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成 文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CHENG WEN PUBLISHING CO., LTD.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77 號三樓  電話：00-8862-2362-8032  傳真：00-8862-2366-0806  
網址：http://www.chengwen.com.tw  E-mail：book@chengwen.com.tw 或 chengwenpub@hotmail.com 

2020.01.01 
 

下列三種珍貴土地、農業及經濟問題研究資料已出版發行中 (初版)  

  歡迎洽詢或推薦訂購: 
 

○ 一： 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民國二十年代 1932–41) ……… 1 

○  二：中國經濟農業土地水利問題資料 篇目分類索引 書本一冊 ………5 

○  三：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詳目在第5頁) ………………… 5 
 

___________  
一) 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1930–1941 年代)  4711871498488 201 冊 370,600  

            上海中國地政學院編纂 蕭錚博士主編                                     
此文獻為民國二十一年至三十年 (1932~41) 間，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所作之

各省縣市調查報告 176 種，及研究論文 168 種，對研究中國二十世紀早期社會經

濟、地方政治制度的學者而言，無疑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調查資料，這些資料

除披露社會真實情況外，還報導了地方政府機構之組織、城市鄉村生活及農業統

計等資料，搜集之第一手資料宏豐，議論則甚為精湛。這些有獨特歷史性土地問

題資料之出版，提供了研究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時期的最原始資料。其主要內容有

論文八類 168 種，調查報告計十八省 158 篇，如下： 

◎ 論 文: 

1. 田賦類 (36 種) 
貴州田賦研究；南昌田賦及其改辦地價稅之研究；察哈爾省田賦研究；廣東全省田賦之研究； 

麗水田賦之研究；永嘉田賦之研究；福建省田賦研究；江西舊撫州府屬田賦之研究；蘭谿實

驗縣田賦之研究；安徽懷寧縣田賦之研究；眉山犍為田賦研究；江都田賦及其最近清賦風潮；

江巴兩縣田賦之研究；資中內江田賦研究；湖南田賦之研究；鹽城田賦及灶課之研究；湖南

田賦與省縣財政；河北田賦之研究；汜水田賦之研究；山東田賦研究；皋蘭田賦之研究；成

都華陽田賦之研究；江寧縣田賦之研究；漢中田賦研究；安徽省田賦研究；金華田賦之研究；

衢縣田賦研究；建德田賦之研究；安徽田賦上畝法研究；甘肅田賦之研究；河南田賦概況；

宜屏田賦之研究；歷城縣田賦之研究；雲南田賦之研究；武昌田賦之研究；蕪湖田賦之研究。 

2. 土地整理類 (24 種) 
青島市地測量及評價之研究；青島市地登記及課稅之研究；四川省土地陳報之研究；河南土

地整理問題：安徽土地整理之研究；開封鄭州兩市辦理土地登記之研究；江蘇土地查報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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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整理；漢口市土地測丈發照及土地登記之研究；成都華陽地籍整理之研究；雲南之土地整

理；皖南共區土地整理問題；江蘇之土地登記；宋明兩代土地陳報史考；貴州省土地整理之

計畫及其辦理經過；南京市辦理地政之經過；江寧縣土地陳報之經過及其與浙江土地陳報之

比較；無錫之土地整理；四川土地整理計畫及其辦理經過；富順縣辦理土地陳報之經過；黃

岩清丈經過及其成績觀測；杭州縣辦理土地陳報之經過及其成績；浙江省辦理土地陳報及編

造坵地圖冊之經過；湖北省辦理土地陳報之經過；福建省辦理土地陳報之經過。 

3. 農村經濟類 (30 種) 
青海省帳幕經濟與農村經濟之研究；大冶農村經濟研究；宜賓農村之研究；山西陽曲五臺二

縣農村經濟研究；共區農耕地利用制度之研究；中國屯墾制度與集團農場經營研究；犍為經

濟建設與土地問題之研究；成渝鐵路成都平原之土地利用問題；平湖農村經濟之研究；江蘇

鹽墾區土地利用問題；犍為土地利用之研究；屏山附近各地墾殖之研究；綦江水利工程與土

地利用之關係；湖北省之土地利用與糧食問題；安徽墾殖問題；宜賓土地利用之研究；河南

鹼地利用之研究；廣東省土地利用與糧食產銷；四川糧食問題之研究；甘肅河西農村經濟之

研究；雲南省五縣農村經濟之研究；綦江農村經濟之研究; 犍為農村經濟之研究；巴縣農村

經濟之研究；屏山農村經濟之研究；湖南省土地利用與糧食問題；察哈爾農村經濟研究；八

卦州土地利用調查；自流井土地利用之調查；滇南墾殖事業之調查。 

4. 租佃與房租類 (19 種) 
合肥租佃調查；山西租佃制度；嘉興縣之租佃制度；蕭山租佃制度之研究；舊長沙府屬之租

佃制度；海門啟東縣之租佃制度；黃崗縣之租佃制度；江巴兩縣租佃制度之研究；寶應鎮之

佃租調查；鹽墾區域佃租制度之研究；福建租佃制度；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昆明縣租

佃制度之研究；蘇州無錫常熟三縣佃租制度調查；北陪一帶房租地租之研究；南溫泉房地租

之研究；中國租佃問題之研究；浙江二五減租之研究；洛陽陜州之租佃制度。 

5. 土地制度類 (19 種) 

明代土地問題；江都耕地分配；咸寧土地分配之研究；武功縣土地問題之研究；江蘇沙田之

研究；浙江沙田之研究；湘西屯田之研究；西北屯墾研究；共區田地分配方法與解決業佃問

題之研究；農業與國家；共區土地處理條例之立法的意義及實施成績的觀測；近人土地改革

意見之分析；平湖田制改革研究；江西義圖制之研究；兩浙灶地之研究；太湖湖田之研究；

湖南湖西問題；湖北旗地之研究；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土地分配。 

6. 地價地稅類 (20 種) 
杭州市辦理地價稅之研究；綦江縣地價之研究；北平市之地價地租房租與稅收；長沙市地價

之研究；成都地價與房租之研究；重慶市地價與房租之研究；長沙市一年來之地價與房租；

宜賓地價之研究；宜昌沙市之地價研究；湘桂鐵路沿線地價之研究；天津市地價之研究；上

海市辦理地價稅之研究；福州廈門地價之研究；武昌漢陽市區地價之研究；粵漢鐵路株韶段

沿線之地價問題；成渝鐵路沿線地價之研究；重慶市一年來地價之變動；漢口市地價之研究； 

川滇鐵路宣昆段地價及土地徵收之研究；上海嘉定南匯奉賢改徵地價稅之研究。 

7. 農業金融類( 8 種) 
江西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係；    湖北之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係 

江蘇省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係；  宜興縣農村信用之概況及其與地權異動之關係 

河南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係；    武進縣鄉村信用之狀況及其與地權異動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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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係；    銅山縣農村信用及其與地權異動之關係 

8. 市地問題及其它類(12 種) 
南京市之住宅問題；     杭州市土地使用分配之研究；   上海市之都市設計與土地利用 

市地利用之研究；       昆明市房屋問題；             南京市土地徵收之研究 

南京市地區劃利用問題； 漢口市住宅問題；             上海市之都市設計與土地利用 

上海市房租之研究；     成渝鐵路沿線土地徵收之經過； 湘桂鐵路沿線土地徵收之經過 

◎調查報告: 

1. 江蘇省(49 種) 

無錫實習調查日記；常熟漢口武昌實習調查日記；江蘇省常熟縣湖北省大冶縣實習調查日記； 

嘉定實習調查日記；鎮江市縣實習調查日記；阜寧實習調查日記；連雲港實習調查日記； 

鹽城實習調查日記；江都實習調查日記；江蘇省土地局實習總報告；南京市實習調查日記；上

海縣等實習調查日記；江蘇省地政局實習日記；奉賢實習調查日記；江寧縣自治實驗縣實習總

報告; 嘉定縣土地局實習總報告；上海市土地局實習報告；溧陽實習調查日記；丹陽土地局實

習總報告；江寧自治實驗縣實習報告；南京市市政府實習報告；奉賢縣土地局實習報告；江寧

自治實驗縣實習總報告；江蘇山西實習調查報告；江寧自治實驗縣實習總報告；江蘇省土地局

南通鹽墾公司實習總報告；上海市土地局實習總報告；青浦縣土地局實習總報告；鎮江土地局

實習總報告；上海縣實習調查日記；南京市土地登記報告；南通縣城市地價申報七、八、九月

份報告書；南京市政府實習報告；太湖湖田整理處實習調查日記；江北及綦江實習調查日記；

上海市實習調查日記；江蘇省地政局實習調查報告日記；江蘇省山西省實習調查報告；南京市

政府實習總報告；南京市政府實習報告；上海市土地局實習總報告；江都實習調查報告；南京

市政府實習總報告；江蘇省政府實習報告；江蘇財廳實習調查日記；江蘇省地政局實習調查報

告日記；上海市實習調查日記；無鍚實習調查日記。 

2. 浙江省(20 種) 
嘉興實習調查日記；平湖實習調查日記；蕭山實習調查日記；浙江臨海田賦調查日記；永嘉鎮

江調查實習日記；建德鎮江調查實習日記；麗水鎮江調查實習日記；金華鎮江調查實習日記；

衢縣鎮江調查實習日記；平湖實習調查日記；杭州市政府實習總報告；浙江民政廳實習報告；

浙江省民政廳實習總報告；黃岩實習調查日記；浙江省民政廳實習報告；杭州市政府實習總報

告；浙江財廳實習調查日記；杭州實習調查日記；蘭谿實驗縣實習報告；蘭谿實驗縣實習調查

報告日記。 

3. 安徽省( 7 種） 
安徽合肥實習調查日記；安徽實習調查日記；當塗和縣實習調查日記；蒙城實習調查日記； 

安徽省財政廳土地整理處實習報告；安徽省土地處理虛實總報告；安徽財廳實習調查日記。 

   4. 江西省( 7 種） 

南昌實習調查日記；江西省縣實習調查日記；江西臨川實習調查日記；南昌實習調查日記；江

西省田賦清查處實習報告書；江西財廳實習全谿共情調查報告；江西高安靖安實習調查日記。 

5. 湖南省(11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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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實習調查日記；湖南濱湖各縣實習調查日記；長沙及湘桂鐵路實習調查日記；湖南長沙等

地實習調查報告；湘桂鐵路實習調查日記；長沙市實習調查日記；湘西屯田調查及巴縣實習日

記；長沙市及湘桂鐵路實習調查日記；湖南省財政廳實習調查報告日記；長沙市實習調查日記；   

雲南財政廳實習調查報告日記。 

6. 湖北省(10 種) 
湖北實習調查日記；湖北湖南省縣實習調查日記；武昌鄂城等縣調查日記；漢口市實習調查日

記；湖北咸寧實習調查日記；宜昌實習調查日記；漢口市政府土地發照註冊所實習總報告；漢

口市土地發照註冊所實習報告；武昌漢口漢陽實習調查日記；湖北財政廳實習報告。 

7. 四川省(37 種) 

成都實習調查日記；成都等處實習調查日記；樂山等縣實習調查日記；江北巴縣及華江實習調

查日記；嘉定眉山等縣實習調查日記；巴縣江北縣實習調查日記；四川鄒縣實習調查日記；瀘

縣及富順實習調查日記；瀘縣富順實習調查日記；瀘縣富順等縣實習調查日記；嘉定及犍為調

查實習日記；成郡及華陽實習調查日記；樂山眉山實習調查日記；四川樂山實習調查日記；江

北巴縣實習調查日記；四川嘉定及雷波馬屏實習調查日記；江巴兩縣及南溫泉實習調查日記； 

四川富原實習調查日記；樂山等縣實習調查日記；四川重慶及南溫泉實習調查日記；樂山及眉

山實習調查日記；巴縣及重慶市實習調查日記；成都及巴縣實習調查日記；成都市及資中隆昌

實習調查日記；重慶及巴縣實習調查日記；瀘州富順宜賓實習調查日記；巴縣成都簡陽資中實

習調查日記；瀘縣富順及昆明實習調查日記；江北巴縣資中實習調查日記；巴縣成都實習調查

日記；重慶市實習調查日記；彭山縣土地陳報處業務報告；崇寧縣土地陳報處業務報告；重慶

市及南溫泉實習調查日記；重慶市及自流井實習調查日記；樂山眉山犍為實習調查日記；巴縣

及重慶市實習調查日記。 

8. 山東省( 3 種) 青島市政府實習總報告；青島市政府實習報告；山東省財政廳實習報告。 

9. 山西省( 1 種) 山西實習調查日記。 

10. 河南省(6 種） 
   鄭州實習調查日記；河南汜水實習調查日記；洛陽實習調查日記；開封鹽務實習調查日記；  

   河南財政廳民政廳及其它機關實習報告；河南省試辦清丈辦事處實習報告。 

11. 河北省(4 種) 

    北平市財政局實習報告；北平市財政局實習總報告；北平實習調查日記；天津市財政局實習總報告。 

12. 陜西省( 2 種）西安實習調查日記；陝西實習調查日記。 

13. 甘肅省( 3 種）甘肅省縣實習調查日記；蘭州實習調查日記；甘肅實習調查日記。 

14. 察哈爾省( 2 種）張家口實習調查日記；察哈爾實習調查日記。 

15. 青海省( 1 種）西寧等處實習調查日記。    

16. 廣東省(1 種）廣東省地政局調查實習日記。 

17. 福建省( 4 種)  

    福州長樂實習調查日記；福建實習調查日記；閩侯實習調查日記；福州廈門實習調查日記。 

18. 雲南省( 3 種) 滇省調查實習日記；滇省調查實習日記；昆明市及滇省財廳實習調查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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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貴州省( 5 種） 
貴州財廳實習調查日記；貴州及貴陽實習調查日記；貴州貴陽實習調查日記； 

貴州實習調查日記；貴州貴陽實習調查日記。 
 

二) 中國經濟農業土地水利問題資料-篇目分類索引 ( 書一冊) 4711871498501 2,400 
 

三)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4711871498518               50 冊  92,500     

     臺灣五○至八○年代土地利用、農業發展及經濟政策報告資料  

--臺北-中國地政研究所編纂 蕭錚博士主編                        
            

臺灣土地利用及農業經濟發展，乃二十世紀開發國家的典範。蕭錚博士主持

的「中國地政研究所」及其前身「地政學院」的研究、調查，及其所訓練的

人員，實肩負了重要的角色。 臺灣有關土地立法、政策、地權、徵收、地價、

地稅、金融、行政及農業金融、農地利用、農業經濟、市地利用、工業用地等

層面，作深入的探討並加以分析及研究，此一歷史性文獻的編印，足資政界及

學術研究機構利用，洵為研究臺灣農業及經濟史寶貴資料。其主要內容有七大

類八十種，如下： 
 

1. 土地立法及土地政策類 ( 2 種) 
殷章甫：臺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之研討；       陳郁芬：都市平均地權實施績效之評估 

 

2. 地權及土地徵收類 ( 6 種)) 
劉干雲：高雄縣土地所有權分配調查研究；     陳國棟：新竹縣地權異動調查之研究 

涂義光：土地徵收之比較研究；               趙達文：土地徵收與補償之研究                          

黃志偉：臺灣都市計劃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研究； 金湘泉：臺中縣減租後糾紛案件之研究 
 

3. 地價及地稅類 (16 種) 

王杏泉：桃園縣地價研究；                   姜  濤：臺中市近十年來地價變動之研究 

侯  鈞：臺灣省三年來地價變動因素的研究；   陳聰周：臺灣農地規定地價之研究 

施行諒：苗栗雲林二縣農地地價研究；         楊蔭華：臺北縣農地價格之研究 

林中森：臺北市地價問題之研究；             吳  村：臺北市土地公告現值之研究 

汪孝先：臺灣省都市土地規定地價之研究；     鄭宏南：臺灣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研究 

梁義文：臺灣田賦制度之研究；               單光義：臺灣田賦改課地價稅之研究 

林肇家：臺北市空地課稅之研究；             林祖郁：工程受益費之理論與實務 

黃榮長：土地增值稅問題之研究；             洪鍾毓：高雄縣農家負擔之調查研究 
 

4. 土地金融及農業金融類 ( 6 種) 
紀  偉：臺灣土地銀行推行土地金融業務之研究； 李育志：臺灣農貸之分析 

陳金鑫：不動產抵押貸款之研究；             胡寬性：臺灣地區土地債券發行情形之研究 

于鈞慶：臺灣農貸之研究；                   吳福榮：臺灣舉辦農業保險之研究 
 

5. 農地利用及農業經濟類 (26 種)  
林錦煌：臺灣農場面積與人力利用；          蕭輔導：代耕與擴大農場規模關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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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樂群：臺灣農業共同經營之研究；          吳筱惠：臺灣耕地碎割問題及其對策之研討 

李博興：農民對擴大農場規模意願與方式之分析研究；  張文水：改進臺灣農場經營面積之研究 

李文德：臺灣農業發展與農業機械化之研究；     陳銘福：臺灣農業機械化與農村經濟建設之研究 

林竹山：如何運用農會組織以推行農業現代化之研究；  黃聲鐘：木柵鄉農家收益研究    

陳山森：臺灣農家所得偏低之研究；          張新慶：澎湖農家經濟分析 

徐明濃．新店溪下游集水區農家經濟分析；    趙抗生：臺灣農林邊際土地整理與利用 

邱遍椒：臺灣農地廢耕問題之研究；          鄭天章：臺灣海埔地開發之研究   

吳容明：臺灣山坡地開發之研究；            陳麗紅：農地變更使用之研究   

韓  乾：土地資源鑑識與農場經營之土地利用；   張芬芬：改善雲林沿海地區農業經營方法之研究 

彭傑士：臺灣土地改革後米谷增產與米價之研究； 陳強：桃園縣新福圳灌溉計畫之經濟研究     

吳昌明：大湖鄉人力利用與社會經濟發展研究； 紀聰吉：農村工業區編定與開發之研究 

林思生：竹山工業區對附近農場經營結構變動之研究； 梁芳男：臺灣省農村社區建設之研究 
 

6. 市地利用及工業用地類 (14 種) 
許  松：臺灣住宅問題之研究；           黃榮峰：臺灣地區國民住宅未來發展途徑之研究 

黃榮村：臺灣地區土地使用編定之研究；   陳嘉嗣:住宅問題與政策的研究 

洪再利：臺灣現行市地重劃問題之研究； 魏獻俊：從人地關係的長期趨勢分析臺灣都市更新的重要性 

吳慶玲:市地重劃與細部計劃應如何配合之研究；  張泰煌：臺北市土地使用現況調查研究 

黃正義：臺北市社區建設之研究；       楊磐崇：農業社區住宅用地重劃與住宅更新之研究 

江啟勳：屏東縣里港鄉鄉村綜合發展之研究； 褚明典：臺灣地區現階段工業區開發之研究 

宋清泉：臺灣工業用地之分析研究；         張軍堂：臺灣觀光資源開發之研究 
 

7. 土地行政類 (10 種)) 
陳志熹：臺灣土地登記之研討；              劉金標：臺灣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研討 

謝福來：臺灣土地登記業務簡化問題之研究；  王瑞棟：臺灣未登記土地清理之研究 

吳明鴻：土地登記與強制執行之研究；        吳火焜：臺灣公有土地管理之研究 

楊祖憲：土地行政機關組織改進之研究；      張元旭：我國地籍制度之研究 

陳櫻鶯：臺灣建築改良物登記之研究；        謝吉欽：不動產服務制度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