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轄區分局 行政區 設置位置
拍攝

行向

1 新營分局 新營區 臺1線290.3公里與東山路口 北向

2 新營分局 新營區 長榮路、三興街口172線20.05公里 東向

3 新營分局 鹽水區 飯店里臺19線110.3公里 雙向

4 新營分局 鹽水區 歡雅里臺19線105.6公里 北向

5 新營分局 柳營區 臺1線294.1公里 雙向

6 新營分局 柳營區 長榮路四段近3.8公里處 雙向

7 白河分局 後壁區 臺1線281.9公里處後壁陸橋北端 雙向

8 白河分局 後壁區 臺1線279.9公里與南91線路口 北向

9 麻豆分局 官田區 臺1線302公里 北向

10 麻豆分局 麻豆區 臺19甲17.2公里與新生南路路口 北向

11 麻豆分局 麻豆區 176線16.9公里麻豆口路口 西向

12 麻豆分局 六甲區 臺1線297.3公里與174線路口 南向

13 麻豆分局 六甲區 臺1線298.8公里與174線路口 北向

14 佳里分局 七股區 臺17線153.95公里處 雙向

15 佳里分局 七股區 臺17線152.6公里大潭寮路口 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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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佳里分局 七股區 臺17線162.05公里與南38線路口 南向

17 佳里分局 七股區 臺17線155.6公里篤加國小前路口 南向

18 佳里分局 西港區 臺19線125.8公里與南45線往後營路口 北向

19 學甲分局 學甲區 臺19線117.5公里大安里大灣路口 南向

20 學甲分局 北門區 臺61線281.9公里 南向

21 善化分局 善化區 臺1線310.6公里處 雙向

22 善化分局 善化區 178線21.6公里與國道3號南下匝道路口 東向

23 善化分局 安定區 臺19線132.7公里中崙段 北向

24 善化分局 安定區 178線7.9公里與134線路口 東向

25 善化分局 大內區 臺84線37.2公里處走馬瀨隧道口 雙向

26 善化分局 新市區 臺1線近大營126之96號前 雙向

27 新化分局 左鎮區 臺20線22.3公里 雙向

28 新化分局 新化區 臺19甲線33.5公里 雙向

29 新化分局 新化區 臺20線15.9公里國8道路口 南向

30 歸仁分局 仁德區 二仁路台1線341.85公里 雙向



編號 轄區分局 行政區 設置位置
拍攝

行向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固定式交通違規照相路段設置一覽表

31 歸仁分局 仁德區 臺1線342.7公里台86線匝道路口 南向

32 歸仁分局 仁德區 臺1線344.15公里與二行一路路口 北向

33 歸仁分局 仁德區 快速道路86線西向3.9K處 西向

34 歸仁分局 仁德區 文德路與中山路口 雙向

35 歸仁分局 歸仁區 臺39線2.6公里處 南向

36 歸仁分局 歸仁區 臺39線10公里 北向

37 歸仁分局 歸仁區 182線12.1公里忠孝南北路口 西向

38 歸仁分局 關廟區 臺19甲線41公里 雙向

39 歸仁分局 關廟區 臺86線17.85公里 雙向

40 歸仁分局 龍崎區 182市道27.9公里 北向

41 玉井分局 楠西區 臺3線369公里 北向

42 玉井分局 南化區 臺3線378.4公里 雙向

43 玉井分局 南化區 臺3線388.1K處 雙向

44 玉井分局 玉井區 臺20線與台3線中華路口 東向

45 玉井分局 玉井區 臺84線40.38公里 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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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玉井分局 玉井區 臺84線40.8公里 西向

47 永康分局 永康區 中華路與中華二路口 南向

48 永康分局 永康區 復興路與復興路26巷口 東向

49 第一分局 東區 林森路後甲國中-近東和路口 南向

50 第一分局 東區 中華東路-平實五街路口 北向

51 第一分局 東區 中華東路-凱旋路口 南向

52 第一分局 東區 小東路與成功校區大門路口 東向

53 第一分局 東區 林森路-大同路口 西向

54 第一分局 東區 崇善路-德東街口 南向

55 第二分局 中西區 西門路與民族路口 南向

56 第二分局 中西區 成功路近火車站圓環 東向

57 第三分局 安南區 長和路一段與館前一路口 北向

58 第三分局 安南區 安明路-近大港觀海橋 雙向

59 第三分局 安南區 安明路近北汕尾路口 雙向

60 第三分局 安南區 北安路3段396巷前 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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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第三分局 安南區 北安路4段548巷-近長和街口 雙向

62 第三分局 安南區 安吉路3段近安順庄大道 北向

63 第三分局 安南區 安吉路一段近本原街口 雙向

64 第三分局 安南區 安吉路-安中路口 北向

65 第三分局 安南區 四草大道與大眾街口 南向

66 第三分局 安南區 安明路-安中路口 南向

67 第三分局 安南區 安明路4段1100號前 雙向

68 第三分局 安南區 臺江大道三段近安中路320巷口 雙向

69 第三分局 安南區 臺江大道一段與開安路口 東向

70 第四分局 安平區 健康路與文平路口 東向

71 第五分局 北區 中華北路二段與北安路口 西向

72 第五分局 北區 中華北路2段80巷口 雙向

73 第五分局 北區 公園路-長榮路口 南向

74 第五分局 北區 東豐路-長榮路口 西向

75 第五分局 北區 海安路-文成路口 南向



編號 轄區分局 行政區 設置位置
拍攝

行向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固定式交通違規照相路段設置一覽表

76 第五分局 北區 北門路與小東路口 南向

77 第六分局 南區 新平路24號前 雙向

78 第六分局 南區 臺17線濱南路海口宮前 雙向

79 第六分局 南區 永成路2段369號往南70公尺處 雙向

80 第六分局 南區 中華南路-近西門路口 雙向

81 第六分局 南區 中華西路1段75號 南向

82 第六分局 南區 安平港聯外道路台電高分鯤鯓54右38號電桿 北向

83 第六分局 南區 安平港路聯外道路-鯤鯓路127之5號前 雙向

84 第六分局 南區 中華南路-南和路口 東向

85 第六分局 南區 濱南路-鯤鯓路口 北向

86 第六分局 南區 明興路-喜樹路口 北向

87 第六分局 南區 金華路-永華路口 北向

88 第六分局 南區 中華西路-新和路口 北向

89 第六分局 南區 中華南路-國民路口 南向

90 第六分局 南區 中華南路-德興路口 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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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第六分局 南區 明興路-喜樹路151巷口 南向

92 第六分局 南區 明興路-明興路1312巷 南向

93 第六分局 南區 濱南路與喜樹路340巷口 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