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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台湾土地及农业问题资料 (详目在第5页) ………………… 5 
 

___________  
一) 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 (1930–1941 年代)  4711871498488 201册 370,600  

            上海中国地政学院编纂 萧铮博士主编                                     
此文献为民国二十一年至三十年 (1932~41) 间，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所作之各

省县市调查报告 176 种，及研究论文 168 种，对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社会经济、

地方政治制度的学者而言，无疑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调查数据，这些数据除披

露社会真实情况外，还报导了地方政府机构之组织、城市乡村生活及农业统计等

资料，搜集之第一手资料宏丰，议论则甚为精湛。这些有独特历史性土地问题资

料之出版，提供了研究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时期的最原始资料。其主要内容有论文

八类 168种，调查报告计十八省 158篇，如下： 

◎ 论 文: 

1. 田赋类 (36 种) 
贵州田赋研究；南昌田赋及其改办地价税之研究；察哈尔省田赋研究；广东全省田赋之研究； 

丽水田赋之研究；永嘉田赋之研究；福建省田赋研究；江西旧抚州府属田赋之研究；兰溪实

验县田赋之研究；安徽怀宁县田赋之研究；眉山犍为田赋研究；江都田赋及其最近清赋风潮；

江巴两县田赋之研究；资中内江田赋研究；湖南田赋之研究；盐城田赋及灶课之研究；湖南

田赋与省县财政；河北田赋之研究；汜水田赋之研究；山东田赋研究；皋兰田赋之研究；成

都华阳田赋之研究；江宁县田赋之研究；汉中田赋研究；安徽省田赋研究；金华田赋之研究；

衢县田赋研究；建德田赋之研究；安徽田赋上亩法研究；甘肃田赋之研究；河南田赋概况；

宜屏田赋之研究；历城县田赋之研究；云南田赋之研究；武昌田赋之研究；芜湖田赋之研究。 

2. 土地整理类 (24种) 
青岛市地测量及评价之研究；青岛市地登记及课税之研究；四川省土地陈报之研究；河南土

地整理问题：安徽土地整理之研究；开封郑州两市办理土地登记之研究；江苏土地查报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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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整理；汉口市土地测丈发照及土地登记之研究；成都华阳地籍整理之研究；云南之土地整

理；皖南共区土地整理问题；江苏之土地登记；宋明两代土地陈报史考；贵州省土地整理之

计划及其办理经过；南京市办理地政之经过；江宁县土地陈报之经过及其与浙江土地陈报之

比较；无锡之土地整理；四川土地整理计划及其办理经过；富顺县办理土地陈报之经过；黄

岩清丈经过及其成绩观测；杭州县办理土地陈报之经过及其成绩；浙江省办理土地陈报及编

造坵地图册之经过；湖北省办理土地陈报之经过；福建省办理土地陈报之经过。 

3. 农村经济类 (30种) 
青海省帐幕经济与农村经济之研究；大冶农村经济研究；宜宾农村之研究；山西阳曲五台二

县农村经济研究；共区农耕地利用制度之研究；中国屯垦制度与集团农场经营研究；犍为经

济建设与土地问题之研究；成渝铁路成都平原之土地利用问题；平湖农村经济之研究；江苏

盐垦区土地利用问题；犍为土地利用之研究；屏山附近各地垦殖之研究；綦江水利工程与土

地利用之关系；湖北省之土地利用与粮食问题；安徽垦殖问题；宜宾土地利用之研究；河南

碱地利用之研究；广东省土地利用与粮食产销；四川粮食问题之研究；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

研究；云南省五县农村经济之研究；綦江农村经济之研究; 犍为农村经济之研究；巴县农村

经济之研究；屏山农村经济之研究；湖南省土地利用与粮食问题；察哈尔农村经济研究；八

卦州土地利用调查；自流井土地利用之调查；滇南垦殖事业之调查。 

4. 租佃与房租类 (19 种) 
合肥租佃调查；山西租佃制度；嘉兴县之租佃制度；萧山租佃制度之研究；旧长沙府属之租

佃制度；海门启东县之租佃制度；黄岗县之租佃制度；江巴两县租佃制度之研究；宝应镇之

佃租调查；盐垦区域佃租制度之研究；福建租佃制度；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昆明县租

佃制度之研究；苏州无锡常熟三县佃租制度调查；北陪一带房租地租之研究；南温泉房地租

之研究；中国租佃问题之研究；浙江二五减租之研究；洛阳陜州之租佃制度。 

5. 土地制度类 (19种) 
明代土地问题；江都耕地分配；咸宁土地分配之研究；武功县土地问题之研究；江苏沙田之

研究；浙江沙田之研究；湘西屯田之研究；西北屯垦研究；共区田地分配方法与解决业佃问

题之研究；农业与国家；共区土地处理条例之立法的意义及实施成绩的观测；近人土地改革

意见之分析；平湖田制改革研究；江西义图制之研究；两浙灶地之研究；太湖湖田之研究；

湖南湖西问题；湖北旗地之研究；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土地分配。 

6. 地价地税类 (20种) 
杭州市办理地价税之研究；綦江县地价之研究；北平市之地价地租房租与税收；长沙市地价

之研究；成都地价与房租之研究；重庆市地价与房租之研究；长沙市一年来之地价与房租；

宜宾地价之研究；宜昌沙市之地价研究；湘桂铁路沿线地价之研究；天津市地价之研究；上

海市办理地价税之研究；福州厦门地价之研究；武昌汉阳市区地价之研究；粤汉铁路株韶段

沿线之地价问题；成渝铁路沿线地价之研究；重庆市一年来地价之变动；汉口市地价之研究； 

川滇铁路宣昆段地价及土地征收之研究；上海嘉定南汇奉贤改征地价税之研究。 

7. 农业金融类( 8 种) 
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    湖北之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 

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  宜兴县农村信用之概况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 

河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    武进县乡村信用之状况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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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    铜山县农村信用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 

8. 市地问题及其它类(12 种) 
南京市之住宅问题；     杭州市土地使用分配之研究；   上海市之都市设计与土地利用 

市地利用之研究；       昆明市房屋问题；             南京市土地征收之研究 

南京市地区划利用问题； 汉口市住宅问题；             上海市之都市设计与土地利用 

上海市房租之研究；     成渝铁路沿线土地征收之经过； 湘桂铁路沿线土地征收之经过 

◎调查报告: 

1. 江苏省(49种) 
无锡实习调查日记；常熟汉口武昌实习调查日记；江苏省常熟县湖北省大冶县实习调查日记； 

嘉定实习调查日记；镇江市县实习调查日记；阜宁实习调查日记；连云港实习调查日记； 

盐城实习调查日记；江都实习调查日记；江苏省土地局实习总报告；南京市实习调查日记；上

海县等实习调查日记；江苏省地政局实习日记；奉贤实习调查日记；江宁县自治实验县实习总

报告; 嘉定县土地局实习总报告；上海市土地局实习报告；溧阳实习调查日记；丹阳土地局实

习总报告；江宁自治实验县实习报告；南京市市政府实习报告；奉贤县土地局实习报告；江宁

自治实验县实习总报告；江苏山西实习调查报告；江宁自治实验县实习总报告；江苏省土地局

南通盐垦公司实习总报告；上海市土地局实习总报告；青浦县土地局实习总报告；镇江土地局

实习总报告；上海县实习调查日记；南京市土地登记报告；南通县城市地价申报七、八、九月

份报告书；南京市政府实习报告；太湖湖田整理处实习调查日记；江北及綦江实习调查日记；

上海市实习调查日记；江苏省地政局实习调查报告日记；江苏省山西省实习调查报告；南京市

政府实习总报告；南京市政府实习报告；上海市土地局实习总报告；江都实习调查报告；南京

市政府实习总报告；江苏省政府实习报告；江苏财厅实习调查日记；江苏省地政局实习调查报

告日记；上海市实习调查日记；无钖实习调查日记。 

2. 浙江省(20种) 
嘉兴实习调查日记；平湖实习调查日记；萧山实习调查日记；浙江临海田赋调查日记；永嘉镇

江调查实习日记；建德镇江调查实习日记；丽水镇江调查实习日记；金华镇江调查实习日记；

衢县镇江调查实习日记；平湖实习调查日记；杭州市政府实习总报告；浙江民政厅实习报告；

浙江省民政厅实习总报告；黄岩实习调查日记；浙江省民政厅实习报告；杭州市政府实习总报

告；浙江财厅实习调查日记；杭州实习调查日记；兰溪实验县实习报告；兰溪实验县实习调查

报告日记。 

3. 安徽省( 7 种） 
安徽合肥实习调查日记；安徽实习调查日记；当涂和县实习调查日记；蒙城实习调查日记； 

安徽省财政厅土地整理处实习报告；安徽省土地处理虚实总报告；安徽财厅实习调查日记。 

   4. 江西省( 7 种） 
南昌实习调查日记；江西省县实习调查日记；江西临川实习调查日记；南昌实习调查日记；江

西省田赋清查处实习报告书；江西财厅实习全溪共情调查报告；江西高安靖安实习调查日记。 

5. 湖南省(1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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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实习调查日记；湖南滨湖各县实习调查日记；长沙及湘桂铁路实习调查日记；湖南长沙等

地实习调查报告；湘桂铁路实习调查日记；长沙市实习调查日记；湘西屯田调查及巴县实习日

记；长沙市及湘桂铁路实习调查日记；湖南省财政厅实习调查报告日记；长沙市实习调查日记；   

云南财政厅实习调查报告日记。 

6. 湖北省(10种) 
湖北实习调查日记；湖北湖南省县实习调查日记；武昌鄂城等县调查日记；汉口市实习调查日

记；湖北咸宁实习调查日记；宜昌实习调查日记；汉口市政府土地发照注册所实习总报告；汉

口市土地发照注册所实习报告；武昌汉口汉阳实习调查日记；湖北财政厅实习报告。 

7. 四川省(37种) 

成都实习调查日记；成都等处实习调查日记；乐山等县实习调查日记；江北巴县及华江实习调

查日记；嘉定眉山等县实习调查日记；巴县江北县实习调查日记；四川邹县实习调查日记；泸

县及富顺实习调查日记；泸县富顺实习调查日记；泸县富顺等县实习调查日记；嘉定及犍为调

查实习日记；成郡及华阳实习调查日记；乐山眉山实习调查日记；四川乐山实习调查日记；江

北巴县实习调查日记；四川嘉定及雷波马屏实习调查日记；江巴两县及南温泉实习调查日记； 

四川富原实习调查日记；乐山等县实习调查日记；四川重庆及南温泉实习调查日记；乐山及眉

山实习调查日记；巴县及重庆市实习调查日记；成都及巴县实习调查日记；成都市及资中隆昌

实习调查日记；重庆及巴县实习调查日记；泸州富顺宜宾实习调查日记；巴县成都简阳资中实

习调查日记；泸县富顺及昆明实习调查日记；江北巴县资中实习调查日记；巴县成都实习调查

日记；重庆市实习调查日记；彭山县土地陈报处业务报告；崇宁县土地陈报处业务报告；重庆

市及南温泉实习调查日记；重庆市及自流井实习调查日记；乐山眉山犍为实习调查日记；巴县

及重庆市实习调查日记。 

8. 山东省( 3 种) 青岛市政府实习总报告；青岛市政府实习报告；山东省财政厅实习报告。 

9. 山西省( 1 种) 山西实习调查日记。 

10. 河南省(6种） 
   郑州实习调查日记；河南汜水实习调查日记；洛阳实习调查日记；开封盐务实习调查日记；  

   河南财政厅民政厅及其它机关实习报告；河南省试办清丈办事处实习报告。 

11. 河北省(4种) 
    北平市财政局实习报告；北平市财政局实习总报告；北平实习调查日记；天津市财政局实习总报告。 

12. 陜西省( 2 种）西安实习调查日记；陕西实习调查日记。 

13. 甘肃省( 3 种）甘肃省县实习调查日记；兰州实习调查日记；甘肃实习调查日记。 

14. 察哈尔省( 2种）张家口实习调查日记；察哈尔实习调查日记。 

15. 青海省( 1 种）西宁等处实习调查日记。    

16. 广东省(1种）广东省地政局调查实习日记。 

17. 福建省( 4 种)  

    福州长乐实习调查日记；福建实习调查日记；闽侯实习调查日记；福州厦门实习调查日记。 

18. 云南省( 3 种) 滇省调查实习日记；滇省调查实习日记；昆明市及滇省财厅实习调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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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贵州省( 5 种） 
贵州财厅实习调查日记；贵州及贵阳实习调查日记；贵州贵阳实习调查日记； 

贵州实习调查日记；贵州贵阳实习调查日记。 

 

二) 中国经济农业土地水利问题数据-篇目分类索引 ( 书一册) 4711871498501 2,400 
 

三) 台湾土地及农业问题资料  4711871498518               50册  92,500     

     台湾五○至八○年代土地利用、农业发展及经济政策报告资料  

--台北-中国地政研究所编纂 萧铮博士主编                        
            

台湾土地利用及农业经济发展，乃二十世纪开发国家的典范。萧铮博士主持

的「中国地政研究所」及其前身「地政学院」的研究、调查，及其所训练的

人员，实肩负了重要的角色。 台湾有关土地立法、政策、地权、征收、地价、

地税、金融、行政及农业金融、农地利用、农业经济、市地利用、工业用地等

层面，作深入的探讨并加以分析及研究，此一历史性文献的编印，足资政界及

学术研究机构利用，洵为研究台湾农业及经济史宝贵资料。其主要内容有七大

类八十种，如下： 
 

1. 土地立法及土地政策类 ( 2种) 
殷章甫：台湾省实施耕者有其田之研讨；       陈郁芬：都市平均地权实施绩效之评估 

 

2. 地权及土地征收类 ( 6 种)) 
刘干云：高雄县土地所有权分配调查研究；     陈国栋：新竹县地权异动调查之研究 

涂义光：土地征收之比较研究；               赵达文：土地征收与补偿之研究                          

黄志伟：台湾都市计划公共设施保留地之研究； 金湘泉：台中县减租后纠纷案件之研究 
 

3. 地价及地税类 (16 种) 

王杏泉：桃园县地价研究；                   姜  涛：台中市近十年来地价变动之研究 

侯  钧：台湾省三年来地价变动因素的研究；   陈聪周：台湾农地规定地价之研究 

施行谅：苗栗云林二县农地地价研究；         杨荫华：台北县农地价格之研究 

林中森：台北市地价问题之研究；             吴  村：台北市土地公告现值之研究 

汪孝先：台湾省都市土地规定地价之研究；     郑宏南：台湾地价税及土地增值税之研究 

梁义文：台湾田赋制度之研究；               单光义：台湾田赋改课地价税之研究 

林肇家：台北市空地课税之研究；             林祖郁：工程受益费之理论与实务 

黄荣长：土地增值税问题之研究；             洪钟毓：高雄县农家负担之调查研究 
 

4. 土地金融及农业金融类 ( 6种) 
纪  伟：台湾土地银行推行土地金融业务之研究； 李育志：台湾农贷之分析 

陈金鑫：不动产抵押贷款之研究；             胡宽性：台湾地区土地债券发行情形之研究 

于钧庆：台湾农贷之研究；                   吴福荣：台湾举办农业保险之研究 
 

5. 农地利用及农业经济类 (26 种)  
林锦煌：台湾农场面积与人力利用；          萧辅导：代耕与扩大农场规模关系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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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乐群：台湾农业共同经营之研究；          吴筱惠：台湾耕地碎割问题及其对策之研讨 

李博兴：农民对扩大农场规模意愿与方式之分析研究；  张文水：改进台湾农场经营面积之研究 

李文德：台湾农业发展与农业机械化之研究；     陈铭福：台湾农业机械化与农村经济建设之研究 

林竹山：如何运用农会组织以推行农业现代化之研究；  黄声钟：木栅乡农家收益研究    

陈山森：台湾农家所得偏低之研究；          张新庆：澎湖农家经济分析 

徐明浓．新店溪下游集水区农家经济分析；    赵抗生：台湾农林边际土地整理与利用 

邱遍椒：台湾农地废耕问题之研究；          郑天章：台湾海埔地开发之研究   

吴容明：台湾山坡地开发之研究；            陈丽红：农地变更使用之研究   

韩  干：土地资源鉴识与农场经营之土地利用；   张芬芬：改善云林沿海地区农业经营方法之研究 

彭杰士：台湾土地改革后米谷增产与米价之研究； 陈强：桃园县新福圳灌溉计划之经济研究     

吴昌明：大湖乡人力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纪聪吉：农村工业区编定与开发之研究 

林思生：竹山工业区对附近农场经营结构变动之研究； 梁芳男：台湾省农村小区建设之研究 
 

6. 市地利用及工业用地类 (14 种) 
许  松：台湾住宅问题之研究；           黄荣峰：台湾地区国民住宅未来发展途径之研究 

黄荣村：台湾地区土地使用编定之研究；   陈嘉嗣:住宅问题与政策的研究 

洪再利：台湾现行市地重划问题之研究； 魏献俊：从人地关系的长期趋势分析台湾都市更新的重要性 

吴庆玲:市地重划与细部计划应如何配合之研究；  张泰煌：台北市土地使用现况调查研究 

黄正义：台北市小区建设之研究；       杨盘崇：农业小区住宅用地重划与住宅更新之研究 

江启勋：屏东县里港乡乡村综合发展之研究； 褚明典：台湾地区现阶段工业区开发之研究 

宋清泉：台湾工业用地之分析研究；         张军堂：台湾观光资源开发之研究 
 

7. 土地行政类 (10种)) 
陈志熹：台湾土地登记之研讨；              刘金标：台湾土地权利变更登记之研讨 

谢福来：台湾土地登记业务简化问题之研究；  王瑞栋：台湾未登记土地清理之研究 

吴明鸿：土地登记与强制执行之研究；        吴火焜：台湾公有土地管理之研究 

杨祖宪：土地行政机关组织改进之研究；      张元旭：我国地籍制度之研究 

陈樱莺：台湾建筑改良物登记之研究；        谢吉钦：不动产服务制度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