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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清會典為清代官方編修的政書，記載了清代的政府體制與各項典章制度，

是研究清代制度史的重要文獻。其中所收，無論是綱要性質的「典」還是記載制

度沿革的「例」皆具有豐富的研究價值。然而，乾隆朝以後將會典內容依典例性

質分別成書，卻使得研究者無法直接查閱同一制度的典與例，即使同時翻閱兩書，

也往往受限於兩書編排上的差異，而難以有效率的找出具關聯性的內容。因此本

研究嘗試透過資訊技術的輔助，自動化整合典與例這兩種不同性質的記錄。 

本研究以乾隆朝編纂的《欽定大清會典》及《欽定大清會典則例》為例，首

先分析其編寫格式，並依此整理兩書所收內容。除了將敘述各項制度的文字分割

開、依照原書劃分的部門及職掌分門別類之外，則例的部分亦自動擷取其時間資

訊。書中的編排另有一特定規則，能將所述內容相近的制度辨別出來。此一層關

係雖不若明確書寫的分類般清晰可見，但對各制度的內容劃分仍是極具重要性。

因此我們將各條目依此編排特性歸類，每種性質相似的內容稱為一個「主題」。 

接下來，我們比對會典與則例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分別從分類、主題、條目

等三個不同層面切入，比較會典與則例在編排及文字敘述上的同異處，再整合這

三個層面的比較結果，將兩者間相關的條目比對出來。對照的結果，我們發現會

典與則例之間並沒有完整的對應關係，不僅有許多制度規定僅在會典或則例的其

中一書中出現，甚至在基本的分類層面上，兩書的劃分方式亦有所不同。 

本研究共在 3695 筆會典條目與 25150 筆則例條目之間，找出 13890 組對應關

係。將這些對應結果輔以網頁呈現，研究者便能快速地檢索並參照兩書內容。除

此之外，全面性的比較兩書的分類、主題、內文等不同層面，亦能幫助研究者綜

覽會典與則例的編排與分類方式，對兩書的編撰原則做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 

 

關鍵詞：大清會典、典、例、數位人文、文件相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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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qing Huidian (大清會典, the Records of Laws and Systems of the Qing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record produced by the government of Qing. It contains two parts, the 

statutes, which are the set of laws and rules of governance, and the precedents, which 

indicate how the laws were carried out in actual governance. Both the statutes and the 

precedents recorded in these books ar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research on the laws and 

governanc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earlier compilations, the statutes and precedents 

were kept in the same book. As the reign of Qing progressed, however,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books due both to the increase in size and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purposes and nature. 

 In this thesis we try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o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atutes and precedents. We take the third edition of the Daqing Huidian, 

compiled during the reign of Qianlong, as a case study. It includes two books: 

QinDingDaQingHuiDian (欽定大清會典) and QinDingDaQingHuiDianZeLi (欽定大

清會典則例). While the former one is a collection of the statutes, the latter documents 

all the precedents. 

 We first analyze the structures and the compiling principles of these two books and 

reorganize the digital text into a format that is more suitable for research use. This 

includes itemizing the contents, classifying them by organizations and duties, and 

retrieving the time information of each precedent. We also discover a compiling 

principle that can help to divide the records into several clusters. Each of them has its 

own topic. 

 We then compare the two book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and discover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re not only at the record level. Even the classes that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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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ready clearly defined in the books may have several variation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we design a method to explore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 between 

statutes and precedents. Through this method, we have discovered 13,890 relations 

between 3,695 statute records and 25,150 precedent records. 

 

Keywords: Daqing Huidian(the Records of Laws and Systems of the Qing Dynasty), 

statutes, precedents, digital humanities, relevance of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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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會典，是中國古代官修式的政書，記載了一個朝代的典章制度，是行政體系

遵循的依據。雖然「會典」一詞始見於明代的《明會典》，然而追溯其起源，可早

至唐玄宗開元時期所編撰的法典《唐六典》。 

清代的《大清會典》依循《明會典》之體例，先後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

嘉慶、光緒等五個時期的編修，發展逐漸臻於完備。其收錄之政事法條範圍涵蓋

甚廣，舉凡官制、經濟、軍事、刑罰、婚喪禮儀等各項制度無一不收。除此之外，

會典裡亦收有豐富的制度沿革資料，這些被稱之為「例」、「則例」、或「事例」的

資料詳細記載了各項制度的變革過程，更是研究清朝典章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參

考文獻。 

然而，在過往的史學研究裡，欲查詢這些史料中的特定資訊實非易事。尤其

大清會典在乾隆時期以來便採取了「典例分離」的模式，將典章制度的大綱與說

明變動沿革的事例分別成書。此一方式雖能將國家經久常行的制度綱要與具時效

性的事例區隔開來，但卻也增加了查閱上的困難。舉例來說，當研究者想要針對

某一制度做研究時，必須先分別翻閱兩套書籍、將相關章節完整閱讀過一遍後，

再自行整理找出的文獻。儘管同時編纂的典與例在內容上有一定的對應關係，卻

由於他們在各自的書中書寫、排列的方式不盡相同，導致研究者無法輕易找出兩

書中各項資料的關聯，必須額外耗費相當多的時間和心力去研讀比對。 

如若在研究的過程裡，研究者又發現其他相關規定，上述冗長的步驟便必須

再重複進行一次。這樣反覆查詢與整理的過程是相當辛苦的。因此，我們希望能

透過資訊科技的幫助，分析會典與事例的內容並為其進行整合，幫助史學研究者

更有效率的查閱資料，以利研究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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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中，我們以乾隆時期編纂的《欽定大清會典》及《欽定大清會典則

例》為例，將其中收錄的各項制度作整理，比較兩者之間的同異，並找出其中的

對應關係。 

1.2 論文架構 

本論文總共分成六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的背景以及動機。第二

章為研究資料的介紹，首先詳細說明大清會典的體例、性質、及收錄的內容，再

針對本次研究所採用的數位版本與原書（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及《欽定大清

會典則例》）做比較。第三章介紹整理會典與則例兩書中資料的方法，包含原書撰

寫格式的說明、自動化分割條目、以及擷取分類與時間等資訊的過程。第四章裡，

我們將整理完畢的會典與則例依分類、主題、條目等三個層級做比對，並整合這

三種比對方法，找出彼此有對應關係的條目。我們將對應出來的結果放置到系統

中以便觀察與檢索，此部分將於第五章介紹。最後，於第六章裡我們做出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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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資料介紹 

2.1 大清會典 

《大清會典》為清朝所編修的會典。體例習自前代的《明會典》，以政府機構

做分類，各單位之下再依照各官職掌分述法條政事。如圖 2-1，最上層的分類為

宗人府、內閣、吏部…等部門，其下則依職掌性質排列，例如吏部之下便有敘官、

官制、銓政、考察、致仕、告病、功過、期限、交代回籍、守制、世爵、封贈、

廕敘、土官、書吏等多個類別。 

 

 

圖 2-1會典依官職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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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典的內容依其性質可分為「典」與「例」兩種。典為國家大經大法，是經

久常行的制度綱要；例的記載則更加詳盡，是「典制之因革，事例之增損」，且具

有時間資訊，可說是制度的沿革。此兩種面向的資料各有其重要性。典的面向較

廣，是可長久通行的法律基本準則；例則因時制宜，能詳細體現出各個不同時期

的制度面貌。 

 

 

 

圖 2-2「典」（上）與「例」（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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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五部會典裡，最早期的康熙會典與雍正會典將典與例並列於一書中。直

到乾隆時期，隨著各項制度逐漸趨於穩定，為了更加體現「例可通，典不可變」

[1]的主旨，才決定把會典和事例分開撰寫。如下表 2-1，乾隆時期的會典分成了

《欽定大清會典》與《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兩部。爾後的嘉慶與光緒時期則改「則

例」為「事例」。除此之外，自嘉慶朝起亦將會典所收的壇廟圖、輿圖、欽天監儀

器圖等圖片（如圖 2-3 例）獨立出來，成為《欽定大清會典圖》。 

 

表 2-1五部大清會典相關資訊 

 編修時間 新增事例起迄 標題 卷數 

康熙 
康熙二十三年 

～康熙二十九年 

崇德元年～ 

康熙二十五年 
大清會典 162 

雍正 
雍正二年～ 

雍正十年 

康熙二十六年 

～雍正五年 
大清會典 250 

乾隆 
乾隆十二年～ 

乾隆二十九年 

雍正六年～ 

乾隆二十三年(註) 

欽定大清會典 100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 180 

嘉慶 
嘉慶六年～ 

嘉慶二十三年 

乾隆二十三年 

～嘉慶十七年 

欽定大清會典 80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920 

欽定大清會典圖 132 

光緒 
光緒十二年～ 

光緒二十五年 

嘉慶十八年～ 

光緒二十二年 

欽定大清會典 100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1220 

欽定大清會典圖 270 

*註：理藩院展修至乾隆二十七年。 

 



 

6 
 

 

圖 2-3乾隆會典中的太歲殿祭祀圖 

 

據郭松義〈清朝的會典與則例〉[3]一文，會典中的資料來源大致有三類：其

一是相關部門的檔案文書，其二是皇史宬所藏的官方重要檔案，第三類則是其他

資料，例如明朝的《永樂大典》及雍正初刊行的《古今圖書集成》。編入會典的事

例則含括了皇帝頒發的諭旨、各部院的題請、議政的結果、以及歷來奉行的舊慣

等。上述資料中，雖有許多現今仍留有存本，但亦有許多已經佚散難以齊全。因

此就收錄資料的豐富性來看，會典亦是非常珍貴的歷史文獻，相當值得我們對其

深入研究。 

2.2 研究採用文本 

本次研究將以乾隆朝會典為對象。採用的版本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欽定

大清會典》以及《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以下分別簡稱為會典及則例）。兩者的數

位化版本格式皆與原書完全相同：請先見圖 2-4 中會典原書與數位版本的對照範

例，原書（上）與電子檔（下）的每一行基本字數皆為 21 個字（含空白），且其

中的各種抬頭、空格、換行等情形皆一致。唯一的差異是在小字部分：由於數位

化版本無法直接呈現小字，因此使用「@……%……&」的方式標記。在「@」及

「%」符號之間的文字是紙本中位於右側的小字，「%」及「&」之間的則是左側

的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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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會典數位化版本（下）與原書（上）格式對照 

 

則例的數位化版本格式亦與紙本相同，小字部分的處理也與前述會典的處理

方式一樣，是以「@」、「%」、「&」等三個符號將其括起。參見下頁圖 2-5，數位

化版本的則例每一行所書寫的文字皆與原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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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則例數位化版本（下）與原書（上）格式對照 

 

此外，關於會典中所收錄的圖片及部分格式較複雜的表格（圖片請見前述圖

2-3 例、表格見圖 2-6，圖表數量統計請見表 2-2），由於此次採用的數位化版本並

未附這些圖表，因此本次研究僅針對文字部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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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會典中的度量衡表 

 

表 2-2會典圖表數量統計 

部門 表數量 圖數量 內容 

宗人府 2  欽定封爵表、考試授封表 

內閣 2  御寶清單 

吏部 1  功臣封爵表 

戶部 1 7 度量衡的圖片及規格對照表 

禮部  87 
鄉飲酒禮圖、壇廟報祀圖、壇廟陳

設圖、喪服圖 

兵部  24 地圖 

欽天監  10 儀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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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條目切割與整理 

本章主要說明將大清會典及則例的原書敘述重新整理成條目的方法。雖然兩

書的書寫方式與現在的文書有所不同，但仍各自有其規則可循。以下將於第一節、

第二節中分別針對會典與則例的處理方式做說明，第三節中則統整切割結果，做

出小結與討論。 

3.1 會典 

3.1.1 編寫方式說明 

會典序文中有一段關於編寫方式的說明：「編纂之體因官分職因職分事因事分

門因門分條每條冠以凡字其事本相類無庸別立專條者則隔圈以書之其設官定制事

有原委非條目所能盡者則於每門簡端畧敘數語以見大槩」[1]。由此可知會典的編

寫是依照官職分門別類，每個條目之間再以「凡」、「○」等做為分隔標記。 

圖 3-1、3-2 為會典第一卷的前兩頁。如圖所示，會典在每卷開頭的前兩行首

先書寫的是「欽定四庫全書」及此卷的卷數，第三行起書寫部門或職掌等分類文

字，接下來才是內文。內文又分成兩種類型：其一是關於設官定制的條目，列於

各部門的前端。如圖 3-1 例，此部分的書寫並未以「凡」字做為開頭，而是單純

用換行表示一個條目的結束。另一種內文則是一般的典章制度。請見圖 3-2，每

個段落之前皆冠以「凡」字。無論是哪一種狀況，當多個條目所述之事相關時，

皆是以「○」這個符號做為分隔連續書寫，而非每個條目各自換行另起新的段落。 

依據以上編寫原則，我們定義出以下數個名詞： 

 分類：依照部門與職掌分門別類的文字，如圖 3-1 裡的「宗人府」。 

 條目：一段敘述制度的文字。在內文中以「○」或另起新行的方式作為

各條目間的區隔。如範例中「凡天潢宗派以顯祖宣皇帝本支為宗室伯叔

兄弟之支為覺羅」、「宗室束金黃帶覺羅束紅帶生子女周歲書其年月日時

母某氏詳其適庶次第具冊送府宗室載入黃冊覺羅載入紅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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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當條目所述之事相關，直接採用「○」連接時，我們稱呼這些相

連的條目屬於同一「主題」。圖 3-1 中「左右二司……玉牒記載」、「經歷

二人宗室旗員分半用掌出納文書」、「堂主事二人宗室旗員分半用掌奏疏槀案」

等條目便屬於同一主題。而「府丞一人用漢人掌校理漢文冊籍」這筆條目，

因其與其前後筆條目之間皆是以更換段落方式書寫，表示此條目自成一

個主題。 

 

 

圖 3-1會典內文實例 1 

 

 

圖 3-2會典內文實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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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分類擷取 

由於會典的本文部分包含了分類與條目兩個部分，因此在切割條目之前必須

先辨別出分類名稱與條目之間的分界，並整理出分類的層級。 

首先，在每卷卷頭的「欽定四庫全書」及「欽定大清會典卷…」之後，必定

會列出接下來條目的所屬分類，如圖 3-3 所示。當分類細分為多層時，每一層的

名稱會各自成行。各層分類名稱前的空白數量以三格始，接下來四格與三格輪流

出現。因此在「禮部/主客清吏司/賓禮/朝貢/」這組四層結構的分類中，第一層的

「禮部」與第三層的「賓禮」前面為三格空白、第二層的「主客清吏司」與第四

層的「朝貢」前則是空四格。我們可以依據這樣的規律偵測出分類名稱及其層級，

並透過檢查下一行的字數或開頭是否出現「凡」字，來判斷出分類名稱及條目內

容的分界：若下一行的開頭為「凡」字即表示其為一般制度的條目；而若其開頭

沒有「凡」字，但該行文字數量大於五個字（不含小字），則極有可能是設官定制

的條目。在遇到這兩種狀況時都表示分類名稱的部分已經結束了。 

 

 

圖 3-3會典分類名稱書寫格式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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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卷收錄了多種分類的條目時，分類名稱也有可能出現在非卷頭的位置。

此時有兩種可能的情形： 

1. 分類的上層相同，僅末層分類改變 

僅更換最後一層的分類時，無論該分類的層級深度為何，一律是以換行並空

四格的方式書寫（見圖 3-4）。由於內文的條目書寫基本原則都是空三格，遇到抬

頭時該行前面的空格數量更只可能小於三，因此可以藉由每一行開頭的空格數量

比對出此種狀況下的分類名稱。 

 

 

圖 3-4會典內文中的分類名稱-範例 1 

 

2. 因某幾個部門的相關制度較少，因此多個部門集成一卷 

多個部門集成一卷時，新的部門不會直接接在前一個部門的結尾，而是在下

一頁才開始書寫其分類名稱及條目內容。圖 3-5 上為會典卷八十六的第 26 頁，內

容為「欽天監」的結尾部分。如圖所示，當欽天監的部分結束後，剩下的數行皆

留為空白，直到第 27 頁（圖 3-5 下）才列出下一個部門的名稱「太醫院」，以及

其相關制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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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在條目與條目之間遇到空白行，即表示上一個部門的內容已告一段落。

接下來便可用卷頭的分類名稱判斷方式重新擷取出下一個段落的部門和職掌。 

 

 

圖 3-5會典內文中的分類名稱-範例 2 

 

部分分類標題裡包含需要換行抬頭的辭彙，如圖 3-6 中的「親征」一詞。在

分類名稱遇到抬頭時無法僅依靠上述的方法判斷，因此標記為例外狀況由人工對

照會典原書目錄進行驗證。 



 

16 
 

經過上述的處理，總共在會典中切出 237 組分類，分層數從一層至五層不等。

其中第一層皆為部門名稱，共有 42 個部門；第二層除了吏部、禮部、兵部、工部、

理藩院及內務府等六個部門有更細部的單位名稱，其餘皆為職掌性質的分類。 

 

 

圖 3-6會典分類名稱抬頭範例 

 

3.1.3 條目切割 

我們將與原書格式完全相同的數位化會典文字重新整理，依據換行情形以及

「凡」、「○」兩個標記分割出會典的條目。由於以「○」連接的數筆條目屬於同

一個主題，因此在切割條目的過程中，我們一併將這個性質記錄下來。 

如圖 3-7 例，每個括號的範圍各為一個主題，其內的條目以「○」相連。因

此「凡優卹無品秩宗室及無父幼子月給養贍銀米有差」、「置庫於府以待宗室覺羅

婚喪之費於王公及大臣內特簡二人總理以賢能司官專司之」、「每歲季冬發庫銀萬

兩為宗室無產者置田廬失產者復舊業餘充歲暮賞給宗室之用」等三個條目屬於同

一個主題；而「凡旌表孝友貞節宗室覺羅均由府覈奏禮部覆題各給銀幣有差宗室

仍賜敕獎諭詳見禮部」這個條目則屬於另一個主題，且此主題下恰巧只有這一筆條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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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會典主題範例 

 

判別主題是否更換的方法可依照內文的性質分為兩種模式： 

1. 該行的第一個字為「凡」 

如 3.1.1 所述，描述一般制度的條目在同一主題的第一筆條目開頭會冠以「凡」

字。因此透過檢查每一行的第一個字是否為「凡」，可以判斷出上一個主題的條目

敘述是否已結束。 

2. 非抬頭，卻未寫滿一行即換行 

由於設官定制的條目並無「凡」字可用來幫助判斷，因此必須依靠未滿一行

即換行的情形來做判斷。 

在圖 3-8 的例子中，可以看到未寫滿一行即換行的情形並不少見。其中的第

六、七、十四行是因為遇到需要尊敬的名詞（皇族、玉牒），所以雖然該行並未寫

滿，仍然為了抬頭直接換行。而在第九、十行的換行則是另一種情形：我們可以

看到他們的下一行仍然維持先空三格再書寫的原則，可見在這裡並非為了抬頭所

以在未寫滿一行的情況下換行。後者的這種狀況即是由於在設官定制中更換了主

題的緣故。因此在設官定制的敘述中，若前一行並未寫滿、下一行卻仍以空三格

的方式書寫，我們便可辨別出其為設官定制裡的下一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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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會典設官定制中未滿一行即換行之範例 

 

設官定制的敘述並非每個分類皆有，但若有，則必定先於一般制度書寫。因

此在擷取完分類名稱後我們首先檢查下一行的開頭是否為「凡」，以判斷接下來的

是設官定制或一般制度的條目。若為設官定制，每換一行都必須檢查上述 1、2

兩個條件，前者表示接下來的是一般制度條目、後者表示仍為設官定制，但換了

一個主題。一旦進入一般制度的敘述之後，後面便不會再出現設官定制的規定了，

因此在一般制度的條目下僅需檢查條件 1 來確認是否為同一主題。 

最後，在同一主題之下我們依據「○」把各個條目斷開。若一個條目的文字

橫跨多行，則去除換行符號以及各行開頭的空格情形，將文字重新連接起來。 

於此同時我們注意到，某些條目在非開頭的部分也有空白情形，如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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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會典內文空格的三種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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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第一張圖的書寫方式為表格形式；第二張中的祝文則是固定形式的文

章，其中的空白格代表的是填空的位置。若我們將此二種情形中的空白格逕自刪

去，將使得剩下的文字變得模糊，因此我們選擇將其空白格保留。此外，為了保

持前者例中的表格形式，我們亦將其原本的換行情形完整保留下來，在每一行的

前後加上<Paragraph>與</Paragraph>這組 xml 標籤，如下圖例。 

 

<Paragraph> 欽定考試授封表</Paragraph> 

<Paragraph>   優      三項皆優者封以應得品級</Paragraph> 

<Paragraph>   優</Paragraph> 

<Paragraph>   優</Paragraph> 

…… 

圖 3-10 <Paragraph>標籤實例 

 

圖 3-9 第三張圖的情形則皆出現在「戶部/疆理/」此一類別裡。此處的空白格

將各個地名一一隔開，以避免連續書寫時造成的地名混淆情形。例如圖中的「祁」

與「徐溝」，若將其連續書寫為「祁徐溝」，將無法辨別兩個地名分別為「祁徐」

與「溝」，或是「祁」與「徐溝」。所以我們亦選擇保留下這些空白，使往後閱讀

這些條目時能更加順利。 

小字的部分亦有空白格的情形。經檢查確認其皆為挪抬產生的空格之後，我

們將這些小字裡的空白格全數去除。我們並將小字的標記符號改為 xml 的標籤形

式：採用的是<note>與</note>這組標籤。在此我們不再將右側文字與左側文字分

開標記，而是將左側文字重新接回右側文字結尾，統一將其放在一組標籤裡。若

小字敘述較長而佔用多行，同樣會依照相連文字應放在同一組標籤中的原則，將

其全部統整進一組標籤中。 

經過以上處理，最終我們整理出 3695 個條目，其中共有 1858 個不同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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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條目編號命名 

為了往後的搜尋及維護的方便，我們依據切割出來的分類及主題替每筆條目

編上 ID。範例如下： 

 

表 3-1會典 ID命名範例 

ID DQHD-079-15_010_000_000_00-02_01 

卷數 卷七十九 

分類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條目內文 

凡疆理科爾沁等二十五部落之地東至盛京黑龍江西至厄魯特南至長

城北至朔漠袤延萬有餘里 

 

如表 3-1 所示，我們將一筆會典條目的 ID 劃分為四個部分：書名（DQHD）、

卷數（079）、分類編號（15_010_000_000_00）、以及主題與條目序號（02_01），

四個部分之間以符號「-」連接。以下分別就四個部份的編號方式做說明： 

1. 書名 

DQHD 即大清會典的拼音縮寫（Daqing Huidian），此部分的編號在所有會典

條目中皆相同。 

2. 卷數 

根據條目所屬的卷數所給予的編號。由於會典總共分為一百卷，因此此處使

用三個位元記錄，從 001 編至 100。 

3. 分類編號 

分類編號為整個會典 ID 命名中最為複雜的一部分。 

首先我們根據會典分類中最細分的情形（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三/陵寢/陵寢

祝文/）將分類分為五個層級，並以底線符號將這五個層級的編號分隔開。接下來

我們依據各層分類在其父分類下的排列順序，從 01 開始依序編上兩位元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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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底線間的前兩碼），例如表 3-1 中的 15 即表示「理藩院」為會典第十五個分

類；第二層 010 裡的前兩碼 01 即表示「旗籍清吏司」為「理藩院」中第一個分類。

由於此條目的分類僅有兩層，因此剩餘的分類編號部分皆為 0。 

於第二至第四層的分類裡，由於原書中出現了將分類細分成「上」、「下」或

「一」、「二」、「三」的情形，因此我們在這三層編號後多增加一碼已記錄下此一

特性。以數字編號的「一」、「二」、「三」以相同的阿拉伯數字編寫；以「上」、「下」

分別的分類則以英文字母的 a、b 呈現；若分類並未出現此種情形，則一律如表

3-1 之例填上 0。例如「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四/外官/」中的官制四，其編號為

014（文選清吏司裡的第一個子分類，第四部分）；「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中

職制上的編號則為 02a（武選清吏司裡的第二個子分類，上半部分）。 

4. 主題與條目序號 

最後的主題與條目序號部分亦以底線分為兩段。前半段為該分類下此主題的

排列序號，後半段則表示這筆條目在該主題下的順序。舉例來說，表 3-1 裡的 02_01，

表示此為「理藩院/旗籍清吏司/」中第二個主題的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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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則例 

3.2.1 編寫方式說明 

則例雖未在序文中說明其編寫規則，但觀察目錄及內文，可以得知則例的分

類方法及書寫規則皆與會典類似。如圖 3-11，則例的分類亦是以官職為劃分依據，

其下再詳述各項制度沿革。 

 

 

圖 3-11則例依官職分類 

 

而在內文的部分，則例與會典的相異之處是沒有特別分成設官定制與一般制

度兩類。同一主題下的不同條目間雖仍以「○」做為區隔，但第一筆條目前面所

書寫的字並非會典中的「凡」，而是改用「一」做為開頭。除此之外，由於則例所

收錄的是各個時期制度的修訂、變動情形，因此多數條目都附有時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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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則例內文範例 

 

綜觀則例中一個主題下的編寫格式，首先是以「一」作為起始，並書寫該主

題的名稱。接下來的條目內容則是先說明時間、再敘述規定。第二條以後的條目

不再重複書寫主題名稱，若年份或年號與上一條相同也會做適度的省略。如圖 3-12

中的「內務府掌儀司二」，其第一個主題包含「一朝會設樂順治初年定每年元日乾

清宮檐下陳設中和韶樂乾清門內後檐下陳設丹陛大樂並元宵令節設樂均奏交乾清

宮總管內監率本司首領內監陳設用教坊司領樂官妻四人領教坊女樂於宮門內排立

奏樂」、「八年奉旨停止教坊女樂入宮承應更用內監」等兩個條目，由於兩者的時

間分別為順治初年及順治八年，因此第二筆條目省略「順治」兩字。而在首條條

目的「一」與「順治初年」之間，記載有此主題的名稱「朝會設樂」。 

3.2.2 分類擷取 

則例的分類名稱書寫方式與會典相同。在各卷開頭處由最上層分類開始，分

別以三格、四格的空白輪流書寫各層分類名稱。而在同一卷收錄多個分類時，也

是依照所更換的分類是最下層的職掌或是最上層的部門，分為空四格書寫及換頁

重新起始兩種。因此則例的分類擷取方式與會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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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利用則例目錄驗證自動擷取出的結果時，我們發現則例的分類名稱在內

文書寫時曾產生一些不符上述書寫格式的情形。其中一例是前頁圖 3-12 中的「內

務府掌儀司二」，事實上依照部門層級的劃分應該將「內務府」與「掌儀司二」分

成上下兩層較為合適。於則例的目錄以及先前會典的分類整理結果中都能驗證內

務府及掌儀司應分屬兩個不同層級，因此我們在此以人工方式重新將單層的「內

務府掌儀司二/」更正為雙層的「內務府/掌儀司二/」。 

另一種錯誤的情形出現在則例的最後一卷，如圖 3-13。 

 

 

圖 3-13則例分類書寫格式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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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的上頁為「圓明園八旗護軍營」的結尾，下頁是另一個單位「健銳營」

的條目。可以看到上頁的結尾留下空行，表示這是兩個不同的單位，這是符合前

述的更換部門格式的。然而在「健銳營」的起始處，條目不僅沒有用「一」與主

題名稱作為開頭，還直接與「健銳營」這個部門名稱相連且並未換行。這是因為

健銳營的條目數量相當有限，因此沒有再細分主題，全部都當作「健銳營」這個

主題所致。針對這樣的情形我們手動將其分類名稱標記出來，而其首條條目將直

接以「乾隆十四年」作為起始。 

3.2.3 條目切割 

我們利用一行的開頭是否為「一」辨別出一個主題的起始點。然而，由於「一」

在條目內容中相當常見，因此僅依靠各行首字是否為「一」做為判斷依據將造成

圖 3-14 中這樣的例子產生錯誤分割的情形。 

 

 

圖 3-14則例內文換行後正好以「一」開頭的情形 

 

圖 3-14 中，由於條目內容中的「一」恰巧因為前一行寫滿而換行，因此產生

了與主題開頭格式相同的樣貌。我們雖能透過檢查前一行是否寫滿來輔助驗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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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一」是單純的內文換行還是新的主題。但在換主題的情況中，前一行剛好寫

滿的狀況也不少，如圖 3-15 例。因此我們將「一」後的文字也一併納入考量。 

 

 

圖 3-15則例更換主題，前一行也正好寫滿的範例 

 

我們首先將開頭為空三格且首字為「一」的 4225 行挑出來，自動統計出其下

一個字共有 811 種可能，如下表 3-2（此處僅舉出現次數在 25 次以上的例子）： 

 

表 3-2「一」字後出現的文字數量統計 

字 次數 字 次數 字 次數 字 次數 

人 274 次 60 月 38 祭 30 

(換行) 236 分 51 各 37 稽 28 

年 183 官 48 并 37 供 27 

級 77 補 47 等 37 名 27 

百 72 錢 42 旗 34 升 25 

直 66 兩 40 內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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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這些文字在則例裡的出現情形，我們將其中常做為主題名稱首字的文字

刪去（如上表中的直、官、補、各、旗、内、祭、稽、供…等），只留下量詞以及

在條目內容裡常與「一」連續出現的文字，做成一份清單（參見附錄 A）。在判斷

主題切割點時，若發現前一行文字已寫滿且「一」之後的文字有出現在這份清單

裡，則視為條目內文，不將其切開。 

另外，在切割條目的過程中我們亦發現有部分主題開頭缺少「一」字。除了

3.2.2 之中所述的分類同時當作主題名稱、與條目內容直接相接的情形，大部分的

情況下此類缺少「一」的條目起始時都是有換行的，如圖 3-16 例。經過統計發現

此種情形於則例裡總共出現了 184 次（含 3.2.2 中所述情形 3 筆）。由於數量並不

是太龐大，我們以人工方式在其前標上星號（*），使程式在執行時，一遇到這個

記號便能自動判定出其為一個主題的開端。 

 

 

圖 3-16則例主題開頭未書寫「一」的範例 

 

辨識出各主題的分界後，即可對其內部的條目進行切割。切割方法與會典的

處理方式相同，依據分隔符號「○」來作判斷。小字部分的處理原則亦與會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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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將原書中連續書寫的小字全數銜接起來，去除其中的挪抬空白後加上 xml

標籤<note>及</note>。 

經過切割，最終我們得出了 25150 筆則例條目，分屬於 3100 個不同主題。 

3.2.4 時間與主題資訊擷取 

我們可以進一步從分割完成的條目中擷取出時間資訊，並於每個主題的首條

條目中，利用其時間資訊文字的位置得出該主題的名稱。則例條目中的時間資訊

共有以下六種書寫方式，其中年號的部分包含後金時期的天命、天聰，以及清朝

的崇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年份的部分則是元年、二年…等： 

1. 國初 

2. (年號)年間 

3. (年號)初年 

4. (年號)(年份) 

5. (年份) 

6. 又 

 

 

圖 3-17則例條目中的時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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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每個主題的首條條目中出現的必定是完整的時間資訊，因此我們僅需在

首條條目裡尋找前四種格式的時間資訊。一旦找到時間資訊的所在位置，便可將

「一」與時間資訊之間的文字擷取出來，如圖 3-17 中的「屯田」。而各主題的次

條條目以降則必定是以時間資訊文字做為開頭，只要比對其開頭處是否符合上述

任一種格式，即可順利擷取出各條目中關於時間資訊的文字。 

前四種時間格式擁有完整的時間資訊，因此若比對出的文字屬於前四種類型，

即可直接作為時間的詮釋資料儲存下來。然而若比對出的格式為後兩種，則必須

進一步參照上一個條目的時間以得出完整的資訊：在「又」的情形中，此條目與

上一個條目的時間是完全相同的；而在「(年份)」的情形中，須補上與前一條目

相同的年號，將時間改成完整的「(年號)(年份)」形式才能記錄下來。 

少部分的條目有詳細到月份或日期的時間資訊，其格式亦類似上述 4~6 的格

式：首次出現時以「(年號)(年份)(月份)(日期)」的方式出現，之後的條目若為相

同年號、年份、或月份，則適度把相同的部分省略成類似 5 中的格式。完全與前

一條相同時則使用「是日」的方式來表現。為此我們在 4 與 5 的格式後面繼續判

斷是否有出現月份甚至日期，並把僅出現月份或日期的情況也納入考量。 

 

 

圖 3-18則例中提到月份及日期的條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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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條目中無法找到上述任一關於時間資訊的文字，代表此條目並未包含時間

資訊。於此情形中我們將其時間資訊標記為「不詳」。而若其為一個主題中的首條

條目，由於沒有時間格式能輔助判斷其主題名稱的文字範圍，因此這 1011 筆時間

不詳的首條條目我們僅能以人工方式檢視其開頭文字，為其標記上對應的主題名

稱。 

3.2.5 分類與主題的整合 

我們發現，「主題」的性質其實與下層的分類息息相關，可以說是下層分類再

進一步細分的小分類。因此我們將分類與主題一同呈現，以使整個部門、職掌的

劃分更加精細完善（見下表範例，主題顯示於分類的最下層）。 

 

表 3-3則例分類與主題的整合範例 

分類 主題 呈現方式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皇帝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皇帝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皇后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皇后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皇貴妃貴妃

妃嬪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皇貴妃貴妃妃

嬪冠服/ 

 

3.2.6 條目編號命名 

最後，我們為則例條目編上所屬 ID。其原則與會典相同，分為書名、卷數、

分類編號、以及條目序號四個部分。以下僅針對差異處做說明： 

1. 書名 

此處的條目出處為則例，因此我們依據大清會典則例的英文（Daqing Huidian 

Zeli），將其縮寫為 DQHDZL。 

2. 分類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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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編號的層級數與會典相同，共為五層，每一層亦同樣以兩個位元編號。

而分為「上」、「下」或「一」、「二」、「三」等多部的情形在第一層至第四層之間

皆曾出現，因此在這些層級編號後我們皆新增一個字元以記錄此分部情形。 

則例中另有同時出現「上」、「下」與「一」、「二」的例子。如表 3-4，禮部

中的喪禮共分為「一上」、「一下」、「二上」、「二下」等四個部分。為了忠實呈現

此一特性，我們將分類第三層的編號再增加一個位元。也就是說，第三層的四個

位元裡，前兩位為分類編號（如此例中「喪禮」為「祠祭清吏司」下第六個分類），

後兩位則用來表示分部的情形。同時出現「上」、「下」與「一」、「二」時，依照

其出現順序各自編號（例如此例的「一上」為 1a）；若只出現其中一種，則記錄

在前面的位元（如表 3-5「河工一」的後兩位為 10）；皆未出現的情形下則編號

00。 

表 3-4則例 ID命名範例 1 

ID DQHDZL-085-050_020_061a_010_00-001 

卷數 卷八十五 

分類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一上/太宗文皇帝大喪禮/ 

條目內文 

太宗文皇帝大喪禮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太宗文皇帝崩是日鹵簿全設

內外親王以下佐領以上及朝鮮國世子和領福晉以下佐領命婦以上咸

成服 

 

表 3-5則例 ID命名範例 2 

ID DQHDZL-131-090_030_0110_010_00-002 

卷數 卷一百三十一 

分類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一/職掌/ 

條目內文 康熙四年裁衛河分司歸於彰衛懷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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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目序號 

由於我們已將主題整合進分類裡，因此條目序號的部分便單純是指該分類下

的第幾筆條目。另外，因為則例的記載數量較豐富，同一分類下最多可到 194 筆，

所以我們將條目編號的部分更改為三個位元。 

3.3 結果與討論 

經由以上的自動化處理，在乾隆朝的會典與則例裡我們分別切割出 3695、

25150 筆條目。以分類角度來看，會典中共有 237 個分類，則例裡則是 365 筆。

而在主題層面，兩者數量亦有所不同：會典包含 1858 個不同主題、則例則有 3100

個主題。 

我們對於會典與則例擁有不同分類、主題數量的情形感到相當驚訝。理論上，

兩書於同一時間共同編纂，又有彼此對應參照的意味，在分類與主題的編排上應

該一致才是。然而，從前述數據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兩者之間的差異並非少數

特例——無論是分類還是主題，則例所擁有的數量都在會典的 1.5 倍以上。 

分析其中原因，我們發現兩書在職掌上的劃分方式有不少相異處：如在「吏

部/文選清吏司/」中，會典將官員的選拔、任用、考核等項目皆放在銓政之下（吏

部/文選清吏司/銓政/），但則例裡這些項目卻是分開來的。見表 3-6，表中所列的

七筆則例分類皆屬於銓政的範疇。 

 

表 3-6會典分類「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在則例中的劃分情形 

則例分類 則例分類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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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主題的層級，更有出現在則例中的主題並未於會典中提及。例如則例在

宗人府裡有一個主題為「給假驗病」，記載了關於宗室人員請假的相關規定。然而，

綜觀宗人府中所有會典的主題，卻沒有任何一項與此相關（會典中的宗人府主題

共有：敘官、宗派、宗室命名、纂修玉牒、封爵、襲封、授封、追封、封號、諡

號、朔望太廟上香、太廟奠帛獻爵、典禮齊集、遣祭陵寢、立教、習射、驗閱軍

器、錄用宗室、選用覺羅、旌表孝友貞節、優卹、禁令、議罪等 23 種）。即使從

條目層面仔細檢查，亦找不到相關的條目。這表示則例主題的數量之所以比會典

多，並非單純只因兩者劃分方式不同，還有許多是由於則例記載了另一書不及備

載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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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會典與則例的比對 

本章藉由比對乾隆朝會典與則例的分類、主題、條目等三個層面的同異處，

尋找自動比對兩書相關條目的方法。首先於第一節中我們比較前一章擷取出的會

典分類與則例主題；第二節裡則運用已知的則例主題去比對潛藏的會典主題名稱；

第三節裡，我們比較會典與則例條目的內文相似度，觀察一對有關聯的條目在文

字敘述上的相似情形；最後於第四節中，我們綜合前述三個面向，設計一演算法，

自動找出會典與則例條目間的對應關係。 

4.1 會典分類與則例主題 

我們利用先前擷取出的分類與主題，比較會典與則例的編排關係。在先前的

處理中，我們已自動擷取出會典與則例的所有分類及則例的各主題名稱。雖然分

類與主題在劃分上的精細程度有所不同，但如 3.2.5 所言，主題的性質其實近似於

下層的分類，也就是更進一步細分的職掌，因此為求完整，比對兩書編排架構時，

我們盡可能採用最細的分層，換句話說，也就是比較會典的分類與則例的主題。 

表 4-1 列舉了幾組擁有對應關係的會典分類與則例主題： 

 

表 4-1則例主題與會典分類對應範例 1（底線部分為則例的主題名稱） 

則例主題 會典分類 

宗人府/天潢宗派/ 宗人府/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盛京五部/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三/盛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進士授職/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祀分三等/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觀察此表便會發現，雖然則例的分層因為多了主題名稱而較會典分類細（也

因此則例至會典的對應是多對一的情形），但這些主題資訊仍有可能能夠幫助兩者



 

36 
 

作比對，如第二行中則例的主題「盛京五部」與會典分類末層的「盛京官」有所

關聯。除此之外，此表中的例子亦能顯現會典與則例的分類方式有所出入。第三

行的範例已於 3.3 節中提過，會典將官員的選拔、任用、考核等制度全都放在「銓

政」裡，但則例裡卻直接將他們劃分開來（如此處為「除授」）；而第四行的例子

中，也能看到兩書對祭統的分類層級不一致，會典中分得較細，多了一層「吉禮」。 

因此在比對 237 個會典分類與 3100 個則例主題時，我們採用的方法必須有所

彈性。首先，由於則例主題分層較會典細，因此我們以則例主題為主，尋找每個

則例主題應對應至 237 組會典分類中的哪一項。更精確地說，是將則例主題從最

上層起一層一層與會典分類比對，每一次的比對僅保留與該層分類名稱完全相同

的項目，其餘全數刪除。直到在多層的刪除步驟中篩選到只剩下一筆會典分類時，

便表示該則例主題是對應至此。 

舉例來說，尋找則例主題「宗人府/天潢宗派/」的對應會典分類時，首先必

須列出所有會典分類的清單，並透過則例的第一層「宗人府」，檢驗這 237 筆會典

分類的第一層是否有完全相同的文字。因此「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三/盛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等會典分類便會因首

層文字不同而被刪去。接下來檢查剩餘的會典分類數量，若恰巧為一筆（如此例

只剩「宗人府/」）便可停止比對，亦即此則例主題是對應至這個會典分類；而若

仍剩下多組可能對應的分類，便繼續採用下一層則例主題「天潢宗派」與他們比

對，直到恰好剩下一組會典分類為止。 

在文字無法完全對應起來的情形裡（如表 4-1 的後三例），經過層層比對與篩

選，最後將會導致所有會典分類被全數刪除。一旦遇上這樣的情形，在造成會典

分類被全數刪除的那一層篩選裡我們改採用較寬鬆的條件來判斷：將剩下還沒比

對過的所有層級全部擺在一起比對，並選出共同文字最多的一項作為對應的會典

分類。如「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盛京五部/」一例，當比對到第三層「官制」時，

由於在會典「吏部/文選清吏司/」之後的第三層分類裡找不到「官制」這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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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改用則例剩下的「官制/盛京五部/」與會典分類剩下的部分（例如「官

制三/盛京官/」或「銓政/」）比對。在這之中，又以「官制三/盛京官/」與「官制/

盛京五部/」之間的共同文字最多（共有官、制、盛、京等四字），所以我們選擇

將其對應到「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三/盛京官/」此一會典分類。 

當然，由於這個方法能容許文字不完全相同，比對結果便有可能因此產生些

許錯誤。例如表 4-1 中的第三例，即使將剩餘文字拿出來比對，也不可能判定出

該則例主題與「銓政」相關（因兩者間無共同文字）。因此在找出 3100 個則例主

題對應的會典分類之後，須再透過人工檢查驗證其中是否有不正確的對應。如若

能找出其實際上應該對應的類別便直接將其修正（例如銓政一例），而若無法判斷，

則將其標記為「無對應分類」。詳細的比對結果請參見附錄 B。 

根據比對結果，在 3100 組則例主題中，共有 162 組找不到對應的會典分類。

探究其中原因，我們發現這樣的情形是肇因於兩書分類方式的不一致。表 4-2 即

為一例：在「吏部/考功清吏司/」之下，則例有「給假」這一分類，內容敘述了

各官員請假的規定。但在會典中，「吏部/考功清吏司/」卻只有「告病」此一分類，

對於其他情形的告假完全沒有著墨，因此在「吏部/考功清吏司/給假/」下的六個

則例主題，僅有關於告病的兩個能找到對應的會典分類。 

 

表 4-2則例主題與會典分類對應範例 2（底線部分為則例的主題名稱） 

則例主題 會典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給假/京官給假/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給假/道府告假/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給假/教職告假/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給假/候補候選人員告假/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給假/京官告病/ 吏部/考功清吏司/告病/ 

吏部/考功清吏司/給假/外官告病/ 吏部/考功清吏司/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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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會典主題與則例主題 

儘管我們無法自動擷取出會典的主題名稱，會典的主題概念仍舊是比較兩書

架構的一個著眼點。由於會典條目的開頭處時常具有說明該主題的文字，因此若

善加利用這些文字，或許能幫助我們進一步分析會典與則例的關係。 

 

表 4-3會典開頭處的主題名稱-範例 1 

會典 

卷七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 

凡已攻毀城池第一先登者授雲騎尉領戰官弁授騎都尉登城死者不論城

池大小均授騎都尉 

則例 

卷三十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已攻毀城池/ 

一已攻毀城池順治十三年題準第一先登者授雲騎尉 

卷三十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已攻毀城池/ 

康熙九年題準管領官弁授騎都尉 

 

表 4-4會典開頭處的主題名稱-範例 2 

會典 

卷七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 

以水戰議叙者奪一等舟叙五人先登者授騎都尉第二授雲騎尉第三四五

注冊奪二等舟叙四人先登者授雲騎尉第二三四注冊奪三等舟叙三人均

注冊在舟督戰官弁各照所奪之舟與第二人同其餘官弁與第三人同 

則例 

卷三十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水戰議叙/ 

一水戰議叙順治十四年題準遇敵水戰奪一等舟叙五人先登者授騎都尉

第二授雲騎尉第三四五注冊奪二等舟叙四人先登者授雲騎尉第二三四

注冊奪三等舟叙三人均注冊在舟督戰官弁各照所奪之舟與第二人同其

餘官弁與第三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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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與表 4-4 列出了幾組擁有對應關係的條目。對照表中則例條目的主題

名稱與會典條目開頭處的文字，便會發覺其中的共通性（見方框圈選的部分）。一

般來說，說明主題的文字應位於該主題的第一條條目開頭，如表 4-3 之例。然而，

由於會典與則例在劃分主題上的差異性，導致屬於同一會典主題的條目可能對應

到不同的則例主題。表 4-4 便是一例，該筆會典條目與表 4-3 的會典條目在原文

中是以「○」連接，兩者在會典中隸屬於同一主題，但他們所對應到的則例主題

卻有所不同，而這一點在兩筆會典條目的開頭文字中亦能顯現出來。 

因此在對照則例主題與可能的會典主題文字時，不應限定為比對會典各個主

題的開頭處，而是必須檢查所有會典條目的開頭文字，才能避免遺漏如表 4-4 的

這種情形。 

我們以則例主題的文字做為參考基準，設計一演算法，檢驗則例主題與會典

主題的對應關係： 

 

1. 令 s1=則例主題、s2=會典條目開頭前 n 個字（n=length(s1)+4） 

2. rcluster =
LCS(s1,s2)

length(s1)
 

3. 若rcluster < 0.6，令rcluster = 0 

 

選取會典開頭文字時，由於無法確定其字數，因此我們採用則例的主題字數，

並多給予四個字的彈性空間，以容許會典與則例在主題名稱書寫上的小差異。為

了將分數 normalize 到 0 與 1 之間，步驟 2 中我們將共同文字字數除以則例主題的

字數。而在步驟 3 裡，我們刪除明顯相關機率過低的情形。 

我們將分數過低的情形直接下修為 0，這是由於主題文字的字數並不太多，

往往只要多對中一兩個字，rcluster的分數便能提升很多。因此，在已額外提供四字

彈性空間的情形之下，若其主題相關度仍然無法超過 0.6，便表示此組對應極有可

能是誤判。這些分數低於 0.6 的情形我們將不採計，視其為無效的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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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演算法，我們在會典與則例的主題層面找出了979組可能的對應關係，

其中 538 筆是文字對應完全一致的。將之與先前切割條目時所整理出的主題總數

（會典 1858 筆、則例 3100 筆）做比較，很顯然地，無論是會典還是則例都有很

多主題沒有在另一本書中找到對應。除了部分因演算法的限制而被遺漏掉的對應

主題之外（如表 4-5 之例，此例中會典並未如我們預期地在開頭處書寫主題），許

多主題之所以在另一書中找不到對應，是因為另一書中確實沒有提及。第三章中

我們曾針對則例與會典主題數量不一致的原因做出討論，當時所提出的「宗人府/

給假驗病/」便是一個則例敘述了會典未收錄的主題的例子。而就另一角度而言，

會典中關於設官定制的敘述也時常未見於則例，這一部分便有可能是會典實際主

題數大於我們找到的對應主題數量的原因。 

 

表 4-5會典開頭處未標記主題名稱-範例 

會典 

卷八十六 太醫院/ 

刑部設醫士二人令獄囚之病者受其藥由院簡送六歲一更更之日稽其醫

事之優劣優者升吏目劣者斥之 

則例 

卷一百五十八 太醫院/診視獄囚/ 

一診視獄囚順治八年題定設刑部應差官帶醫士二人每月給發藥價銀米

效力滿六年劄回到院升授吏目 

 

4.3 會典條目與則例條目 

會典中的文字敘述常常來自於則例條目。如表 4-6，此兩筆條目不僅是敘述

同一件事情，甚至連使用的文字都相當一致（標記底線的部分即為兩筆條目的共

同文字）。由於則例的記載比起會典更加詳盡、及時，因此會典在編纂時時常參考

則例[3]。節錄則例條目中的重點部分，重新組合成會典條目的情形亦所在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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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會典條目的文字敘述來自則例-範例 

會典 

卷一 宗人府/ 

宗室侍衛九十人一等九人二等十有八人三等六十三人府會領侍衛內大

臣簡選引見補授其侍衛什長即於宗室內補授其職事仍隸領侍衛內大臣 

則例 

卷一 宗人府/錄用宗室/ 

七年議準宗室侍衛共設九十人并入三旗隨班行走此內一等侍衛九人二

等侍衛十有八人餘皆為三等侍衛府會領侍衛內大臣簡選引見補授侍衛

什長即於宗室侍衛內補授其職事仍隸領侍衛內大臣 

 

因此我們試著比較會典與則例條目的共同文字。我們採用最長共同子字串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簡稱 LCS）[8]做為判斷方法，計算兩條目間的

共同字數，再除以兩條目的字數平均，其公式如下： 

 

similarity(d1, d2) =
2 × LCS(d1, d2)

length(d1) + length(d2)
 

 

當 similarity 分數越高，表示兩個條目的共同文字所佔比例越高，兩條目也因

此有較高的相關機率。然而，在 LCS 長度過短時，此方法計算出來的分數參考價

值便會降低。請見表 4-7、4-8 之例： 

 

表 4-7 similarity為 33%，兩條目不相關-範例 

會典 

卷一 宗人府/ 

凡朔望太廟上香以王貝勒貝子公輪班行禮 

則例 

卷一 宗人府/上朝/ 

一上朝順治十四年題準王貝勒貝子公每月逢五常朝坐班以日出時稽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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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similarity為 30%，兩條目相關-範例 

會典 

卷一 宗人府/ 

凡纂修玉牒每十年由府題請以宗令宗正充總裁官按每年黃冊紅冊所紀

彙入於牒以帝系為統以長幼為序存者朱書歿者墨書誤同名改卑者及幼

者每修成一次於皇史宬本府盛京各尊藏一部 

則例 

卷一 宗人府/纂修玉牒/ 

一纂修玉牒順治十三年題準每十年由府題請欽命宗令宗正滿漢大學士

內閣學士禮部尚書侍郎充正副總裁官以府屬理事官內閣侍讀學士或侍

讀各一人充提調官翰林官三人府屬滿司官三人內閣侍讀一人禮部司官

二人充纂修官內閣滿漢中書各八人禮部筆帖式八人各部院筆帖式十有

二人充謄錄官府屬筆帖式八人充收掌官合每年黃冊紅冊所紀彙入於牒

每修成一次謄繕裝潢進呈御覽後恭送皇史宬尊藏仍繕二部一於本府一

於禮部恭貯雍正元年增設漢主事二人遇修玉牒亦準充纂修官 

 

表 4-7 的這組條目其最長共同子字串只有 8 個字，遠比表 4-8 裡的 43 個字來

得少，然而由於兩組條目長度的差異，導致他們的 similarity 分數差距並不顯著（分

別為 33%與 30%）。觀察條目內文，我們發現長度僅為 8 的共同文字其實參考價

值並不高，而後者雖然因整體條文的長度而稍微被拉低了分數，但 43 個共同文字

顯然比前者的 8 個共同文字更具可信度。 

因此我們針對 LCS 長度小於 k 的組合修正其 similarity 值，依其共同字數等

比例降低其分數（如下式）。至於共同子字串大於 k 字的組合則維持原本的計算方

法，亦即下式中的後半項為 1。 

 

similarity(d1, d2) =
2 × LCS(d1, d2)

length(d1) + length(d2)
×
LCS(d1, d2)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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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運用以上公式，對每筆則例條目尋找與其 similarity 最高的會典條目，並

從 25150 筆則例條目中隨機選出 1200 筆，經由人工驗證為其標記上相關的會典條

目，檢驗此一方法的正確率。 

 

表 4-9 LCS比對實驗結果 

k 

similarity 
0 10 20 30 

≧0.30 86.5%(208) 91.6%(191) 96.1%(155) 96.2%(134)  

≧0.25 74.4%(305) 78.6%(280) 89.2%(205) 92.8%(167) 

≧0.20 55.9%(506) 64.8%(432) 79.7%(296) 83.0%(235) 

≧0.15 44.2%(789) 52.9%(649) 63.0%(478) 73.2%(343) 

≧0.10 35.1%(1099) 41.7%(937) 49.9%(726) 55.9%(592) 

≧0.05 33.4%(1196) 36.9%(1135) 41.1%(985) 44.1%(882) 

≧0 33.6%(1200) 36.0%(1200) 36.3%(1200) 36.1%(1200) 

 

我們發現，即使 similarity 只有 0.2、0.3，仍能有相當不錯的正確率。以 k 取

20 為例，當 similarity 值大於 0.2 時正確率便有 80%。然而，從分數分佈的情形來

看（表 4-9 括號內的數字即為符合 similarity 門檻的資料筆數），實際上 similarity

大於 0.2 的條目數只佔了全部的四分之一。由此可以推知，雖然會典條目經常是

參考則例條目編撰而成，但兩者間共同文字所佔的比例普遍不高。一組會典與則

例條目若能有大於 0.2 的 similarity 值，便有很大的機會彼此相關，但尋找會典與

則例條目對應關係時若只採用此一方法，所能找出的相關條目筆數相當有限。 

4.4 相關條目比對 

我們將上述各項方法統整起來，計算每筆則例條目與各個會典條目間的相關

程度。以下詳細說明實驗進行的步驟、參數的設定以及得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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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實驗步驟 

我們為每筆則例條目選出與其最相關的一筆會典條目。採用的相關度計算方

法如下： 

 

對每組則例條目 z 與會典條目 h： 

1. 依據 4.1 中比對出的則例主題與會典分類對應表篩選條目。 

若 z 所屬主題有對應的會典分類，且 h 不屬於此類，P = 0； 

若 z 所屬主題無對應的會典分類，且 h 與 z 所屬部門不同，P = 0； 

以上兩種情形直接結束，其餘情形則繼續進行步驟 2。 

2. 使用 4.3 中的公式計算 z 與 h 之間的 similarity 值，令其為p1。 

3. 選取 h 所屬主題的首條條目 h0，使用 4.2 中的公式計算 z 所屬主題與 h0

內文開頭文字的 rcluster值，令其為p2。 

4. 使用4.2中的公式計算 z所屬主題與 h內文開頭文字的 rcluster值，令其為p3。 

5. 依比例將p1、p2、p3相加，如下式。（x 為 0~1 的參數） 

P = p1 × x +
(p2 + p3)

2
× (1 − x) 

 

此演算法最後所求得的 P 即是兩個條目的相關度分數，為一介於 0 與 1 之間

的數值。 

對於每筆則例，我們從中選取出與其相關度最高的會典條目，將這組對應放

進相關條目的候選名單裡。接下來選擇一適當的 threshold 值，將候選名單中分數

過低的組合刪除（亦即事實上該則例條目並未與會典中任何條目相關），得到最後

的相關條目對應清單。 

4.4.2 參數設定 

我們從先前標記好的 1200 筆資料中選出其中五分之一（240 筆）作為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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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依此測試前述演算法的正確率，並選定最適當的參數。正確的對應包含兩

種情形：其一是則例與會典條目的對應與人工驗證結果相同；另一種則是人工標

記後判定該則例並未與任何會典條目相關，而實驗結果亦未找到與其相關的會典

條目。正確率的計算便是將以上兩種情形的數量相加後再除以則例條目總數。 

表 4-10 中列出了我們嘗試的數種 k 值（共同文字過短的門檻）及 x 值（條目

內文相似度與主題相關度的比例）的組合情形。由於不同參數的組合會對整體分

數的高低造成影響，因此我們亦列出多種 threshold，以針對不同情形選出最適當

的 threshold 值。表內標示底線者即為該組參數中最適當的 threshold 值。 

 

表 4-10不同參數的實驗結果（單位：%） 

 threshold 

(x,k) 
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1,0) 29.2 28.8 30.0 38.8 47.5 49.6 46.3 

(1,10) 33.3 34.2 38.3 47.1 51.7 49.2 46.3 

(1,20) 32.5 36.3 46.7 50.8 49.2 48.8 45.0 

(1,30) 32.5 40.4 48.8 50.4 48.3 46.6 44.2 

(0.9,0) 50.4 50.0 52.9 60.0 61.7 55.4 50.4 

(0.9,10) 50.0 51.3 59.6 65.0 62.1 53.8 50.0 

(0.9,20) 49.2 56.3 67.9 65.0 56.7 52.5 48.3 

(0.9,30) 50.0 60.4 72.1 60.0 53.3 49.2 46.3 

(0.8,0) 52.9 52.5 59.2 71.7 75.0 72.5 61.7 

(0.8,10) 52.9 54.6 66.3 76.7 75.0 70.4 59.2 

(0.8,20) 52.1 61.3 73.3 76.3 75.4 63.8 54.6 

(0.8,30) 51.3 64.2 76.3 74.6 74.2 57.1 52.1 

(0.7,0) 53.3 52.9 63.8 75.4 76.7 76.3 74.6 

(0.7,10) 53.3 56.7 71.3 77.1 76.7 75.4 74.2 

(0.7,20) 52.5 62.9 76.3 78.3 75.8 75.0 74.2 

(0.7,30) 51.3 65.0 76.7 76.7 73.8 73.3 72.5 

(0.6,0) 51.7 52.1 66.7 76.3 76.7 74.6 72.5 

(0.6,10) 51.7 56.7 73.8 76.7 76.7 73.3 72.1 

(0.6,20) 50.8 63.3 77.5 77.5 76.7 72.9 71.7 

(0.6,30) 50.4 67.9 76.7 75.8 75.8 71.7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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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中可以明顯發現，在不考慮會典主題時（x=1）正確率僅有 50%左右。

而在加入此項考量後整體正確率便有顯著的提升。相對來說，共同文字太低時的

扣分機制對整體正確率的影響較小也較不穩定，僅在 x=0.9 時對正確率有明顯的

影響。在其餘 x 值的情況裡，改變 k 值皆只能約略提升 2%的正確率。 

我們推測，k 只在 x=0.9 時影響特別大，可能是因為 k 在演算法裡影響的是

p1值，而 x 正好是 p1的 weight 的關係。一旦 x 下降，k 對整體分數的影響將變得

不明顯，正如表中 x 低於 0.8 以後的情況，k 所能提升的正確率依次遞減，分別為

1.7%、1.6%、0.8%。而在 x=1 時，雖然 k 對整體分數的影響理論上應比 x=0.9 時

大，但由於此時完全沒考慮會典的主題因素，使得能正確對應到的組合數量嚴重

下降，分數的分佈情形亦因此過於混亂，無法與錯誤對應的組合分開。在如此混

亂的情形下，k 自然也無法有效發揮其影響力了。 

在表 4-10 中，x=0.9 以外的情況裡，k 皆在 10 或 20 時達到相同 x 值之下最

高的正確率。然而，x=0.9 時的正確率卻隨著 k 值的增加不斷向上提升。因此在

選定參數前，我們先針對 x=0.9 的情況測試更多不同 k 值的效果，參見表 4-11。 

 

表 4-11固定 x=0.9時的實驗結果（單位：%） 

 threshold 

(x,k) 
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9,0) 50.4 50.0 52.9 60.0 61.7 55.4 50.4 

(0.9,10) 50.0 51.3 59.6 65.0 62.1 53.8 50.0 

(0.9,20) 49.2 56.3 67.9 65.0 56.7 52.5 48.3 

(0.9,30) 50.0 60.4 72.1 60.0 53.3 49.2 46.3 

(0.9,40) 50.4 63.8 72.5 57.5 52.1 47.1 46.3 

(0.9,50) 50.8 64.6 73.8 57.1 49.2 47.1 44.6 

(0.9,60) 51.3 66.3 74.6 56.7 48.3 45.8 43.3 

(0.9,70) 51.3 65.4 75.0 55.8 48.3 45.8 42.5 

(0.9,80) 51.3 65.0 75.0 54.6 47.9 44.6 41.3 

(0.9,90) 51.3 65.0 75.0 53.8 46.7 43.3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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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雖然 x=0.9 時 k 對正確率的影響甚鉅，但在其大於 30 以後仍逐漸

趨緩，最後在 k=70 時達到上限的 75%，不再提升。因此最後我們綜合了表 4-10

與表 4-11 的各種情形，選取效果最佳的 x=0.7 及 k=20（正確率 78.3%）做為我們

對所有條目執行演算法時使用的參數。 

4.4.3 實驗結果與討論 

最後，我們將演算法運用在所有會典及則例條目的比對上，並使用先前已標

記過的另外 960 筆則例條目評估此方法的有效性。詳細數據如表 4-12，此結果與

我們在前一小節調整參數後得到的結果相當接近。 

 

表 4-12比對相關條目的實驗結果（單位：%） 

 threshold 

(x,k) 
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7,20) 50.8 64.4 74.5 77.6 74.1 72.8 71.3 

 

若將實驗結果分為大於 threshold 及小於 threshold 的兩個區塊分別檢視，我們

發現，被自動判定為無相關條目的資料數量比我們預期的多了不少。根據先前標

記的 1200 筆則例條目裡找不到對應的數量（413 筆），我們預期大約會有三分之

一的條目找不到對應，然而，以 0.15 做為 threshold 時，25150 筆則例條目中卻有

44%（11260 筆）被歸類到找不到相關條目的範圍。 

於是我們進一步分析了這其中的原因。表 4-13 中，我們將 960 筆 testing data

的實驗結果分成有無相關條目的兩種情形各自統計，並計算出他們各自的

precision 及 re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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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依據是否有相關條目來計算 precision及 recall 

 實際筆數 
程式找出

的數量 

正確比對

的數量 
precision recall 

有相關條目 629 558 445 79.7% 70.7% 

無相關條目 331 402 300 74.6% 90.6% 

總計 960 960 745 77.6% 77.6% 

 

依據此表，我們發現被程式判斷成無相關條目的情形確實略高（402 筆，約

41.9%），也因此使這部分的成果在 recall 的部份相當不錯（90.6%）。相較之下，

擁有相關條目的情形之中便有較多的對應無法被順利找出來，但在程式找出的範

圍內其正確率（precision）也較好。 

造成這兩種情況的 precision 及 recall 有所差異的原因，可能是無對應條目的

情形較容易判斷。當一筆則例條目的內容與會典所述條目皆無關時，其用字便不

太可能與會典條目相似（LCS 分數低），且也較難找到類似的主題（主題相關度

分數低），因此其與各個會典條目間的分數都不會太高。但是一筆擁有對應條目的

則例條目，卻較容易與多筆會典條目都有不錯的相關度分數。表 4-14 即為一例： 

 

表 4-14會典與則例條目錯誤對應範例（底線為共同文字） 

會典 

卷六十三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兩廣總督節制二撫二提九鎮本標中左右前後五營同城肇慶一營分防理猺海

防二營其屬副將一人參將五人都司一人守備五人千總十有二人把總二

十七人兵五千五百八十四人 

則例 

卷一百一十一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蘇松 安徽 江西/兩江總督/ 

兩江總督一人駐劄江寧府節制三撫一提五鎮本標中營中軍副將一人中軍都司

一人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八十三名左營游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

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八十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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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中，詳述了各地的軍隊編制。由於關於編制的

文字敘述方式都很接近，因此任取其中的兩條做比對，得到的LCS結果都會不錯。

此時若恰巧主題文字相像（如此例中的「兩廣總督」與「兩江總督」），便有可能

得出與正確對應的組合相近的分數，甚至可能因共同文字的多寡導致錯誤對應的

組合分數較高。 

此種情形裡，雖然我們能根據此條則例與多條會典之間都有不錯的分數，得

知確實存在與其相關的會典條目，但究竟這些高分中哪一條才是正確的條目，便

有可能產生如表 4-14 中的錯誤判斷情形。也正因如此，導致擁有相關條目的資料

較難以自動化找出其正確對應，此範疇內的 recall 值亦因此較難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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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統介紹 

自動比對出會典與則例的相關條目後，我們建置了一個網站以利研究者瀏覽

及檢索。以下依系統功能分項介紹： 

 

 

圖 5-1系統畫面 

 

1. 全文檢索功能 

於上方的關鍵字搜尋區，可以針對想查詢的詞彙進行檢索，亦可直接點選「所

有條目」將會典與則例的所有條目全部顯示出來。 

 

 

圖 5-2檢索欄位 

 

2. 依部門篩選檢索結果 

網站左方區塊列出的是大清會典中的所有部門名稱以及搜尋到的資料筆數。

透過此欄，使用者可進一步限制搜尋部門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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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右方的數字代表的是該部門中關鍵字查詢到的條目數量（選擇查詢所

有條目時則為該部門的條目總數），前者為會典的條目數，後者為則例的條目數。

如「宗人府 (56/148)」，代表的即是此一搜尋結果中，找到的會典條目有 56 條位

於宗人府、而在則例條目的部分則是 148 條。 

若關鍵字檢索時有部分部門的條目數量為零，系統將自動將這些部門隱藏起

來，以利閱讀及篩選。如圖 5-3，由於出現「舉人」一詞的 258 條條目僅分佈於

42 個部門中的其中 18 個部門裡，因此左側的欄位中便只顯示出這 18 個欄位。 

 

 

圖 5-3隱藏未搜尋到任何條目的部門 

  

使用者亦可選擇是否依照條目數量排列這些部門。點選部門清單上的「依條

目數排列」後便可改變部門的排列順序。圖 5-3 搜尋舉人的結果，若點選了「依

條目數排列」，部門的排列方式將依序為吏部（101 筆）、禮部（87 筆）、兵部（15

筆）……等，如下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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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依條目數排列部門 

 

3. 條目統計資訊及相關條目呈現 

系統的主要畫面呈現的內容，除了全文檢索後找到的條目之外，亦包含了與

這些條目相對應的相關條目。 

首先，我們列出相關的統計資訊： 

 

 

圖 5-5條目統計資訊 

 

如圖 5-5，統計資訊包含了該部門的條目總數（會典 422 筆、則例 2591 筆）、

經過關鍵字檢索後找到的條目數（會典 8 筆、則例 93 筆），以及其中有多少條目

沒有與其相關的對應條目等。 

接下來我們條列出檢索到的條目以及與其相對應的其他條目。如圖 5-6，位

於左側的是含有「舉人」的條目，右側的則是與其相關的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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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提到「舉人」的會典條目與其相關則例條目 

 

由於全文檢索時亦有在則例中查詢關鍵字，因此我們也呈現出從則例條目（左）

對應回相關會典條目（右）的情形： 

 

 

圖 5-7提到「舉人」的則例條目與其相關會典條目 

 

當左側條目對應到右側條目為一對多的情形時，為了方便閱讀，左側的條目

將只顯示一次。而當沒有對應條目時，右側欄位則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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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工作 

6.1 結論 

大清會典是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獻，也是查詢各項制度規定的良好參

考資料。然而，乾隆朝以後將典例各自成書，使得研究者無法在查閱會典內容時

直接獲得其相關事例的資訊。若是每次查閱制度規定時，都必須翻閱兩書仔細對

照才能得知詳細的制度沿革，將是非常耗費心力且曠日廢時的大工程。 

因此本研究嘗試以自動化的方式整合乾隆朝的會典與則例兩書。首先，我們

將會典與則例的條目整理乾淨，依照原書的各種符號、換行特性將各項制度的敘

述分開來，並加上其分類及時間資訊，以便研究者的閱讀及檢索。於此步驟中我

們發現了原書中較為潛藏的一層分群架構（主題），並利用其書寫特性成功將則例

中各項主題的名稱擷取出來。 

接下來我們利用會典與則例之間的數種特性來對照典與例。這些特性包含三

個不同層級：會典分類與則例主題、會典主題與則例主題、會典條目與則例條目。

在對照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會典與則例之間並沒有完整的對應關係：雖然兩書是

在同一時期共同編纂，但無論是在分類、主題、還是條目的層級上，兩書都各自

擁有許多另一書中完全沒有提到的紀錄。而在分類與主題的劃分原則上，兩書的

差異也相當令人意外。不只是則例中常出現會典中沒有的主題或分類，即使是兩

書皆有收錄之事，他們的分類方式也時常有不一致的情形。 

於郭松義所撰〈清朝的會典和則例〉[3]一文中，曾說明會典的很多條目在編

纂時都曾參考則例。這點在本次研究中也得到了驗證。我們利用 LCS 檢驗會典與

則例條目內文的相似度，發現一對相關條目經常擁有類似的文字敘述。雖然經過

簡化與重組，兩者間的共同文字比例並不一定會非常高，但只要能有 20%~30%

的相似文字，兩筆條目便擁有相當明顯的對應關係。 

經由本研究的自動化處理，在乾隆朝會典裡我們共切割出 3695 個條目，分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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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個分類、1858 個不同主題；則例的部分則有 365 個分類、3100 個不同主題，

共計 25150 筆條目。我們並找出兩者之間 13890 組對應關係，透過網頁的方式提

供研究者快速的對照及查閱。系統的全文檢索及相關條目的呈現功能，將使往後

研究者在研讀及查詢清代各種制度時更有效率，大幅地減輕了他們的工作量。除

此之外，本研究在比對會典與則例時所發現的各種無法順利對應的情形，也提供

了研究者綜覽整部會典的一個方向，對於了解會典與則例編纂的過程、原則等方

面的研究有相當的幫助。 

6.2 未來工作 

本研究所採用的條目內文比對及主題名稱的判斷方式雖獲得了不錯的成效，

但仍有可以改善的空間。正如 4.4 節所討論的，同一主題下若出現了相似的文字

敘述，我們所使用的方法便容易產生錯誤判斷的情形。未來或可考慮增加比對時

的判斷依據來提升比對結果的正確率。根據本研究的結果，利用主題做為關鍵字

對於比對結果有相當大的幫助，因此我們建議增加採用其他關鍵字（如地名、官

名、節日名等），以增加比對的精準度。 

除此之外，加入其他時期的會典與則例也是個可能的研究方向。雖然不同時

期所編寫的會典在書寫格式上可能有些許差異，但整體來說體例仍非常相似。若

能將清代五部會典全部數位化並整合在一起，將能提供更全面性的觀察。過去曾

有學者在查閱光緒朝事例中記載的康熙朝京察制度時，發現部分制度的時間及內

容與康熙朝會典記載的有所出入[5]。此種考察在過去必須仔細對照全書內文才有

可能發覺，但若能善加利用資訊技術，不難想像這些現象將能更容易、甚至更全

面的被偵測出來。 

最後，我們亦可將會典與其資料來源做連結。先前我們曾提過，會典的資料

來源包含各部門的檔案文書、實錄、以及古今圖書集成等文獻。若能將本次研究

所整理出的各項制度規定重新對照回其資料來源，想必能使其更加完整，甚至能

對制度的制定或修改的前因後果有更詳盡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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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A：內文中與「一」連續出現的文字清單 

 

人 尺 雲 案 項 條 隻 根 

年 例 州 萬 一 冊 概 灘 

級 二 匹 舉 合 件 曰 層 

百 應 ○ 丁 時 倍 羊 式 

次 丈 縣 釐 帶 事 毛 頭 

分 面 道 部 疋 場 豬 體 

錢 本 切 間 所 號 以 仍 

兩 石 歲 班 席 叩 片 鋪 

月 半 經 寸 畝 尊 甲 廠 

并 斤 跪 館 物 酒 里 併 

等 品 具 襲 族 殿 站 束 

名 千 雙 兵 羣 座 塊 如 

升 斗 起 計 壇 夫 定 株 

日 同 段 員 車 碑 並  

 

附錄 B：則例與會典分類對照表 

 

則例分類 會典分類 

宗人府/天潢宗派/ 宗人府/ 

宗人府/宗室婚嫁/ 宗人府/ 

宗人府/宗室命名/ 宗人府/ 

宗人府/纂修玉牒/ 宗人府/ 

宗人府/宗室封爵/ 宗人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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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人府/襲封/ 宗人府/ 

宗人府/授封/ 宗人府/ 

宗人府/宗室追封/ 宗人府/ 

宗人府/封號/ 宗人府/ 

宗人府/諡號/ 宗人府/ 

宗人府/上朝/ 宗人府/ 

宗人府/陪祭/ 宗人府/ 

宗人府/朔望太廟上香/ 宗人府/ 

宗人府/太廟奠帛獻爵/ 宗人府/ 

宗人府/祭祀齊集/ 宗人府/ 

宗人府/祭陵寢/ 宗人府/ 

宗人府/行在扈從/ 宗人府/ 

宗人府/左右兩翼各設宗學一/ 宗人府/ 

宗人府/八旗各設覺羅學一/ 宗人府/ 

宗人府/盛京照京師例設立宗室覺羅學共一學/ 宗人府/ 

宗人府/習射/ 宗人府/ 

宗人府/驗閱軍器/ 宗人府/ 

宗人府/錄用宗室/ 宗人府/ 

宗人府/恭遇恩詔/ 宗人府/ 

宗人府/宗室升降/ 宗人府/ 

宗人府/宗室覺羅考敘/ 宗人府/ 

宗人府/旌表節孝/ 宗人府/ 

宗人府/優䘏宗室/ 宗人府/ 

宗人府/優䘏覺羅/ 宗人府/ 

宗人府/給假驗病/ 宗人府/ 

宗人府/禁令/ 宗人府/ 

宗人府/議罪/ 宗人府/ 

內閣/新除大學士/ 內閣/ 

內閣/大學士/ 內閣/ 

內閣/侍讀學士以下/ 內閣/ 

內閣/各部院本章兼用清漢文/ 內閣/ 

內閣/內廷批本處曰紅本房/ 內閣/ 

內閣/紅本/ 內閣/ 

內閣/紅本下科/ 內閣/ 

內閣/御門/ 內閣/ 

內閣/紀載綸音/ 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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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遇車駕巡幸/ 內閣/ 

內閣/皇上行幸駐蹕/ 內閣/ 

內閣/遇皇上御殿日/ 內閣/ 

內閣/慶賀表箋/ 內閣/ 

內閣/恭上皇太后尊號徽號/ 內閣/ 

內閣/五朝實錄/ 內閣/ 

內閣/纂修實錄聖訓國史會典諸書/ 內閣/ 

內閣/大內尊藏實錄及皇史宬內閣庫所藏/ 內閣/ 

內閣/各館修書處/ 內閣/ 

內閣/纂修玉牒/ 內閣/ 

內閣/御製交泰殿寶譜序/ 內閣/ 

內閣/請用御寶/ 內閣/ 

內閣/請御寶隨往行在/ 內閣/ 

內閣/齎行寶/ 內閣/ 

內閣/每年洗御寶/ 內閣/ 

內閣/頒行恩詔/ 內閣/ 

內閣/頒行屬國詔書/ 內閣/ 

內閣/詔敕定式/ 內閣/ 

內閣/奉到清漢字/ 內閣/ 

內閣/稽察房稽察/ 內閣/ 

內閣/稽察欽奉上諭事件/ 內閣/ 

內閣/諭旨下各部院交內閣繙譯/ 內閣/ 

內閣/起居注/ 內閣/ 

內閣/壇廟陵寢/ 內閣/ 

內閣/尊諡冊諡/ 內閣/ 

內閣/陵山封號/ 內閣/ 

內閣/壇廟祝版/ 內閣/ 

內閣/圜丘方澤祈榖常雩大祀/ 內閣/ 

內閣/新設宮殿廟宇城郭/ 內閣/ 

內閣/殿試/ 內閣/ 

內閣/庶吉士散館/ 內閣/ 

內閣/命將出師/ 內閣/ 

內閣/勾決重囚/ 內閣/ 

內閣/論俸擬定正陪引見補用/ 內閣/ 

內閣/滿洲蒙古侍讀員闕/ 內閣/ 

內閣/滿洲漢軍典籍員闕/ 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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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滿中書員闕/ 內閣/ 

內閣/蒙古中書員闕/ 內閣/ 

內閣/漢軍中書員闕/ 內閣/ 

內閣/漢中書員闕/ 內閣/ 

內閣/滿貼寫中書員闕/ 內閣/ 

內閣/蒙古貼寫中書員闕/ 內閣/ 

內閣/看守/ 內閣/ 

內閣/中外奏銷冊籍/ 內閣/ 

內閣/每歲需用心紅紙張黃綾之屬於戶工二部支取/ 內閣/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宗人府/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內閣/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吏部/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戶部/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禮部/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兵部/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刑部/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工部/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理藩院/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都察院/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六科初制增減不一/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內務府/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通政使司/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大理寺/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翰林院/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起居注館/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詹事府/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太常寺/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光祿寺/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太僕寺/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順天府/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鴻臚寺/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國子監/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欽天監/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太醫院/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盛京五部/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三/盛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鑾儀衛/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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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領侍衛府/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步軍統領衙門/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奉天府/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三/盛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直省承宣布政使司/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四/外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直省提刑按察使司/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四/外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直省各府/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四/外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直省各州/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四/外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直省各縣/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四/外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直省各鹽政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官制四/外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旗員按闕補用/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旗員改公額/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科甲除授/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各官開闕/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各衙門留闕/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留館開闕/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議官掣籤/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清漢字分闕/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科甲出身知縣改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官員迴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旗員終養/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官員丁憂起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官員丁憂借署/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官員患病候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先後記名人員論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廕生錄用/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雙月升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單月升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盛京調補部屬司庫等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特用人員分部/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內閣票籤中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刑部司獄/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年滿倉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由京補授八旗游牧員外郎/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寧古塔驛站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駐防軍營額外官員/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內繙書房效力期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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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各學教習期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盛京官員升轉/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六部理藩院蒙古司官升轉/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陵寢官員升轉/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論俸升轉/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郎中等官算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各項執事人算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贊禮郎等官較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還職官員算俸及分別隨帶級紀/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各官試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考試繙譯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考試滿洲蒙古繙譯/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考試候補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盛京筆帖式考試/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考試見任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考試盛京五部見任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駐防旗人考試升用/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考取各館繙譯謄錄/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停止各部保題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補用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宗人府宗室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內務府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本部掌稾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理藩院委署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三庫大使筆帖式庫使調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步軍統領衙門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三旗領侍衛府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盛京刑部蒙古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督撫衙門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遴選協辦同知/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八旗隨印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吉林寧古塔黑龍江將軍等處筆帖式

員闕/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吉林黑龍江將軍衙門新設理刑司銀

庫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游牧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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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補用庫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盛京各部庫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教習期滿補用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各處補用外郎/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兵部武選司架閣科增設外郎四名/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福州將軍衙門增設外郎四名水師營

增設外郎二名/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各處年滿筆帖式調京/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盛京驛站筆帖式停調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筆帖式病痊起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補用天文生/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遴選貼寫中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三四品官廕生補用筆帖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一/繙書房筆帖式十人/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分月選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投供驗到/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閏月停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京察大計停升/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截取候選官員/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候選文結/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候補文結/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正八品以下候選候補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教職候選候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文結分投部科不準臨選駮察/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文結投部定限/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開闕截限/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議官掣籤/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月官考驗/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備擬知縣/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雙月選法/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單月選法/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官員給憑/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繳憑/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扣除別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遇闕即用/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計闕選用/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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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特用部屬/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降調官員得闕後引見/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廕生外用/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小京官學習期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察奏廢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保舉選用/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教職俸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鹽場大使庫大使俸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各學教習期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司官外用府道/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主事等官外用直隸州知州/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候補候選人員告降/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本籍接壤迴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親族迴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師生迴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迴避調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坐補原闕/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月選二/孤闕改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大學士以下三品京堂以上/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四五品京堂/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翰詹官員/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翰詹兼理部務/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京堂翰詹開列夾單/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京堂特旨升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稽察宗室覺羅各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京外應升官員開列/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大學士京堂等官候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督撫藩臬等官候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翰詹衙門升轉/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補授祭酒/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學政開列/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督撫兼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學政兼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開列/撰給敕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國子監司業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科道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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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戶部庫官調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工部庫官調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步軍統領衙門員外郎等

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各部院堂主事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內閣侍讀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內閣中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蒙古中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漢軍中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掌關防郎中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盛京三陵掌關防等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理藩院主事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領侍衛府主事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京學教授訓導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國子監滿助教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國子監蒙古助教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唐古忒學蒙古助教一員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咸安宮教習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盛京禮部助教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寧古塔助教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司庫遴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贊禮郎等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盛京禮部讀祝官贊禮郎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寶泉寶源二局大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盛京三部司庫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刑部司獄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刑部提牢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內務府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欽天監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考選蒙古五官正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太僕寺主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王府官員闕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五旗司弓員闕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盛京刑部蒙古主事員闕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盛京將軍等衙門主事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管理八旗游牧察哈爾員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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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郎升轉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驛站監督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調補驛站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驛站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邊地同知通判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威遠堡等關口守口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盛京銀庫監督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盛京銀庫員外郎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守衛壇廟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盛京工部司匠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奉天等處倉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鳯凰城迎送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一/旗員遴選/滿官掌印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考選科道/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行取知縣/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各部司官酌定保題/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宗人府主事/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起居注主事/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內閣中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國子監監丞助教等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翰林院待詔/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禮部鑄印局大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刑部司獄/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各部設立督催所/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本部兵部設立稽俸廳/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中書科協辦內閣中書事/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太常寺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鴻臚寺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欽天監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太醫院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五城司坊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京畿四路捕盜同知/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大興宛平二縣/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旗員遴選理事同知通判/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順天府學教授訓導/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奉宸苑牐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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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外官題闕定限/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官員題升/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官員題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知府州縣等官閱俸升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煙瘴臺灣各員題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署事實授/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河工署事實授/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保題官員引見/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調闕準酌量題升/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補用試用人題闕/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直隸州知州題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即升參罰保題/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運副運判題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衝繁疲難各項簡選調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佐貳要闕調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試用人員仍發原省/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河工服闋假滿仍準留工/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督撫不準隨帶人員/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簡選分發人員/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遠省簡發人員/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直隸簡發人員/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奉天州縣由旗員遴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簡選佐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鹽庫大使簡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教職考試保題/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鹽場教職俸滿分別接算保題/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雲貴等省教職/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內外陰陽醫學僧道等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沿河州縣調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河員遴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河工簡發/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沿海各員調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䑓灣調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陜西邊員調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廣東理猺同知/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廣東煙瘴邊闕/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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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廣東水土惡毒次要闕/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廣西煙瘴邊員調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遴選二/苗疆題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官員加級/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武職世爵各官兼理部院/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宗人府題補各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宗人府宗室官員出差/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內務府堂郎中等官升轉/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漢軍典籍升轉/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漢軍年滿大使升轉/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京官降調候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外任旗員降補京官/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開列出差監督/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卓異理事同知通判等官升轉/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官員赴任給照/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各部司官升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漢軍司官歸并漢闕/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京官算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外官算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升轉論俸扣算日期/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京員出差軍前升轉/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府佐州縣閱俸十年引見/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官員即升加級紀錄/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官員通理前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官員停升/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推升離任/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官員即升推升月分/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即升推升次序/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科道內升外轉/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捐納試俸實授/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額外署職實授/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無保舉人員升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升銜留任/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推升知縣等官截取/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即升卓異丁憂候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擬升擬選丁憂候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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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京官降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外官降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道府不準改用部曹/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試用借補人員升轉降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旗員升補/借闕候補/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進士授職/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庶吉士散館/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進士分部學習/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分部進士學習期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進士選用知縣/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進士選用教職/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舉人簡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舉人兼掣州同/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舉人就教/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漢軍舉人授職/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教職小京官中式留任/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副榜恩拔歲貢授職/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貢生肄業期滿/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廕生錄用/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漢軍廕生錄用/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廕生外用/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廕生考試/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補廕復廕/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廕生改武/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難廕生錄用/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薦舉孝廉方正/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徵召山林隱逸/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薦舉優行生員/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幕賓議叙/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吏員授職/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外省吏攢授職/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文選清吏司/除授/外郎錄用/ 吏部/文選清吏司/銓政/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績/京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績/四五品京堂/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績/在京各衙門所屬官員筆帖式等/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績/順天府治中通判等官/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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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考功清吏司/考績/盛京官員/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績/考察官員出差/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績/大計/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績/土司等官卓異/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績/內外考察官員告辨/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績/被劾人員挾私報復/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績/注考違例/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舉劾/京官保舉不實/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舉劾/外官舉劾不實/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舉劾/言官奏事不實/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舉劾/官員呈辨冤枉/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舉劾/失報逃官/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舉劾/不察假官/ 吏部/考功清吏司/考察/ 

吏部/考功清吏司/升選/開闕截限/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升選/官員迴避/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升選/官員文結/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升選/貢監考職/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升選/吏員考職/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降罰/引用律例/ 吏部/考功清吏司/功過/ 

吏部/考功清吏司/降罰/官員罰俸/ 吏部/考功清吏司/功過/ 

吏部/考功清吏司/降罰/官員降革/ 吏部/考功清吏司/功過/ 

吏部/考功清吏司/降罰/官員降罰抵銷/ 吏部/考功清吏司/功過/ 

吏部/考功清吏司/降罰/官員開復/ 吏部/考功清吏司/功過/ 

吏部/考功清吏司/降罰/處分遇赦/ 吏部/考功清吏司/功過/ 

吏部/考功清吏司/降罰/議處出師官員/ 吏部/考功清吏司/功過/ 

吏部/考功清吏司/降罰/兩任內議敘議處/ 吏部/考功清吏司/功過/ 

吏部/考功清吏司/降罰/合辭具題/ 吏部/考功清吏司/功過/ 

吏部/考功清吏司/降罰/行取職名遲延/ 吏部/考功清吏司/功過/ 

吏部/考功清吏司/降罰/從重歸結/ 吏部/考功清吏司/功過/ 

吏部/考功清吏司/期限/在京衙門事件期限/ 吏部/考功清吏司/期限/ 

吏部/考功清吏司/期限/稽察八旗事件/ 吏部/考功清吏司/期限/ 

吏部/考功清吏司/期限/筆帖式繙譯限期/ 吏部/考功清吏司/期限/ 

吏部/考功清吏司/期限/各省承辦欽部事件限期/ 吏部/考功清吏司/期限/ 

吏部/考功清吏司/期限/督撫展限/ 吏部/考功清吏司/期限/ 

吏部/考功清吏司/期限/邊遠展限/ 吏部/考功清吏司/期限/ 

吏部/考功清吏司/期限/應結事件故為駮詰/ 吏部/考功清吏司/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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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考功清吏司/赴任/文憑定限/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赴任/給憑赴任限期/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赴任/畫憑違限/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赴任/赴任違限/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赴任/赴部投文限期/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赴任/教職文憑/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赴任/臺灣瓊州給憑限期/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赴任/巡撫濫行給憑/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赴任/繳照逾限/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赴任/外官攜帶家口/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赴任/旗員子弟隨任/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赴任/外任旗員家人冊報督撫/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赴任/州縣收用長隨/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赴任/奉差不復任/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赴任/迎接新官/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離任/官員交代/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離任/升補離任/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離任/交代限外出結/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離任/交代遲延/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離任/遲延二參/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離任/知府交代/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離任/直隸河官交代/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離任/教官交代/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離任/倉廒交盤/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離任/自理案件及奉行條例造入交盤/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離任/徇隱虧空/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離任/三品以上官員離任/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離任/離任/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離任/裁汰/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離任/外官卸事交盤限內出署/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給假/京官給假/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給假/道府告假/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給假/教職告假/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給假/候補候選人員告假/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給假/京官告病/ 吏部/考功清吏司/告病/ 

吏部/考功清吏司/給假/外官告病/ 吏部/考功清吏司/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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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考功清吏司/歸籍/歸旗定限/ 吏部/考功清吏司/交代回籍/ 

吏部/考功清吏司/歸籍/旗員子弟隨任/ 吏部/考功清吏司/交代回籍/ 

吏部/考功清吏司/歸籍/漢官回籍定限/ 吏部/考功清吏司/交代回籍/ 

吏部/考功清吏司/歸籍/容留提鎮等官任所入籍置產/ 吏部/考功清吏司/交代回籍/ 

吏部/考功清吏司/歸籍/賞給微員路費回籍/ 吏部/考功清吏司/交代回籍/ 

吏部/考功清吏司/曠職/九卿會議不齊/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曠職/推諉事件/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曠職/嚴禁燕游/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曠職/案件假手書吏/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曠職/直月官公事錯誤/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曠職/筆帖式臨考規避/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曠職/教習不實心訓導/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曠職/稽誤時憲書進呈/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曠職/撫綏無術/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曠職/虛懸城守/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曠職/規避移駐/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營私/餽送囑託/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營私/供應欽差/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書役/書役/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戶口/編審人丁/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戶口/買賣人口/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戶口/隱瞞秀女/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戶口/臺灣民人偷越苗地/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田宅/開墾荒地/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田宅/撥給地畝/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田宅/旗人違禁外省置產/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田宅/入官田產/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田宅/擅責佃戶/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解支/起解錢糧物料/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解支/支放錢糧/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盤察/清盤庫項/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盤察/虧空分別處分開復/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盤察/清盤倉榖/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盤察/造冊批迴/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漕運/漕運考成/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漕運/漕糧限期/ (無對應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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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考功清吏司/漕運/旗丁收書/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漕運/修造漕船/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漕運/糧船夾帶私貨/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漕運/糧船漂燬/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漕運/盜賣漕糧/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漕運/漕船回空/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錢法/私鑄私銷/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錢法/行使廢錢/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錢法/辦解銅/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鹽法/鹽課奏銷/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鹽法/私鹽/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鹽法/修築鹽池/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鹽法/私茶/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鹽法/失察私鹽私茶因公出境免議/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關稅/關稅考覈/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關稅/清察牙行/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關稅/嚴禁苛索稅羨/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催徵/徵收地丁錢糧/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催徵/徵收漕項錢糧/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催徵/不作分數錢糧/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承追/詳請豁免/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承追/承追虧空等項/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災振/報災逾限/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災振/捕蝗/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災振/失火/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儀制/朝會祭祀/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儀制/迎送詔書/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儀制/玩誤耕耤/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文禁(附僧道度牒)/捏造鈔報/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文禁(附僧道度牒)/嚴禁訟師/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文禁(附僧道度牒)/嚴禁淫辭/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文禁(附僧道度牒)/僧道度牒/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服飾/服飾違例/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本章/本章違誤/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本章/漏洩本章/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本章/遺失本章/ (無對應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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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考功清吏司/印信/誤用印信/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印信/漏用印信/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印信/印信糢糊/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印信/妄用印結牌文/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印信/空白印信/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印信/濫行出結/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印信/給結冒領建坊銀/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印信/隔屬用印買人/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印信/那移年月用印/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印信/禁止無印小票/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科場/科場/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學政(附教職)/考覈學政/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學政(附教職)/考覈教職/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軍政/軍政/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馬政/馬場/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馬政/解馬/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馬政/偷販馬匹/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驛遞/驛遞/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驛遞/違誤驛務/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邊禁/邊禁/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海防/海防/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斷獄/用刑違式/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斷獄/京城承審事件/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斷獄/外省承審事件/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斷獄/官員斷獄不當/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提解/提解人犯/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人命/命案檢驗/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人命/命案緝兇/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賊盜/承緝叛逆/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賊盜/京城緝捕竊盜/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賊盜/地方緝捕竊盜/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賊盜/諱盜/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逃人/緝捕逃人/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雜犯/賭博/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雜犯/官員犯姦/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雜犯/禁止邪教/ (無對應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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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考功清吏司/雜犯/禁止聚衆/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雜犯/偏信地師/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禁獄/禁獄不嚴/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禁獄/淹禁/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修造/修造/ (無對應分類) 

吏部/考功清吏司/河工/河工/ (無對應分類)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旗員丁憂/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旗員外任丁憂/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內外漢官丁憂/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內外官員丁憂通例/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新選新補官員丁憂/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候補候選官員在籍丁憂/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繼母

治喪/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停止在任守制/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官員起復/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服滿起文赴部程限/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官員終養/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 

吏部/稽勳清吏司/改籍(更名復姓附)/官員改籍/ (無對應分類) 

吏部/稽勳清吏司/改籍(更名復姓附)/官員更名復姓/ (無對應分類) 

吏部/稽勳清吏司/改籍(更名復姓附)/稽俸/ 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終養附)/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世爵等級/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戰功議叙/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攻城議叙/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已攻毀城池/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水戰議叙/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陣亡贈爵/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八旗世爵承襲/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優給半俸/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衍聖公襲爵/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衍聖公官屬題補/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世襲五經博士/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明代後裔世襲延恩侯/ 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封贈/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推封/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武職之子見任文職/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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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八九品官準封父母不封妻室/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贈外祖父母/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給封/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丁憂終養給封/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封典不重給/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補給/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改給/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停給/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追奪/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土官請封/ 吏部/驗封清吏司/封贈/ 

吏部/驗封清吏司/廕叙/官員恩廕/ 吏部/驗封清吏司/廕叙/ 

吏部/驗封清吏司/廕叙/承廕/ 吏部/驗封清吏司/廕叙/ 

吏部/驗封清吏司/廕叙/補廕/ 吏部/驗封清吏司/廕叙/ 

吏部/驗封清吏司/廕叙/官員加贈/ 吏部/驗封清吏司/廕叙/ 

吏部/驗封清吏司/土官/土官承襲/ 吏部/驗封清吏司/土官/ 

吏部/驗封清吏司/書吏/供事書役額數/ 吏部/驗封清吏司/書吏/ 

吏部/驗封清吏司/書吏/書吏著役/ 吏部/驗封清吏司/書吏/ 

吏部/驗封清吏司/書吏/吏員考職/ 吏部/驗封清吏司/書吏/ 

吏部/驗封清吏司/書吏/各衙門調補書吏/ 吏部/驗封清吏司/書吏/ 

戶部/疆理/京師順天府京縣二州五縣十有七/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盛京奉天府府一京縣一州四縣七/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直隸省兼管順天府所屬州縣府九直隸州六州十有

六縣一百十有二/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山東省府十州十縣九十有三/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山西省府九直隸州十州六縣八十有九/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河南省府九直隸州四州六縣九十有九/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江南江蘇省府八直隸州三州三縣六十有一/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江南安徽省府八直隸州五州四縣五十有二/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江西省府十有三州一縣七十有七/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福建省府十直隸州二縣六十有二/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浙江省府十有一州一縣七十有六/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湖廣湖北省府十州八縣六十/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湖廣湖南省府九直隸州四州三縣六十有三/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陜西西安省府六直隸州六州五縣七十有三/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陜西甘肅省府八直隸州三州八縣四十有四/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四川省府十有一同知一直隸州九州十有一縣一百 戶部/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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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二/ 

戶部/疆理/廣東省府十直隸州三州七縣八十/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廣西省府十有一直隸州二州十有六縣四十有六/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雲南省府二十有二州三十縣三十有三/ 戶部/疆理/ 

戶部/疆理/貴州省府十有三州十有四縣三十有三/ 戶部/疆理/ 

戶部/戶口上/編八旗壯丁/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上/旗員壯丁著績分戶/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上/旗員子弟隨任/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上/壯丁別寓/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上/給印票執照/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上/分晰戶丁/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上/漢軍改歸民籍及外省住居/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上/旗人撫養嗣子/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上/旗人買賣奴僕/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上/出差官駐防官兵買僕/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上/口外買帶漢人/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上/捕牲壯丁及黑龍江官兵買僕/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上/竈戶賣身/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上/禁賣贖叛逆人犯/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上/投充人口/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上/出征俘獲人口/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下/直省戶口總數/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下/編審/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下/清釐丁役/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下/口賦/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下/丁銀攤徵/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下/新墾升科分攤/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下/保甲/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下/流寓異地/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下/改正戶籍/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下/番民歸化/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下/安集流民/ 戶部/戶口/ 

戶部/戶口下/買賣人口/ 戶部/戶口/ 

戶部/田賦一/上三旗皇莊園圃/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一/宗室莊田/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一/畿輔官兵莊田/ 戶部/田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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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部/田賦一/盛京各駐防官兵莊田/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一/各直省駐防官兵莊田/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一/井田改屯地/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一/撥給外藩田土/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一/畿輔牧場/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一/盛京牧場/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二/田賦科則/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二/免科田地/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二/各學田租/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二/屯田/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二/土司貢賦/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二/丈量/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二/丈量禁令/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二/開墾/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二/勸課農桑/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三/州縣經徵錢糧運解布政使司候部撥日起運/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三/布政使司運解京餉/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三/部撥運解京餉/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三/解京顏料物件/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三/運解協餉/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三/解餉給夫馬水腳/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三/選委解官/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三/防護解餉/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三/州縣經徵錢糧扣留本地支給經費曰存留/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三/存留動支/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三/部撥留貯各省備用/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三/催科事例/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三/催科期限/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三/歸轄改徵/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三/催科禁例/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四/催科考成/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四/帶徵接徵離任署印官催科考成/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四/新舊官錢糧交代/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四/盤察倉庫/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四/究追虧空/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四/追賠拖欠/ 戶部/田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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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部/田賦四/奏銷/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四/撥冊/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四/奏報秋成/ 戶部/田賦/ 

戶部/田賦四/賦役全書/ 戶部/田賦/ 

戶部/權量/尺秤/ 戶部/權量/ 

戶部/權量/法馬/ 戶部/權量/ 

戶部/權量/升斗斛/ 戶部/權量/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總理庫務/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管庫官役/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選補庫官/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銀庫/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段疋庫/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顏料庫/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盛京戶部銀庫/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盛京將軍庫吉林將軍庫寧古塔副都統庫白都訥副

都統庫三姓副都統庫拉林副都統庫齊齊哈爾將軍庫黑龍江副

都統庫默爾根副都統庫湖蘭城守尉庫/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直省藩庫/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按察使司庫/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糧儲道庫督糧道庫/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驛道庫/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鹽運使司庫鹽法道庫/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各稅務由部差者有監督庫/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地居衝要之分巡道庫府庫/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州縣衛所庫/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盤察/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留貯/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分貯/ 戶部/庫藏/ 

戶部/庫藏/寄貯/ 戶部/庫藏/ 

戶部/倉庾/京師/ 戶部/倉庾/ 

戶部/倉庾/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 戶部/倉庾/ 

戶部/倉庾/坐糧廳/ 戶部/倉庾/ 

戶部/倉庾/各倉監督/ 戶部/倉庾/ 

戶部/倉庾/內倉監督/ 戶部/倉庾/ 

戶部/倉庾/稽察倉儲/ 戶部/倉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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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部/倉庾/收糧上倉/ 戶部/倉庾/ 

戶部/倉庾/發米出倉/ 戶部/倉庾/ 

戶部/倉庾/隨糧耗米/ 戶部/倉庾/ 

戶部/倉庾/隨漕經費/ 戶部/倉庾/ 

戶部/倉庾/北河濬淺/ 戶部/倉庾/ 

戶部/倉庾/駮船/ 戶部/倉庾/ 

戶部/倉庾/採買糶賣/ 戶部/倉庾/ 

戶部/倉庾/京通官役/ 戶部/倉庾/ 

戶部/倉庾/直省州縣衛所各設常平倉/ 戶部/倉庾/ 

戶部/倉庾/直省義倉社倉/ 戶部/倉庾/ 

戶部/倉庾/直省地方水陸通衢設倉/ 戶部/倉庾/ 

戶部/倉庾/直省營倉/ 戶部/倉庾/ 

戶部/積貯/常平榖本/ 戶部/積貯/ 

戶部/積貯/常平榖數/ 戶部/積貯/ 

戶部/積貯/常平積貯米穀隨宜/ 戶部/積貯/ 

戶部/積貯/直省常平積榖每歲存糶之數/ 戶部/積貯/ 

戶部/積貯/買補之法/ 戶部/積貯/ 

戶部/積貯/豐年糴糶豫備倉儲/ 戶部/積貯/ 

戶部/積貯/運費/ 戶部/積貯/ 

戶部/積貯/禁囤積及造麴蘖/ 戶部/積貯/ 

戶部/積貯/常平額外積貯/ 戶部/積貯/ 

戶部/積貯/積貯耗折/ 戶部/積貯/ 

戶部/積貯/盤察倉糧/ 戶部/積貯/ 

戶部/積貯/積貯交代/ 戶部/積貯/ 

戶部/積貯/社倉積貯/ 戶部/積貯/ 

戶部/積貯/義倉積貯/ 戶部/積貯/ 

戶部/積貯/營倉積貯/ 戶部/積貯/ 

戶部/漕運一/正兌漕糧/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一/改兌漕糧/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一/白糧/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一/小麥/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一/黑豆/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一/永折漕糧/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一/隨漕正耗/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一/隨漕輕齎/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一/隨漕席木/ 戶部/漕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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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部/漕運一/官軍行月/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一/贈貼銀米/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一/白糧經費/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一/轉輸薊易/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一/截撥兵米/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一/截留事例/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漕糧徵收/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白糧徵收/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漕糧蠲緩/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漕糧改折/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漕糧運船/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駮船/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帶運加給/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雇募民船/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白糧運船/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總漕督漕運/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巡視漕運/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分省漕司/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監兌漕糧/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押運府判/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沿塗催運/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漕糧領運/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白糧領運/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句僉運軍/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漕船交兌/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沿塗程限/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淮通例限/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二/回空例限/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三/計屯貼運/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三/優䘏運軍/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三/徵收禁例/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三/重運禁例/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三/回空禁例/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三/漕糧雜禁/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三/倉漕奏銷/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三/漕糧考成/ 戶部/漕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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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部/漕運三/白糧考成/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三/倉庫盤察/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三/起運完欠/ 戶部/漕運/ 

戶部/漕運三/漕船偶遭風火/ 戶部/漕運/ 

戶部/錢法/京局鼓鑄/ 戶部/錢法/ 

戶部/錢法/督理錢法/ 戶部/錢法/ 

戶部/錢法/搭放京餉/ 戶部/錢法/ 

戶部/錢法/直省鼓鑄/ 戶部/錢法/ 

戶部/錢法/搭放省餉/ 戶部/錢法/ 

戶部/錢法/辦銅/ 戶部/錢法/ 

戶部/錢法/辦鉛錫/ 戶部/錢法/ 

戶部/錢法/收銅/ 戶部/錢法/ 

戶部/錢法/辦銅鉛考成/ 戶部/錢法/ 

戶部/錢法/錢價/ 戶部/錢法/ 

戶部/錢法/錢法禁令/ 戶部/錢法/ 

戶部/鹽法上/直省鹽課/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上/盛京鹽行/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上/長蘆鹽行/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上/山東鹽行/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上/河東鹽行/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上/陝西定邊縣大池鹽行/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上/福建鹽行/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上/廣東鹽行/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上/廣西行銷/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上/四川鹽行/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上/雲南鹽行/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上/貴州素不產鹽/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下/直省鹽差/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下/貢鹽/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下/鹽法考成/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下/鹽法禁例/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下/引目由單/ 戶部/鹽法/ 

戶部/鹽法下/引式/ 戶部/鹽法/ 

戶部/關稅上/直省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京師崇文門/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左翼右翼/ 戶部/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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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部/關稅上/通州分司/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直隸天津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山海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張家口/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龍泉紫荊獨石等關口/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奉天牛馬/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鳳凰城中江/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山東臨清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山西武元城/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江蘇海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滸墅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淮安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揚州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西新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安徽鳳陽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蕪湖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江西九江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贑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福建海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閩安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浙海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北新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南新工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湖北武昌廠/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荊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辰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䕫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打箭鑪/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廣東海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太平關/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廣西梧廠/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上/潯廠/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下/直省關差/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下/考覈/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下/禁令/ 戶部/關稅/ 

戶部/關稅下/各關見行條例/ 戶部/關稅/ 



 

86 
 

戶部/雜賦上/蘆課/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茶課/江蘇/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茶課/安徽/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茶課/江西/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茶課/浙江/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茶課/湖北/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茶課/湖南/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茶課/甘肅/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茶課/四川/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茶課/雲南/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茶課/直隸盛京山西河南廣西/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茶課/山東/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茶課/福建/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茶課/廣東/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茶課/貴州/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茶課/引式/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金銀礦課/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銅鐡錫鉛礦課/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上/水銀硃砂雄黃礦課/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下/魚課/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下/田房稅契/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下/牙帖商行當鋪稅/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下/落地牛馬豬羊等項雜課/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下/雜賦考成/ 戶部/雜賦/ 

戶部/雜賦下/雜賦禁例/ 戶部/雜賦/ 

戶部/俸餉上/宗室俸祿/ 戶部/俸餉/ 

戶部/俸餉上/公主以下及額駙俸祿/ 戶部/俸餉/ 

戶部/俸餉上/世爵俸祿/ 戶部/俸餉/ 

戶部/俸餉上/在京文武各官俸祿/ 戶部/俸餉/ 

戶部/俸餉上/京官月費/ 戶部/俸餉/ 

戶部/俸餉上/在外文官俸銀/ 戶部/俸餉/ 

戶部/俸餉上/外藩俸祿/ 戶部/俸餉/ 

戶部/俸餉下/京師兵餉/ 戶部/俸餉/ 

戶部/俸餉下/直省兵餉/ 戶部/俸餉/ 

戶部/俸餉下/優䘏俸餉/ 戶部/俸餉/ 

戶部/蠲䘏一/賜復/ 戶部/蠲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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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部/蠲䘏一/免科/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一/除役/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一/振煢獨/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一/養幼孤/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一/收羈窮/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一/安節孝/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一/䘏薄宦/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一/矜罪囚/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一/撫難夷/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二/救災/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二/拯饑/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二/平糶/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二/貸粟/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三/蠲賦/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三/緩徵/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三/通商/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三/勸輸/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三/嚴奏報之期/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三/辨災傷之等/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三/興土功使民就傭/ 戶部/蠲䘏/ 

戶部/蠲䘏三/反流亡使民生聚/ 戶部/蠲䘏/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御殿受朝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臨朝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陳設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樂懸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班位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侍班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執事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糾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賜坐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二/元日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二/長至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二/萬壽聖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二/常朝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二/御門聽政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二/朝門禁例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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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三/元日皇太后宮朝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三/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三/長至節皇太后宮慶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三/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三/皇太后聖壽慶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三/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三/元日皇后宮慶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三/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三/長至節皇后宮慶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三/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三/千秋節慶賀 禮部/儀制清吏司/嘉禮/朝會三/ 

禮部/儀制清吏司/登極/登極/ 禮部/儀制清吏司/登極/ 

禮部/儀制清吏司/尊崇/恭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徽號之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尊崇/ 

禮部/儀制清吏司/冊立/冊立皇后之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冊立/ 

禮部/儀制清吏司/尊封/尊封之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尊封/ 

禮部/儀制清吏司/冊封一/冊封皇貴妃貴妃妃嬪之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冊封一/ 

禮部/儀制清吏司/冊封二/冊封諸王貝勒貝子/ 禮部/儀制清吏司/冊封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冊封二/冊封公主/ 禮部/儀制清吏司/冊封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冊封二/冊封王等福晉貝勒貝子夫人/ 禮部/儀制清吏司/冊封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冊封二/封郡主縣主郡君/ 禮部/儀制清吏司/冊封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經筵/經筵/ 禮部/儀制清吏司/經筵/ 

禮部/儀制清吏司/經筵/日講/ 禮部/儀制清吏司/經筵/ 

禮部/儀制清吏司/視學/視學/ 禮部/儀制清吏司/視學/ 

禮部/儀制清吏司/視學/闕里講學/ 禮部/儀制清吏司/視學/ 

禮部/儀制清吏司/巡幸/巡幸/ 禮部/儀制清吏司/巡幸/ 

禮部/儀制清吏司/御新宮/皇帝御新宮/ 禮部/儀制清吏司/御新宮/ 

禮部/儀制清吏司/御新宮/皇太后御新宮/ 禮部/儀制清吏司/御新宮/ 

禮部/儀制清吏司/耕耤/耕耤/ 禮部/儀制清吏司/耕耤/ 

禮部/儀制清吏司/耕耤/直省耕耤/ 禮部/儀制清吏司/耕耤/ 

禮部/儀制清吏司/親蠶/親蠶/ 禮部/儀制清吏司/親蠶/ 

禮部/儀制清吏司/授時/頒朔/ 禮部/儀制清吏司/授時/ 

禮部/儀制清吏司/授時/迎春/ 禮部/儀制清吏司/授時/ 

禮部/儀制清吏司/頒詔/頒詔/ 禮部/儀制清吏司/頒詔/ 

禮部/儀制清吏司/頒賞/恩詔頒賞/ 禮部/儀制清吏司/頒賞/ 

禮部/儀制清吏司/頒賞/實錄玉牒告成頒賞/ 禮部/儀制清吏司/頒賞/ 

禮部/儀制清吏司/頒賞/頒賜督撫提鎮服物/ 禮部/儀制清吏司/頒賞/ 

禮部/儀制清吏司/頒賞/卓薦頒賞/ 禮部/儀制清吏司/頒賞/ 

禮部/儀制清吏司/進表/進表箋/ 禮部/儀制清吏司/進表/ 

禮部/儀制清吏司/進書/恭進實錄/ 禮部/儀制清吏司/進書/ 

禮部/儀制清吏司/進書/恭進玊牒/ 禮部/儀制清吏司/進書/ 

禮部/儀制清吏司/鑄印局/鑄造寶印關防鈐記/ 禮部/儀制清吏司/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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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一/大婚/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一/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皇子成婚/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公主下嫁/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親王婚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世子郡王婚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貝勒婚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貝子婚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鎮國公婚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輔國公婚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鎮國將軍婚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輔國將軍婚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奉國將軍婚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閒散宗室婚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覺羅婚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王公以下婚娶通例/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郡主于歸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縣主于歸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郡君于歸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縣君于歸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鄉君于歸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郡主以下于歸通例/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官員士庶婚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婚娶通例/ 禮部/儀制清吏司/婚禮二/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皇帝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皇后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皇貴妃貴妃妃嬪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皇太子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親王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世子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郡王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貝勒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貝子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鎮國公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輔國公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鎮國將軍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輔國將軍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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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奉國將軍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奉恩將軍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宗室覺羅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固倫公主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和碩公主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郡主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縣主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郡君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縣君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鄉君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王公等側室女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親王福晉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世子福晉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郡王福晉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貝勒夫人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貝子夫人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鎮國公夫人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輔國公夫人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不入八分公及鎮國輔國奉國各將軍夫

人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超品民公侯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民公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侯伯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固倫公主額駙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和碩公主額駙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郡主額駙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縣主額駙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郡君額駙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縣君額駙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鄉君額駙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品官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士庶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冠服通例/ 禮部/儀制清吏司/冠服/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上/試期/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上/試藝/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上/考官/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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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上/同考官/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上/經理試事/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上/執事/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上/送試/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下/試規/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下/試卷/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下/閱卷/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下/出榜/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下/中額/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下/官卷/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下/迴避/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下/磨勘/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下/供具/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下/禁令/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下/下第舉人/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下/賜燕/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下/賞賫/ 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一/學校之制/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一/學政考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一/學政關防/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一/教職考覈/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一/童生入學/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二/諸生考課/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二/廩增名額/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二/貢士成均/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二/考試文藝/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二/釐正文體/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二/頒行書籍/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三/考場規條/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三/生童戶籍/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三/衡文黜陟/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三/勸懲優劣/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三/優䘏諸生/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三/廣勵學業/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三/執事奉祠/ 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 

禮部/儀制清吏司/風教/名宦鄉賢崇祀/ 禮部/儀制清吏司/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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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儀制清吏司/風教/旌表節孝/ 禮部/儀制清吏司/風教/ 

禮部/儀制清吏司/風教/旌表義行/ 禮部/儀制清吏司/風教/ 

禮部/儀制清吏司/風教/百歲旌表/ 禮部/儀制清吏司/風教/ 

禮部/儀制清吏司/風教/收養孤幼/ 禮部/儀制清吏司/風教/ 

禮部/儀制清吏司/風教/一產三男/ 禮部/儀制清吏司/風教/ 

禮部/儀制清吏司/風教/收埋枯骨/ 禮部/儀制清吏司/風教/ 

禮部/儀制清吏司/鄉飲酒禮/鄉飲酒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鄉飲酒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儀衛/王公儀衛/ 禮部/儀制清吏司/儀衛/ 

禮部/儀制清吏司/儀衛/公主以下儀衛/ 禮部/儀制清吏司/儀衛/ 

禮部/儀制清吏司/儀衛/福晉夫人儀衛/ 禮部/儀制清吏司/儀衛/ 

禮部/儀制清吏司/儀衛/京官儀衛/ 禮部/儀制清吏司/儀衛/ 

禮部/儀制清吏司/儀衛/外官儀衛/ 禮部/儀制清吏司/儀衛/ 

禮部/儀制清吏司/儀衛/命婦車輿/ 禮部/儀制清吏司/儀衛/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內外王公相見儀/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王公塗遇儀/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王貝勒府屬慶賀儀/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京官相見儀/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京官途遇儀/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直省文職官相見儀/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督學管關等官相見儀/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順天府尹與府丞相見/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直省文武官相見儀/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直省滿漢官相見儀/ 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 

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親征/ 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親征/ 

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親征凱旋/ 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親征/ 

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命將出征/ 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命將/ 

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命將出征凱旋/ 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命將/ 

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受降/ 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命將/ 

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獻俘/ 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獻俘/ 

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受俘/ 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受俘/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祀分三等/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按期/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齋戒/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御齋宮/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玉六等/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制帛七等/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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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牲四等/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樂四等/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佾舞/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祝版/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祭器/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祭品/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祭服/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祀期/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視牲/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省齍展器/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視宰牲/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陪祀/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恭請神牌/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執事侍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統/祭告/ 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一/大祀南郊/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一/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一/孟春祈榖/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一/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一/雩祀/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一/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二/大祭北郊/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二/升配/列聖升配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二/升配/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三/太廟/每年四孟月及歲暮饗太廟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三/升祔/升祔神主入廟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三/升祔/恭加上列聖列后尊諡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三/升祔/恭進玉冊玉寶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三/升祔/功臣配饗太廟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三/陵寢/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三/陵寢/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四/社稷壇/春秋祭社稷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四/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四/社稷壇/直省府州縣祭社稷壇 禮部/祠祭清吏司/大祀四/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一/春分朝日/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一/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一/秋分夕月/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一/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祭前代帝王廟/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巡幸祭帝王陵寢/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因事遣官祭帝王陵寢/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直省祭帝王陵寢/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直省防護陵寢修葺陵廟/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祭先師孔子行釋奠禮/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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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闕里祀典/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直省府州縣釋奠於先師之禮/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直省祀名宦鄉賢祠/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先賢先儒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祭傳心殿/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三/饗先農壇/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三/直省祭先農壇/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三/饗先蠶/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四/祈禱天神地祇/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四/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四/時巡祭山川/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四/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四/因事遣祭嶽鎮海瀆/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四/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四/嶽鎮海瀆所在地方有司歲以春秋仲

月諏日致祭/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四/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四/直省祭祀神祇/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四/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四/直省風雷諸祀/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四/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四/直省山川諸祭/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四/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四/祀太歲/ 禮部/祠祭清吏司/中祀四/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一/祀北極佑聖真君/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一/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一/祀司火之神/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一/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一/祀礮神/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一/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二/祭都城隍之神/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二/祭東嶽之神/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二/祭昭靈沛澤龍王之神/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二/祭玉泉龍神/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二/祭后土司工之神/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二/迎吻祭琉璃窰神/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二/祭司機之神/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二/祭司倉之神/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祭先醫/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祭關帝/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直省祭關帝廟/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祭禦災捍患諸神/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巡幸祭先代名臣先賢忠烈祠墓暨本

朝名臣/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昭忠祠/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賢良祠/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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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直省賢良祠/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功臣專祠/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雙忠祠/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春秋致祭八旗左右翼及直省府州縣

忠義孝弟祠節孝祠/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直省祭厲壇/ 禮部/祠祭清吏司/羣祀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家祭/王公家祭/ 禮部/祠祭清吏司/家祭/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一上/太宗文皇帝大喪禮/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一上/世祖章皇帝大喪禮/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一上/聖祖仁皇帝大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一下/世宗憲皇帝大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上/孝端文皇后大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上/孝康章皇后大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上/孝莊文皇后大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上/孝惠章皇后大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上/孝恭仁皇后大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下/孝誠仁皇后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下/孝昭仁皇后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下/孝懿仁皇后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下/孝敬憲皇后大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下/孝賢皇后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二/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三/太妃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三/皇貴妃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三/貴妃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三/妃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三/嬪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三/貴人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三/常在答應等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三/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四/皇太子喪禮/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四/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四/皇子喪禮/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四/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五/親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固倫公主親

王福晉以下縣君鄉君以上喪禮/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五/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五/外藩喪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五/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五/品官喪禮/ 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五/ 

禮部/祠祭清吏司/䘏典/䘏典/ 禮部/祠祭清吏司/䘏典/ 

禮部/祠祭清吏司/護日(護月附)/日月食救護儀/ 禮部/祠祭清吏司/護日(護月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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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祠祭清吏司/方伎/陰陽學/ 禮部/祠祭清吏司/方伎/ 

禮部/祠祭清吏司/方伎/醫學/ 禮部/祠祭清吏司/方伎/ 

禮部/祠祭清吏司/方伎/僧道/ 禮部/祠祭清吏司/方伎/ 

禮部/祠祭清吏司/方伎/番僧禁例/ 禮部/祠祭清吏司/方伎/ 

禮部/祠祭清吏司/方伎/正一眞人承襲/ 禮部/祠祭清吏司/方伎/ 

禮部/祠祭清吏司/方伎/內監禁例/ 禮部/祠祭清吏司/方伎/ 

禮部/主客清吏司/朝貢上/敕封/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禮/朝貢/ 

禮部/主客清吏司/朝貢上/貢期/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禮/朝貢/ 

禮部/主客清吏司/朝貢上/貢道/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禮/朝貢/ 

禮部/主客清吏司/朝貢上/貢物/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禮/朝貢/ 

禮部/主客清吏司/朝貢上/從人/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禮/朝貢/ 

禮部/主客清吏司/朝貢上/朝儀/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禮/朝貢/ 

禮部/主客清吏司/朝貢上/賜予/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禮/朝貢/ 

禮部/主客清吏司/朝貢下/迎送/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禮/朝貢/ 

禮部/主客清吏司/朝貢下/市易/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禮/朝貢/ 

禮部/主客清吏司/朝貢下/禁令/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禮/朝貢/ 

禮部/主客清吏司/朝貢下/賙䘏/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禮/朝貢/ 

禮部/主客清吏司/朝貢下/拯救/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禮/朝貢/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館/館舍/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禮/賓館/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館/象譯/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禮/賓館/ 

禮部/主客清吏司/馬館/芻牧/ 禮部/主客清吏司/賓禮/馬館/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大燕禮/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皇太后宮筵燕/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皇后宮筵燕/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筵燕外藩/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視學筵燕/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經筵燕/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會試燕/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恩榮燕/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恭繕神牌筵燕/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修書筵燕/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衍聖公來朝筵燕/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筵燕外國陪臣/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王府筵燕/ 禮部/精膳清吏司/燕禮/ 

禮部/精膳清吏司/餼廩/會試饔餼/ 禮部/精膳清吏司/餼廩/ 

禮部/精膳清吏司/餼廩/賓館饔餼/ 禮部/精膳清吏司/餼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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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精膳清吏司/餼廩/饋餼/ 禮部/精膳清吏司/餼廩/ 

禮部/精膳清吏司/餼廩/廩給/ 禮部/精膳清吏司/餼廩/ 

禮部/精膳清吏司/牲牢/供祭牲牢/ 禮部/精膳清吏司/牲牢/ 

禮部/精膳清吏司/牲牢/燕會牲牢/ 禮部/精膳清吏司/牲牢/ 

禮部/精膳清吏司/牲牢/賓館牲牢/ 禮部/精膳清吏司/牲牢/ 

禮部/精膳清吏司/牲牢/賜䘏牲牢/ 禮部/精膳清吏司/牲牢/ 

樂部/典樂/ 樂部/ 

樂部/樂章名/ 樂部/ 

樂部/佾舞/ 樂部/ 

樂部/壇廟樂器/ 樂部/ 

樂部/壇廟設樂/ 樂部/ 

樂部/朝會燕饗之樂/ 樂部/ 

樂部/隊舞/ 樂部/ 

樂部/樂器/ 樂部/ 

樂部/朝會燕饗設樂/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圜丘/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祈穀/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雩祭/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方澤/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太廟時饗/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大祫/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社稷壇/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祈雨報謝/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日壇/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月壇/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帝王廟/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文廟/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直省文廟/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先農壇/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先蠶壇/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神祇壇/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岱廟/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嵩廟/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望祭長白山/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太歲殿/ 樂部/ 

樂部/神樂署/中和韶樂樂章/祈雨報謝/ 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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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元日/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長至/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萬壽聖節/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元宵節/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正月/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二月/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三月/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四月/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五月/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六月/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七月/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八月/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九月/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十月/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十一月/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十二月/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文進士傳臚/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武進士傳臚/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車駕東巡至盛京/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駕幸翰林院/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命經畧往討金川/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凱旋行慶賀禮/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皇太后宮三大節/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中和韶樂樂章/皇后宮三大節/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丹陛樂章/御殿/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丹陛樂章/宮中/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丹陛樂章/駕幸盛京/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丹陛樂章/命經畧往討金川/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丹陛樂章/皇太后宮/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丹陛樂章/皇后宮/ 樂部/ 

樂部/和聲署/導迎樂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導迎樂章/南郊/ 樂部/ 

樂部/和聲署/導迎樂章/北郊/ 樂部/ 

樂部/和聲署/導迎樂章/祈穀/ 樂部/ 

樂部/和聲署/導迎樂章/雩祭/ 樂部/ 

樂部/和聲署/導迎樂章/太廟/ 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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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部/和聲署/導迎樂章/社稷/ 樂部/ 

樂部/和聲署/導迎樂章/東郊/ 樂部/ 

樂部/和聲署/導迎樂章/西郊/ 樂部/ 

樂部/和聲署/導迎樂章/帝王廟/ 樂部/ 

樂部/和聲署/導迎樂章/文廟/ 樂部/ 

樂部/和聲署/導迎樂章/先農/ 樂部/ 

樂部/和聲署/導迎樂章/堂子/ 樂部/ 

樂部/和聲署/導迎樂章/出師凱旋堂子/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視學/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巡狩方岳車駕出入/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元日進表/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長至進表/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萬壽聖節進表/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皇太后聖壽進表/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皇后千秋進箋/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實錄告成進呈/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玉牒告成進呈/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頒時憲書/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頒詔/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殿試舉榜/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耕耤進穜稑/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親蠶進筐鉤/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迎吻/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耕耤三十六禾辭/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典/皇后採桑歌/ 樂部/ 

樂部/和聲署/殿庭清樂/恭上皇太后徽號太和殿閱冊寶/ 樂部/ 

樂部/和聲署/殿庭清樂/大燕/ 樂部/ 

樂部/和聲署/殿庭清樂/上元節/ 樂部/ 

樂部/和聲署/殿庭清樂/耕耤禮成筵燕/ 樂部/ 

樂部/和聲署/殿庭清樂/駕幸翰林院筵燕/ 樂部/ 

樂部/和聲署/殿庭清樂/凱旋賜燕/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丹陛清樂/大燕/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丹陛清樂/耕耤禮成筵燕/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丹陛清樂/駕幸翰林院大燕/ 樂部/ 

樂部/和聲署/丹陛清樂/凱旋賜燕/ 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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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部/和聲署/部燕/賜衍聖公/ 樂部/ 

樂部/和聲署/部燕/賜文進士/ 樂部/ 

樂部/和聲署/部燕/賜武進士/ 樂部/ 

樂部/和聲署/鄉飲酒/ 樂部/ 

樂部/和聲署/鄉飲酒/南陔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鄉飲酒/由庚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隆舞樂章/第一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隆舞樂章/第二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隆舞樂章/第三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隆舞樂章/第四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隆舞樂章/第五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隆舞樂章/第六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隆舞樂章/第七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隆舞樂章/第八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慶隆舞樂章/第九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駕幸盛京大燕/第一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駕幸盛京大燕/第二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駕幸盛京大燕/第三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駕幸盛京大燕/第四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駕幸盛京大燕/第五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駕幸盛京大燕/第六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駕幸盛京大燕/第七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駕幸盛京大燕/第八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駕幸盛京大燕/第九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駕幸盛京大燕/第十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德勝舞樂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牧馬歌/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古歌/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如意寶/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佳兆/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誠感辭/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吉慶篇/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肖者吟/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君馬黃/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懿德吟/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善哉行/ 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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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樂土謠/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踏搖娘/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頌禱辭/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慢歌/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唐公主/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丹誠曲/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明光曲/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吉祥師/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聖明時/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微言/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際嘉平/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善政歌/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長命辭/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窈窕娘/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湛露/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四賢吟/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賀聖朝/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英流行/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堅固子/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月圓/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緩歌/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至純辭/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美封君/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少年行/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四天生吟/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宛轉辭/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鐵驪/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木槵珠/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好合曲/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童阜/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天馬吟/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大龍馬吟/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始條理/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追風赭馬/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迴波辭/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長豫/ 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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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平調/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遊子吟/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平調曲/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高士吟/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哉生明/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高哉行/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三章/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圓音/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闌杆/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思哉行/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法座引/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接引辭/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化導辭/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七寶鞍/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短歌/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夕照/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歸國謠/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僧寶吟/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婆羅門引/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三部落/ 樂部/ 

樂部/和聲署/笳吹樂章/五部落/ 樂部/ 

樂部/和聲署/番部合奏樂章/大合曲/ 樂部/ 

樂部/和聲署/番部合奏樂章/染絲曲/ 樂部/ 

樂部/和聲署/番部合奏樂章/公莫/ 樂部/ 

樂部/和聲署/番部合奏樂章/雅政辭/ 樂部/ 

樂部/和聲署/番部合奏樂章/鳳凰鳴/ 樂部/ 

樂部/和聲署/番部合奏樂章/乘驛使/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大清朝第一/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四時仗第二/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承天眷第三/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貢琛球第四/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錦繡乾坤第五/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中天盛世第六/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奉宸歡第七/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晴開五雲第八/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瑞雲籠第九/ 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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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駕六龍第十/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扈翠華第十一/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四時念第十二/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壯軍容第十三/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日初昇第十四/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嘉祥曲第十五/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練吉日第十六/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謁珠丘第十七/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御黼座第十八/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長白山第十九/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布爾湖第二十/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建遼陽第二十一/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瀋陽城第二十二/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鐵嶺山第二十三/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孕嘉產第二十四/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毓靈禽第二十五/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蕃珍樹第二十六/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建皇極第二十七/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大樂章/鑠皇清第二十八/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九龍旃第一/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鬯皇威第二/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整貔貅第三/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河清海晏第四/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輦路平第五/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景清明第六/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聖武光昭第七/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皇風泰第八/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慶雲呈第九/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象天行第十/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虹流華渚第十一/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皇都無外第十二/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夏諺歌第十三/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芳塍曲第十四/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渥洼曲第十五/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美留都第十六/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溯興京第十七/ 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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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格皇天第十八/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大凌河第十九/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狩于原第二十/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日上扶桑第二十一/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九五飛龍第二十二/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聖德巍巍第二十三/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 /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慶皇圖第二十五/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萬國瞻天第二十六/ 樂部/ 

樂部/和聲署/鐃歌清樂章/昊天命第二十七/ 樂部/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領侍衛府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鑾儀衛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驍騎營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前鋒營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護軍營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步軍營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火器營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圓明園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健銳營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白塔信礮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南苑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內府三旗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圓明園內府三旗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王公所屬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五旗王公府屬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守衛陵寢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畿輔八旗駐防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熱河駐防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盛京等處駐防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吉林(即吉林烏喇)等處駐防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黑龍江(即薩哈連烏喇)等處駐防官制

/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八旗游牧察哈爾駐防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各省駐防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直省綠旗營衛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官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八旗武職/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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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補授掌鑾儀衛事內大臣/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補授都統/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補授副都統/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補授統領/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補授駐防將軍/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補授駐防天津都統/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補授駐防副都統/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補授右衛副都統/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補授歸化城副都統/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補授火器營總統/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補授嚮導總統/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稽察營房/ (無對應分類)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稽察京倉/ (無對應分類)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直年/ (無對應分類)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署印/ (無對應分類)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開闕/ (無對應分類)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補授王公屬官/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補用記名官/ (無對應分類)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補用卓異官/ (無對應分類)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駐防豫保領催/ (無對應分類)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改補/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降補/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駐防官入覲/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八旗官守制/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上/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一/終養/ (無對應分類)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二/直省武職開列/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二/銓選/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二/銓選論俸/ (無對應分類)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二/銓選停升/ (無對應分類)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二/拔補千把總/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二/千總俸滿/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二/營兵外委定額/ (無對應分類)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三/八旗世爵及武職外用/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三/漢世爵外用/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三/武進士錄用/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三/武舉錄用/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106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三/功加錄用/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三/廕生改武/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三/難廕守備/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三/提塘錄用/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三/材官錄用/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四/保舉事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四/題補事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四/調補事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四/降調補用/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四/引見事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四/升銜留任/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四/武職養親/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四/病痊起用/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四/迴避事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四/丁憂事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四/停止入籍/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四/更復姓名/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中/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單月衛守備選法/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雙月衛守備選法/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守禦所千總選法/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門千總選法/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衛千總選法/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甘肅衛所官選法/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拔補貴州衛千總/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拔補山東管河衛千總/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門衛所官升營官/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衛所官改營官/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難廕衛千總改營官/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衛所調繁/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衛所千總分別營衛/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簡選武舉/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簡發南漕效力/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簡發隨幫/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衛所官降補/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衛所官開復擬升/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五/衛所官開闕/ 兵部/武選清吏司/職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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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武選清吏司/守衛/宿衛/ 兵部/武選清吏司/守衛/ 

兵部/武選清吏司/守衛/汛守/ 兵部/武選清吏司/守衛/ 

兵部/武選清吏司/守衛/白塔信礮/ 兵部/武選清吏司/守衛/ 

兵部/武選清吏司/守衛/夜禁/ 兵部/武選清吏司/守衛/ 

兵部/武選清吏司/守衛/救火/ 兵部/武選清吏司/守衛/ 

兵部/武選清吏司/大閱/大閱/ 兵部/武選清吏司/大閱/ 

兵部/武選清吏司/大狩/行圍禁令/ 兵部/武選清吏司/大狩/ 

兵部/武選清吏司/大狩/各省駐防隨圍/ 兵部/武選清吏司/大狩/ 

兵部/武選清吏司/大狩/邊外行圍/ 兵部/武選清吏司/大狩/ 

兵部/武選清吏司/大狩/駐劄行營/ 兵部/武選清吏司/大狩/ 

兵部/武選清吏司/大狩/演習畋獵/ 兵部/武選清吏司/大狩/ 

兵部/武選清吏司/出征/親征/ 兵部/武選清吏司/出征/ 

兵部/武選清吏司/出征/命將出師/ 兵部/武選清吏司/出征/ 

兵部/武選清吏司/出征/軍令/ 兵部/武選清吏司/出征/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封贈/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土司封贈/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廕叙/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陣亡官䘏典/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故官䘏典/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䘏賞陣亡官兵/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䘏賞休退官兵/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旗員親隨兵名糧/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綠旗營武職親丁名糧/ 兵部/武選清吏司/恩䘏/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甘肅土司/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四川土司/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廣西土司/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雲南土司/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貴州土司/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土官襲職/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議敘/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議處/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改土歸流/ 兵部/武選清吏司/土司/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一/直隸/總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一/直隸/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一/直隸/馬蘭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一/直隸/泰寧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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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一/直隸/宣化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一/直隸/天津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一/直隸/正定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一/山東/巡撫兼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一/山東/兗州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一/山東/登州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一/山西/巡撫兼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一/山西/太原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一/山西/大同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一/河南/巡撫兼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一/河南/河北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一/河南/南陽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蘇松 安徽 江西/兩江總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蘇松 安徽 江西/蘇松巡撫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蘇松 安徽 江西/安徽巡撫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蘇松 安徽 江西/江南水陸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蘇松 安徽 江西/崇明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蘇松 安徽 江西/狼山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蘇松 安徽 江西/壽春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蘇松 安徽 江西/江寧將軍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蘇松 安徽 江西/江南河道總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蘇松 安徽 江西/江西巡撫兼提

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蘇松 安徽 江西/南昌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蘇松 安徽 江西/南贛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閩浙總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福建巡撫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水師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金門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海壇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南澳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臺灣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陸路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福寧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汀州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建寧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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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漳州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福州將軍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水陸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黃巖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定海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溫州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處州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二/福建 浙江/衢州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湖北 湖南/湖廣總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湖北 湖南/湖北巡撫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湖北 湖南/湖南巡撫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湖北 湖南/水陸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湖北 湖南/襄陽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湖北 湖南/宜昌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湖北 湖南/鎮筸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湖北 湖南/永州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陜西 甘肅/陜甘總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陜西 甘肅/陜西巡撫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陜西 甘肅/固原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陜西 甘肅/延綏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陜西 甘肅/興漢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陜西 甘肅/河州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陜西 甘肅/甘肅巡撫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陜西 甘肅/甘州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陜西 甘肅/西寧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陜西 甘肅/寧夏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陜西 甘肅/涼州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陜西 甘肅/肅州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陜西 甘肅/安西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四川/總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四川/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四川/川北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四川/重慶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四川/建昌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三/四川/松潘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廣東廣西/兩廣總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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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廣東廣西/廣東巡撫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廣東廣西/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廣東廣西/左翼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廣東廣西/右翼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廣東廣西/碣石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廣東廣西/潮州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廣東廣西/高州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廣東廣西/瓊州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廣東廣西/南澳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廣東廣西/廣州將軍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廣東廣西/廣西巡撫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廣東廣西/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廣東廣西/左江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廣東廣西/右江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雲貴總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雲南巡撫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臨元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曲尋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開化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楚姚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永順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鶴麗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永北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昭通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普洱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貴州巡撫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提督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安籠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古州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鎮遠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四/雲南貴州/威寧鎮總兵官 兵部/職方清吏司/營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軍政考察通例/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軍政卓異通例/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軍政糾劾通例/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考察八旗武職/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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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八旗軍政卓異/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八旗軍政糾劾/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綠旗軍政卓異/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綠旗軍政糾劾/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綠旗武職薦舉/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政/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功/軍功奉旨從優議敘/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功/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功/議敘八旗軍功/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功/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功/議敘綠旗軍功/ 兵部/職方清吏司/軍功/ 

兵部/職方清吏司/簡閱/八旗簡閱軍士/ 兵部/職方清吏司/簡閱/ 

兵部/職方清吏司/簡閱/八旗駐防官兵操演/ 兵部/職方清吏司/簡閱/ 

兵部/職方清吏司/簡閱/直省簡閱營伍/ 兵部/職方清吏司/簡閱/ 

兵部/職方清吏司/簡閱/墩臺營房/ 兵部/職方清吏司/簡閱/ 

兵部/職方清吏司/關禁/邊關給票/ 兵部/職方清吏司/關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關禁/譏察禁物/ 兵部/職方清吏司/關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關禁/互市/ 兵部/職方清吏司/關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海禁/海外耕種之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海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海禁/海船製造之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海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海禁/出入海洋之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海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海禁/貨物出洋之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海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海禁/軍器出洋之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海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海禁/沿海弁兵之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海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詰禁/保甲/ 兵部/職方清吏司/詰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詰禁/緝盜/ 兵部/職方清吏司/詰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詰禁/捕逃/ 兵部/職方清吏司/詰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詰禁/緝私/ 兵部/職方清吏司/詰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詰禁/禁賭/ 兵部/職方清吏司/詰禁/ 

兵部/職方清吏司/巡防/海外巡防/ 兵部/職方清吏司/巡防/ 

兵部/職方清吏司/巡防/內河巡防/ 兵部/職方清吏司/巡防/ 

兵部/職方清吏司/巡防/緝捕海盜/ 兵部/職方清吏司/巡防/ 

兵部/職方清吏司/巡防/巡哨各船/ 兵部/職方清吏司/巡防/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一/八旗綠旗通例/通例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二/八旗/章奏文冊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二/八旗/儀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二/八旗/錢糧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二/八旗/田宅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二/八旗/戶籍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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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二/八旗/限期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二/八旗/監獄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二/八旗/命案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二/八旗/盜案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二/八旗/捕逃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二/八旗/禁賭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二/八旗/緝私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二/八旗/處分雜例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三/綠旗/章奏文冊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三/綠旗/儀制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三/綠旗/錢糧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三/綠旗/漕運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三/綠旗/屯田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三/綠旗/限期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三/綠旗/緝解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三/綠旗/救火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三/綠旗/捕蝗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三/綠旗/隨任親屬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三/綠旗/休致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三/綠旗/患病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三/綠旗/雜例 兵部/職方清吏司/公式/ 

兵部/車駕清吏司/馬政/八旗牧馬/ 兵部/車駕清吏司/馬政/ 

兵部/車駕清吏司/馬政/各省牧馬/ 兵部/車駕清吏司/馬政/ 

兵部/車駕清吏司/馬政/直省營馬/ 兵部/車駕清吏司/馬政/ 

兵部/車駕清吏司/馬政/馬禁/ 兵部/車駕清吏司/馬政/ 

兵部/車駕清吏司/郵政上/置郵/ 兵部/車駕清吏司/郵政/ 

兵部/車駕清吏司/郵政上/郵符/ 兵部/車駕清吏司/郵政/ 

兵部/車駕清吏司/郵政上/驛費/ 兵部/車駕清吏司/郵政/ 

兵部/車駕清吏司/郵政下/驛程/ 兵部/車駕清吏司/郵政/ 

兵部/車駕清吏司/郵政下/驛夫/ 兵部/車駕清吏司/郵政/ 

兵部/車駕清吏司/郵政下/驛馬/ 兵部/車駕清吏司/郵政/ 

兵部/車駕清吏司/郵政下/驛船/ 兵部/車駕清吏司/郵政/ 

兵部/車駕清吏司/郵政下/驛車/ 兵部/車駕清吏司/郵政/ 

兵部/武庫清吏司/軍器/軍器通例/ 兵部/武庫清吏司/軍器/ 

兵部/武庫清吏司/軍器/盔甲之制/ 兵部/武庫清吏司/軍器/ 

兵部/武庫清吏司/軍器/弓箭之制/ 兵部/武庫清吏司/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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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武庫清吏司/軍器/旗纛之制/ 兵部/武庫清吏司/軍器/ 

兵部/武庫清吏司/軍器/給發軍器/ 兵部/武庫清吏司/軍器/ 

兵部/武庫清吏司/軍器/簡覈軍器/ 兵部/武庫清吏司/軍器/ 

兵部/武庫清吏司/兵籍/八旗拔補兵闕/ 兵部/武庫清吏司/兵籍/ 

兵部/武庫清吏司/兵籍/直省考拔營兵/ 兵部/武庫清吏司/兵籍/ 

兵部/武庫清吏司/兵籍/直省約束營兵/ 兵部/武庫清吏司/兵籍/ 

兵部/武庫清吏司/武科/武鄉試事例/ 兵部/武庫清吏司/武科/ 

兵部/武庫清吏司/武科/武會試事例/ 兵部/武庫清吏司/武科/ 

兵部/武庫清吏司/武科/武鄉試武會試兼行事例/ 兵部/武庫清吏司/武科/ 

兵部/武庫清吏司/武科/武殿試事例/ 兵部/武庫清吏司/武科/ 

兵部/武庫清吏司/武科/武生童考試事例/ 兵部/武庫清吏司/武科/ 

兵部/武庫清吏司/武科/八旗考試事例/ 兵部/武庫清吏司/武科/ 

兵部/武庫清吏司/發配/編發/ 兵部/武庫清吏司/發配/ 

刑部/刑制/刑制/ 刑部/刑制/ 

刑部/律綱(凡擬罪條例詳見大清律例全書者兹不復載)/律令/ 刑部/律綱/ 

刑部/聽斷/斷獄/ 刑部/聽斷/ 

刑部/秋朝審/秋審朝審/ 刑部/秋朝審/ 

刑部/欽䘏/欽䘏/ 刑部/欽䘏/ 

刑部/督捕(治罪各條詳督捕則例)/督捕/ 刑部/督捕/ 

工部/營繕清吏司/宮殿/營建宮殿/ 工部/營繕清吏司/宮殿/ 

工部/營繕清吏司/宮殿/監修宮殿/ 工部/營繕清吏司/宮殿/ 

工部/營繕清吏司/宮殿/工成恩賚/ 工部/營繕清吏司/宮殿/ 

工部/營繕清吏司/壇廟/規制/ 工部/營繕清吏司/壇廟/ 

工部/營繕清吏司/壇廟/修葺壇廟/ 工部/營繕清吏司/壇廟/ 

工部/營繕清吏司/壇廟/壇廟禁令/ 工部/營繕清吏司/壇廟/ 

工部/營繕清吏司/壇廟/直省壇廟/ 工部/營繕清吏司/壇廟/ 

工部/營繕清吏司/城垣/京城規制/ 工部/營繕清吏司/城垣/ 

工部/營繕清吏司/城垣/守禦器械/ 工部/營繕清吏司/城垣/ 

工部/營繕清吏司/城垣/修繕京城/ 工部/營繕清吏司/城垣/ 

工部/營繕清吏司/城垣/直省城垣/ 工部/營繕清吏司/城垣/ 

工部/營繕清吏司/城垣/城垣禁令/ 工部/營繕清吏司/城垣/ 

工部/營繕清吏司/府第(房屋附)/府第規制/ 工部/營繕清吏司/府第/ 

工部/營繕清吏司/府第(房屋附)/賜宅額數/ 工部/營繕清吏司/府第/ 

工部/營繕清吏司/府第(房屋附)/屋價/ 工部/營繕清吏司/府第/ 

工部/營繕清吏司/府第(房屋附)/八旗房屋/ 工部/營繕清吏司/府第/ 

工部/營繕清吏司/府第(房屋附)/禁令/ 工部/營繕清吏司/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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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營繕清吏司/府第(房屋附)/優䘏/ 工部/營繕清吏司/府第/ 

工部/營繕清吏司/公廨/修理公廨/ 工部/營繕清吏司/公廨/ 

工部/營繕清吏司/公廨/各省分廨/ 工部/營繕清吏司/公廨/ 

工部/營繕清吏司/倉廒/倉廒營建/ 工部/營繕清吏司/倉廒/ 

工部/營繕清吏司/倉廒/倉廒增建/ 工部/營繕清吏司/倉廒/ 

工部/營繕清吏司/倉廒/修葺倉廒/ 工部/營繕清吏司/倉廒/ 

工部/營繕清吏司/倉廒/直省倉廒/ 工部/營繕清吏司/倉廒/ 

工部/營繕清吏司/營房/京師營房/ 工部/營繕清吏司/營房/ 

工部/營繕清吏司/營房/直省營房/ 工部/營繕清吏司/營房/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琉璃窰燒造各色琉璃甎瓦/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山東臨清窰燒造細甎/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蘇州窰燒造金甎/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木倉收貯各省辦解木植/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木廠/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灰石/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琉璃物件價直/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甎瓦價直/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臨清甎價直/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金甎價直/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木價/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灰石價/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運價/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禁令/ 工部/營繕清吏司/物材/ 

工部/營繕清吏司/報銷/營建工程/ 工部/營繕清吏司/報銷/ 

工部/營繕清吏司/報銷/監工官員/ 工部/營繕清吏司/報銷/ 

工部/營繕清吏司/報銷/料估/ 工部/營繕清吏司/報銷/ 

工部/營繕清吏司/報銷/覈銷/ 工部/營繕清吏司/報銷/ 

工部/營繕清吏司/報銷/報銷期限/ 工部/營繕清吏司/報銷/ 

工部/虞衡清吏司/採捕/採捕定額/ 工部/虞衡清吏司/採捕/ 

工部/虞衡清吏司/採捕/採捕賞罰/ 工部/虞衡清吏司/採捕/ 

工部/虞衡清吏司/採捕/採捕禁令/ 工部/虞衡清吏司/採捕/ 

工部/虞衡清吏司/鼓鑄/鼓鑄局錢/ 工部/虞衡清吏司/鼓鑄/ 

工部/虞衡清吏司/鼓鑄/管理鼓鑄/ 工部/虞衡清吏司/鼓鑄/ 

工部/虞衡清吏司/鼓鑄/出錢/ 工部/虞衡清吏司/鼓鑄/ 

工部/虞衡清吏司/鼓鑄/辦銅鉛/ 工部/虞衡清吏司/鼓鑄/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八旗鎧仗/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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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官兵帳房/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新滿洲鎧仗/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武狀元銅盔甲定例/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直省兵丁軍器/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鑄礮/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火藥/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存貯火器/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直省火器/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王命旗牌/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令箭/ 工部/虞衡清吏司/軍器/ 

工部/虞衡清吏司/雜料/鑄造/ 工部/虞衡清吏司/雜料/ 

工部/虞衡清吏司/雜料/陶器/ 工部/虞衡清吏司/雜料/ 

工部/虞衡清吏司/雜料/葦席竿繩/ 工部/虞衡清吏司/雜料/ 

工部/虞衡清吏司/雜料/木城/ 工部/虞衡清吏司/雜料/ 

工部/虞衡清吏司/雜料/駝屉/ 工部/虞衡清吏司/雜料/ 

工部/虞衡清吏司/雜料/車兩/ 工部/虞衡清吏司/雜料/ 

工部/虞衡清吏司/雜料/雜料價直/ 工部/虞衡清吏司/雜料/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一/職掌/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一/河員/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一/河兵/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一/夫役/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二/工式/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二/經費/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二/物材/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三/修防/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三/汛候/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三/疏濬/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三/浚柳船/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四/考成保固/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四/種植葦柳勸懲/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四/禁令/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畿輔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山東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山西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河南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江南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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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江西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福建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浙江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湖北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湖南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陜西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甘肅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四川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廣東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廣西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雲南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水利/貴州水利/ 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水利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海塘(江防附)/海塘職掌/ 工部/都水清吏司/海塘(江防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海塘(江防附)/塘工/ 工部/都水清吏司/海塘(江防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海塘(江防附)/歲修/ 工部/都水清吏司/海塘(江防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海塘(江防附)/塘汛/ 工部/都水清吏司/海塘(江防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海塘(江防附)/夫役/ 工部/都水清吏司/海塘(江防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海塘(江防附)/江防/ 工部/都水清吏司/海塘(江防附)/ 

工部/都水清吏司/橋道/橋梁道路/ 工部/都水清吏司/橋道/ 

工部/都水清吏司/橋道/除道/ 工部/都水清吏司/橋道/ 

工部/都水清吏司/橋道/御道種樹/ 工部/都水清吏司/橋道/ 

工部/都水清吏司/橋道/栅䦨/ 工部/都水清吏司/橋道/ 

工部/都水清吏司/橋道/溝道/ 工部/都水清吏司/橋道/ 

工部/都水清吏司/船政/糧船(各幫號數及修造年限事例見戶

部漕運)/ 
工部/都水清吏司/船政/ 

工部/都水清吏司/船政/戰船(外海內河戰船名目見兵部海

防)/ 
工部/都水清吏司/船政/ 

工部/都水清吏司/船政/水驛船/ 工部/都水清吏司/船政/ 

工部/都水清吏司/船政/應差船/ 工部/都水清吏司/船政/ 

工部/都水清吏司/船政/救生船/ 工部/都水清吏司/船政/ 

工部/都水清吏司/船政/浮梁渡船/ 工部/都水清吏司/船政/ 

工部/都水清吏司/藏冰/設窖藏冰/ 工部/都水清吏司/藏冰/ 

工部/都水清吏司/藏冰/用冰/ 工部/都水清吏司/藏冰/ 

工部/都水清吏司/藏冰/工價/ 工部/都水清吏司/藏冰/ 

工部/都水清吏司/藏冰/畿輔藏冰/ 工部/都水清吏司/藏冰/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表匣/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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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奏書匣/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實錄匱/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玉牒匱/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記注匱/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頒詔金鳳/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詔敕及文武殿試金榜/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世襲佐領印軸/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功牌/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糊飾/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設案/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進士赴燕簮花/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各衙門需用器物/ 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 

工部/都水清吏司/織造/制帛/ 工部/都水清吏司/織造/ 

工部/都水清吏司/織造/敕誥/ 工部/都水清吏司/織造/ 

工部/都水清吏司/織造/校尉服色/ 工部/都水清吏司/織造/ 

工部/都水清吏司/織造/采繒/ 工部/都水清吏司/織造/ 

工部/都水清吏司/織造/潞紬/ 工部/都水清吏司/織造/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直省工關稅額/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盛京胡納胡河大凌河小凌河六周河太

子河清河鶯納河大莊河碧赫河歸河遼河艾河曹河/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寧古塔輝發穆欽等處/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直隸/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山西/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山東/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江蘇/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宿遷關/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瓜儀由牐河餉/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安徽/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浙江/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湖北/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湖南/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四川/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關差/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工關考覈/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徵收禁令/ 工部/都水清吏司/關稅/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寶城/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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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方城/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明樓/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祭臺/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二柱門/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琉璃花門/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隆恩殿/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兩廡/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燎鑪/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隆恩門/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神廚/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神庫/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宰牲亭/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井亭/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神道碑亭/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龍鳯門/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石像生/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聖德神功碑亭/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擎天柱/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具服殿/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大紅門/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石坊/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石橋/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下馬石牌/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神道/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圍牆/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紅柱/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園寢規制/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興建陵工/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皇陵工部/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陵工官役石門工部/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陵寢廨舍營房/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存留備用錢糧/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四時祭饗/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種樹/ 工部/屯田清吏司/山陵/ 

工部/屯田清吏司/墳塋/墳塋規制/ 工部/屯田清吏司/墳塋/ 

工部/屯田清吏司/墳塋/造墳工價/ 工部/屯田清吏司/墳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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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屯田清吏司/墳塋/碑制/ 工部/屯田清吏司/墳塋/ 

工部/屯田清吏司/墳塋/碑價/ 工部/屯田清吏司/墳塋/ 

工部/屯田清吏司/墳塋/造墳立碑/ 工部/屯田清吏司/墳塋/ 

工部/屯田清吏司/墳塋/石像生民/ 工部/屯田清吏司/墳塋/ 

工部/屯田清吏司/墳塋/古昔陵寢祠墓/ 工部/屯田清吏司/墳塋/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內庭需用木柴煤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車駕巡幸南苑需用柴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內廷需用炭墼/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壇廟需用柴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陵寢每歲祭祀需用柴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在京各衙門及執事人員需用柴薪煤炭

/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文武會埸需用柴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外國貢使人役所用柴薪/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紅籮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價直/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楊木長柴/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出口燒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柴炭稅/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蘆葦/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開採煤窰/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煤窰禁令/ 工部/屯田清吏司/薪炭/ 

工部/屯田清吏司/匠役/食糧匠役/ 工部/屯田清吏司/匠役/ 

工部/屯田清吏司/匠役/雇覓匠役/ 工部/屯田清吏司/匠役/ 

工部/屯田清吏司/匠役/匠役工價/ 工部/屯田清吏司/匠役/ 

工部/屯田清吏司/匠役/優䘏匠役/ 工部/屯田清吏司/匠役/ 

工部/節慎庫/節慎庫收支/ 工部/節慎庫/ 

工部/節慎庫/歲入銀數/ 工部/節慎庫/ 

工部/製造庫/製造庫職掌/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冊寶定制/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太廟尊藏/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鹵簿/皇帝大駕鹵簿/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鹵簿/行駕儀仗/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鹵簿/行幸儀仗/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鹵簿/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儀駕/ 工部/製造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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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製造庫/親王儀衛/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陵寢祭祀/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官殿竹簾氊簾/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壇廟宮殿需用棕薦/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門神對聯/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頒詔/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宮殿等處/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鹵簿/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皇史宬/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賞賜/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欽差/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筵燕/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外藩/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各衙門等處/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成造/ 工部/製造庫/ 

工部/製造庫/額設匠役/ 工部/製造庫/ 

盛京戶部/官莊/ 盛京戶部/ 

盛京戶部/旗地/ 盛京戶部/ 

盛京戶部/儲積/ 盛京戶部/ 

盛京戶部/廩給守衛/ 盛京戶部/ 

盛京戶部/賞給服物/ 盛京戶部/ 

盛京戶部/供給物用/ 盛京戶部/ 

盛京戶部/支給芻茭/ 盛京戶部/ 

盛京戶部/撫䘏流人/ 盛京戶部/ 

盛京戶部/奏銷/ 盛京戶部/ 

盛京禮部/陵寢承祭/ 盛京禮部/ 

盛京禮部/供應三陵祭祀/ 盛京禮部/ 

盛京禮部/供應奉先殿及畿輔陵寢祭祀/ 盛京禮部/ 

盛京禮部/祠廟祭祀/ 盛京禮部/ 

盛京禮部/賞給僧道/ 盛京禮部/ 

盛京禮部/賞給貢使/ 盛京禮部/ 

盛京禮部/補授讀祝官贊禮郎/ 盛京禮部/ 

盛京禮部/守衛陵寢官/ 盛京禮部/ 

盛京兵部/簡稽/ 盛京兵部/ 

盛京兵部/監射/ 盛京兵部/ 

盛京兵部/驛遞/ 盛京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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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兵部/驛官/ 盛京兵部/ 

盛京兵部/倉官/ 盛京兵部/ 

盛京兵部/補授筆帖式/ 盛京兵部/ 

盛京兵部/關門禁防/ 盛京兵部/ 

盛京刑部/讞獄/ 盛京刑部/ 

盛京刑部/秋審/ 盛京刑部/ 

盛京刑部/審斷/ 盛京刑部/ 

盛京工部/城垣/ 盛京工部/ 

盛京工部/宮殿/ 盛京工部/ 

盛京工部/壇廟/ 盛京工部/ 

盛京工部/陵寢/ 盛京工部/ 

盛京工部/盛京公廨/ 盛京工部/ 

盛京工部/寺廟/ 盛京工部/ 

盛京工部/匠役/ 盛京工部/ 

盛京工部/給發柴薪/ 盛京工部/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疆理/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歸化城/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旗制/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封爵/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台吉/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敕誥/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譜系/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儀從/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設官/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移駐/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索倫等處授官/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印信/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軍功/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會盟/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六會/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會盟儀注/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軍律/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製買騎仗/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優䘏/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比丁/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隨丁/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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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藩院/旗籍清吏司/陪嫁/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守墓/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族長/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什長/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立嗣/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婚姻/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徵收/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田宅/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游牧/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卡倫/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防察/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捕逃/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驛站/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驛官/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驛丁/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驛馬/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驛使/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供應/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開採/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貢貂/ 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朝覲/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朝儀/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班次/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叙次/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貢物/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貢道/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禁約/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騎從/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賓館/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限期/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教養/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廩給芻牧折價/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廩給定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燕饗/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賞賚/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行圍/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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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藩院/王會清吏司/俸幣/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振䘏/ 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疆理/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旗制/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封爵/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設官/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駐劄/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會盟/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敕印/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禁令/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隨圍/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䘏唁/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呼倫布俞爾授官/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俄羅斯互市/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烏魯木齊駐防/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伊犂駐防原議駐兵千五百名/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游牧察哈爾/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唐古忒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喇嘛封號敕印/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喇嘛進貢/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京師番僧/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後黃寺/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分駐番僧/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番僧服色/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番僧禁例/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西番各寺/ 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朝覲分班/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禮儀坐次/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貢物/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貢道/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廩給/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教養/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賞賚/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俸幣/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禁約/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喀爾喀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朝貢/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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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藩院/柔遠清吏司/額給/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西番各寺/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回子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疆理/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回部官職/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戶口/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權量/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錢制/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田賦/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屯政/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雜賦/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商稅/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朝覲/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土貢/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駐劄/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兵防/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臺站/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臺頭堡/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俸餉/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移駐/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外藩朝貢/ 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名例/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盜賊/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疎脫罪囚/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發塚/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違禁採捕/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人命/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失火/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犯姦/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畧賣/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雜犯/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審斷/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限期/ 理藩院/理刑清吏司/ 

理藩院/銀庫/職掌/ 理藩院/銀庫/ 

理藩院/銀庫/主守/ 理藩院/銀庫/ 

理藩院/銀庫/支領/ 理藩院/銀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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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藩院/銀庫/奏銷/ 理藩院/銀庫/ 

都察院一/憲綱/ 都察院/ 

都察院二/六科接本/ 都察院/ 

都察院二/發鈔/ 都察院/ 

都察院二/史書錄書/ 都察院/ 

都察院二/封駮/ 都察院/ 

都察院二/陳奏/ 都察院/ 

都察院二/注銷/ 都察院/ 

都察院二/京察/ 都察院/ 

都察院二/大計/ 都察院/ 

都察院二/文職畫憑/ 都察院/ 

都察院二/支領財物/ 都察院/ 

都察院二/直省錢糧奏銷/ 都察院/ 

都察院二/直省錢糧交盤/ 都察院/ 

都察院二/易知由單/ 都察院/ 

都察院二/秋成分數/ 都察院/ 

都察院二/漕糧奏銷/ 都察院/ 

都察院二/漕糧全單/ 都察院/ 

都察院二/奏繳糧斛冊/ 都察院/ 

都察院二/奏繳漕白糧冊/ 都察院/ 

都察院二/鹽課考覈/ 都察院/ 

都察院二/關差領批/ 都察院/ 

都察院二/關差考覈/ 都察院/ 

都察院二/直省解部批文/ 都察院/ 

都察院二/歲科學冊/ 都察院/ 

都察院二/歲科試卷/ 都察院/ 

都察院二/鄉試卷磨勘/ 都察院/ 

都察院二/軍政/ 都察院/ 

都察院二/武職畫憑/ 都察院/ 

都察院二/功加人員/ 都察院/ 

都察院二/武生考試/ 都察院/ 

都察院二/官兵俸餉/ 都察院/ 

都察院二/朋樁奏銷/ 都察院/ 

都察院二/提塘/ 都察院/ 

都察院二/驛遞奏銷/ 都察院/ 

都察院二/郵符奏銷/ 都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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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察院二/內外立決/ 都察院/ 

都察院二/覆奏/ 都察院/ 

都察院二/監視行刑/ 都察院/ 

都察院二/直省爰書/ 都察院/ 

都察院二/刷卷/ 都察院/ 

都察院二/贓贖/ 都察院/ 

都察院二/內外工程/ 都察院/ 

都察院二/各差考覈/ 都察院/ 

都察院二/各差領批/ 都察院/ 

都察院二/六科給發敕書/ 都察院/ 

都察院二/稽覈朝單/ 都察院/ 

都察院二/直宿/ 都察院/ 

都察院二/御門侍班/ 都察院/ 

都察院二/御經筵侍班/ 都察院/ 

都察院二/驗看月官/ 都察院/ 

都察院二/掌印/ 都察院/ 

都察院二/升轉/ 都察院/ 

都察院二/書吏/ 都察院/ 

都察院三/稽察部院事件/ 都察院/ 

都察院三/注銷限期/ 都察院/ 

都察院三/稽察部院書吏/ 都察院/ 

都察院三/刷卷/ 都察院/ 

都察院三/稽察戶部三庫/ 都察院/ 

都察院三/稽察工程/ 都察院/ 

都察院三/稽察宗人府事件/ 都察院/ 

都察院三/稽察內務府事件/ 都察院/ 

都察院三/稽察理藩院銀庫內外館及照看鄂羅斯來使/ 都察院/ 

都察院三/稽察八旗事件/ 都察院/ 

都察院三/稽察五城事件/ 都察院/ 

都察院三/稽察步軍統領衙門事件/ 都察院/ 

都察院三/稽察直省補參事件/ 都察院/ 

都察院三/稽察直省難結事件/ 都察院/ 

都察院三/稽察移咨直省事件/ 都察院/ 

都察院三/稽察會議會審/ 都察院/ 

都察院三/京察/ 都察院/ 

都察院三/大計/ 都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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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察院三/軍政/ 都察院/ 

都察院三/鹽政考覈/ 都察院/ 

都察院三/議處/ 都察院/ 

都察院三/驗看月官/ 都察院/ 

都察院三/驗看因公降革人員/ 都察院/ 

都察院三/科道降革留任/ 都察院/ 

都察院三/議敘人員補授滿經歷都事者/ 都察院/ 

都察院三/滿洲廕生在院學習者/ 都察院/ 

都察院三/筆帖式如有通曉繙譯諳練事務者/ 都察院/ 

都察院三/六科筆帖式遇有升遷/ 都察院/ 

都察院三/筆帖式考試繙譯/ 都察院/ 

都察院三/司坊官俸滿保題/ 都察院/ 

都察院三/讞獄/ 都察院/ 

都察院三/會審/ 都察院/ 

都察院三/熱審/ 都察院/ 

都察院三/秋審朝審/ 都察院/ 

都察院三/巡視監獄/ 都察院/ 

都察院三/勾決/ 都察院/ 

都察院三/州縣揭報/ 都察院/ 

都察院四/侍儀/ 都察院/ 

都察院四/朝會糾儀/ 都察院/ 

都察院四/祭祀糾儀/ 都察院/ 

都察院四/鄉會試監察/ 都察院/ 

都察院四/武鄉會試監察/ 都察院/ 

都察院四/殿試監察/ 都察院/ 

都察院四/考試/ 都察院/ 

都察院四/會同審音/ 都察院/ 

都察院四/出差/ 都察院/ 

都察院四/巡城/ 都察院/ 

都察院四/巡倉/ 都察院/ 

都察院四/巡漕/ 都察院/ 

都察院四/巡鹽/ 都察院/ 

都察院四/巡察臺灣/ 都察院/ 

都察院四/巡察盛京吉林黑龍江/ 都察院/ 

都察院四/考選御史/ 都察院/ 

都察院四/內升外轉/ 都察院/ 



 

128 
 

都察院四/補授掌道/ 都察院/ 

都察院四/補授給事中/ 都察院/ 

都察院四/臺制沿革/ 都察院/ 

都察院四/直月/ 都察院/ 

都察院四/督催所/ 都察院/ 

都察院四/兩廳分掌/ 都察院/ 

都察院四/筆帖式定額/ 都察院/ 

都察院四/吏役定數/ 都察院/ 

都察院五/巡城職掌/ 都察院/ 

都察院五/司坊分理/ 都察院/ 

都察院五/事件期限/ 都察院/ 

都察院五/五城地界/ 都察院/ 

都察院五/條教/ 都察院/ 

都察院五/米廠/ 都察院/ 

都察院五/飯廠/ 都察院/ 

都察院五/棲流所/ 都察院/ 

都察院五/孤貧銀米/ 都察院/ 

都察院五/羈禁口糧/ 都察院/ 

都察院五/禁止遺棄嬰孩/ 都察院/ 

都察院五/捕蝗/ 都察院/ 

都察院五/救火/ 都察院/ 

都察院五/巡夜/ 都察院/ 

都察院五/義塚/ 都察院/ 

都察院五/命案/ 都察院/ 

都察院五/盜案/ 都察院/ 

都察院五/竊案/ 都察院/ 

都察院五/發塚之案/ 都察院/ 

都察院六/官員赴任/ 都察院/ 

都察院六/廢員回籍/ 都察院/ 

都察院六/鄉會試禁約/ 都察院/ 

都察院六/書吏役滿/ 都察院/ 

都察院六/驅逐游惰/ 都察院/ 

都察院六/邪教/ 都察院/ 

都察院六/私鑄/ 都察院/ 

都察院六/私銷/ 都察院/ 

都察院六/嚇詐/ 都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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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察院六/拐騙/ 都察院/ 

都察院六/霸占/ 都察院/ 

都察院六/謠言/ 都察院/ 

都察院六/賭博鬬毆等件/ 都察院/ 

都察院六/煤窰/ 都察院/ 

都察院六/質當軍器及藏造/ 都察院/ 

都察院六/戲館/ 都察院/ 

都察院六/經紀/ 都察院/ 

都察院六/馬匹耕牛/ 都察院/ 

都察院六/火房/ 都察院/ 

都察院六/保結/ 都察院/ 

都察院六/取保/ 都察院/ 

都察院六/收管/ 都察院/ 

都察院六/清理街道/ 都察院/ 

都察院六/溝渠/ 都察院/ 

都察院六/石路/ 都察院/ 

都察院六/民房/ 都察院/ 

都察院六/客店/ 都察院/ 

都察院六/教場/ 都察院/ 

都察院六/河厓/ 都察院/ 

都察院六/承追/ 都察院/ 

都察院六/羈禁/ 都察院/ 

都察院六/遞解/ 都察院/ 

都察院六/供應/ 都察院/ 

都察院六/供應夫役/ 都察院/ 

都察院六/書吏/ 都察院/ 

都察院六/皂隸/ 都察院/ 

都察院六/總甲/ 都察院/ 

都察院六/捕役/ 都察院/ 

都察院六/仵作/ 都察院/ 

都察院六/所夫/ 都察院/ 

通政使司/題本定例/ 通政使司/ 

通政使司/本章格式/ 通政使司/ 

通政使司/本章體制/ 通政使司/ 

通政使司/具本人員/ 通政使司/ 

通政使司/接受本章/ 通政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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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政使司/程途限期/ 通政使司/ 

通政使司/本章違式/ 通政使司/ 

通政使司/登聞鼓廳/ 通政使司/ 

通政使司/登聞鼓廳/附登聞鼓木榜條例/ 通政使司/ 

大理寺/具題重辟事件/ 大理寺/ 

大理寺/會覈事件/ 大理寺/ 

大理寺/會審事件/ 大理寺/ 

大理寺/會審限期/ 大理寺/ 

大理寺/重囚稱冤/ 大理寺/ 

大理寺/秋審/ 大理寺/ 

大理寺/朝審/ 大理寺/ 

大理寺/熱審/ 大理寺/ 

大理寺/永遠枷示之犯/ 大理寺/ 

太常寺/題奏祭祀/ 太常寺/ 

太常寺/進齋戒牌銅人/ 太常寺/ 

太常寺/閱祝版/ 太常寺/ 

太常寺/御齋宮/ 太常寺/ 

太常寺/祭日請駕/ 太常寺/ 

太常寺/承祭分獻官/ 太常寺/ 

太常寺/祭陵承祭官/ 太常寺/ 

太常寺/祗告行禮/ 太常寺/ 

太常寺/執事官/ 太常寺/ 

太常寺/牲牢/ 太常寺/ 

太常寺/供備祭品每歲祀祭額用/ 太常寺/ 

太常寺/支取祝版制帛/ 太常寺/ 

太常寺/陵寢祭物/ 太常寺/ 

太常寺/咨取齋戒官/ 太常寺/ 

太常寺/咨傳迎送官/ 太常寺/ 

太常寺/咨取執事官/ 太常寺/ 

太常寺/咨傳供備/ 太常寺/ 

太常寺/咨傳啟門/ 太常寺/ 

太常寺/咨傳察禁/ 太常寺/ 

太常寺/演禮/ 太常寺/ 

太常寺/朔望上香/ 太常寺/ 

太常寺/庫藏/ 太常寺/ 

太常寺/樂舞生額/ 太常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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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常寺/內監/ 太常寺/ 

太常寺/壇戶/ 太常寺/ 

太常寺/牧人/ 太常寺/ 

太常寺/廚役/ 太常寺/ 

太常寺/修理壇廟/ 太常寺/ 

太常寺/修理器物/ 太常寺/ 

太常寺/救護月食/ 太常寺/ 

太常寺/屬官升除/ 太常寺/ 

太常寺/支銷/ 太常寺/ 

翰林院/經筵/ 翰林院/ 

翰林院/經筵講官/ 翰林院/ 

翰林院/日講/ 翰林院/ 

翰林院/日講官/ 翰林院/ 

翰林院/撰文/ 翰林院/ 

翰林院/纂修書史/ 翰林院/ 

翰林院/入直侍班/ 翰林院/ 

翰林院/行在扈從/ 翰林院/ 

翰林院/升除/ 翰林院/ 

翰林院/館選授職/ 翰林院/ 

翰林院/教習庶吉士/ 翰林院/ 

翰林院/散館庶吉士/ 翰林院/ 

翰林院/館舍餼廩/ 翰林院/ 

翰林院/出使外國/ 翰林院/ 

翰林院/丁祭/ 翰林院/ 

翰林院/選錄墨卷/ 翰林院/ 

翰林院/給假回籍/ 翰林院/ 

翰林院/稽察史書錄書/ 翰林院/ 

翰林院/專員理事/ 翰林院/ 

起居注館/起居注官/ 起居注館/ 

起居注館/侍直/ 起居注館/ 

起居注館/扈從/ 起居注館/ 

起居注館/記注/ 起居注館/ 

詹事府/兼銜/ 詹事府/ 

詹事府/日講/ 詹事府/ 

詹事府/會講/ 詹事府/ 

詹事府/集議/ 詹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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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事府/升除/ 詹事府/ 

光祿寺/祭祀執事/ 光祿寺/ 

光祿寺/頒胙祭/ 光祿寺/ 

光祿寺/滿席/ 光祿寺/ 

光祿寺/漢席/ 光祿寺/ 

光祿寺/誦經供品/ 光祿寺/ 

光祿寺/大官署/供用蔬菜/ 光祿寺/ 

光祿寺/大官署/供用豬及豬肉/ 光祿寺/ 

光祿寺/大官署/收貯器物/ 光祿寺/ 

光祿寺/珍羞署/供用禽兔魚鮮/ 光祿寺/ 

光祿寺/珍羞署/供用乳茶/ 光祿寺/ 

光祿寺/珍羞署/供用米麵等物/ 光祿寺/ 

光祿寺/珍羞署/收貯器物/ 光祿寺/ 

光祿寺/良醖署/供用酒醴/ 光祿寺/ 

光祿寺/良醖署/供用乳酒酥油/ 光祿寺/ 

光祿寺/良醖署/供用羊及羊肉/ 光祿寺/ 

光祿寺/良醖署/收貯器物/ 光祿寺/ 

光祿寺/掌醢署/供用鹽茶等物/ 光祿寺/ 

光祿寺/掌醢署/供用果實飴蜜醯醬等物/ 光祿寺/ 

光祿寺/典簿/簿記收貯器用/ 光祿寺/ 

光祿寺/司庫/出納帑項/ 光祿寺/ 

光祿寺/司庫/收貯器皿/ 光祿寺/ 

光祿寺/司庫/金銀器皿等物/ 光祿寺/ 

光祿寺/司庫/筵燕祭祀應用明黃金黃紅段黃布蓋袱棉褥牙筯

木筯木椀茶筩布套荊筐繩摃等項/ 
光祿寺/ 

光祿寺/司庫/筵燕祭祀所用金銀器皿/ 光祿寺/ 

太僕寺/ 太僕寺/ 

太僕寺/扈從/ 太僕寺/ 

太僕寺/司牧/ 太僕寺/ 

太僕寺/牧課/ 太僕寺/ 

太僕寺/牧場/ 太僕寺/ 

順天府/進春/ 順天府/ 

順天府/耕耤襄事/ 順天府/ 

順天府/致祭/ 順天府/ 

順天府/鄉飲酒禮/ 順天府/ 

順天府/經理錢榖/ 順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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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天府/召募壇廟夫役/ 順天府/ 

順天府/供備壇廟犧牛/ 順天府/ 

順天府/學校/ 順天府/ 

順天府/遇京察/ 順天府/ 

順天府/春秋祭社稷壇/ 順天府/ 

順天府/祈晴禱雨祈雪/ 順天府/ 

順天府/耆老/ 順天府/ 

順天府/提督本府學政/ 順天府/ 

順天府/順天鄉試/ 順天府/ 

順天府/會試供具/ 順天府/ 

順天府/順天文鄉試/ 順天府/ 

順天府/豫備公事/ 順天府/ 

順天府/和雇民車/ 順天府/ 

順天府/畫界分治/ 順天府/ 

奉天府/ 奉天府/ 

奉天府/治賦/ 奉天府/ 

奉天府/立學/ 奉天府/ 

奉天府/奉錦二府屬生童/ 奉天府/ 

奉天府/祠祀/ 奉天府/ 

鴻臚寺/奏請陞殿/ 鴻臚寺/ 

鴻臚寺/糾察/ 鴻臚寺/ 

鴻臚寺/演禮/ 鴻臚寺/ 

鴻臚寺/朝會贊相禮儀/ 鴻臚寺/ 

鴻臚寺/堂子贊相禮儀/ 鴻臚寺/ 

鴻臚寺/祭祀贊相禮儀/ 鴻臚寺/ 

鴻臚寺/巡幸送迎車駕/ 鴻臚寺/ 

鴻臚寺/簡選鳴贊序班/ 鴻臚寺/ 

鴻臚寺/恭遇萬壽/ 鴻臚寺/ 

國子監/成均之教/ 國子監/ 

國子監/官學之教/ 國子監/ 

國子監/算學之教/ 國子監/ 

國子監/四夷之學/ 國子監/ 

國子監/錄送鄉試/ 國子監/ 

國子監/進士題名/ 國子監/ 

欽天監/時憲科/推步之法/ 欽天監/ 

欽天監/時憲科/時憲書/ 欽天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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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天監/時憲科/七政/ 欽天監/ 

欽天監/時憲科/推月五星陵犯/ 欽天監/ 

欽天監/時憲科/日月交食/ 欽天監/ 

欽天監/時憲科/春牛圖/ 欽天監/ 

欽天監/時憲科/測量儀器/ 欽天監/ 

欽天監/時憲科/測日/ 欽天監/ 

欽天監/時憲科/測候之法/ 欽天監/ 

欽天監/漏刻科/選擇/ 欽天監/ 

欽天監/漏刻科/朝會慶賀諸大典/ 欽天監/ 

欽天監/漏刻科/恭遇車駕巡幸/ 欽天監/ 

欽天監/漏刻科/恭遇修建壇廟宮殿城垣/ 欽天監/ 

欽天監/漏刻科/恭遇修建山陵/ 欽天監/ 

欽天監/漏刻科/直更候時譙樓所用更香/ 欽天監/ 

欽天監/漏刻科/本監官生升補/ 欽天監/ 

欽天監/漏刻科/本監官生俸廩/ 欽天監/ 

太醫院/訪擇良醫/ 太醫院/ 

太醫院/內局修製藥餌/ 太醫院/ 

太醫院/內府設東西御藥房/ 太醫院/ 

太醫院/隨侍車駕行幸/ 太醫院/ 

太醫院/諸王公主府暨文武大臣請醫視疾/ 太醫院/ 

太醫院/軍前需醫/ 太醫院/ 

太醫院/文武會試定例/ 太醫院/ 

太醫院/診視獄囚/ 太醫院/ 

太醫院/本院醫官醫士習業/ 太醫院/ 

太醫院/考試/ 太醫院/ 

太醫院/教習/ 太醫院/ 

太醫院/升除/ 太醫院/ 

太醫院/初進醫生定例/ 太醫院/ 

太醫院/給品服/ 太醫院/ 

太醫院/給廩餼/ 太醫院/ 

太醫院/藥庫/ 太醫院/ 

太醫院/藥材/ 太醫院/ 

太醫院/內藥房所需藥材/ 太醫院/ 

太醫院/祭先醫禮/ 太醫院/ 

內務府/扈從/ 內務府/ 

內務府/監視用寶/ 內務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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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府/升除/ 內務府/ 

內務府/補用筆帖式庫使等闕/ 內務府/ 

內務府/補用漢字筆帖式/ 內務府/ 

內務府/京察/ 內務府/ 

內務府/選補盛京司庫/ 內務府/ 

內務府/選補江浙織造官員/ 內務府/ 

內務府/限期/ 內務府/ 

內務府/廣儲司/設立六庫/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供奉/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皇子公主婚嫁/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奏銷/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支發/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驗收/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織造/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敬神/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開封御寶/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進鐙/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引鐙/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供花/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賞賜冠服/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賞官兵被褥/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較射賞賜/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賞賜藩服/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賞賜貢馬大臣侍衛/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賞賜進書/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優䘏官軍/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優䘏舉子/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女朝衣/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優䘏婚喪/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優䘏高年/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優䘏內監及執事人役/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廣儲司/匠作/ 內務府/廣儲司/ 

內務府/會計司/設莊三旗/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徵輸/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徵輸考成/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勘災/ 內務府/會計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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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府/會計司/莊頭/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壯丁/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官三倉/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奏銷/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分封/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選宮女/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選乳母保姥/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內監/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選取尚茶尚膳/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選鷹鷂房鶻房狗房各處執事人及廄丁匠役等/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公費月餉/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廩給/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振䘏/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辛者庫(即內管領下食月米之人)/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籍沒家產/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內管領/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領催服役人定額/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承直各宮/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承應祭祀/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官三倉/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菜庫/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監造酒醋/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監視造辦餅餌/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監視飯食/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車庫/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器皿庫/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納銀莊/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賦銀/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勸懲/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編審/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勘災/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會計司/奏銷/ 內務府/會計司/ 

內務府/掌儀司一/祭饗奉先殿/ 內務府/掌儀司一/ 

內務府/掌儀司一/升祔奉先殿/ 內務府/掌儀司一/ 

內務府/掌儀司一/加上廟號尊諡/ 內務府/掌儀司一/ 

內務府/掌儀司一/祗告/ 內務府/掌儀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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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府/掌儀司一/列聖列后忌辰及元宵立春清明四月八日端

陽霜降重陽除夕皆祭/ 
內務府/掌儀司一/ 

內務府/掌儀司一/薦新/ 內務府/掌儀司一/ 

內務府/掌儀司一/恭奉神牌官/ 內務府/掌儀司一/ 

內務府/掌儀司一/奉神牌祭日/ 內務府/掌儀司一/ 

內務府/掌儀司一/陳設/ 內務府/掌儀司一/ 

內務府/掌儀司一/元日親詣堂子行禮/ 內務府/掌儀司一/ 

內務府/掌儀司一/春秋二季立杆致祭/ 內務府/掌儀司一/ 

內務府/掌儀司一/月朔致祭/ 內務府/掌儀司一/ 

內務府/掌儀司一/浴佛/ 內務府/掌儀司一/ 

內務府/掌儀司一/大內祭神/ 內務府/掌儀司一/ 

內務府/掌儀司一/出師展拜堂子/ 內務府/掌儀司一/ 

內務府/掌儀司一/祭羣神之禮/ 內務府/掌儀司一/ 

內務府/掌儀司二/朝會設樂/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賜茶/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進時憲書/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進春/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恭紀玉牒黃冊/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晉封/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皇子婚禮/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公主下嫁/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內廷皇子分封後一切器用/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筵燕外藩蒙古/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饗先蠶/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皇后躬桑/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饌筵/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每日常饌/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公主等及公主之子國舅等之子回國日/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每遇祈雨日/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果園/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內監品級/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本司補授首領內監/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二/內監公費/ 內務府/掌儀司二/ 

內務府/掌儀司三/停止祭神/ 內務府/掌儀司三/ 

內務府/掌儀司三/成服齊集/ 內務府/掌儀司三/ 

內務府/掌儀司三/梓宮/ 內務府/掌儀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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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府/掌儀司三/祗告/ 內務府/掌儀司三/ 

內務府/掌儀司三/啟奠/ 內務府/掌儀司三/ 

內務府/掌儀司三/奠獻點香燭/ 內務府/掌儀司三/ 

內務府/掌儀司三/梓宮大事發引日/ 內務府/掌儀司三/ 

內務府/官學/景山官學/ 內務府/官學/ 

內務府/官學/萬善殿官學/ 內務府/官學/ 

內務府/官學/咸安宮官學/ 內務府/官學/ 

內務府/藥房/職掌/ 內務府/藥房/ 

內務府/藥房/供用/ 內務府/藥房/ 

內務府/藥房/奏銷/ 內務府/藥房/ 

內務府/都虞司/內府三旗之制/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圓明園三旗之制/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盛京三旗之制/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簡稽軍器/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操演/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宿衛/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導引扈從/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守護/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親隨鳥槍官兵/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襲爵補官/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差委/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優䘏/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捕牲烏喇人員/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採捕/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隨載輜重車/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官馬/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盛京聽差馬/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都虞司/齎送公文/ 內務府/都虞司/ 

內務府/慎刑司/處分/ 內務府/慎刑司/ 

內務府/慎刑司/審讞/ 內務府/慎刑司/ 

內務府/慎刑司/發遣/ 內務府/慎刑司/ 

內務府/慎刑司/支取官物及相驗人役/ 內務府/慎刑司/ 

內務府/慎刑司/設監/ 內務府/慎刑司/ 

內務府/慎刑司/矜䘏/ 內務府/慎刑司/ 

內務府/慎刑司/追比贓贖/ 內務府/慎刑司/ 

內務府/慎刑司/拘禁內監/ 內務府/慎刑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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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府/營造司/巡視皇城/ 內務府/營造司/ 

內務府/營造司/承應警蹕/ 內務府/營造司/ 

內務府/營造司/六庫三作匠役/ 內務府/營造司/ 

內務府/營造司/修造/ 內務府/營造司/ 

內務府/營造司/直殿及營繕內監/ 內務府/營造司/ 

內務府/營造司/徵輸石灰煤炭/ 內務府/營造司/ 

內務府/營造司/長夫/ 內務府/營造司/ 

內務府/營造司/編審/ 內務府/營造司/ 

內務府/營造司/官給印票/ 內務府/營造司/ 

內務府/營造司/支取官物/ 內務府/營造司/ 

內務府/營造司/奏銷/ 內務府/營造司/ 

內務府/營造司/官房取租/ 內務府/營造司/ 

內務府/慶豐司/牧所定額/ 內務府/慶豐司/ 

內務府/慶豐司/典牧/ 內務府/慶豐司/ 

內務府/慶豐司/供用/ 內務府/慶豐司/ 

內務府/慶豐司/芻菽/ 內務府/慶豐司/ 

內務府/慶豐司/出牧/ 內務府/慶豐司/ 

內務府/慶豐司/支領官物/ 內務府/慶豐司/ 

內務府/慶豐司/勸懲/ 內務府/慶豐司/ 

內務府/慶豐司/交納官物/ 內務府/慶豐司/ 

內務府/慶豐司/奏銷/ 內務府/慶豐司/ 

內務府/上駟院/建置/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內外馬廄/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大凌河牧羣/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上都達布遜諾爾馬羣/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達里岡崖馬羣/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上都駝羣/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達里岡崖駝羣/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盛京差馬/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各游牧羣/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馬廄典牧官役/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上都典牧官役/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達里岡崖典牧官役/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大凌河典牧官役/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捍牧官兵/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考牧/ 內務府/上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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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府/上駟院/出牧/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供直馬/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扈從馬/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禂馬/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用馬/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進貢馬駝/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汰補馬驘/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馬駝遺失處分/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交納馬駝皮/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廄馬芻菽/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大凌河芻菽/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各廄麩鹻薪炭/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各廄雜支/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公使口糧芻菽/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治藥/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升補/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京師典牧官役升轉/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游牧羣官役升補/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防牧官兵升補/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俸餉公費/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草夫/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上駟院/游牧羣典牧官田廬/ 內務府/上駟院/ 

內務府/奉宸苑/建置/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奉宸苑所隸景山瀛臺蠶壇闡福寺永安寺南花

園河道萬壽寺高亮橋行宮/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南苑設官/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暢春園設官/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圓明園設官/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靜明園設官/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靜宜園設官/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清漪園設官/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湯山行宮設官/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升除/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園隸園戶/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苑戶/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海戶/ 內務府/奉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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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府/奉宸苑/蠶戶/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網戶/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雜徵/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橋牐/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修船/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稽察/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奉宸苑/修理/ 內務府/奉宸苑/ 

內務府/織染局/建置/ 內務府/織染局/ 

內務府/織染局/織造段紗/ 內務府/織染局/ 

內務府/織染局/物料所用絲/ 內務府/織染局/ 

內務府/織染局/靛戶/ 內務府/織染局/ 

內務府/織染局/匠役/ 內務府/織染局/ 

內務府/織染局/蠶戶/ 內務府/織染局/ 

內務府/武備院/建置/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四庫員役/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傘蓋/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兵仗/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鞍轡/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設褥/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幄次/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櫜鞬/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射侯/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採伐木材/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徵收皮張/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徵收毛角筋膠/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徵收樺皮木賊草/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徵收翅翎/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採買物料/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領用金銀絲葉/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奏銷/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看守庫藏/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領用馬駝/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領用車/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歲給端罩朝衣/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備用鞍轡/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分給田廬沙河/ 內務府/武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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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府/武備院/分給帳房馬駝牛羊羣/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月給馬銀/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給食官飯/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官役俸餉/ 內務府/武備院/ 

內務府/武備院/升除/ 內務府/武備院/ 

鑾儀衛/鹵簿/ 鑾儀衛/ 

鑾儀衛/朝會執事/ 鑾儀衛/ 

鑾儀衛/祭祀執事/ 鑾儀衛/ 

鑾儀衛/本衛官除授/ 鑾儀衛/ 

鑾儀衛/軍尉/ 鑾儀衛/ 

鑾儀衛/譙漏/ 鑾儀衛/ 

領侍衛府/宮門宿衛/ 領侍衛府/ 

領侍衛府/巡幸宿衛/ 領侍衛府/ 

領侍衛府/朝會扈從/ 領侍衛府/ 

領侍衛府/宮禁扈從/ 領侍衛府/ 

領侍衛府/祭祀扈從/ 領侍衛府/ 

領侍衛府/巡幸扈從/ 領侍衛府/ 

領侍衛府/常朝坐班/ 領侍衛府/ 

領侍衛府/朝會坐次/ 領侍衛府/ 

領侍衛府/升除/ 領侍衛府/ 

領侍衛府/統領親軍/ 領侍衛府/ 

領侍衛府/考察/ 領侍衛府/ 

領侍衛府/習射/ 領侍衛府/ 

領侍衛府/服飾/ 領侍衛府/ 

領侍衛府/兼職/ 領侍衛府/ 

領侍衛府/養廉/ 領侍衛府/ 

領侍衛府/優䘏/ 領侍衛府/ 

八旗都統/編旗設官/ 八旗都統/旗制/ 

八旗都統/八旗方位/ 八旗都統/旗制/ 

八旗都統/直班/ 八旗都統/旗制/ 

八旗都統/防禦火災/ 八旗都統/旗制/ 

八旗都統/戶口/編審丁冊/ 八旗都統/戶口/ 

八旗都統/戶口/分晰戶口/ 八旗都統/戶口/ 

八旗都統/戶口/閱選秀女/ 八旗都統/戶口/ 

八旗都統/戶口/漢軍改歸民籍/ 八旗都統/戶口/ 

八旗都統/戶口/旗人撫養嗣子/ 八旗都統/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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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都統/戶口/旗人買賣奴僕/ 八旗都統/戶口/ 

八旗都統/戶口/旗人逃亡定例/ 八旗都統/戶口/ 

八旗都統/田宅/宗室莊田/ 八旗都統/田宅/ 

八旗都統/田宅/官軍畿輔莊田/ 八旗都統/田宅/ 

八旗都統/田宅/盛京等處官兵莊田/ 八旗都統/田宅/ 

八旗都統/田宅/直省駐防官兵莊田/ 八旗都統/田宅/ 

八旗都統/田宅/井田改屯地/ 八旗都統/田宅/ 

八旗都統/田宅/牧馬草場/ 八旗都統/田宅/ 

八旗都統/田宅/撥給官房/ 八旗都統/田宅/ 

八旗都統/田宅/承買入官房地/ 八旗都統/田宅/ 

八旗都統/田宅/承追帑項/ 八旗都統/田宅/ 

八旗都統/兵制/八旗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八旗游牧/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八旗鐵匠局/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畿輔駐防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盛京將軍所屬駐防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吉林(即船廠烏喇)將軍所屬駐防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黑龍江將軍所屬駐防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各省駐防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選補領催/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選補驍騎/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革退官兵選取護軍驍騎/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選補弓匠鐵匠/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選補教養兵/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拔補礮手/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選補藤牌兵/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軍器/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火器/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兵制/畜牧/ 八旗都統/兵制/ 

八旗都統/訓練/大閱/ 八旗都統/訓練/ 

八旗都統/訓練/合操/ 八旗都統/訓練/ 

八旗都統/訓練/官兵較射/ 八旗都統/訓練/ 

八旗都統/訓練/操演火器/ 八旗都統/訓練/ 

八旗都統/訓練/演習步獵/ 八旗都統/訓練/ 

八旗都統/訓練/演吹海螺/ 八旗都統/訓練/ 

八旗都統/授官/授官通例/ 八旗都統/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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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都統/授官/補授參領/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副參領/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世襲佐領/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公中佐領/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驍騎校/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城門吏/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信礮官/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犧牲所所牧/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守護陵寢官/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駐防協領/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駐防參領/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城守尉/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防守尉/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駐防佐領/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防禦/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駐防驍騎校/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升補八旗察哈爾游牧各官/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黑龍江吉林四五六品管水手官/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王公所屬各官/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隨印協理事務等官/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補授兼攝管轄營房兵丁官/ 八旗都統/授官/ 

八旗都統/授官/改補/ 八旗都統/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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