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地點 方向 速限 轄區 功能

1 桃園區成功路三段235號前 往桃園市區方向 40 桃園分局 超速

2 桃園區春日路561號前 往桃園市區方向 50 桃園分局 超速

3 桃園區富國路379號對面 往蘆竹方向 50 桃園分局 超速

4 桃園區大興西路與正光街口 往南桃園交流道方向 50 桃園分局 超速、闖紅燈

5 桃園區大興西路與正光街口 往永安路方向 50 桃園分局 超速、闖紅燈

6 桃園區莊敬路二段路燈桿(0716800)旁 往寶慶路方向 50 桃園分局 超速

7 桃園區溫州街69號對面 往大興西路方向 30 桃園分局 超速

8 桃園區文中路(中興國中前) 往國際路方向 40 桃園分局 超速

9 中壢區中園路421號前 往中壢方向 50 中壢分局 超速

10 中壢區中正路四段353號前 往中壢方向 50 中壢分局 超速

11 中壢區中正路二段239巷口 往中壢方向 50 中壢分局 超速

12 中壢區新生路三段192號前 往大園方向 50 中壢分局 超速

13 中壢區民族路六段360號前 往新屋方向 50 中壢分局 超速

14 中壢區新生路二段421號前 往中壢方向 50 中壢分局 超速

15 中壢區臺31線12.3K 往南 70 中壢分局 超速

16 中壢區臺31線12.5K 往北 70 中壢分局 超速

17 中壢區領航南路二段與新生路口 往北 50 中壢分局 闖紅燈

18 中壢區中華路普忠路口 往中壢方向 50 中壢分局 超速、闖紅燈

19 中壢區高鐵北路與青心路口 往大園方向 50 中壢分局 闖紅燈

20 中壢區中園路2段346號 往大園方向 50 中壢分局 超速

21 中壢區普忠路581巷口 往環中東路方向 50 中壢分局 超速

22 中壢區普忠路770巷口 往榮民南路方向 50 中壢分局 超速

23 中壢區中豐北路與大圳路一段口 往高鐵方向 50 中壢分局 超速

24 中壢區中豐北路與大圳路一段口 往市區方向 50 中壢分局 超速

25 中壢區晉元路180號對面 往榮民南路方向 50 中壢分局 超速

26 中壢區環西路二段185之2號前 往西 50 中壢分局 超速

固定式測速暨闖紅燈照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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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壢區民權路五段65號前 往永園路一段方向 50 中壢分局 超速

28 平鎮區陸橋南路與平德路口 北上車道 50 平鎮分局 超速

29 平鎮區中豐路山頂段531號 往龍潭方向 50 平鎮分局 超速

30 平鎮區中豐路與三興路岔路口 往中壢方向 50 平鎮分局 超速

31 平鎮區民族路雙連一段168號前 往新屋方向 50 平鎮分局 超速

32 平鎮區福龍路一段550巷 往龍潭方向 50 平鎮分局 超速

33 平鎮區延平路三段260巷口前 往楊梅方向 50 平鎮分局 超速

34 平鎮區中豐路與延平路口 往平鎮方向 x 平鎮分局 闖紅燈

35 平鎮區中興路與南豐路口 往埔心方向 50 平鎮分局 超速

36 平鎮區金陵路與環南路口 往平鎮方向 50 平鎮分局 闖紅燈

37 平鎮區中興路平鎮段305號前 往埔心方向 50 平鎮分局 超速

38 平鎮區金陵路四段409號前80M處 往環南路方向 50 平鎮分局 超速

39 平鎮區營德路與華隆街口前150M處 往龍岡路方向 50 平鎮分局 超速

40 平鎮區快速路一段(66線快速路24K160下方) 往大溪方向 50 平鎮分局 超速、闖紅燈

41 八德區介壽路二段陸軍218營站前 往大溪方向 50 八德分局 超速

42 八德區中華路龍壽街口署立桃園醫院前 往桃園方向 50 八德分局 超速

43 八德區和平路439號前 往交流道方向 50 八德分局 超速

44 八德區和強路127號前 往桃園方向 50 八德分局 超速

45 八德區新生路段近龍宮街36巷9弄口 往平鎮方向 50 八德分局 超速

46 八德區興豐路1176號(往八德方向) 八德方向 50 八德分局 超速

47 大溪區石園路327號前 往員樹林方向 60 大溪分局 超速

48 大溪區信義路永福派出所前 往北(大溪方向) 50 大溪分局 超速

49 大溪區崎頂下坡路段 往大溪方向 50 大溪分局 超速

50 大溪區瑞安路1段(臺4線29K+650)崁津橋前 往石門水庫方向 60 大溪分局 超速

51 大溪區介壽路與仁善街口 往桃園方向 50 大溪分局 超速

52 大溪區大鶯路769號 往大溪方向 40 大溪分局 超速

53 大溪區康莊路5段6號 往龍潭方向 60 大溪分局 超速

54 大溪區員林路1段142巷口 往龍潭方向 50 大溪分局 超速

55 大溪區埔頂路2段72號前 往八德方向 50 大溪分局 超速

56 大溪區永昌路臺66線路口 往中壢方向 50 大溪分局 闖紅燈



57 大溪區復興路二段20號前 往復興方向 40 大溪分局 超速

58 大溪區仁和路2段517巷口 往大溪方向 50 大溪分局 超速

59 大溪區康莊路三段632號對面(台4現34K+200處) 往大溪方向 60 大溪分局 超速

60 大溪區台七乙線9.1K處 往大溪方向 40 大溪分局 超速

61 大溪區台七乙線9.1K處 往新北市方向 40 大溪分局 超速

62 大溪區月眉路1號前約120M處 往桃園方向 50 大溪分局 超速

63 復興區台七線羅浮82號 往大溪方向 40 大溪分局 超速

64 龜山區復興三路500號對面 往大埔方向 50 龜山分局 超速

65 龜山區萬壽路一段17K+960M 北上車道 50 龜山分局 超速

66 龜山區東萬壽路與龍校街121巷6弄口 南下車道 50 龜山分局 超速

67 龜山區東萬壽路622號前 北上車道 50 龜山分局 超速

68 龜山區振興路829巷口旁 往體育大學方向 50 龜山分局 超速

69 龜山區忠義路一段1196-15號前 往林口方向 60 龜山分局 超速

70 龜山區忠義路一段18K+660前 往桃園方向 60 龜山分局 超速

71 龜山區樂善村青山路2K 往新莊方向 50 龜山分局 超速

72 龜山區振興路1169號前 往龜山方向 50 龜山分局 超速

73 龜山區華亞三路近華亞二路前 往大埔方向 50 龜山分局 超速

74 龜山區華亞三路近文化二路口 往長庚方向 50 龜山分局 超速

75 龜山區文化一路與復興二路口 往龜山方向 60 龜山分局 超速、闖紅燈

76 龜山區文化二路與文昌一街口 往林口方向 50 龜山分局 闖紅燈

77 龜山區忠義 路一段20.5K處 往桃園方向 60 龜山分局 超速

78 龜山區忠義路一段20.5K處 往林口方向 60 龜山分局 超速

79 龜山區萬壽路2段與忠孝街口前 往北 50 龜山分局 超速

80 龜山區萬壽路2段1262號前 往南 50 龜山分局 超速

81 龜山區萬壽路二段472號前 往桃園方向 50 龜山分局 超速、闖紅燈

82 龍潭區福源路256號對面 往龍潭市區方向 40 龍潭分局 超速

83 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330號前 往龍潭市區方向 50 龍潭分局 超速

84 龍潭區龍源路大平段290號前 往大溪方向 60 龍潭分局 超速

85 龍潭區中正路三坑下坡路段(臺3乙線5K+120) 往石門水庫方向 60 龍潭分局 超速

86 龍潭區中興路九龍段104號前 往大溪方向 50 龍潭分局 超速



87 龍潭區中豐路台三線50.8K 北上車道 50 龍潭分局 超速

88 龍潭區上坪1-2號前 往大溪方向 60 龍潭分局 超速

89 龍潭區聖亭路236號春源鋼鐵旁 往龍潭方向 50 龍潭分局 超速

90 蘆竹區濱海路一段101號前 南下車道 70 蘆竹分局 超速

91 蘆竹區仁愛路三段高鐵橋前 往蘆竹方向 40 蘆竹分局 超速

92 蘆竹區富國路130號前 往蘆竹方向 40 蘆竹分局 超速

93 蘆竹區大竹路109號前 往桃園方向 50 蘆竹分局 超速

94 蘆竹區文中路1段265巷前 往桃園方向 50 蘆竹分局 超速

95 蘆竹區富國路2段360號 往桃園方向 50 蘆竹分局 超速

96 蘆竹區南青路(台31線)3K＋150 往南方向 60 蘆竹分局 超速

97 蘆竹區山林路二段655號前 往山腳方向 50 蘆竹分局 超速

98 蘆竹區大竹北路1085巷對面 往大園方向 50 蘆竹分局 超速

99 蘆竹區八德一路與八德二路口 往蘆竹方向 40 蘆竹分局 超速

100 大園區國際路二段與中央路口 北上車道 70 大園分局 超速

101 大園區中正東路一段373號對面 往桃園方向 50 大園分局 超速

102 大園區中正東路1段373號 往大園方向 50 大園分局 超速

103 大園區大海村1鄰7號(桃5線4.8k) 往大園方向 50 大園分局 超速

104 大園區和平西路一段447號前 往大園方向 50 大園分局 超速

105 大園區高鐵北路二段與領航北路四段路口前 往高鐵方向 50 中壢分局 闖紅燈

106 大園區沙崙里台61線橋下PB53-52橋墩旁 往南 50 大園分局 超速

107 大園區三民路2段825號 往桃園方向 50 大園分局 超速

108 大園區中正東路與橫湳路口 往國道二號方向 50 大園分局 超速、闖紅燈

109 大園區三民路一段(復興空廚前) 往北 50 大園分局 超速

110 大園區臺61線29.5K 往北 90 大園分局 超速

111 觀音區臺66線（1.080K）與臺15線岔路口（東向西） 往台61方向 80 大園分局 闖紅燈

112 觀音區大觀路二段與六合路口 北上車道 50 大園分局 闖紅燈

113 觀音區濱海路保生段277號前 南下車道 70 大園分局 超速

114 觀音區成功路與忠孝路口 往工業區方向 50 大園分局 超速

115 新屋區中山西路三段62號前 往永安漁港方向 50 楊梅分局 超速

116 新屋區中山東路一段458號前 往中壢方向 50 楊梅分局 超速



117 新屋區台15線59K處 往北 70 楊梅分局 超速

118 楊梅區梅獅路與文化街岔路口 往楊梅方向 40 楊梅分局 闖紅燈

119 楊梅區中山路與大成路口 往北(埔心)方向 50 楊梅分局 闖紅燈

120 楊梅區台61線南下平面50.8K處 往南 50 楊梅分局 超速

121 楊梅區中山南路台1線50.5k處 往北 60 楊梅分局 超速

編號 地點 方向 速限 轄區 功能

1 桃園區文中路與龍安路口 往國際路方向 50 桃園分局 超速、闖紅燈、未依標誌標線

2 桃園區復興路83號前 往民生路方向 x 桃園分局 公車停靠區違規(臨時)停車

3 桃園區長壽路與成功路三段路口 往東 x 桃園分局 闖紅燈、未兩段式左轉

4 桃園區長壽路與成功路三段路口 往西 x 桃園分局 闖紅燈、占用機慢車停等區

5 桃園區成功路三段與長壽路口 往南 x 桃園分局 闖紅燈

6 桃園區長壽路與三民路一段路口行人穿越道線 往北 x 桃園分局 未禮讓行人

7 桃園區三民路一段與成功路二段路口 往南 x 桃園分局 闖紅燈、未兩段式左轉、占用機慢車停等

8 桃園區成功路二段與三民路口 往東 x 桃園分局

闖紅燈、未依標誌標線、未禮讓行人、占

用機慢車停等區、未保持路口淨空、逆向

行駛、違規迴轉

9 桃園區三民路與長壽路口 往北 x 桃園分局 闖紅燈、未依標誌標線、違規迴轉

10 中壢區中華路與自強一路口 往桃園方向 50 中壢分局 超速、闖紅燈、未依標誌標線

11 平鎮區中豐路一段166號前 往龍潭方向 50 平鎮分局 超速、闖紅燈、未依標誌標線

12 平鎮區民族路二段191號前至麥當勞前 往台1線方向 x 平鎮分局 違規(臨時)停車

13 龜山區復興一路長庚醫院前 往文化二路方向 x 龜山分局 公車停靠區違規(臨時)停車

14 蘆竹區國門陸橋下橋號誌管制處置往國道一號南下匝道處 往蘆竹方向 x 蘆竹分局 未依標誌、標線行駛

15 蘆竹區中正路與榮興路口 往蘆竹方向 x 蘆竹分局 違規迴轉

16 蘆竹區國道一號南下匝道口與新南路一段交界處 往桃園方向 x 蘆竹分局 違規迴轉

17 楊梅區楊新路與大成路口 路口轉角處 x 楊梅分局 違規(臨時)停車

18 楊梅區中山北路進國道一號上匝道口 往埔心方向 x 楊梅分局 違規跨越雙白線行駛

路口多功能科技執法設備



編號 地點 方向 速限 功能 偵測長度

1 台61桃園段41.5K至46.8K 北向 90 超速 5,265公尺

2 台61桃園段41.6K至46.9K 南向 90 超速 5,273公尺

3 龜山區萬壽路一段(東萬壽路309巷-萬壽路1段1275巷) 往龜山 50 超速 1,145.06公尺

4 龜山區萬壽路一段(東萬壽路309巷-萬壽路1段1275巷) 往迴龍 50 超速 1,237.44公尺

5 龜山區青山路二段(青山路1段200號-青山路2段文青路) 往龜山 50 超速 1,545.92公尺

6 龜山區青山路二段(青山路1段200號-青山路2段文青路) 往迴龍 50 超速 1,700.75公尺

7 大溪區台七乙線12.1K至8.2K 北向 40 超速 3,838公尺

8 大溪區台七乙線8.2K至12.1K 南向 40 超速 3,829公尺

9 桃園台66快速道路14.6K至11.5K 西向 90 超速 3,260公尺

10 桃園台66快速道路3K至6.9K 東向 80 超速 3,876公尺

11 大溪區台三線30.5K至31.8K 南向 50 超速 1,183.01公尺

12 大溪區台三線31.8K至30.5K 北向 50 超速 1,205.51公尺

13 龍潭區台三線50.5K新龍路口至51.7K健康路口 南向 60 超速 1,021公尺

14 龍潭區台三線51.7K健康路口至50.5K新龍路口 北向 60 超速 1,020.37公尺

編號 地點 備註

1 桃園區春日路與三民路口

2 桃園區中正路與三民路口

3 中壢區中北路與中山東路口

4 中壢區新中北路與榮民路口

5 大園區三民路二段與航勤北路口

6 大園區和平西路與新興路口

7 楊梅區中山路與秀才路口

8 楊梅區新農街與楊新北路口

9 龜山區萬壽路一段與中正路口

10 龜山區華亞三路與振興路口

區間平均速率自動偵測照相系統設置地點

振興路上(往體育大學方向)

租賃式科技執法(闖紅燈照相)

方向

三民路上(往民生路方向)

三民路上(往永安路方向)

中山東路上(往中北路方向)

新中北路上(往新中北路二段方向)

三民路二段(往竹圍方向)

和平西路(往仁德路)

中山路台1線(往大成路方向)

環東路上(往楊新北路方向)

萬壽路一段上(往桃園方向)



11 八德區中華路與明光街口

12 八德區東勇北路與東勇二路口

13 大溪區埔頂路二段(仁善國小前)

14 大溪區介壽路與公園路口

15 蘆竹區海山路與油管路口

16 蘆竹區南竹路二段361巷口

17 龍潭區中正、中豐、東龍、大昌路口（五岔路口）

18 龍潭區中豐路上林與聖亭路口

19 平鎮區中豐路與新富街口

20 平鎮區延平路三段與新光路17巷口

21 大溪區永昌路與仁和路二段路口

22 大溪區台3線、台4線(康莊路)與大鶑路口

23 大溪區員林路一段7巷口

24 大溪區台3線(台灣中油大溪觀音山站前)

25 大溪區埔頂路一段與慈光街口

26 八德區福德一路與和成路口

27 八德區介壽路二段與建國路(和平路)

28 八德區和平路與大忠街(重慶街)

29 八德區和平路與和平路276巷口

30 八德區介壽路與廣福路口

31 八德區中華路與高城路口

32 八德區長興路與霄裡路口

33 八德區介壽路二段與興豐路口

34 八德區廣興路與新興路口

35 八德區興豐路與中山路口

36 八德區介壽路一段與國2橋下便道

37 八德區中華路與茄苳路口

38 八德區長興路與長興二路口

39 桃園區中山路與國際路一(二)段

40 桃園區春日路與南平路口(健行路)

41 桃園區春日路與民光東路

茄苳路上(往中華路方向)

民光東路上(往民生路方向)

長興路上(往新興路方向)

介壽路上(往民權街方向)

廣興路上(往廣興派出所方向)

興豐路上(往八德國小方向)

介壽路上(往南)

長興路上(往建德路方向)

中豐路中山段（往大昌路一段方向）

中豐路上林段（往中豐路中山方向）

中華路(拍往中壢方向)

東勇北路(拍往桃園方向)

埔頂路二段(往公園路方向)

介壽路上(往八德區方向)

海山路上(往海山路一段方向)

南竹路上(往大竹方向)

台3線上(往武嶺橋方向)

埔頂路一段上(往埔頂一街方向)

福德一路上(往和強路方向)

建國路上(往和平路方向)

中豐路上(往環南路方向)

延平路上(往楊梅方向)

仁和路二段上(往興昌路方向)

康莊路上(往大溪老街方向)

員林路一段(往介壽路方向)

和平路上(往介壽路方向)

和平路上(往東勇街方向)

介壽路上(往和平路與介壽路口方向)_

中華路上(往桃園醫院方向)

國際路二段上(往南)

春日路(往南)



42 桃園區經國路與南平路口

43 桃園區三民路與復興路口

44 桃園區桃鶯路與大智路口

45 桃園區建新街與保羅街口

46 桃園區永安路與永安路1188巷

47 桃園區三民路三段與大同路口

48 桃園區三民路三段與介壽路口

49 平鎮區中庸路與中豐路南勢二段口

50 平鎮區南東路與南東路393巷口

51 平鎮區延平路三段與延平路428巷口

52 平鎮區延平路二段與環南路口

53 平鎮區民族路三段與三民路一段路口

54 平鎮區中豐路與環南路三段口

55 平鎮區金陵路四段與建安路口

56 楊梅區楊新路一段與民富路一段路口

57 楊梅區中興路與永美路口

58 楊梅區幼獅路二段與高上路一段口

59 新屋區三民路與中華路口

60 新屋區中山西路三段與台61線路口

61 新屋區高鐵南路七段(台31線)與楊新路四段口

62 龍潭區大昌路二段與五福街口

63 龍潭區大昌路一段、福龍路口

64 龍潭區大昌路二段、健行路口

65 龍潭區大昌路二段、中正路口

66 龍潭區福龍路二段、龍平路口

67 龍潭區中興路與成功路口

68 中壢區延平路與環北路(普義路)

69 中壢區中豐路與中正路

70 中壢區環北路與新生路

71 中壢區中正路與三民路一段(志廣路)

72 中壢區環中東路與普忠路

中興路上(往大溪方向)

高鐵南路七段上(往南)

大昌路二段上(往北)

大昌路上(往大昌路一段75巷方向)

大昌路上(往南)

中正路上(往南)

福龍路二段上(往南)

金陵路四段上(往北)

楊新路一段上(往北)

永美路(往南)

幼獅路二段(往西)

三民路上(往桃園醫院新屋分院方向)

台61線平面(往南)

中豐路上(往台66線方向)

南東路上(往台66方向)

延平路上(往台66方向)

延平路上(往中壢市區方向)

民族路三段上(往國道一號方向)

環南路三段上(往新富四街方向)

介壽路上(往八德方向)

經國路上(往南崁方向)

復興路上(往民族路方向)

桃鶯路上(往樹仁二街方向)

建新街上(往昆明路方向)

永安路上(往國道二號方向)

大同路上(往南門街方向)

中正路上(往東)

環北路上(往東)

中正路上(往南)

普忠路(往新中北路方向)

延平路上(往西)



73 中壢區環中東路與新中北路

74 中壢區環中東路二段與中山東路二段

75 中壢區環中東路二段與龍岡路二段

76 中壢區中華路二段與普忠路

77 中壢區中園路與南園二路

78 中壢區興仁路一段與中華路一段

79 中壢區中正路三段與高鐵南路三段

80 中壢區環中東路與永福路

環中東路(往實踐路方向)

環中東路上(往榮安一街方向)

中山東路二段(往南)

龍岡路二段(往北)

普忠路上(往南園路方向)

中園路上(往南)

中華路一段(往內壢火車站方向)

高鐵南路四段上(往高鐵南路三段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