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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鑿八堡圳重要人物
清朝據臺前後長達212年，臺灣於二次大戰終戰前有三大水利工程，分別是北部郭

錫父子建造之塯公圳，中部施世榜興建之八堡圳暨南部曹謹（原名曹瑾）闢建之曹公

圳；其中以中部地區之八堡圳興建最早，屬最古老埤圳之一。同時，灌溉面積最大，

後人將施世榜，尊稱為臺灣水利建設工程之祖師爺，實當之無愧。質言之，彰化縣八

堡圳與臺南縣通埒圳、新竹縣隆恩圳，併稱為台灣三大古老埤圳。

八堡圳開發之過程，事涉施世榜、黃仕卿二位工程策劃人員暨一位傳寄人物「林

先生」，其圳頭恰巧位於筆者老家鼻子頭、龍仔頭及檨仔寮地段。茲就蔡志展、陳國

典考證資料，以及西元2005年3月5日（星期六），筆者請陳學長從臺北偕同到實地

（二水鄉）做田野調查，同行另有蕭敏修及謝錦賢伉儷作陪，僅簡述於后。

一、施啟秉、施世榜功在水利：

(一)…施啟秉係施世榜之父親，別號鹿門，名諱施東，譜名施啟秉，上有二伯，

啟登、啟壬，啟秉為季子。啟秉娶妻二、傳子四：曾媽生世榜、世魁；范

媽生世袞、世黻，兄弟計四位，世榜居長。啟秉，原籍福建省泉州府晉江

縣，原本兼營糖業，興販日本，積財致富。施鹿門於西元1683年（康熙22

年、癸亥）福建水師提督施琅領軍攻打臺灣之後，移居台南，從事鹿皮及砂

糖銷售日本之貿易工作，發財致富，再遷往臺灣中部之鹿仔港及半線（今

彰化）地區，改投資墾植事業，擔任「墾首」要職，其墾號為「長齡」。…

　　施鹿門時任鳳山拔貢（清制，每12年由學臣選拔生員文行兼優者，貢於

京師，曰拔貢；由禮部奏請廷試，經覆試取入一、二等者，以七品小京官或

知縣、教職分別任用），其後陞兵馬司副指揮之施長齡，於巡視彰化平原

時，目睹此一尚待開發之原野地區，地勢平坦，其地利未盡，遂規劃水利設

八堡圳開築工程大功業

陳水源

( 國立臺灣大學農學博士，前駐芝加哥辦事處主任及大阪事務所所長 )



臺灣學研究通訊　創刊號€

�� ��

施，並著手寬籌財源辦理。

(二)…施世榜原名「司城」，字「文標」，號「滄亭」，又號「世榜」為官名，

出生於西元1671年（清朝康熙10年，辛亥）10月25日；歿於西元1743年

（清朝乾隆8年、癸亥）農曆正月初二，享年73歲。施世榜於西元1697

年（康熙36年、丁丑），時年27歲，由鳳山縣學選為拔貢生。此頭銜屬

於功名性，在社會上自然有名望，而身分特殊，有助於政、商關係之建

立，古今皆然，申請墾照當然比較順利取得。於西元1709年（康熙48年、

己丑）繼承父業，以施長齡戶名，申請鹿仔港及半線地區為墾首，並著

手開鑿施厝圳，時年38歲。經過10年之艱苦奮鬥，於西元1719年（康熙

58年，己亥），終於完成「施厝圳」之開築工程，時年49歲，事業獲

空前之成就。施厝圳，亦稱施圳、施家圳，最後定名為「八堡圳」。…

　　西元1705年（康熙44年、乙酉）施世榜之四弟施世黻（同父異母兄

弟），又由臺灣府府學參加鄉試，中式武舉人，兄弟均有科名，兄長善文

韜，幼弟操武略，在清初之臺灣，其家庭應屬望族。西元1721年（康熙60

年、辛丑）朱一貴稱兵起事時，兄弟俱參與軍事；事平，均以軍功題授官

職，世榜從此轉任文職，先後任福建壽寧縣儒學教諭，署漳州府教授�。

二、	 黃仕卿主導策劃功勞大：

(一)…八堡一圳之圳邊，另有一支流，亦係截取濁水溪溪水流經二八水，灌溉十五

庄、溪州、田中、二水、社頭等地帶農田，稱為「十五庄圳」。因水資源出

自同一源頭，故改稱「八堡二圳」，係福建饒平人黃仕卿於西元1721年（康

熙60年、辛丑）完成開鑿，正式啟用。

(二)…據彰化縣誌水利篇，圳陂記載：「十五庄圳，在大武郡保，康熙60年庄民黃

仕卿築」。經查黃仕卿於康熙50年代（西元1711年至1721年），係當時贌社

之社商（清朝承襲荷、明鄭之遺制，於「番社」輸餉，行贌社之制，贌社之

人，稱為社商或頭家，從事政務工作），於取得自由出入「番地」之權，包

攬「番社」交易，或贌耕番地，藉資入墾，掌控「番社」之經濟利益，形同

地方之主宰者。

�	 蔡志展，〈清初半線墾首施世榜事蹟探微〉，《社會科教學育研究》，第二期 (國立臺中師範學院社會科

教育學系，1997年 12月 10日編印 )，頁 7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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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施世榜於開築濁水圳（即施厝圳）之時期，社商黃仕卿於先前，便領有

「東螺社」兼有「大武郡社」之墾植權；其領域範圍，包括二次大戰終戰前

之南投縣名間鄉（緊靠濁水溪部分）、臺中州員林郡（二水、田中、社頭、

田尾、埔心及員林地區）。由於社商為當時地方上之領袖人物，其權勢可

觀，能出面鼎力協助施世榜，使得開築十五圳工程，格外順利，於八堡一圳

竣工後第二年，即西元1721年（康熙60年、辛丑），亦完成啟用。當八堡二

圳竣工後，黃仕卿便遷居於大武郡社大武郡西保之大坡心庄，即現今埔心鄉

黃厝，其後代子孫繁衍於埔心、員林地帶。

貳、開築八堡圳傳奇人物

一、林先生考證資料蒐集：

「八堡圳」原名施圳、施家圳、施有圳、施厝圳，係於西元1719年（康熙58年、

己亥）開築完竣，距西元2006年，已有288年之久。今日欲探討其「開發史與林先生之

關係」，由於年代久遠，相關文獻流失，碑文亦消失，實非易事；惟有從次列僅存資

料庫，尋覓其芳跡，方是歷史傳承之重責大任：

(一)…道光年版（西元1834年、道光14、甲午）《彰化縣誌》：

1.卷二～水利篇，第157頁。

2.卷八～人物志行誼篇，第405頁。……………………

(二)…光緒年間（西元1875年、乙亥至1908年、戊申）吳德功杜撰《林先生傳》。

(三)…楊緒賢所撰《施世榜與林先生》～臺灣先賢先烈專輯。

(四)…王崧興所撰《八堡圳與臺灣中部的關發》。

(五)…施鈺所撰《臺灣別錄》卷二；施鈺係施世榜第七房（士舉）第五代裔孫，由

楊緒賢校訂發表於《臺灣文獻》，附有「八堡圳全圖～附二分水圖」及「林

先生教民圖」。

(六)…日本學者伊能嘉矩著《臺灣文化志》，內載有施家族譜中所流傳的「施家造

圳秘訣的一道詩」。

(七)…碑文～《蔣道憲勒示碑》，不知何時，被移動豎立於南投縣名間鄉濁水村內

庄巷八號，同源圳頭（西元1765年、清乾隆30年、乙酉）。

(八)…碑記～《永濟義渡碑記》，西元1879年（清光緒5年、己卯），董鍾奇等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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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二、林先生傳奇人物考證：

(一)…西元1834年（清道光14年、甲午）《彰化縣誌》卷之二，水利篇第157頁記

載：

1.…「陂者何？因溪水山泉勢欲就下，築為隄防，橫截其流，瀦使高漲，乃開

圳於側，導水灌田，即古隄防遺法也。圳者何？相度地勢高處，導水引入

小溝，用資灌溉，亦古溝洫遺法也。……圳之遠數十里，近亦數里，築費

多數千金，少數百金，此皆通流灌溉，旱而不涸者。……凡陂圳開築修

理，皆民計田鳩費，不靡公帑焉。」

2.「其由南而北者曰濁水圳（即八堡圳，言灌八堡田也，亦曰施厝圳，言施

家所開也），濁水溪水而導之，凡東西螺、大武郡、燕霧、馬芝，數堡之

田，俱資灌溉。」

3.「施厝圳在東螺堡，源由濁水分流，康熙58年，庄民施長齡築時，圳道難

通，有自稱林先生者，繪圖教以疏鑿之方，于是通流灌溉50餘里之田。迨

圳成欲謝之，查尋並無其人。今圳寮奉祀神位，不忘功也。」

(二)…《彰化縣誌》卷之八、人物誌行誼篇第405頁記載：

1.…「施世榜字文標，由拔貢生選壽寧縣學教諭，遷兵馬司副指揮，生平樂善

好施，多所周卹，以凡義舉無不贊成而聞名……初居臺郡。……施世榜之

在彰也，籌引濁水灌田，屢濬未就，有林先生者，授以方法，世榜如言開

築，圳果成，即今八堡圳。施世榜另於半線築有福馬圳，水源取自大肚

溪，因水清而故名清水圳。此圳同為『施厝』所有之『施厝圳』，因圳名

與前者混淆，為分辨計，故將前者稱為『濁水圳』。」

2.…「林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衣冠古樸，談吐風雅。……問以名字，笑而不

答，固請，乃曰：但呼林先生可矣！……水圳成時，世榜將以千金為謝，

先生辭弗受，亡何竟去，亦不知其所終，今圳寮祀以為神……」（圳寮即

指現今位於二水鄉源泉村林先生廟處）。

(三)…《彰化縣誌》卷八隱逸篇，林先生的事蹟因施家的開發事業而彰顯，是「開

彰第一家」第一大功臣，留有「七言律詩」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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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峰頭第一家，鶉衣百結視如花。

閒時嚼雪消煙火，醉後餐霞補歲華。

欲說王侯為怎樣，奚須富貴作婆娑。

看來名利終何益，笑起蛟龍背上跨。」

※思考重點：

A.…《彰化縣誌》道光年版，係西元1834年所印行，距離西元1719年

（康熙58年），施世榜完成「施厝圳」，經雍正、乾隆、嘉慶至

道光年間，已歷時115年之久，為便於寫出開築八堡圳水利史之原

委，顯然因施家之虛構人物，而杜撰「林先生」傳奇人物史，實令

人質疑，此其一。

B.…當時林先生「閒時嚼雪消煙火、醉後餐霞補歲華……笑起蛟龍背上

跨」，猶如神仙般之生涯，恐無人看到。因此，神仙之說係屬神

話，並非真實之事蹟，實令人質疑，此其二。

(四)…光緒年間（西元1875年、乙亥至1908年、戊申），彰化歲貢生（科舉時代，

選府州縣學生員之學行俱優者，貢諸京師，升入太學；明清稱入府州縣學生

員為秀才）吳德功（字立軒，號汝態），又為林先生杜撰「林先生傳」（見

《瑞桃齊詩文集》）：

1.…「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名曰大喜，人稱為林先生。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

冠，年五十許，飄飄然有神仙之度，遍遊名川大澤，來寓於彰，雖蔬食菜

羹晏如也。當彰化初闢之時，一望平蕪，荊棘縱橫，民間所開墾者皆旱

田，而水田甚少，蒸民未得粒食，時鹿紳施公長齡（按即世榜，長齡為墾

戶名）議開八堡圳，欲引濁水之流，以灌每每之原田，苦心焦思，未得良

法。先生乃向施公而言曰：『子欲開八堡圳乎？吾為若謀。』於是指陳形

勢，鳩工疏瀹，截濁水溪之流，導之入圳。」

2.…「然地勢有高低，日中視之未得甚詳，爰於夜間以繩貫燈，牟尼一串，照

耀數十里，以觀地勢之高低，高者剷之使平，低者架之以木，因其勢而利

導之。數閱月而告厥成功，源遠流長，足灌八堡之田，而農民始無庚癸之

呼。」

3.…「迨圳落成，施公報以千金，先生辭不受，問其里居，林不答，時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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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自適，或遍遊名川，殆孤山梅花婿之流歟？是舉也，施公財費不貲，而

子孫食德無窮，而先生胞與為懷，功成不受賞，宜乎後人思其德，立祠於

八堡之圳寮，春秋祭祀，俎豆馨香不替也，先生之名，載於施家開圳記

錄。」

※思考重點：

C.…吳德功於清朝光緒年間，杜撰「林先生傳」，距離八堡圳於康熙

58年竣工啟用，相去190年之久；此時彰化縣境內之百姓，多認為

「林先生」是一位神仙，並且相信當時有此一老翁，衣冠古樸，袖

圖前來見施長齡，並授與圖說之事。吳德功所杜撰〈林先生傳〉，

已否定林先生並非一位神仙；卻揣測認定林先生，或為明朝之遺

老，或遺老之子孫，於此遁世隱居者，實令人質疑，此其三。

D.…道光年版《彰化縣誌》記載：「先生不知其姓氏，亦不知其所終，

世遂以葛洪之輩目之（葛洪係晉朝句容人，少好學，尤好神仙導養

之法，習煉丹術），豈知施公開圳時，去鄭氏不遠，殆勝朝之遺

老，或其子孫遯世逃名，而隱於此耶？」，文中所言「不知其姓

氏」，實則非不知其姓氏，而是不知其名，此種記述之正確性，實

令人質疑，此其四。

(五)…林先生為何獨獨幫助財勢均備之施世榜？且吳德功又為施家杜撰「林先生

傳」，流傳於後世，恐有其不得已苦衷。

※思考重點：

E.…施世榜若將開築八堡圳之施工方法，傳授給別人，必然製造競爭對

手，其水租收入，亦將大減。倘若親友詢問築圳引水施工秘法，施

世榜及其族親，亦難以拒絕，而得罪親朋好友。最好之策略，便是

編造故事，將施工秘法推給「林先生」，而林先生「不知何許人？

不知何去，不知所終」是最佳之答案。質言之，十八世紀初，臺灣

農民思想較單純，迷信觀念較重，遂即信以為真，認為冥冥之中，

確有一位神仙，出面協助或指點，方能使得築圳工程，如期竣工。

因此，林先生是否有其人物，實令人質疑，此其五。

(六)…鹿港施世榜家之族譜，其詩文透露施家築圳之秘訣，詳請參閱日本學者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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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矩著：《臺灣文化志》第二章〈埤圳の施設〉，第6頁所載，謹摘錄於后：

1.…施家傳藏水圳圖考一篇曰；「郡志載，康熙五十八年施長齡戶名築，乾隆

三十年署觀察蔣金笑史（允焄）勒碑溪岸，舊云施厝圳，又曰八堡圳，以

彰屬十三堡半，此圳以溉八堡也。先是墾田乏水，高祖司城公（長齡）出

資募工，鑿山疏水罔效。有一叟，衣冠古樸，袖圖來見曰：聞公欲水利，

功德孰大，吾當為公戌之，因授以圖說，高祖如其法，遂通濁水於田，流

行八十里，自山而達海，由是歷年生穀，兼資內地民食，出貢賦，以供國

家設官整理倉儲糧運之用，利莫溥焉。方水圳之成也，高祖醵以千金，叟

弗受，叩其名字，乃曰，但呼林先生可矣，亡何去而不知所終，亦不知何

許人，當時覘其日游谿壑，惟娛詩酒，以為近于仙云」。

2.…施家族譜所留傳之施家築圳秘訣，據《臺灣文化志》保存一首詩曰：

施家鑿圳灌田畦，濁水瀠洄導以西；

草徹由來多願水，源深性有木為堤；

隨山導勢南流北，就水看形上啣低；

十五葫蘆他同樣，盡歸虎鹿兩螺溪。

※思考重點：

F.…詩句原稿「源深性有木為堤」，「性」字恐係「惟」字之筆誤。從

詩句中得知圳係「施家鑿圳」，而非「林先生」所教授之施工方

法；圳水係從名間鄉頂雅村（即現今濁水村）同源頭引進，流至二

水鄉鼻子頭庄之龍仔頭，再阻止溪水流向八堡圳。同時，以「木為

堤」指採用插立木柱，作為構築溝渠兩側之「圳岸」，而「木木

併立就是林」、「雙木為林」，即是「林先生」之出處，亦只有

「立木為堤」才能保障兩邊堤岸之安全。又，「十五葫蘆」指的是

「十五庄圳」，由社商黃仕卿所開築之溝渠，其引水方法正是仿照

施世榜之施工方法。詩中提及康熙60年（1721年、辛丑）黃仕卿完

成「十五庄圳」，「他同樣」，其時林先生已不見，故不可能回來

題詩，恐是後人託古偽作而存此錄。因此，泛指「林先生」恐是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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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人物之成分居多，實令人質疑，此其六�。

參、維護八堡圳道禁示碑
乾隆30年（西元1765年、乙酉）2月，臺灣知府護任分巡臺灣道蔣允焄（字為光，

號金竹，貴州貴筑人，乾隆2年進士）「勒示碑」，碑豎於濁水溪頭，禁止圖便，利用

施厝圳圳道，運放軍工料件，免致圳道及閘門遭破壞。其文如下頁「勒示碑」所載：

經查該碑位於南投縣名間鄉濁水村內庄巷，豎立於該村同源圳頭。上端有「奉道憲禁

示」五個大字，陽刻，似隸書，是否為原本之碑，或後人重刻，值得再加以考證存

真。惟該圳道之環境，值得古蹟及八堡圳管理單位，設法維護，以示尊重遺跡保存之

意義�。

肆、八堡圳暨其灌溉範圍
八堡圳完成於西元1719年（康熙58年、己亥），本流長達89里，分流總長為230餘

里，灌溉面積廣達19,105甲（一甲等於0.97公頃，2934坪），涵蓋彰化縣一半以上之

地區，清代之八個堡界，日據時期之一市十四個街庄，目前之十八個鄉鎮市。由於八

堡圳之開發，使得彰化地區擁有臺灣米倉之美譽，八堡圳實居首功。

依據日據時期水圳圖及伊能嘉矩研究，這八個堡之名稱與灌溉涵蓋區域，大致可

羅列如次：

一、東螺東堡，即二水鄉全境、田中鎮、溪州鄉部分地區。

二、東螺西堡，即北斗鎮、埤頭鄉全境，田尾及溪州鄉部分地區。

三、武東堡，即田中、社頭及員林鄉鎮之部分地區。

四、武西堡，即埔心鄉（全部）、社頭鄉、永靖鄉、田尾鄉、溪湖鎮、員林鎮部

分地區。

五、燕霧上堡，即花壇鄉全境及秀水鄉部分地區。

六、燕霧下堡，即大村鄉全境及員林鎮部分地區。

七、線東堡，即彰化市全境及和美鎮部分地區。

八、馬芝上堡，鹿港鎮及福興鄉全部、秀水鄉、埔鹽鄉、溪湖鎮部分地區。

�	 陳國典，〈八堡圳開築史〉、< 飲水思源～～考證八堡圳開築史 >，《社頭鄉誌》第 5 章暨第 6 章，( 臺

灣彰化，社頭鄉公所印行（移入該鄉誌第十六篇，雜記誌），1998年 1月 31日 )。

�	 施鈺，〈臺灣別錄〉，《臺灣文獻》卷二（臺灣臺北，1848年（清道光 28年、戊申）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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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彰化地區計有十三個半之「堡」區，除上述八個堡之外，尚有深耕堡、

二林上堡、二林下堡、線西堡及馬芝下堡等合計為十三個堡。「堡」原本為累土成小

城，以防禦盜匪，保家衛民，係村莊之先驅。據考證「八堡圳」開築之初，稱為「施

圳」、「施家圳」、「施有圳」及「施厝圳」，表示該圳係施家主人施世榜所闢建。

迄清朝道光年間（西元1821年至1850年），由於彰化平原之聚落隨人口之增加，使得

「堡」之數目超過十三個以上，方將其名稱「施厝圳」改名為「八堡圳」，泛指該

圳係將濁水溪溪水引入圳渠，其灌溉範圍涵蓋十三堡中之「八堡」，故名為「八堡

圳」，為其名稱演遞過程。

至於八堡圳之源頭，究於何處？許多人誤以為係位於二水鄉鼻子頭地段之龍仔

頭（屬於倡和村），其實早期其真正之引水口，位於南投縣名間鄉濁水溪畔之濁水村

內庄巷八號附近，即同源圳邊，採用倒笱（彎曲竹子製成），內盛石塊，將濁水溪之

溪水攔阻，進入渠道，經新民村（舊名為外埔），導經檨仔寮、龍仔頭、埤寮（鼻子

頭，現今「林先生廟」之村莊），再穿越二八水山麓，用以灌溉上項八堡地區之農

田。

日殖民臺灣之後，於西元1897年（日本明治30年、丁酉），咸認為此圳，收取灌

溉用水之水租費用，有利可圖，立即將營運管理之主權，脫離施長齡家族掌管，強行

改為公有灌溉圳渠，將其併入臺中州公共埤圳連合會。同時，推舉日本據臺初期有功

之鹿港辜顯榮為圳長（即會長），由其負責經營管理圳務，並收取水租事宜；其後任

會長，由社頭庄蕭貞吉接任。

伍、建祠堂紀念開圳先賢
林先生廟原本係一間簡陋小廟，置於鼻子頭埤寮地段現址，地方士紳認為應建造

祠堂，由董樹來、鄭佳房、鄭傳準及家嚴陳天德等四位發起籌資，於西元1919年（日

本大正8年、民國8年乙未）重建，現存匾額高掛於廟堂「林先生廟」為證。

林先生廟為重檐歇山式建築，內供奉傳奇人物林先生祿位，左右配祀開圳有功之

施世榜與黃仕卿。西元1975年時任臺灣省主席之謝東閔撥款再次重修；每年中元節彰

化農田水利會與施氏後裔暨當地居民，均參與祭典，並予以祭拜，謹表感念其開發水

利，造福百姓之恩澤。

施世榜在臺灣並無建祠堂，但有二處廟宇供奉祿位，並以施長齡名而立。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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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彰化縣二水鄉鼻子頭八堡圳「林先生廟」內，配祀在林先生祿位之左側。另一處

在鹿港鎮天后宮右廂房，闢有一室供奉「施長齡祿位」，深具飲水思源之意涵。該祀

祠祿位成為施長齡後裔，鹿港「施家族」人，每年農曆正月初二、10月25日，施長齡

生日及忌辰，族人集會祭祀之日期。至於彰化縣各界士紳，則於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

（中元普渡）；在「林先生廟」前聚集，公祭林先生、施長齡及黃仕卿等先賢，謹示

感恩追遠，承先啟後之意義。

至於施世榜之義行風範，在三百年前便懂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孝義

善行事蹟，謹摘錄於后：

一、西元1726年（清雍正4年、丙午），56歲：

… 世榜之半線墾務進入鹿仔港，就海墘捐地供擴建聖母宮，即現今舊天后宮。………

… 同時，於府城大南門外，捐建「敬聖樓」祀梓潼帝君及文昌帝君。

二、西元1723～1735年（清雍正1年至13年）53～65歲：

… 在府城西定坊，建恩赦橋，捐輸公益。

三、西元1737年（清乾隆2年、丁巳）67歲：

… 捐資修葺鳳邑文廟。

四、西元1740年（清乾隆5年、庚申）70歲：

… 輸稻千斛為府城海東書院薪水及諸費。置水田千畝、充書院膏火�,�。

陸、「八堡圳之碑」日治碑文
「八堡圳之碑」原置於林先生廟庭園前方，於二次大戰終戰後，不肖之徒以不屑

之眼光毀棄，再配上「林先生廟重修記」碑石，取而代之。經筆者四處查訪，始於國

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覓得西元1939年（日治昭和14年、民國28年、己卯），大塚久

義發行，臺灣日日新報社印製《八堡圳水利組合概要》乙書，頁6～7載有西元1919年

（日治大正8年、民國8年、己未）臺中廳長加福豐次所勒碑石，詳如碑文所載�。

�	 郭弘斌，〈八堡圳（施厝圳）〉，《臺灣人的臺灣史》(臺灣臺北，臺灣海外網頁，TAIWANUS.…net，2005…

年 3月 1日 )。

�	 楊緒賢，〈施世榜與林先生〉，《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第三輯 ( 臺灣臺北，臺灣中華書局印行，1971 年	

)，頁 49。

�	 大塚久義，《八堡圳水利組合概要》，臺灣日日新報社印製，(1939 年（日治昭和 14 年、民國 28 年、	

己卯）10月 25日發行），撰碑文者，可能是「八堡圳水利組合長」，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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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林先生廟重修記」要略
林先生廟四週環境清幽，殿宇屬重檐歇式建築，殿內中央供奉林先生祿位，左右

配祀施長齡、黃士卿之祿位；謝副總統東閔於臺灣省政府主席任內應允撥款修建。同

時，於西元1977年（民國66年、丁巳）6月竣工，使廟宇煥然一新，特頒「德澤流芳」

匾，以彰顯其豐功偉業。有關西元1977年「林先生廟重修記」碑，樹立於廟前庭園

中；但原「八堡圳之碑」已不見 々跡，令人百思不解。廟內柱上對聯及碑文內涵，詳如

所載。

林先生廟宏偉景觀造型，屬重檐歇山式建築，紅色柱子陪襯出鮮

飾屋宇。（西元2005年3月吉日，謝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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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堡二圳取水口」位於彰化縣二水鄉源泉村「林先生廟」入口

處，係與「八堡一圳」從此處分流灌溉。

八堡圳取水口位於彰化縣二水鄉倡和村龍仔頭，係建於，西元

1932年（日治昭和7年、民國21年、壬申）12月竣工啟用（西元

2005年3月吉日，蕭敏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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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廟供奉三位對開築八堡圳有卓越貢獻之先賢（西元2005年3

月吉日，謝景攝）。

位於彰化縣二水鄉倡和村龍仔頭之「八堡圳取入口制排水門」係

建設於西元1932年（日治昭和7年，民國21年，壬申）12月，正式

竣工啟用（立者為筆者，西元2005年3月吉日，蕭敏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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