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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olog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 加华移民史简述

 The first small group of Chinese arrived at Vancouver Island, BC from south China in 1788 as contract labors. 

早在1788年，契约华工由华南地区到达BC省的温哥华岛从事与造船有关的劳作

 Chinese arrived at Fraser River valley in 1850's in the height of Gold Rushes. Physically segregated “Chinatown” took in shape in 
Victoria, Vancouver and other west coast cities since 1860s and in Toronto in 1890s.

1850年前后，主要来自于广东沿海的华人开始较大规模的进入BC省的菲沙河下游，从事与淘金有关的采矿业。1860年前后在维多利
亚、温哥华等地出现了华人聚居的 “唐人街”

 Chinese Head Tax (1885-1923) and the Exclusion Era (1923–1947) restricted Chinese to come to Canada. The population of Chinese 
Canadians grew very slowly in these period.

加拿大政府1885年通过了中国人人头税法案，1923年开始实施的排华法案

 Waves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came to Canada since 1980s: First from Taiwan (1980s), then Hong Kong (before 1997) and  Mainland 
China (late1980s – present).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歧视政策的逐渐废除及中港台形势的变化, 才有较多的华人新移民进入加拿大。

 Today, the population of Chinese as one of the largest minority groups after South Asian population in Canada. It has reached to almost
1.3 million (1,324,745,00; 2016 census).

今天，华人移民群体是仅次于南亚移民群体的加拿大的第二大移民群体。根据2016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加拿大全国共有华人移民一
百三十余万人。



Chinese Workers in the construction sites of Canadian Pacific Railroad 
加拿大的早期华人: 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华工

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华工 (1881-1887)



Chinatown in BC 加拿大最早的唐人街

维多利亚的唐人街（1880年代）

温哥华的唐人街 （1907）



Head Tax associated with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中国移民人头税

在华人移民人头税实施期间（1885-1923），共有约八万二千人支付了两千三百万加元的人头税



Chinese Canadian: early settlement & movement
早期华人移民在加拿大的分布

华人移民的主要定
居地点：BC省、阿
尔伯塔省、萨斯卡
川省、安大略省



Demographic change of Chinese population in Canada
华人人口在加拿大的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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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国民党在加拿大的活动简述

 中国國民黨的前身興中會、中國同盟會都肇始于海外。

 加拿大首个同盟会1910年冬由冯自由於溫哥華建立。1911年，借溫哥華中華會館改選董
事之機，馮自由組織同盟會員利用投票，將保皇會控制的中華會館的董事撤換，使温哥
华的国民党支部獲得了对当地中華會館长达一个世纪的控制權。

 1911年4月，在维多利亚成立了同盟會分會。同年在多倫多、溫尼帕（Winnipeg）等地
也創設同盟會支部。同盟會員一律加入洪門。

 民国成立后，1912年8月中国同盟會改為國民黨。在美洲，以三藩市為美洲支部，下設
分部、交通部。加拿大隸屬美洲支部，溫哥華為加拿大國民黨總分部，维多利亚（域多
利）和多倫多為交通部。



民国时期国民党在加拿大的活动简述（II）

 加拿大國民黨的機關，對外以閱書報社的形式出現，以掩護名義。1911年加拿大维多利
亚率先建成 “民聲阅書報社”

 1914-17年間，溫哥華設有 “育達閱書報社”（1914）、“大同閱書報社”（1916）

 多倫多設 “愛群閱書報社”（1917年前），滿地可設 “廣智閱書報社”（1917年前），京
士頓設 “育群閱書報社”（1915）。

 國民黨的宣传机构以办报的形式扩大其影响：1911年10月，维多利亚國民黨員高雲山、
黃伯度办《新民國報》（The New Republic）。1912年前后，温哥华国民党员黄龙杰一
度创办《我报》。1921年11月，多伦多支部创办《醒华日报》（1921-1989），黄季
陆、成天放曾任主笔。1925年左右温哥华又有《加拿大晨报》（1923-1927）创刊。

 加拿大1910年间，有國民黨分部42處。 加东地区1915年改支部為多伦多（都朗度）總
分部，負責加東各分部，發展了滿地可分部等16個分部，1918年加拿大黨禁之時，黨員
人數有5千到8千之眾。



Chinese Canadian newspapers 早期的中文报纸《醒华日报》

由蒋中正亲自题写报名的《醒华日报》
1950年代及1980年代的样张



蒋介石为旧金山《少年中
国晨报》五十周年题辞



加东国民党支部活动的记录



国民党美国总支部组织
机构图



唐人街是国民党展开侨务活动的主要场所

1930年代的多伦多唐人街
1907年温哥华的唐人街



民国时期国民党在加拿大的活动简述（III）

 1897年7月孙中山首次来到加拿大，访问了蒙特利尔、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1911年
2月孙中山再来加拿大，在加拿大各地以致公堂为基地捐款支持革命。

 1916年5月，孫中山派陳樹人任加拿大國民黨分部總幹事，并于1917年建加拿大總支
部，不再隸屬美洲旧金山總支部，直屬中央，总党所为温哥华。 在滿地可、京士頓、
温哥华、多伦多成立了四分部。

 1918年9月，国民党在维多利亚街头刺杀民国原教育部长、主张宪政的进步党人汤化
龙，遭到了加拿大政府长达近一年的取缔。1920年党禁解除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加代表
大会

 1923年加拿大政府《排华法案》出台，国民党支部也加入到华侨反对“四三苛例”的活动
中。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党争激烈，海外支部亦形成左右两派，互不相容。加
拿大党务亦在此后的10年间大受影响。

 国民党在加拿大的势力，以北伐及抗战两阶段最为发达。党员约有7千人。抗战时期国
民党联合侨社组成抗日救国会，劝募救国公债支会。1949年后，国民党支部有所萎缩。



孙中山在海外的六次革命行程



国民党在加拿大的活动

 教育、筹款等是国民党在加拿大活动的主要项目

 国民党通过僑教一方面在华侨中进行文化教育，另一方面推行党化教育、發展組織。
1913年国民党在多伦多創立了華僑（育材）學校。1917年陳樹人在溫哥華建立了華僑公
立學校。

 筹饷一直是国民党海外工作的重点。中华革命党时期为討袁籌餉，溫哥華、多倫多以及
京士頓国民党分部以民國維持會的名义筹饷， 至袁殂逝后止。 国民党也曾组建三益
會、粵僑公司用于筹饷。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加拿大各地举办认购公债等募捐、筹饷活
动，支持国内抗战。



加拿大的侨社

• 维多利亚的中华会馆及学校
• 温哥华中华会馆
• 温哥华华埠的国民党加拿大总支

部及侨校



关于国民党在加拿大及北美地区活动的史料梳理

 KMT Newspapers 

国民党所办报纸 -《新民國報》（1911）（The New Republic）、《我报》（1912）、《醒华
日报》（1921-1989）、《加拿大晨报》（1923-1927）

 KMT organization publications 

国民党的组织出版物 -《中國國民黨駐都朗度分部史料初稿》、《党史简介》

 Chinese Canadian communities publications related to KMT

涉及国民党的华人其他出版物 - 《大汉公报》

 Individuals’ archival materials (documents, photos, objects, etc.)

个人档案资料

 Academic publications on Chinese Canadian researches

相关课题的学术研究及成果 -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黎全恩等《加拿大华人华侨史》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At UofT, we work with other libraries in the library system, the related faculty and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o collect Chinese Canadian resources from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s, organization’s newsletters and archival materials, Chinese Canadian’s personal documents, photographs and other items.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restaurants menus is one of the unique resources acquired by our colleagues at UTSC.



相关研究资源的来源

 加拿大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档案( LAC-NAC) – 以英文文献为主，包括加拿大各级政府在
处理相关华人事物及海外党团组织的档案资料、政府文件、法庭文件及历史照片等等

 台湾国史馆 – 包含加拿大在内国民党海外支部活动的各种历史文献及相关档案资料

 加拿大、美国各大学图书馆的中文收藏 – 包括侨社、华人团体及个人的相关文献，历
年各地的各种中文出版物

 在加国民党 “党产” 所遗留的文献 – 有当地国民党各类活动的记录，但其完整性受各种
条件的制约



UBC大学图书馆关于加拿大华人的文献资源



Conclusion 结语

 国民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对包括北美华侨在内的侨社施加影响

 加拿大的国民党分支机构自建立时起就有广泛分布的组织结构，并通过办报、设立学校、控制中华
会馆等侨社组织等手段展开工作

 民国时期国民党在加拿大的经营一方面受加拿大当地政治环境的影响，如党禁等；另一方面和国内
政局的发展密切相关，如讨袁运动、抗战等等

 关于国民党在加拿大活动的档案文献资源分布于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及各省市档案馆、台湾国史馆及
相关的国民党档案收藏机构、加拿大各地国民党支部的文献收藏、加拿大、美国大学图书馆关于华
侨华人的中文文献收藏

 相关资源的数字化已经进行了一些，还有待于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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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感谢各位!

stephen.qiao@utoronto.ca
http://east.library.utoront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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