孫有倫、父孫承業俱閑散。 

    一起原馬甲劉瓚係正白旗漢軍，因隱瞞入官地畝賣得價銀一千三百兩(1,300

兩)內，交過銀五兩(5兩)外，家產盡絕無可著追。劉瓚擬絞監候，將伊妻張氏，

子劉希聖、劉述聖、三格四口，於雍正九年五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

庄屯在案。今據該旗咨稱劉瓚恭遇恩赦釋放。劉瓚祖可禮、父劉長慶俱閑散。 

    一起原任工部郎中蘇赫係正白旗滿洲，因欠軍需養駝及分賠等項，共銀六萬

六千四百四十六兩零(66,446兩)，除變抵銀五千四百四十五兩零(5,445兩)，尚欠

銀六萬一千一兩零(61,001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蘇赫交部治罪，將伊妾趙氏、

嚴氏，趙氏子烏凌阿，四口雍正十一年十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



在案，蘇赫祖孫塔原任郎中、父蘇爾德原任副都統。 

    一起原任寧古塔副都統多索禮係正白旗滿洲，因欠庄銀四千四百十七兩零

(4,417兩)不能完納。多索禮擬斬，將伊妻傅氏，妾白氏，子六格、八格四口於雍

正十二年八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多索禮祖代敏原任協

領、父多禮原任頭等侍衛。 

    一起原任巡撫高啟桂係正黃旗漢軍，因山東布政司任內欠捐穀羨餘銀七萬七

百四兩(70,400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高啟桂已故，將伊妾張氏，子高永正、

妾宋氏，長子高文英、妻芮氏，次子高文朝，女福元，孫玉貴，孫女遇路九 

口，於雍正十三年六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高啟桂祖高維

新生員、父高倫閑散。 

    一起原任通政使司博爾多係廂白旗滿洲，因布政司任內欠修理堤工等項共銀

六萬八千八百六十六兩(68,866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博爾多監禁，將伊妻關

氏，妾張氏、李氏，子博齊太四口，於雍正十三年八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

隨派管領下在案，博爾多祖厄色原任頭等阿達哈哈兼護軍參領、父保住原任城

守尉。 

    一起原任四川按察司劉世奇係正黃旗漢軍，因欠夔關稅銀餘平，併冒給舖司

工食等項，共銀六萬九千四百九十七兩零(69,497兩)，除家產并開欠人員內已完

認退還銀八千九百五十五兩零外(8,955兩)，尚欠銀六萬五百四十六兩零(60,546

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劉世奇監故，將伊妻楊氏，子劉錦、妻張氏三口，於

雍正十三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劉世奇祖劉顯光原任

知縣、父劉國靖原任淮陽道。 

    一起原任嘉興府知府吳永芳係正黃旗漢軍，因欠銅價銀二萬三十五兩(20,035

兩)零，并伊家人胡二等借欠銅觔變價銀六千一百六十五兩(6,165兩)，共銀二萬

六千二百兩零(26,200兩)，除變抵銀一千七百六十八兩(1,768兩)外，尚欠銀二萬

四千四百三十一兩零(24,431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吳永芳擬斬監禁，將伊

妻何氏，妾柯氏，子吳鐫、吳　、吳鴻，女用愚、一愚七口，於雍正十二年正月

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吳永芳祖吳有德原任佐領、父吳存禮

原任巡撫。 

    一起原任江西德安縣知縣蕭斌係廂藍旗漢軍，因欠侵欺銀二千八百兩零

(2,800兩)，除變抵銀九百二十兩(920兩)外，尚欠銀一千九百五十兩零(1,950兩)，

家產盡絕無可著追。蕭斌擬斬，將伊妻張氏，孫十格、六格三口，於雍正十三年

六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蕭斌祖蕭九德原任三等侍衛、父

蕭宣福原任參領。 

    一起原任理藩院司庫五十八係廂黃旗滿洲，因欠偷庫銀及分賠等項共銀二千

七十七兩(2,077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五十八已故，將伊妻關氏，長子謨爾 

泰、妻趙氏，次子三達子，女二姐，孫女妞妞六口，於雍正十三年正月內咨送臣

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五十八祖金塔喜閑散、父索爾和原任郎中。 

    一起由戶部送到買賣人胡嘉佩、盧自忠、胡國標、李從新、董明珩、黃朝佐、 

高文榮、扈廷銳、李顯龍、夏國榮、李子芳、教鐸俱係遼陽州旗下漢軍，因借欠

盛京戶部庫銀六萬兩(60,00兩)，除還過本利共銀二萬八千兩(28,000兩)外，尚欠

本利共銀六萬六千兩零(66,000兩)，逾限不能完納，家產交與各該旗查核變價，

將胡嘉佩、盧自忠、胡國標、李從新、董明珩、黃朝佐、高文榮、扈廷銳、李顯

龍、夏國榮、李子芳、教鐸等發遣黑龍江，伊等妻子男婦共五十四口，於雍正三

年十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伊等祖父係何人之處戶部咨稱



無憑可稽等語故未開載。 

    一起由刑部送到原任管理盛京驛站佐領王士貴、常文英等，因虧空侵蝕各驛

銀兩一案，將伊等所有家產交官變抵外，其未完銀兩實係家產盡絕無可著追。王

士貴、常文英擬斬監候，將王士貴之妻白氏，子清久、二格、五格、六格，女三

妞妞六口。常文英之妻陳氏，長子常永素，次子常永澤、妻開氏，三子常永順、

妻穆氏，孫大達子、七十四、眾神保，孫女大妞妞、二妞妞十一口，於雍正三年

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伊等祖父係何人之處刑部咨稱無

憑可稽等語故未開載。 

    因犯罪入辛者庫者二十二起 

    一起原任四川巡府蔡珽係正白旗漢軍，因身犯諸罪擬斬著監候。除伊長子蔡

永禧因修永平府城工不堅被水沖塌，經部發遣外，將蔡珽之妻梁氏，妾孫氏、張

氏，并長子蔡永禧之妻戴氏，妾邱氏、李氏，次子蔡永年、妻張氏、妾孟氏，三

子蔡永連，四子蔡永福，孫立格十二口，於雍正五年十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

隨安插庄屯在案，蔡珽祖蔡世奇閑散、父蔡敏秀原任知州。 

    一起原任刑部郎中兆林係白正旗滿洲，因斷案徇私，將兆林并妻周氏，子薩

哈亮、何英、冬至，媳李氏六口，於康熙三十九年九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

隨派管領下在案，兆林祖白穆哈閑散、父阿爾布坦原任佐領。 

    一起原任御史海倫係正黃旗滿洲，因康熙三十九年奉旨，海倫甚有鑽幹無所 

不至，著給與傘上行走，其妻著在阿穆遜上當差，所有家產抄沒入官，子嗣俱著

入辛者庫欽此。將海倫夫婦妾五口，長子西散夫婦，次子泰散，三子起散，四子

興散，孫阿布奈、常明十四口，於康熙三十九年三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

派管領下在案，海倫祖蘇已海閑散、父烏爾佳器原任三等阿達哈哈。 

    一起原前鋒陶住係廂白旗滿洲，因私造制錢治罪。將陶住并妻李氏，子寧古

塔三口，於康熙三十九年十二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陶住

祖巴彥布原前鋒、父穆成額原任庫使。 

    一起原任興京城守尉殷特係正黃旗滿洲，因與內大臣松額圖帶信轉寄侍郎興

安，照看發遣犯人姜黃一案，殷特身故，將伊家產入官，伊妻那氏，妾大梅，子

老誠三口，於康熙四十二年六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殷特

祖代順阿、父雅出倫俱護軍。 

    一起閑散尼堪係廂藍旗滿洲，因不當步軍差使經該部都統參奏治罪，將尼堪

并子五蘭二口，於康熙四十三年十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

尼堪祖衣爾布、父王倉兒俱原披甲。 

    一起原任古北口總兵衙門筆帖式那敏係廂黃旗滿洲，因派富戶將應交戶部解

送軍前銀六千兩(6,000兩)，分厘未交經該旗參奏，將那敏并妻伊氏二口，於康熙

五十二年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那敏祖魏和訥原前鋒、父永

泰原任驍騎校。 

    一起原任總督何受係正黃旗滿洲，因向李喣說令買蘇州女子，諂諛阿其那一

案。何受病故家產抄沒入官，將伊妻并妾秦氏、秀姐、五雲、康姐、周姐、梁姐，

子寧保夫婦、妾福雲、鳳姐、蘇姐，子舒世泰、舒世德、舒世保、舒世圖、舒世

祿、女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二十一口，於雍正五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

庫、隨派管領下在案，何受祖奴彥閑散、父厄林原任給事中。 

    一起原允　之哈哈珠子雅圖係正白旗滿洲，因允　事發將雅圖正法，家產入

官伊長子成喜，次子百受，媳郎氏，孫大小子、二小子、三小子、四小子，孫女 

大妞妞、二妞妞，雅圖之妾申姐十口，於雍正五年九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



隨派管領下在案，雅圖祖阿爾拜原任蘇拉章京、父溫代原任副都統。 

    一起原允　護衛二海係正黃旗滿洲，因勸允　與阿其那結黨一案，二海擬斬

監禁家產抄沒入官，將伊妻馬氏，妾巴音珠，長子厄爾登、妻劉氏，次子海靈，

三子狗兒，四子五福，女六十七、洪生九口，於雍正五年九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

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二海祖蘇馬拉原任驍騎校、父洪闊原任協領。 

    一起原任布政司佟吉圖係正白旗滿洲，因私動庫銀等罪，將家產抄沒入官，

伊親弟佟昆，親子佟嘉昌發遣盛京外，佟吉圖擬斬監，將伊妾馬氏、江氏、小燕、

陳環，女大姐，媳吳氏幼女一口共八口，於雍正六年五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

隨派管領下在案，佟吉圖祖兆三原任給事中、父伯吉原任侍郎。 

    一起原任副都統常來係正紅旗滿洲，於康熙五十七年二月內因朱天保悖旨妄

奏案內，經刑部定擬具奏，奉旨，將常來免其處決永遠枷號欽此。將常來永遠枷

號，其妻子入辛者庫，續於本年十月內遵旨，將常來釋放，著委署炮銀章京遣往

軍前效力，因進藏有功，於雍正二年八月內經兵部議敘軍功案內，將常來之功准

其抵折永遠枷號之罪，又於雍正十三年七月內，經該旗將常來并軍前回京生育三

子六十九、成福、福德四口補送臣衙門入辛者庫等，因查康熙五十七年四月內，

經正紅旗滿洲都統咨送常來之妻并子常太、希魯、德祿、常德、四德、雙全，長

女次女三女，常太之妻及長女次女、希魯之妻及長孫十五口咨送臣衙門入辛者

庫，不許伊等入紫禁城緊要處，令派外邊苦差行走，等因經臣衙門著分管領下派

當外邊苦差等因具奏。奉旨將此類停其交入管領下，著均分賞給弘曙、弘昇，欽

此。隨將常來之妻子十五口遵旨賞給弘曙、弘昇在案，常來祖巴爾圖閑散、父邦

那密原任頭等阿達哈哈兼步軍協領。 

    一起原任侍郎朱都納係正紅旗滿洲，於康熙五十七年二月內，因伊子翰林院

檢討朱天保一案經刑部定擬具奏，奉旨朱天保苟圖徼　悖旨妄奏，及詢問時又將

伊父首出，將朱天保交與伊族并佐領著伊父朱都訥親看即行完結。朱都訥免其處

決永遠枷號，伊等妻子入官欽此。該旗將朱都納之妾趙氏、蒲氏，子明保、寧保，

長女次女三女并朱天保之妻及女共九口，於康熙五十七年四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 

者庫，不許在紫金城緊要處，令派在外邊苦差行走，等因經臣衙門著分管領下派 

當外邊苦差等因具奏。奉旨將此類停其管領下著均分賞給弘署、弘昇欽此。隨將 

朱都納子孫九口遵旨賞給弘署在案，朱都納祖多布察閑散、父鄂爾濟安原領催。 

    一起原任同知葉于喬係廂藍旗漢軍，於康熙五十七年，因惡棍孟光祖指稱誠

親王詐騙一案，經九卿會審定擬具奏。奉旨孟光祖著改即處斬，葉于喬為人甚惡

罪不可宥著革職，將妻子一併發入上三旗辛者庫行走欽此，將葉于喬妻辛氏，子

葉棠、葉森、葉楠、葉○、葉之芬、葉之芳，女淑姐，媳王氏、祖氏，孫慶麟十

二口，於康熙五十七年十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葉于喬祖

葉中翠閑散、父葉九思原任戶部侍郎。 

    一起原任左都御史能泰係正白旗滿洲，因革職坐臺不實心效力治罪，抄沒家

產，查出竟將硃批旨意成造手卷二箇，參奏。奉旨，能泰著免其斬罪入辛者庫，

令其效力贖罪，欽此。將能泰夫婦，子殷登格、格塞禮、　齊五口，於雍正六年

十一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能泰祖朱克書原任喀倫達、父

伊馬喇原任頭等阿思哈尼哈兼佐領。 

    一起原任江蘇按察司董永芠係正黃旗漢軍，因妄奏安瑞成因姦毆死家人宋常

受之妻程，令張標將宋常受致死滅口一案，董永芠擬斬監候家產入官，將伊妻張

氏，妾彭氏、劉氏、杜氏、劉氏、金氏，子董子城、董子垣、董子垓、思格、五

格、長安，女六姐、閆姐、榮姐、十姐、小姐十七口，於雍正七年八月內咨送臣



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董永芠祖董希齡閑散、父董學禮原任頭等精奇

尼哈。 

    一起原任戶部主事巴達子係廂白旗蒙古，因在軍前搶奪運糧駱駝售賣一案，

巴達子已故，將伊妻并長子五十九夫婦，五十九次女，子　頂，三子黑達子，四

子四格，女妞妞八口，於雍正十一年九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

案，巴達子祖馬齊那原任驍騎校、父圖孤齊原領催。 

    一起原任員外郎旭照係正白旗滿洲，因雕刻假印謊領庫銀二萬兩(20,000

兩)，旭照懼罪自縊，家產抄沒入官，將伊妾大兒、　兒、三姐，子岳喜五、群 

兒、六兒、黑格、小七兒，女大姐、二姐十口，於雍正十一年十二月內咨送臣衙

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旭照祖岳岱原任按察司、父岳林原任員外郎。 

    一起原任護軍多爾吉係廂黃旗蒙古，因在軍前獲罪正法，將伊母伊妻并子立

住、鎖住、印保，女四格，弟敦住克，伊子六十九，多爾吉之族姪門都，孫伊子、

雅圖、鎖住、三保、破臉兒十三口，於康熙四十七年十二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

庫、隨派管領下在案，多爾吉祖孟克閑散、父阿都賴原領催。 

    一起由刑部送到革職直隸總督李維鈞，因係年羹堯黨類，其所有房屋抄沒，

李維鈞擬斬監候，將伊妻張氏，妾周氏、趙氏，子李滿、李博、李藩、李松、貴

官、閏官，媳王氏十口，於雍正六年三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

案，伊祖父係何人之處，刑部咨稱無憑可稽等語故未開載。 

    一起由刑部送到塞思黑家下投充買賣人假德，係直隸永清縣民人，緣塞思黑

事發於庫儲為奴後，伊家人路二首出隱瞞買賣及子嗣未行入官一案，除首出買賣

照例入官外，將伊子劉正、劉秉、劉元三口，於雍正六年十二月內咨送臣衙門入

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伊祖父係何人之處刑部咨稱無憑可稽等語故未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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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原任將軍奇禮德係廂黃旗蒙古，拖欠軍需銀三千三百兩(3,300兩)，因家

產盡絕無可著追。奇禮德已故，將伊妻并孫阿克敦、阿爾泰三口，於雍正五年十

二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奇禮德祖嘎爾馬原任二等侍衛、

父那爾扎原任散秩大臣。 

    一起原任陝西臨洮府知府董式金係正藍旗漢軍，因虧空陳茶庫茶及茶馬變價

銀三萬五千四百十八兩三錢零(35,418.3兩)，穀七百二十五石五合(725 石)，除變

抵銀二百十三兩(230兩)外，尚欠銀三萬五千二百兩零(35,200兩)，穀七百二十五

石五合(725 石)，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將董金并妻李氏二口，於康熙五十年三月

內咨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董式金祖董廷相原任協領、父董宏原任

通判。 

    一起原任八品官李鳳林係正白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一千二百二十兩零

(1,220兩)，除變抵銀三十兩(30兩)外，尚欠銀一千一百九十兩(1,190兩)，家產盡 

絕無可著追。李鳳林已故，將伊長子李廷璽妻馮氏，次子李廷弼、妻夏氏，孫李 

國棟、譚氏六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李

鳳林祖李天貴原任佐領、父李化龍閑散。 

    一起原任二等輕車都尉李鴻勳係廂藍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一百七十兩零

(170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李鴻勳已故，將伊子李廷芳并妻周氏，女黑子，

次女四兒四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李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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勳祖尚遵原任都司、父李玉龍原任二等輕車都尉。 

    一起原任七品官李鴻猷係廂藍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五百十三兩零(513

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李鴻猷已故，將伊子李廷芝并妻戴氏，子達色、陶氣

兒四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李鴻猷祖李尚

遵原任都司、父李玉龍原任二等輕車都尉。 

    一起原任一等子唐之汾係廂藍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三千七百兩零(3,700

兩)，除抵變銀一千九百五十四兩(1,954兩)外，尚欠銀一千七百兩零(1,700兩)家

產盡絕無可著追。唐之汾已故，將伊長子唐訥、妻左氏，次子唐祝、孫唐開元四

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唐之汾祖唐通原

任一等子兼散秩大臣、父唐翰輔原任一等子。 

    一起原任雲南騰越州知州唐翰弼係廂藍旗漢軍，因欠公庫銀一千六百兩零

(1,600兩)，除家人八口變抵外、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唐翰弼已故，將伊長子唐之

　、妻王氏，次子唐之稷、妻于氏，孫唐銓五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

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唐翰弼祖唐起蛟閑散、父唐通原任一等子兼散秩大

臣。 

    一起原任參領劉顯位係廂藍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七千三百四十二兩(7,342

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劉顯位充發黑龍江，將伊妻李氏，子劉之璘、妻高氏， 

孫劉鐸四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劉顯位

祖劉世俊閑散、父劉光弼原任江西提督兼世襲輕車都尉。 

    一起原任員外郎陳懷德係鑲紅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七百三十兩(730兩)

零，家產盡絕無可著追。陳懷德已故，將伊子陳朝輔，孫陳廷玥、陳廷琳、陳廷 

瑞四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陳懷德祖陳

一功、父陳邦慶俱閑散。 

    一起原領催阿爾泰係鑲白旗滿洲，因欠黃檔房案內銀一萬四千兩(14,000兩)

零，家產盡絕無可著追。阿爾泰已故，將伊妻王氏，子伊達色、黑達色三口，於

雍正二年四月內咨送雍和宮入辛者庫，於乾隆元年正月內遵旨，將雍和宮包衣人

等歸併內務府上三旗，入於臣衙門管領下在案，阿爾泰祖訥隸原披甲人、父隆塞

原領催。 

    一起原任驍騎校愛因布係鑲白旗滿洲，因欠黃檔房案內銀二千三百八十七兩 

(2,387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愛因布已故，將伊子厄爾庫、妻崔氏、子阿林泰

三口，於雍正二年四月內咨送雍和宮入辛者庫，於乾隆元年正月內遵旨，將雍和

宮包衣人等歸併內務府上三旗，入於臣衙門管領下在案，愛因布祖蘇巴海閑散、

父八十原任佐領兼護軍參領。 

    一起原領催烏林泰係鑲白旗蒙古，因欠黃檔房案案內銀一千九百兩(1,900

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烏林泰已故，將伊子四保一名，於雍正二年四月內咨

送雍和宮入辛者庫於乾隆元年正月內遵旨，將雍和宮包衣人等歸併內務府上三

旗，入於臣衙門管領下在案，烏林泰祖七十四原任驍騎校、父拜思海閑散。 

    一起原任三等輕車都尉張啟輝係鑲藍旗漢軍，因借欠公庫銀六百八十兩零

(680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張啟輝已故，將伊妻林氏，孫張達、張通、張邁，

孫媳閆氏，張達之女六口，於雍正二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

在案，張啟輝祖係何人之處，據該旗咨稱無憑可稽等語故未開載，父張選原任三

等輕車都尉。 

    一起原任工部郎中傅爾賽係鑲藍旗滿洲，因欠捐規著落修堤等項，銀四千六

百二十六兩零錢五十四千文又欠架木一千四百八十七根(1,487 根)，家產盡絕無可



著追。傅爾賽擬斬著監候，將伊妻并子何龍訶、豐盛額、六十八四口，於雍正 

五年十一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今據該旗咨稱傅爾賽恭遇，

恩赦釋放傅爾賽祖黑色原任員外郎、父拉他原任主事。 

    一起原任盛京協領蘇麻拉已故，將伊長子倭昇額、妻何氏，子明德、妻傅氏，

子渣拉分，女黑姐咨，子豐盛額、妻張氏，三子額爾登厄、妻尚氏，子八十四， 

子烏爾登厄、妻李氏，女妞妞十四口，於雍正六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

隨派管領下在案，蘇麻拉祖阿及那閑散，父花善原任佐領。 

    一起原任盛京協領進布係正白旗滿洲，因欠私用錦州稅銀，及賣牛馬等項銀

五千一百餘兩(5,100)兩，家產盡絕無可著追。進布已故，將伊妻并孫女二口，於

雍正六年七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進布祖多荷隆原任三等

輕車都尉、父穆成額原任侍衛。 

    一起原任太樸寺卿張文燦係廂紅旗漢軍，因欠分賠銀六萬六千五十九兩

(66,059兩)零，除抵變銀五百八兩(508兩)零，尚欠銀六萬五千五百五十兩(65,550

兩)零，家產盡絕無可著追。張文燦已故，將伊妻高氏，妾蕭氏、李氏，子張之

均、張之　、張之增、張之堪、張之　、張之垣，媳馬氏、盧氏、鮑氏、李氏、

楊氏、戴氏，孫張鵬年、張嵩年、張鼎年、八十四、三泰，孫媳彭氏、二十一口，

於雍正八年三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安插庄屯在案，張文燦祖張儒秀原任

巡撫、父張成思閑散。 

    因犯罪入辛者庫者四起 

    一起原寧古塔披甲人阿思哈係廂黃旗滿洲，因襲佐領引見倨慢失儀，遵旨將

阿思哈入辛者庫，於康熙三十九年十月內由寧古塔將軍處，將伊妻送至并阿思哈

共二口，入於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阿思哈祖綽和那、父色爾申俱

原披甲人。 

    一起原任雲騎尉遂哈係正藍旗滿洲，於康熙三十九年因同驍騎校倭爾德等巡

查私蔘，共搜得蔘四百六兩，遂哈倭爾德等私分蔘十六兩一案，經部擬絞具題，

奉旨，遂哈等免其處決著入在辛者庫，欽此。將遂哈妻王氏，長子代達、妻傅氏，

次子索住，女佛羅珠六口，於康熙三十九年十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

領下在案，遂哈祖溫隹器、父和倫俱閑散。 

    一起原任驍騎校倭爾德係正紅旗滿洲，於康熙三十九年因同雲騎尉遂哈等巡

查私蔘，共搜得蔘四百六兩，倭爾德遂哈等私分蔘十六兩一案，經部擬絞具，旨 

倭爾德免其處決著入在辛者庫，欽此。將倭爾德，妻關氏，子巴什四格，女阿燕

珠、塞本珠六口，於康熙三十九年十月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  
倭爾德祖雅爾胡達、楊武達俱閑散。 

    一起原任郎中岳州係正藍旗滿洲回，鑽謀布政司一案，將家產抄沒入官，岳

州并伊次子莽得祿發遣黑龍江，岳州之妾，莽得祿之妾王氏，長子蘇爾泰、妻張

氏，莽得祿之妻善氏，女妞妞，三子查本泰，四子五達子七口，於雍正二年二月

內咨送臣衙門入辛者庫、隨派管領下在案，岳州祖巴、父僧格俱前鋒。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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