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記簿

區

法人名稱

登記日期

住址

管理人姓
名

第1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鍾逢皞 2008/10/23 平鎮區東豐路397號

鍾享宗

第2册 龜山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游仕參 2008/12/26 龜山區大坑路1段846巷11弄6號

游象和

第3册 楊梅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王閎卓公 2009/1/8 楊梅區上湖里上湖三路27巷50弄29號

王朝波

第4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阿屘

2009/4/3 八德區廣興里003鄰廣興路９０３之２６８號

呂芳平

第5册 桃園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徐五常

2009/6/16 桃園區中山路904巷74號

徐啟嘉

第6册 龍潭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友恭

2009/7/2 龍潭區上林里金龍路90號

黃新榜

第7册 龍潭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魏永帶公 2009/8/17 龍潭區烏樹林里福龍路2段358巷211弄22號

魏新洸

第8册 楊梅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鄭德秀 2009/12/28 楊梅區水美里7鄰梅高路105巷6號

鄭瑞樑

第9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萬和

2010/1/6 八德區介壽路2段361巷77弄9號

呂芳宜

第10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呂衍斗

2010/1/25 廣興里004鄰廣興路１１７７巷２１８號

呂明煜

第12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蕃北

2010/3/23 八德區廣興里003鄰廣興路９０３之２６８號

呂才雄

第13册 桃園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鄭源興

2010/4/27 桃園區龍安里文中路562號

鄭旭濱

第14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袁汝成

2010/7/7 八德區霄裡里15鄰官路缺街69號

袁明瑛

2010/8/9 楊梅區水美里7鄰梅高路105巷6號

鄭瑞千

2010/11/5 楊梅區新農街552號

黃成福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鄭仁潛
公祖葉氏育操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黃兆慶
第16册 楊梅區
嘗
第15册 楊梅區

第17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王仕甲 2010/12/17 平鎮區平安里2鄰中豐路南勢一段36巷43弄 25號

王興業

第18册 新屋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羅允玉 2010/12/31 新屋區九斗里三鄰九斗38號

羅文麃

第19册 龜山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詹敦仁
詹清隱

2011/4/12 龜山區兔坑里18鄰大同路1450巷111號

詹朝源

第20册 龍潭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范子乾

2011/4/20 龍潭區凌雲里34鄰竹窩子9號

范良錦

第21册 桃園區

2011/5/3 桃園區延平路234號

楊仁宗

第22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王作仁

2011/6/13 平鎮區平安里2鄰中豐路南勢一段36巷43弄 25號

王興洪

第23冊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衍遞

2011/7/19 八德區廣興里003鄰廣興路９０３之２６８號

呂芳義

第24册 新屋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姜梅公

2011/7/14 新屋區東明里10鄰甲頭厝35之1號

姜義森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楊興

第25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王作霖

2011/7/27 平鎮區平安里2鄰中豐路南勢一段36巷43弄 25號

王派健

第26册 八德區

2011/8/4 八德區廣福路1142巷53弄14號

李茂德

第27册 龜山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仁壽

2011/8/5 龜山區大坑里5鄰南上路567巷42號

黃文浩

第28册 桃園區

2011/8/10 桃園區向善街93號

溫舜億

第29册 大園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游維秋

2011/8/11 桃園區民權路29之5號

游明煌

第30册 大溪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楊纘紳

2011/8/25 大溪區南興里南興路1段85號

楊唯靖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莊仕麟
嘗

2011/9/6 平鎮區新貴里中豐路1段16號

莊運龍

2011/9/19 平鎮區建安里華隆街351巷38號

曾振鍊

2011/9/23 中壢區黃興街56巷3號

莊玉炎

2011/9/23 中壢區黃興街56巷3號

莊玉炎

2011/10/18 觀音區大潭里13鄰小飯歷35號

向華双

第31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李和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陳昌

第32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曾九健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莊火旺
嘗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莊阿在
第34册 平鎮區
嘗
第33册 平鎮區

第35册 觀音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向貴

第36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邱鳳拔 2011/10/28 平鎮區義民里12鄰復旦路2段117巷27弄6衖30號

邱清梅

第37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劉廣傳 2011/10/31 桃園市平鎮區新光路3段129號

劉家漢

第38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楊仕德 2011/11/16 平鎮區南勢里1鄰南東路475號

楊熾文

第39册 桃園區

2011/11/16 桃園區守法路18巷7號

吳金煌

第40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邱瑞圖

2011/12/1 八德區建國路108號

邱奕茂

第41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吳華雲

2011/12/5 中壢區立和路2號

吳錦鏡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吳明

第42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何思宗 2011/12/14 八德區霄裡路402號

何明光

第43册 桃園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廷玉 2011/12/26 桃園區中埔一街50號

呂傳勝

第44册 桃園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輝碧 2011/12/26 桃園區中埔一街50號

呂傳勝

第45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吳天佑 2011/12/26 八德區新興路18號

吳家平

第46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吳昌嗣 2011/12/26 八德區新興路18號

吳家平

第47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邱仲仁 2011/12/27 八德區長興路161巷226號

邱創德

第48册 中壢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朝選
2011/12/30 中壢區月眉里14鄰月眉一路500巷20號
公

呂芳洲

第49册 大溪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江士香

2012/1/3 大溪區員林路一段390號

江國垣

第50册 龜山區

2012/1/9 龜山區振興路1260-2號

王榮華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吳云

第51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葉開仕

2012/1/11 平鎮區金龍路190巷51弄7號

第52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葉仁奏

2012/1/17 平鎮區東勢里1鄰金鷄湖路172號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廖貽卿
公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邱上傑
第54册 大溪區
公
第53册 大溪區

葉正義
無

2012/1/16 大溪區一德里20鄰下田心子107-1號

廖本泉

2012/1/18 桃園市大溪區一德里14鄰勝利街107號

邱榮三

第55册 蘆竹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現才

2012/1/19 蘆竹區中福里18鄰福興65號

黃元雄

第56冊 中壢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游氏媽

2012/1/30 平鎮區高雙里5鄰高幼路30巷30號

沈金城

第57冊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吳永岐

2012/2/4 八德區霄裡路160巷15號

吳上淵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九嶷敬
菴公嘗

2012/2/10 八德區建國路573巷36號

邱益裕

第59冊 蘆竹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徐德興

2012/2/14 蘆竹區海湖東路292巷36號

徐朝堂

第60冊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邱向榮

2012/2/20 八德區介壽路1段975號

邱顯順

2012/2/20 大溪區中正東路83號

李文隆

2012/2/22 大園區北港里9鄰潮音二路277巷13號

許建安

2012/3/5 八德區興仁里11鄰建德路135號

呂百理

第58冊 蘆竹區

第61冊 大溪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李性明
公

第62冊 大園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許鳳

第63冊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萬春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邱翼選
公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李金興
第65冊 大溪區
公
第64冊 中壢區

2012/3/5

中壢區下三座屋22號(郵寄地址：中壢區中央東路
51號)

邱垂樞

2012/3/7 大溪區月眉里9鄰月眉路198巷38號

李訓塗

第66冊 龜山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羅仲素

2012/3/16 桃園區林森路71巷4弄29號

羅石象

第67冊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王作寶

2012/3/20 平鎮區平安里2鄰中豐路南勢一段36巷43弄 25號

王年發

第68冊 蘆竹區

2012/3/22 蘆竹區六福一路85巷16弄25號

陳鼎景

第69冊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吳仲立

2012/4/9 八德區霄裡路160巷15號

吳上豪

第70冊 龍潭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鍾善寬

2012/4/10 龍潭區九龍里4鄰健行路263號

鍾延李

第71冊 蘆竹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游華都

2012/4/16 蘆竹區新莊里12鄰新庄子102號

游定憲

第72冊 龍潭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李永祥

2012/4/25 龍潭區中山里10鄰福龍路三段397號

李茂洲

第73冊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春陽

2012/5/2 八德區建國路60號9樓

呂傳斌

2012/5/2 大溪區康莊路三段117巷70號

李瑞山

第75冊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吳華秀

2012/5/4 八德區霄裡路160巷15號

吳常隆

第76冊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蕃西

2012/5/12 八德區廣興里3鄰廣興路903之268號

呂承進

第74冊 大溪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陳登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李琳茂
公

第77冊 大溪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簡送德

2012/5/17 大溪區內柵路二段63巷48-50號

簡瑞賢

2012/5/18 大溪區月眉里10鄰月眉22號

李汪圈

第79冊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呂六合

2012/5/23 八德區榮興路189巷266弄50號

呂理春

第80冊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蕃南

2012/5/23 八德區廣興里003鄰廣興路９０３之２６８號

呂芳睦

第81冊 龍潭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應文

2012/5/23 龍潭區新龍路100號

黃永雄

第82冊 龍潭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梅生

2012/5/23 龍潭區新龍路100號

黃永雄

第83冊 桃園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吳純默

2012/6/15 桃園區中山路398號

吳文慶

第84冊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孟生

2012/6/20 八德區廣興里廣興路903之268號

呂淵泉

2012/6/22 平鎮區宋屋里延平路3段314巷11弄11號

宋秀盛

第86冊 龜山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鄭六公

2012/7/2 龜山區萬壽路1段422巷22弄27號

鄭玉隆

第87冊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邱國瑞

2012/7/2 八德區茄明里23鄰瓦厝區6號

邱進賢

2012/7/5 大溪區福仁里和平路84號

江衍勛

2012/7/10 蘆竹區新庄子106-1號

游登日

第78冊 大溪區

第85冊 平鎮區

第88冊 大溪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李炳生
公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宋高麟
公嘗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江如洋
公

第89冊 蘆竹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游文敬

第90冊 龍潭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公号鍾
朝華

2012/7/30 龍潭區大平里永和路65巷37弄31號

鍾恆夫

第91冊 龜山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陳希高

2012/8/6 龜山區新興街88巷6號

陳俊甫

第92冊 大溪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鄭元謙

2012/8/8 大溪區大鶯路1320巷77號

鄭春池

第93冊 楊梅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鄭太模

2012/8/10 楊梅區水美里7鄰梅高路105巷6號

鄭紹文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鄭良土
公

2012/8/10 大溪區中庄下崁22之4號

鄭子路

第95冊 桃園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吳光藍

2012/8/13 桃園區復興路362巷53號

吳國豪

第96冊 龜山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徐光傑

2012/8/14 龜山區明興西街23號二樓

徐承成

第97冊 大溪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鄭國聖公 2012/8/13 大溪區大鶯路1320巷77號

鄭振芳

第98冊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吳寶勳

2012/8/13 中壢區吉林路67巷15號

吳家成

第99冊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謝時賢

2012/8/15 八德區和平路961巷10號

謝銘環

第94冊 大溪區

第100冊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葉仁卿公 2012/8/15 平鎮區高雙里7鄰長安路548號

葉步升

第101册 大溪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廖天共

廖學富

2012/8/27 大溪區和二路79巷39號

第102册 大溪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聖母佛祖 2012/8/29 大溪區義和里10鄰康莊路三段437巷10號

簡添旺

第103册 龜山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王仕伴

2012/8/31 平鎮區平鎮里16鄰平德路69號

王欣郎

第104册 大溪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達川

2012/9/4 八德區福興里2鄰廣興五街25號

呂百理

第105册 中壢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陳振韶

2012/9/7 中壢區榮民南路301號

陳明素

第106册 龜山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游世盛

2012/9/17 龜山區萬壽路1段1600號

游櫂煌

第107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徐華山

2012/10/8 平鎮區南勢里4鄰南華街490巷59號

徐福春

第108册 桃園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吳惕成 2012/10/25 桃園區永佳街284號

吳致和

第109册 中壢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邱俊楠 2012/10/23 中壢區過嶺里五鄰福達路二段205巷49號

邱坤增

第110册 桃園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簡瑞榮 2012/10/30 桃園區國際路2段331巷2號

簡賢春

第111册 龍潭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增興

2012/11/6 楊梅區裕成南路201巷13號

黃昌榮

第112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游榮郊

2012/11/6 蘆竹區新莊里8鄰新庄子106之1號

游銘富

第113册 龜山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韋達源 2012/11/14 龜山區萬壽路1段991巷11號

韋萬誠

第114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熟訓祖 2012/11/20 八德區竹園里7鄰崁頂路７４２巷７２弄３８號

鍾芳圳

第115册 桃園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徐淡健 2012/11/28 桃園區大同路74號

徐紹仁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卓潮來
恭

2013/1/15 觀音區上大里2鄰上大16號

卓宥程

第117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王青山

2013/2/7 平鎮區北安里德育路111號

王年演

第118册 龜山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王克師

2013/3/7 平鎮區平德路69號

王勝嘉

第119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諸梁公

2013/3/11 平鎮區建安里平東路二段90巷66號

葉國杏

第120册 觀音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卓乃文

2013/3/15 觀音區上大里2鄰上大16號

卓碧雄

第121册 觀音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廖國茂

2013/3/28

第116册 觀音區

第122册 觀音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廖清泰
第123册 觀音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廖世崇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張玉亮
公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李建標
第125册 大溪區
公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李家然
第126册 大溪區
公
第124册 平鎮區

中壢區光明里廿六鄰中央西路二段231之1號3樓之
1
中壢區光明里廿六鄰中央西路二段231之1號3樓之
2013/4/11
1
中壢區光明里廿六鄰中央西路二段231之1號3樓之
2013/4/16
1

廖運湘
廖國光
廖運祥

2013/4/22 桃園市平鎮區中庸路一段262巷283號

張正藤

2013/4/26 大溪區月眉里13鄰月眉路80巷11號

李後範

2013/4/30 大溪區月眉里13鄰月眉路80巷11號

李萬基

第127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吳慶琳

2013/5/17 平鎮區平東路145巷19號

吳逢業

第128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鎮生

2013/5/17 八德區長興路22號1樓

呂學舟

第129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張千十
郎

2013/5/29 八德區茄苳路643號

張家華

2013/5/29 八德區廣福路1357巷76號

黃國瑞

2013/5/31 中壢區吉林路77巷1號

張昌章

2013/6/20 蘆竹區海湖里2鄰海湖96-1號

徐金旗

第133册 龍潭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蕭鳴皋

2013/6/27 桃園區廈門街23號

蕭鐵夫

第134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鄭文佑

2013/7/4 八德區和平路955號

鄭朝昌

第135册 大溪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祥荊

2013/7/10 大溪區義和里4鄰康莊路三段229-6號

呂睿珍

第136册 楊梅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莊展蒼

2013/9/24 楊梅區光華里17鄰文化街93號

莊朝賢

第130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長福
第131册 中壢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張莨芝
公

第132册 蘆竹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徐淡

第137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黃峭公 2013/10/11 八德區大興路98號

黃仁杼

第138册 新屋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廖民讚 2013/10/16 中壢區光明里26鄰中央西路二段231之1號3樓之1

廖文寶

第139册 新屋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曾大舉
2013/10/16 新屋區下埔里2鄰15號
公

第140册 大溪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香公

2013/11/8 大溪區普濟路118號

第141册 觀音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高五福 2013/11/25 觀音區藍埔里12鄰尾湖4號

曾發淵
黃睿遜
高水社

第142册 楊梅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鍾姓祖
嘗

2013/12/3 楊梅區中山里15鄰新農街226巷9號

鍾念華

第143册 觀音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廖民柱 2013/12/23 中壢區光明里26鄰中央西路2段231-1號3樓之1

廖灶景

第144册 龜山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蔡元順 2013/12/31 龜山區大華里1鄰忠義路二段502號

蔡再傳

第145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彭兆瑞

2014/1/22 龍潭區龍潭里5鄰北龍路126巷10號

彭玉熾

第146册 新屋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周勝福

2014/5/20 龜山區中山街5號

周武雄

第147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吳奇振

2014/6/11 八德區竹園里1鄰長興路７００之５８號

吳嘉炳

第148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邱乃辛

2014/7/14 桃園市八德區福興里建興街130巷5弄2號

邱顯政

2014/9/10 中壢區正光街195號

范錦財

2014/10/7 平鎮區北安里延平路一段37巷2號5樓

宋碧峰

第149册 中壢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范天助
公

第150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宋乾雲

第151册 觀音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徐庚生 2014/10/14 觀音區保生里9鄰濱海路保生段77巷143號

徐永興

第152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吳乃華 2014/10/15 八德區廣興里雙連坡腳2號

吳家文

第153册 中壢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范開蘭
2014/11/11 中壢區正光街195號
公

第154册 新屋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姜朝璋 2014/11/28 新屋區後庄里4鄰後庄30-1號

范振修
姜榮貴

第155册 蘆竹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開鳳 2014/12/12 蘆竹區龍安街二段826號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葉奕明
公嘗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江瑞然
第157册 大溪區
公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江獻瑞
第158册 大溪區
公
第156册 平鎮區

黃金風

2015/1/26 平鎮區建安里平東路2段90巷40號

葉春木

2015/5/19 大溪區和平路 82號

江金林

2015/5/19 大溪區信義路 108號旁邊

江金林

2015/8/6 龍潭區中山里13鄰東龍路 375號

黃新榜

2015/9/14 觀音區保生里11鄰保生路三段215巷6號

張義康

第161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邱亨元

2016/1/13 大溪區慈光街39號

邱奕德

第162册 觀音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黃鼎坤

2016/7/5 觀音區大潭里10鄰濱海路大潭段736巷51號

第163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徐時偉

2016/7/18 桃園市中壢區東興里10鄰龍岡路一段63巷42號

第159册 龍潭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黃元禎
第160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張德麒
原法人名為張德其

黃鳳林
(109.7.5起)
徐名本

第164册 桃園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楊峯記 2016/12/30 桃園區福元街132號

楊文聰

第165册 觀音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黃文雲

2017/1/6 觀音區富源里8鄰新富路1685號

黃珍棋

第166册 楊梅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傅四章

2017/6/13 楊梅區秀才路289巷22號

傅華璘

第167册 觀音區

2017/6/20 觀音區藍埔里4鄰新華路一段753號

王清泉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王貪

第168册 觀音區

2017/9/19 中壢區內壢里21鄰成功路134號

郭勇雄

第169册 桃園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許武元

2017/11/7 桃園區朝陽里民生路354號

許慶宗

第170册 平鎮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葉粹新

2018/2/6 平鎮區金雞湖路56巷18-1號

葉平章

第171册 大溪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趙鰲峰

2018/3/9 大溪區仁德南街96號

趙克毅

第172册 大溪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江世流

2018/3/12 大溪區員林路一段390號

江衍禧

第173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邱道陞

2018/6/26 八德區建國路270號

邱顯達

第174册 龜山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陳位郎

2018/6/1 龜山區文昌一街30號

陳清忠

第175册 龜山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陳君德

2018/6/1 龜山區文昌一街30號

陳忠雄

2019/3/29 大園區五青路382巷249號

黃仁杼

第177册 龍潭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劉振楊

2019/4/23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東路1段448-1號

劉森永

第178册 中壢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邱名題

2019/8/12 桃園市中壢區河南路91巷21號

邱顯永

第179册 中壢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邱禮脈

2019/8/12 桃園市中壢區河南路79號

邱奕材

第180册 龜山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蔡元漢

2019/8/12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東路25號

蔡義雄

第176册 大園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郭陣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黃九興
闢山

第181册 楊梅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羅壽福 2019/12/10 桃園市楊梅區校前路32巷40弄5號

羅乾財

第182册 龍潭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鍾朝香 2019/12/31 桃園市龍潭區九龍里五福街4鄰413號

鍾肇海

第183册 八德區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市邱蓮塘

邱榮吉

2020/2/24 桃園市八德區福興里建國路16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