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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重心是 早期有组织及 接迁移的客家人垦 史。文中分析客家人迁移 的中国 地推与

的因素。在这移民潮事故中，有关客家群体 然有其集体向外移 的意 ，而 色宣 会与英国
罗 打公司所扮演的角色，才是众多早期客家人成 落户 的关 。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始， 色宣 会便协助 落到其宣 据点的客家难民或会友移民海外。1881年，英
国 罗 打公司取得 罗的治理特许权后组织政府。 打公司开发该领地需要大量劳力，因而
动招 华工的工程。两方的协作 导客家族群有组织地 家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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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organized and direct migration of the Hakka and their settlement history in early 
Sabah. The push and pull factors in relation to Hakka migration are analysed. Many Hakka communities had the 
collective will to emigrate, and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 and British 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 were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numerous early Hakka immigrants in settling down in Sabah.

From the 1860s, the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 helped groups of Hakka refugees and those who had congregated 
in its missionary stations to migrate overseas. When the British 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 secured a charter 
to rule North Borneo in 1881, it initiated a recruitment drive to attract Chinese settlers to provide the labour for 
development. It is the work of the two parties that led the Hakka community to settle in Sabah in an organized basis.

Keywords: Hakka Christian immigrants,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 British 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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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纳闽 当时只有 公会， 属 越 区。传统上，纳闽 公会只服务当地的英国人。 公会的 
      历史文献亦无提及纳 闽如此早期曾招收华人 。
4      马来西亚基督 色会的官方历史为纪念这 首次 陆 而将 1882 年认可为创 年。
5    马来西亚基督 色会会史鉴定这期为 打公司第二次招 华人劳工。 斯的任期在1885 年结束。 
      除了其接班人 罕 （E. E. Abrahamson）是新华人移民专员外，公司招 政 和 保持不变。
6    洪 云提供洪氏一位无名氏后 的简 录。有关文献 提洪氏家族在 的简史。

4   ｜ 来



7     只知其姓氏。与其曾 洪天海1999年12月14日面谈。洪氏不清 其派系与洪天有派系的关系。
8     陆日期不详。有后 为这些先 在亚 亚 路2公里天主 坟场 立墓碑。显然，这家也改而     
       依天主 。
9    马来西亚基督 色会会史对李氏的移民日期混 。1888年是植字 误，因为在历史中，1888年没有 
      组织性的 色会会友 陆。
10   在世的有关人士受 时表示没有查过族 ，因此不能考究。
11    氏在太平天国的角色和年代有所质疑。 兴 著,《马来西亚 山打根客属公会百周年纪念特

1886-1986》， 山打根：山打根客属公会，1986，页44 载由其 的 传。较早在陈用
良等 著，《马来西亚 州山打根客属公会成立92周年纪念特 1886-1978》， 山打根：山打
根客属公会，1979，页18较 的 本未曾提及反清事迹。当太平国度在1864年 时， 氏（1857-
1943）才 。令人接受的解 应是 氏是 家的亲属，跟着太平 队行程。他 达山打根的年代
不详，不过是 来  （William Pryer）担当府官的任期 。相传 氏与 来 的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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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 V. Woon 1914年11月5日致政府 信件, 《CO874/746档案 》。
13    西海岸府官1913年3月13日致政府 。 
14    政府1916年4月7日288号会 录, 《CO874/740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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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 色宣 会不能 进大批移民的理由是缺乏中国政府的认可。参照总督1914年7月28日致
打公司主 件, 《CO874/736档案 》。也参照1915年5月14日政府会 录, 《CO874/740档案 》。
无论如何， 中国政府不 定致使官方认可是多余的。况且，延续的 自然导致更多人决意移民。最
初几批数目可观的合理解 可能是新移民工程 出 而又受到 色宣 会 极推动。随后， 运服
务改善及增加，有意者可以随着自己的方便上 程。如此，便不再需要组织大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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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华人人口（1921、1931、1951及1960年）

1921 1931 1951 1960
客家 18,153 27,424 44,505 57,338
广东 12,268 12,831 11,833 15,251
福建 4,022 4,634 7,336 11,924
潮州 2,480 2,511 3,948 5,991
海南 1,294 1,589 3,571 5,270
其他华人 1,039 1,067 3,181 8,768
总计 39,256 50,056 74,374 104,542
客家占华人人口
比率（％） 46.2 54.8 60.0 54.8

总人口 257,344 270,223 334,141 454,421
客家占总人口
比率（％） 7.1 10.1 13.3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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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North Borneo Census Reports.

早期的客家移民已包 相当大成份的女人和 。客家人，尤其是 色会基督 多数
以家庭单位入境。不然的话，单身的男移民在起居 定后都会申请 通行证 进自己的
其他家人。这一特征便与当代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华人移民社会有异；它们主要是成年男性
移民。

自1912年11月起，客家基督 家庭移民便主要由 色宣 会和英国 罗 打公司
公文立约所 成。其中，各条款的 立也以客家家庭单位为依归。一系列的优惠和权利都
明显突出了客家 社区的设立，实质上是地地 的永久垦 区计 。 言之，他们迁

到 的终极目标是辟建永久性的新天地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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