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105年度紀事

105年1月份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01.04 南工處轄區高快速公路南段資料收集系統維護工作(106)第1次開標 工務課

105.01.04 屏東工務段電梯增設工程（104） 工務課

105.01.04 南區工程處104年下半年度「邊坡管理會議」。 工務課

105.01.04 古坑服務區公廁修繕工程 (104)開標 工務課

105.01.05 「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召開系統軟體開發協調會議 交控中心

105.01.05 交控中心委外工作(康地)第24次交控運作檢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1.05 國道1號高雄科學園區生態池維護工作(105)開標 工務課

105.01.05 瀝青膠乙批（105）開標 機料課

105.01.06 召開本處105年第4次考成委員會會議 人事室

105.01.06 「南工處轄管建築物整體風貌改善可行性評估」期中報告第2次審查 工務課

105.01.06 岡山段轄區地磅站操作及設施維護工作(105)開標 工務課

105.01.07 屏東與岡山段轄區橋梁箱涵安全檢測工作(104)期末審查會 工務課

105.01.07 白河與新營段轄區橋梁箱涵安全檢測工作(104)期末審查會 工務課

105.01.07

「國道1號臺南交流道配合三爺溪」拓寬整治工程(北上匝道橋改建部分)

第二次變更設計研商會議 工務課

105.01.08 PAC鋪面績效監測及建立落錘式撓度儀初步評估模式工作(105)議價 工務課

105.01.11 新營工務段轄區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修繕工程（104）第1次開標 工務課

105.01.11 南工處主計室新、卸任主任交接典禮 主計室

105.01.11 新營服務區賣場外觀整修、雨遮增設及電梯新建工程(104)第1次開標 工務課

105.01.11 交控運作及設備維護研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1.12 古坑服務區公廁修繕工程（104）第七次開標 工務課

105.01.12

「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召開第二次系統軟體開發協調會

議 交控中心

105.01.13 屏東工務段電梯增設工程（104） 工務課

105.01.13 白河收費站房舍修繕工程(104)第一次開標 工務課

105.01.13 岡山段轄區地磅站操作及設施維護工作(105)開標 工務課

105.01.13

「國道1號臺南交流道配合三爺溪拓寬整治工程(北上匝道橋改建部分)」

人才培訓及知識經驗傳承 岡山段

105.01.14 本處105年第1次處務會報 總務課

105.01.14

南工處國道1號資訊顯示系統維護工作(105)施工前協調會與交維講習及安

衛告知和危害告知 交控中心

105.01.14 105年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釋疑與因應教育訓練 政風室

105.01.15 南工處105年度第1次勞安自評會議 工務課

105.01.18 104年度國道高速公路局橋梁小組南工處分組下半年分組會議 工務課

105.01.18

「國道3號田寮3號高架橋及中寮隧道長期改善工程設計、監測技術服務」

監測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工務課

105.01.18 南工處國道3、8、10號及快速公路資訊顯示系統維護工作(105)開標 機料課

105.01.19

白河與新營段轄區邊坡監測及巡查委託技術服務工作(105-106)-資格標審

查 工務課

105.01.19 南工處轄區中央電腦系統一般性軟硬體設備維護工作（105-106）開標 機料課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01.20 105年春節連續假期國道交通疏導協調會 交管小組

105.01.21

「國道1號高雄交流道南出九如一路及南出瑞隆路二處匝道改善工程」設

計審查會議 工務課

105.01.21 「105年度金路獎優良景觀類」第1次工作小組會議 工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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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21

國道3號白河雙向地磅站及善化南下地磅站上游增設資訊可變標誌工程

(104) 教育訓練 交控中心

105.01.22 國道10號里港地磅站提升系統設備工程(105) 工務課

105.01.26 新營服務區賣場外觀整修、雨遮增設及電梯新建工程 (104)第4次開標 工務課

105.01.26 南工處A棟多房間宿舍修繕工程(104)第六次開標 工務課

105.01.26 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系統軟體開發協調會 交控中心

105.01.27 國道3號田寮高架橋及中寮隧道長期改善工程公共管線遷移協調會議 工務課

105.01.27 國道3號增設鹽埔交流道工程公共管線遷移協調會議 工務課

105.01.27 南工處國道3、8、10號及快速公路資訊顯示系統維護工作(105)開標 機料課

105.01.28 召開本處105年度第1季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措施擴大會議 工務課

105.01.28

「屏東與岡山段轄區邊坡監測及巡查委託技術服務工作(105-106)」採購案

第1次開標作業 工務課

105.01.28

南工處國道3、8、10號及快速公路資訊顯示系統維護工作(105)施工前協調

會 交控中心

105.01.28 國3蘭潭隧道照明檢核工作(105)開標 機料課

105.01.29 交控中心運作及設備維護研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1.29

白河與新營段轄區邊坡監測及巡查委託技術服務工作(105-106)第2次開標

(資格標) 工務課

105年2月份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02.01 國道3號增設鹽埔交流道工程(第D44A標)-植栽移植工程開標 工務課

105.02.01 交控中心部份委外工作(康地公司)第25次運作檢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2.01 收費站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105年度第1次會議 人事室

105.02.02 南工處A棟多房間宿舍修繕工程（104）開標 工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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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2.02

南工處轄區國道8號及國道10號電子標籤偵測器安裝工程(105)公開招標第

一次開標 工務課

105.02.02 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軟體撰寫及施工協調會 交控中心

105.02.02 反光路面標記開標 機料課

105.02.03 台南市賴市長關切本處春節疏運計畫會議 工務課

105.02.03 採購廂式大貨車1輛(105) 機料課

105.02.04 廠商設備說明會 交控中心 

105.02.05 屏東段轄區污水處理設備改善工程(105)開標 工務課

105.02.15

南工處轄區中央電腦系統一般性軟硬體設備維護工作(105-106)評選委員會

議 機料課

105.02.15

「國3交控提升及快速公路部分路段增設交控設備工程第R32標南區交控

設備工程」預算書及招標文件審查會議 機料課

105.02.16 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軟體撰寫及施工協調會議 交控中心 

105.02.16 各單位主管暨督導業務會報 人事室

105.02.16 國3蘭潭隧道照明檢核工作(105)開標 機料課

105.02.17 交控中心運作及設備維護研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2.19 瀝青膠開標 機料課

105.02.22 南工處轄區中央電腦系統一般性軟硬體設備維護工作(105-106)-議價 機料課

105.02.22 南工處轄區高快速公路環路線圈修復工作(104)驗收 機料課

105.02.23 「105年度金路獎優良景觀類」籌備會議 白河段

105.02.23 屏東段轄區污水處理設備改善工程(105)-開標 工務課

105.02.24

「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召開第六次系統軟體開發協調及

施工協調會議 交控中心 

105.02.25 本處105年第2次處務會報 總務課

105.02.25 岡山工務段轄區工程設計監造委外工程師面試 工務課

105.02.25 南工處轄區中央電腦系統一般性軟硬體維護工作(105-106)施工前協調會 交控中心 

105年3月份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03.01 南工處線上簽核教育訓練 總務課

105.03.02

「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召開第七次系統軟體開發協調及

施工協調會議 交控中心

105.03.02 國道10號里港地磅站提升系統設備工程(105)開標 工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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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02

「南工處轄區國道8號及國道10號電子標籤偵測器安裝工程(105)」功能需

求訪談會 交控中心

105.03.02 南工處線上簽核教育訓練 總務課

105.03.03 岡山段轄區複合式圍籬增設工程(105)第一次開標 工務課

105.03.03 研議鋪面管理系統協商會 工務課

105.03.03 採購消防水車2輛(105) 機料課

105.03.03 南工處線上簽核教育訓練 總務課

105.03.04 國道10號里港地磅站提升系統設備工程(105)標價偏低審查會 工務課 

105.03.04 南工處線上簽核教育訓練 總務課

105.03.07 白河段轄區邊坡保護工程(105)第一次開標 工務課 

105.03.07 交控中心部份委外工作(康地公司)第26次運作檢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3.07 國3蘭潭隧道照明檢核工作(105)-開標 機料課

105.03.07 南工處線上簽核教育訓練 總務課

105.03.08

巴斯德物聯光業有限公司辦理「冷塑型丙烯酸MMA道路標線材料及技

術」產品說明座談會 工務課

105.03.08

：「原新市收費站北側跨越橋(南133)拓寬做為站區內專用迴轉道」及

「原新市收費站北上地磅站路權內北移及加減速車道改善」二案可行性

研究與工程設計之工作通知單稿及服務費用審查會議 工務課

105.03.08

「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召開第八次系統軟體開發及施工

協調會議 交控中心

105.03.08 南工處線上簽核教育訓練 總務課

105.03.08 長照保險說明會 人事室

105.03.09 本處收費人員轉置關懷專案會議第12次會議 人事室

105.03.09 召開「105年度金路獎優良景觀類」第2次籌備會議 白河段

105.03.09

交通部辦理「屏東與岡山段轄區橋梁箱涵安全檢測工作(105)（案號：

104D03P044）」採購專案稽核會議 工務課

105.03.09 南工處線上簽核教育訓練 總務課

105.03.10 南工處線上簽核教育訓練 總務課

105.03.11 本處105年度模範勞工選拔會議 總務課

105.03.11

白河與新營段轄區邊坡監測及巡查委託技術服務工作(105-106)-第3次開標

(資格標) 工務課

105.03.14

研議本處公款限時支付作業紀錄表單存廢，及銀行或保險公司所提供之

履約保證金保證期限會議 工務課

105.03.14

研議本處公款限時支付作業紀錄表單存廢，及銀行或保險公司所提供之

履約保證金保證期限會議 人事室

105.03.15

「國道3號北上380K+800~381K+000邊坡保護工程(105)」第1次公開招標開

標作業。 工務課

105.03.15 岡山段轄區複合式圍籬增設工程(105)第2次開標 工務課

105.03.15 第九次系統軟體開發及施工協調會議 交控中心

105.03.15 105年度擴大工程業務會報 工務課

105.03.15 出納收據管理系統教育訓練 總務課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03.16 「岡山工務段轄區水泥混凝土路面維護工程(105)」第1次公開招標作業。 工務課

105.03.16

南工處轄區國道8號及10號電子標籤偵測器安裝工程(105)軟體開發及施工

進度討論會議 交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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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17 本處105年第3次處務會報 總務課

105.03.17 交控中心年度交控設備維護(交控各標案風險評估及安全索使用教育訓練) 交控中心

105.03.18 白河段轄區邊坡保護工程(105)-第2次開標 工務課 

105.03.21 0206美濃地震災損復原規劃研商會議 工務課 

105.03.21

本處「新營與白河段及屏東與岡山段轄區邊坡監檢測、資料分析與評估

委託服務工作(103-104)」之104年度成果報告書審查會。 工務課 

105.03.22

屏東工務段電梯增設及關廟服務區戶外地坪景觀改善工程委設計暨監造

技術服務工作（104）基本設計審查會 工務課 

105.03.22 岡山工務段轄區路燈置換工程(105)第一次開標 工務課 

105.03.22

「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召開系統軟體開發及施工協調會

議 交控中心

105.03.22 國道3號古坑服務區公廁修繕工程（105）第一次開標 工務課 

105.03.23 國道3號南州交流道新增工項議價案 工務課 

105.03.23

研商「國道1號大灣交流道工程(第514標)」工區範圍內，中央護欄及防眩

板設施等施工歸屬協調會。 岡山段

105.03.24 召開本處105年度鋪面小組第1次工作會議 工務課 

105.03.24

國道3號白河段轄區公警隊辦公棟暨新化休息站無障礙改善工程技術服務

成果審查 工務課 

105.03.25 本處與公警隊105年第1季聯席會報 交管小組

105.03.25 金路獎用路人資訊籌備會前討論會 工務課 

105.03.25 「開標作業解析」講習會 政風室

105.03.28 交控中心運作及設備維護研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3.29

召開「國道1號台南交流道配合三爺溪拓寬整治工程(北上匝道橋改建部

分)」第二次變更設計檢討會議 工務課 

105.03.29

「岡山工務段轄區水泥混凝土路面維護工程(105)」第1次公開招標作業。

(工務課會議室) 工務課 

105.03.29 國道3號古坑服務區公廁修繕工程（105）第2次開標 工務課 

105.03.29 南工處緊急應變中心視訊會議設備採購(105)開標 交控中心

105.03.29 岡山段轄區隔音牆維護工程(105)第二次開標 工務課 

105.03.29

國道1號台南交流道配合三爺溪拓寬整治工程（北上匝道橋改建部分）議

價 工務課 

105.03.29 國道3號北上380K+800~381K+000 邊坡保護工程(105) 工務課 

105.03.30 交通部登革熱督導訪查及視察工作 總務課

105.03.30 105年創新創意提案標竿學習分享會 人事室

105.03.30 105年行政程序法專業訓練(第一天) 收費業務小組 

105.03.30 採購四鏡頭行車紀錄器50組(105)開標 機料課

105.03.31 交控中心積極作為簡報 交控中心

105年4月份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04.01 審議本處參加105年員級晉高員級資位訓練人員資績1案 人事室

105.04.01 岡山工務段轄區路燈置換工程（105）第2次開標 工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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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4.07

「國道1號臺南交流道配合三爺溪拓寬整治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工

作」技術服務契約變更書(草案)釋疑檢討會 岡山工務段

105.04.07 南工處緊急應變中心視訊會議設備採購(105) 開標 交控中心

105.04.07 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施工及軟體測試會議 交控中心

105.04.07 本處工程員甄選面試1案 人事室

105.04.07 105年施工之交通管制教育訓練 交管小組

105.04.07 105-106年租賃影印機影印費議價 總務課

105.04.08 交控中心部份委外工作(康地公司)第27次運作檢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4.08 採購消防照明車1輛(105)開標 機料課

105.04.08 國道3號白河段轄區橋梁盤式支承補強工程(105)開標 工務課

105.04.08 國道8號台南環線匝道橋及主線高架橋橋墩臨時支撐工程(105) 工務課

105.04.08 保險說明 人事室 

105.04.12

本處「白河與新營段轄區邊坡監測及巡查委託技術服務工作(105-106)」案

採購評選委員會議 工務課

105.04.12 105年上半年度《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工程稽核 機料課

105.04.12 本處員工ETC繳費制度宣導教育訓練 收費業務小組

105.04.13 南工處國道1號資訊顯示系統維護工作(105)CCO-01議價 機料課

105.04.13 電子標籤偵測器安裝工程(105)」軟體開發及施工進度討論會議 交控中心

105.04.13 採購四鏡頭行車紀錄器50組(105)開標 機料課

105.04.14 高公局105年所屬單位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檢核 機料課 

105.04.14 南工處轄區CCTV鋼構增設安全母索改善工程(105)開標 機料課

105.04.14 本處員工ETC繳費制度宣導教育訓練 收費業務小組 

105.04.15 本處105年第4次處務會報 總務課

105.04.15

國3交控提升及快速公路部分路段增設交控設備工程第R32標南區交控設

備工程會議 機料課

105.04.15

「南工處國道1號資訊顯示系統維護工作(105)」(契約編號：105D04C023)

第1季維護檢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4.15 岡山工務段轄區水泥混凝土路面維護工程(105)第二次開標 工務課 

105.04.18 交控中心運作及設備維護研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4.18 會議設備維護 交控中心

105.04.19

白河與新營段轄區橋梁支承復建委託設計及評估技術服務工作-資格標開

標 工務課 

105.04.19 召開本處105年第2季「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措施」擴大會議 勞安分組 

105.04.19 性別主流化進階訓練課程 人事室 

105.04.20

「105年國道高速公路局各區工程處暨工務段(段長)會議」籌備及權責分

工會議 工務課 

105.04.20

白河與新營段轄區橋梁支承復建委託設計及評估技術服務工作-資格標開

標 工務課 

105.04.21 南工處國道1號資訊顯示系統維護工作(105) 第1季維護檢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4.21 高速公路管線系統(外單位)線上教育訓練 工務課 

105.04.22 高速公路管線系統(局內單位)教育訓練 工務課 

105.04.26

白河與新營段轄區橋梁支承復建委託設計及評估技術服務工作案評選會

議 工務課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04.26 屏東與岡山段轄區邊坡監測及巡查委託技術服務工作(105-106)開標 工務課 

105.04.26 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施工進度檢討會 交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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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4.26 105年行政程序法專業訓練(第二天) 收費業務小組 

105.04.27 電子標籤偵測器安裝工程(105)」軟體開發及施工進度討論會議 交控中心

105.04.27

召開資料開放推動配合分組第一次會議，討論如何全面盤點本處開放資

料 資訊小組

105.04.27 南工處轄區CCTV鋼構增設安全母索改善工程(105)第二次開標 機料課

105.04.28 性平工作小組會議 人事室 

105.04.28 紅外線熱像攝影機產品說明會 交控中心

105.04.28 105年機關安全維護講習 政風室 

105.04.28

南工處轄區高快速公路北段資料收集系統維護工作(105)、南工處轄區高

快速公路南段資料收集系統維護工作(105) 機料課

105.04.28 南工處轄區高快速公路環路線圈修復工作(105)議價 機料課

105.04.29

國3交控提升及快速公路部分路段增設交控設備工程第R32標南區交控設

備工程第1階段資格標開標 機料課

105.04.29

白河與新營段轄區橋梁支承復建委託設計及評估技術服務工作案議價會

議 工務課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05.03 白河與新營段轄區橋梁支承復建委託評估及設計技術服務工作-議價 工務課

105.05.03 電子標籤偵測器安裝工程(105)」軟體開發討論會議 交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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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03 國1北上329k+200管線永遷事宜會議 岡山段

105.05.03 105年公務機密個資保護暨資通安全教育訓練 政風室

105.05.04 採購四鏡頭行車紀錄器50組(105) 機料課

105.05.05 處本部及四工務段公務車輛駕駛人力勞務委外工作(105)新增工項議價 機料課

105.05.06 南工處105年「營造業法對定作人權利義務之相關規定教育訓練」 工務課

105.05.09 南工處國道1號資訊顯示系統維護工作(105) CCO-01議價 機料課

105.05.10 南工處國道服務區增設CCTV工程(105)第一次公開招標開標 機料課

105.05.11 電子標籤偵測器安裝工程(105)」軟體開發及施工進度討論會議 交控中心

105.05.11 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契約變更議價 機料課

105.05.11 研議高速公路局管道挖損專案計畫管線資料調查進行方式 機料課

105.05.12 105年第1次廉政會報暨第1次機關維護會報。 政風室

105.05.13 105年防救災資訊系統教育訓練暨南區氣象中心展場參觀 工務課

105.05.13 「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召開系統試運轉協調會議 交控中心

105.05.13

國道生態資源調查暨淺山環境復育研究計畫辦理「道路致死調查機制建

立」教育講習 工務課

105.05.16 南工處轄區CCTV鋼構增設安全母索改善工程(105)第二次開標 機料課

105.05.16 國道1號環路線圈車輛偵測器增設工程(105)第1次開標 機料課

105.05.17 105年度國道高速公路局橋梁小組南工處分組上半年分組 工務課

105.05.17

國道3號白河段轄區公警隊辦公棟暨新化休息站無障礙改善工程」細部設

計成果審查會 工務課

105.05.17 105年行政程序法專業訓練(第三天) 收費小組

105.05.18

國3交控提升及快速公路部分路段增設交控設備工程第R32標南區交控設

備工程審查會議 機料課

105.05.18 南工處國道服務區增設CCTV工程(105) 機料課

105.05.19 本處105年第5次處務會報 總務課

105.05.19 105年預算執行檢討會議 主計室

105.05.19 屏東工務段轄區水泥混凝土路面修復工程(105)第一次開標 工務課

105.05.23

召開本處106年南區工程處轄區AC路面整修工程委託監造技術服務工作說

明檢討會 工務課

105.05.24

「原新市收費站北側跨越橋(南133)拓寬做為站區內專用迴轉道」及「原

新市收費站北上地磅站路權內北移及加減速車道改善」二案可行性研究

報告(初稿)審查會議 工務課

105.05.24 「國道1號增設大灣交流道工程」植栽新植工程(第514B標)第一次開標 工務課

105.05.25 本處公開甄選約僱事務員面試甄審會議 人事室

105.05.25 電子標籤偵測器安裝工程(105)」軟體開發及施工進度討論會議 交控中心

105.05.26 國3蘭潭、大林隧道機房ATS及電氣設備維修工程(105)開標 機料課

105.05.26 禮堂清潔除臘工作 總務課

105.05.27 召開本處「白河與新營段轄區橋梁結構復建工程」細部設計審查會議 工務課

105.05.27 「國道1號楠梓交流道加油站汙染改善結果報告書」審查作業 收費小組

105.05.27 本處第6次考成委員會會議 人事室

105.05.30 「國道3號古坑服務區公廁修繕工程 (105)」施工檢討會 工務課

105.05.30 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第2次議價 機料課

105.05.31 關廟服務區戶外地坪景觀改善工程細部設計審查會 工務課

105.05.31 國道1號環路線圈車輛偵測器增設工程(105)第2次開標 機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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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6月份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06.01 南工處轄管建築物整體風貌改善可行性評估（104）期末報告 工務課

105.06.01

東山、古坑服務區及白河工務段轄區房舍修繕工程（105）預算項目討論

會議 工務課

105.06.01 屏東段轄區伸縮縫整修工程(105)公開招標第一次開標 工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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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03

召開本處106年南區工程處轄區AC路面整修工程委託監造技術服務工作說

明檢討會 工務課

105.06.03 「南工處辦公空間調配工程(102)」採購履約爭議處理小組第一次會議 工務課

105.06.03 南工處國道服務區增設CCTV工程(105)施工協調會 交控中心

105.06.03

屏東與岡山段轄區邊坡監測及巡查委託技術服務工作(105-106)-第5次開標

(資格標) 工務課

105.06.06 召開本處知識管理105年度第1次工作分組會議 工務課

105.06.06 105年端午節連假國道疏運協調會 交管小組

105.06.06 交控中心部份委外工作(康地公司)第29次運作檢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6.06 105年端午節增派事故處理人力研商會議 交管小組

105.06.06 國3蘭潭、大林隧道機房ATS及電氣設備維修工程(105)開標 機料課

105.06.06 「南工處國道1號資訊顯示系統維護工作(105)」契約變更(CCO-01)議價 機料課

105.06.07 召開本處105年第2季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勞安分組 

105.06.07

新營段轄區現有交流道聯絡道、服務區易淹水區域改善工程(麻豆交流道

及嘉義交流道改善工程)-第1次開標 工務課

105.06.07 105年度工作服採購 總務課

105.06.08

高公局工程督導「國道1號台南交流道配合三爺溪拓寬整治工程(北上匝道

橋改建部分)」 工務課

105.06.08 電子標籤偵測器安裝工程(105)」軟體開發及施工進度討論會議 交控中心 

105.06.08 廉政評鑑-量化指標 政風室

105.06.08 南工處國道3號路徑導引標誌(RGS)優化工程(105)第一次開標 機料課

105.06.13

召開「國道1號環路線圈車輛偵測器增設工程(105)」施工前協調暨安衛、

危害告知會議 交控中心

105.06.13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服務 人事室

105.06.14 網路設備汰舊換新採購案(105) 資訊小組

105.06.15 本處第6次處務會報 總務課

105.06.15

研商本處高速公路設置多點交流道至市中心不同路徑旅行時間資訊系統

事宜會議 交控中心

105.06.15 交控維護工作職安風險評估教育訓練 交控中心

105.06.15 風險評估教育訓練 勞安分組 

105.06.16 105年度養護考評初評暨106年度養護計畫會議 工務課

105.06.16 勞安分組辦理「高公局交辦重要安衛事項」教育訓練 勞安分組 

105.06.16 關廟服務區戶外地坪景觀改善工程(105)細部設計審查會 屏東段

105.06.17

南工處轄區高快速公路南、北段資料收集系統維護工作(105)契約變更議

價 機料課

105.06.17 南工處轄區高快速公路環路線圈修復工作(105)契約變更議價 機料課

105.06.20 收費業務工作圈會議 收費小組

105.06.20 緊急應變中心視訊設備教育訓練 交控中心

105.06.21

交通部施工查核「國道1號台南交流道配合三爺溪拓寬整治工程(北上匝道

橋改建部分)」 工務課

105年6月份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06.21 岡山工務段多房間宿舍修繕工程（105）開標 工務課

105.06.21 本處105年上半年度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暨防震講習 總務課

105.06.22 金安獎評選會 工務課

105.06.22 電子標籤偵測器安裝工程(105)」軟體開發及施工進度討論會議 交控中心

105.06.22 養護督導考評系統教育訓練 工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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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22 南工處國道3號路徑導引標誌(RGS)優化工程(105)第二次開標 機料課

105.06.23 105年上半年度路權土地遭占用案處理情形追蹤檢討會議 工務課

105.06.23

南工處轄區國道8號及國道10號電子標籤偵測器安裝工程(105)軟體開發及

施工進度討論 交控中心

105.06.24 審議本處105年參加高公局創新提案制度之創意與創新獎事宜。 人事室

105.06.24 105年度上半年「監造廠商執行績效評鑑作業」 工務課

105.06.28 「提升公務人員積極任事與創新能力訓練課程」 人事室

105.06.28

「國3交控提升及快速公路部分路段增設交控設備工程第R32標南區交控

設備工程」案第3階段價格標開標 機料課

105.06.28 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議價 機料課

105.06.29 員工協助方案之應用與主管諮商技巧講座 人事室

105.06.29

本處與國道公路警察局第4、5、8警察大隊105年第2季聯席會議暨肇事防

制小組定期改善會報 交管小組

105.06.29 成大網路愛好社參訪交控中心 交控中心

105.06.29 「國道1號潭底及竹子門排水箱涵改建工程」第一次契約變更審議 工務課

105.06.29 本處105年文書教育訓練 總務課

105.06.30 讀書會 人事室

105.06.30

「白河與新營段轄區橋梁支承復建委託評估及設計技術服務工作（後續

擴充監造作業）」限制性招標第1次議價作業 工務課

105.06.30 交控操作員評級事宜研商會議 交控中心

105.06.30 本處105年文書教育訓練 總務課

105.06.30 白河與新營段轄區橋梁結構修復工程公開招標第一次開標 工務課

105年7月份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07.01

「南工處國道3號路徑導引標誌(RGS)優化工程(105)」施工前協調會、職

業安全衛生告知、交維講習及危害因素告知 交控中心 

105.07.04 南工處整體風貌改造工程(103)驗收 工務課

105.07.04 研商本處105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工務課

105.07.04 交控中心部份委外工作(康地公司)第30次運作檢討會議 交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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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04 「高速公路養護手冊第十三章建築物」研商建議修正會議 工務課

105.07.06 105年民法繼承編專業課程教育訓練 收費小組

105.07.07 本處服務區主題網頁相關事宜 總務課

105.07.07 本處關廟服務區(南下)設置基地臺協商會議 機料課

105.07.07 為請各通信行動業者研商國道8號、10號通信品質改善方式研討會 機料課

105.07.07 南工處轄區高快速公路環路線圈修復工作(105)CCO-01 議價 機料課

105.07.11

國3交控提升及快速公路部分路段增設交控設備工程第R32標南區交控設

備工程」施工前協調會及研商快速公路經費支應方式 交控中心 

105.07.11 南工處A棟多房間宿舍修繕工程（105）第一次開標 工務課

105.07.11 【第二代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基本資料建構及系統簡介】 工務課

105.07.12 105年度邊坡管理會議 工務課

105.07.12 「國道1號八德二路穿越橋新建工程」第一次契約變更提案審查會議 工務課

105.07.13 本處第7次擴大處務會報 總務課

105.07.13 105年第2次勞安自評檢核 勞安小組

105.07.15 (一般業)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勞安小組

105.07.15 為召開106年度橋涵檢測工作檢討會 工務課

105.07.15 歡送處長茶會及105年下半年員工慶生會 人事室

105.07.17 各單位主管業務報告 人事室

105.07.18 新任處長、副處長宣誓典禮 人事室

105.07.19 105年度高公局暨所屬各工程處出納事務管理查核計畫 總務課

105.07.19 南工處A棟多房間宿舍修繕工程（105）第二次開標 工務課

105.07.19 養護初評宣導事宜 工務課

105.07.20 古坑服務區冰水機更新工程(105)開標 機料課

105.07.20

「南工處轄區中央電腦系統一般性軟硬體設備維護工作(104-105)」驗收討

論事宜 交控中心 

105.07.20 人權兩公約課程 人事室

105.07.20 常見法律問題解析 人事室

105.07.21 養護初評宣導事宜 工務課

105.07.21 「國道1號高雄交流道南出九如一路匝道改善工程」第一次公開招標 工務課

105.07.21 中高階主管人員培訓 人事室

105.07.21 登革熱防疫專題演講 總務課

105.07.22 新營工務段道班房修繕工程路（105）開標 工務課

105.07.22

「國3交控提升及快速公路部分路段增設交控設備工程第R32標南區交控

設備工程)」召開職業安全衛生告知會議 交控中心 

105.07.22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勞安分組

105.07.25

「國道1號臺南交流道配合三爺溪拓寬整治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工

作」技術服務契約變更書(草案)(第2次修正)審查會 岡山段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07.25 交控中心運作及設備維護研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7.26 國道3號古坑服務區前院地坪改善工程(105)第二次開標 工務課

105.07.27

國道1號楠梓交流道加油站更新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工作(105）

資格標開標 工務課

105.07.27 中高階主管人員培訓 人事室

105.07.28 交控機房充電機電池採購(105)第一次公開招標開標 機料課

105.07.28 國3中寮隧道通風設備卸裝加固改善工程（105）開標 機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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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9

「國道1號臺南交流道配合三爺溪拓寬整治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工

作」技術服務契約變更書(草案)(第2次修正)審查會 工務課

105.07.29 關廟服務區戶外地坪景觀改善工程（104）細部設計第2次審查會 工務課

105.07.29 國3蘭潭隧道照明檢核工(105)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機料課

105.07.29 召開本處105年第3季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措施擴大會議 勞安分組

105年8月份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08.01

「屏東與岡山段轄區橋梁箱涵安全檢測工作(105)」及「白河與新營段轄

區橋梁箱涵安全檢測工作(105)」期中成果報告審查會議 工務課

105.08.01 國道1號高雄交流道南出九如一路匝道改善工程 工務課

105.08.02 高公局養護巡查第17章養護機械檢查 機料課

105.08.03 「105年防災資訊系統教育訓練」 工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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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03 自主檢查表制定會議 交控中心

105.08.04 「國道1號大林永康段瀝青混凝土路面整修工程(105)」採購專案稽核會議 工務課

105.08.04 R32標施工前協調會 交控中心

105.08.04 本處標案承攬管理之執行者與查核頻率講習訓練 工務課

105.08.08 養護巡查績效考核會議 工務課

105.08.08 交控中心部份委外工作(康地公司)第31次運作檢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8.09 106年事故GPS車隊管理系統研商會議 工務課

105.08.09 辦理「花現國道文藝祭-106年戀戀國道木棉紅」提案會議 工務課

105.08.09

召開106年度瀝青混凝土路面整修及路面零星修補工程施工說明暨南工處

鋪面分組105年度第2次工作檢討會議 工務課

105.08.09 南工處轄區邊坡安全評估技術服務工作(105-106)-第1次開標(資格標) 工務課

105.08.10

「國道3號東山服務區新建蓄水池及澆灌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

服務工作(105)廠商評審會議 白河段

105.08.10

召開「本處截至105年7月20日延遲付款通報案件及付款異常案件」原因檢

討及策進作為會議 工務課

105.08.10 召開106年度橋涵檢測工作契約第2次檢討會 工務課

105.08.10 國3中寮隧道通風設備卸裝加固改善工程（105）開標 機料課

105.08.10 傑西文里補習班參訪種子館暨種子教育訓練 總務課

105.08.10 南工處國道逆向偵測系統工程(104)教育訓練課程 交控中心

105.08.11 會議室整修施工 總務課

105.08.15 交控中心運作及設備維護研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8.16 106年度事故處理GPS車隊管理系統租用暨客製化服務研商會第2次會議 工務課

105.08.16

屏東與岡山段轄區邊坡監測及巡查委託技術服務工作(105-106)-開標(資格

標) 工務課

105.08.17 衛星定位測量系統儀器購置(105)第1次開標 交控中心

105.08.18 本處第8次處務會報 總務課

105.08.18 本處106年度第一次考成委員會會議 人事室

105.08.19

「國道1號臺南交流道配合三爺溪拓寬整治工程(北上匝道橋改建部分)第

二次契約變更採購案議價作業 工務課

105.08.19 古坑服務區房舍修繕工程(105)第一次開標 工務課

105.08.19 東山服務區房舍修繕工程(105)第一次開標 工務課

105.08.19 人才培訓計畫及知識經驗傳承 交控中心

105.08.22 國3中寮隧道通風設備卸裝加固改善工程（105）開標 機料課

105.08.22 「無縫前投影拼接電視牆系統」介紹 機料課

105.08.24

[國道1號大林至高雄段整體景觀改善工程-水上、新營交流道]招標案第2次

開標 工務課

105.08.24 「國道1號瑞隆路出口匝道改善工程」第2次公開招標 工務課

105.08.24 106年度地磅預算檢討會 工務課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08.24 本處交控中心部份業務委外工作現行契約運作檢討會議 機料課

105.08.24

「白河與新營工務段轄區橋梁箱涵安全檢測工作(105)」橋梁檢測作業教

育訓練 機料課

105.08.25 高公局交辦重要安衛事項宣導 交控中心

105.08.26 交通設施維護工程(106)招標文件檢討會議 工務課

105.08.26 事故暨掉落物處理工作(106)預算與工作說明檢討會 工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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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9

國道1號楠梓交流道加油站更新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工作（105）

議價 工務課

105.08.29 古坑服務區房舍修繕工程(105)第二次開標 工務課

105.08.29 東山服務區房舍修繕工程(105)第二次開標 工務課

105.08.29

南工處轄區增設壅塞回堵偵測器及資訊可變標誌交控設備系統工程(105)

第一次開標 機料課

105.08.30 105年度南工處養護督導考評初評報告暨105年複評準備事宜 工務課

105.08.30

研商提升「南工處國道3、8、10號及快速公路資訊顯示系統維護工作

(105)」設備妥善率會議 交控中心

105.08.30 新營工務段道班房修繕工程（105）開標 工務課

105.08.31

「交控機房充電機電池採購(105)」施工前協調會暨安衛及危害因素告

知。 交控中心

105.08.31 「公務員申領或侵占小額款項」專案法紀宣導 政風室

105年9月份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09.01

「原新市收費站北側跨越橋(南133)拓寬做為站區內專用迴轉道」細設審

查會 工務課

105.09.01 屏東段轄區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105)開標 工務課

105.09.01 106年度護欄柵欄及界樁維護工程施工說明書條款更修會議 工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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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01 南工處轄區國道人孔防竊工程(105)開標 機料課

105.09.01 5國3中寮隧道通風設備卸裝加固改善工程（105）開標 機料課

105.09.02

交通部施工查核小組辦理「國道1號台南交流道配合三爺溪拓寬整治工程

(北上匝道橋改建)」查核作業 工務課

105.09.02 召開「106年度營運階段環境監測服務工作」預算及工作說明檢討會 工務課

105.09.05 交控中心部份委外工作(康地公司)第32次運作檢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9.06 工程設計監造部分委外工作契約檢討會議 工務課

105.09.06

本處「南工處轄區邊坡安全評估技術服務工作(105-106)」案採購評選委員

會議 工務課

105.09.06 R32標監造單位安衛環保告知會議 交控中心

105.09.07 研商「南工處轄區高快速公路管道外觀現況」會議 交控中心

105.09.07 採購廂式大貨車1輛(105)教育訓練 機料課

105.09.07 召開「106年度汙水處理廠維護管理工作」預算及工作說明檢討會 工務課

105.09.08 召開105年中秋節連續假期南部地區國道交通疏導協調會議 交管小組

105.09.08 熱影像資收運用計畫成果發表 交控中心

105.09.08 ETC欠費違規案件實務教育訓練課程 收費小組

105.09.09 南工處A棟多房間宿舍修繕工程(105) 岡山段

105.09.09 召開本處「105年度第3季職業安全衛生衛生委員會」會議 勞安小組

105.09.09 「高速公路養護手冊第11章修正草案」編修審查會議 工務課

105.09.09 「資源回收再利用」環境教育專題演講 總務課

105.09.12 研議本處工程採購範本「契約主文(南附件08010A-5)」修正方向會議 工務課

105.09.12

南工處轄區中央電腦系統一般性軟硬體設備維護工作(105-106)後續擴充會

議 機料課

105.09.12 新購消防水車2輛教育訓練 機料課

105.09.12 召開環保署督察總隊5月份監督內容補正事項會議 工務課

105.09.13 研討防災動員演練會議 工務課

105.09.13 「屏東與岡山段轄區邊坡監測及巡查委託技術服務工作（105-106）」 工務課

105.09.13 南工處轄區國道人孔防竊工程(105)-開標 機料課

105.09.13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專案法紀宣導 政風室

105.09.13 「本處第一會議室修整」議價 總務課

105.09.13

南工處轄區增設壅塞回堵偵測器及資訊可變標誌交控設備系統工程(105)

第二次招標 機料課

105.09.14 南工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小組105年第1次評核會議 人事室

105.09.19

新營工務段辦公室整修及增建工程委託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工作(105)資

格標開標 工務課

105.09.19

岡山工務段辦公室整修及增建工程委託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工作(105)資

格標開標 工務課

105.09.19 南工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小組105年第1次評核會議 人事室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09.19

「國道1號臺南交流道配合三爺溪拓寬整治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工

作」技術服務契約變更書(草案)(第3次修正)檢討會。 工務課

105.09.19

「國道1號潭底及竹子門排水箱涵改建工程」第一次契約變更案底價審議

會議 工務課

105.09.20 本處105年第9次處務會報 總務課

105.09.20 「106年度邊坡及排水維護工程」施工說明檢討會議 工務課

105.09.20 臺南市新市區大洲段565地號部分土地公開標租案開標 工務課

105.09.20 「106年度護欄柵欄及界樁維護工程」施工說明書條款更修會議(第二次) 工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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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20 高解析度球型IP攝影機採購(105) 機料課

105.09.21 106年度一般勞務作業工作預算及工作說明更修會議 工務課

105.09.21

南工處轄區增設壅塞回堵偵測器及資訊可變標誌交控設備系統工程(105)

施工前協調會、交維講習及安衛與危害告知 交控中心

105.09.22 「國道1號五甲系統交流道排水設施改善」審查會議 工務課

105.09.22 高速公路養護手冊第9章第2次修訂初審會議 交控中心

105.09.23 召開「2017 LAVA鐵人三項系列賽屏東大鵬灣站」活動路權申請評審會議 交管小組

105.09.23 105年第3季與公警4,5,8隊聯席會報 交管小組

105.09.26 修訂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相關事宜 總務課

105.09.26 交控中心運作及設備維護研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09.26

召開(高速公路養護手冊第16章養護材料之儲備.登記及調度)修訂第1次會

議 機料課

105.09.27 高解析度球型IP攝影機採購(105)施工協調會 交控中心

105.09.27 國3斜張橋航空障礙設備改善工程(105)公開招標 工務課

105.09.29 本處檔案保存價值鑑定會議 總務課

105.09.29

試辦國道1號岡山北上地磅站主線篩選式動態地磅系統與岡山段轄區地磅

站操作及設施維護工作設計規畫第五次審查會議 工務課

105.09.29

新營工務段轄區加油站設施設備更新工程-麻豆交流道加油站（104）新增

工項第1次議價 工務課

105.09.29 105年下半年度「施工之交通管制」教育訓練 交管小組

105.09.30

新營工務段辦公室整修及增建工程委託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工作(105)評

選會議 工務課

105.09.30

岡山工務段辦公室整修及增建工程委託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工作(105)評

選會議 工務課

105.09.30 106年度南區工程處轄區路面整修工程委託監造技術服務資格標審查 工務課

105.09.30 臺南市新市區大洲段565地號部分土地公開標租第2次開標 工務課

105.09.30

為高公局辦理「國道邊坡維護與管理技術諮詢」案之第6次國道邊坡維護

管理做為追蹤及檢討會議 工務課

105年10月份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10.03 交控中心部份委外工作(康地公司)第33次運作檢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10.03 召開「105年度內部稽核-重大交通事故處理會議」 工務課

105.10.04

南工處轄區國道人孔防竊工程(105)施工前協調會暨安全衛生與危害告知

會議。 交控中心

105.10.05 衛星定位測量系統儀器購置(105)開標 交控中心

105.10.05

「南工處轄區增設壅塞回堵偵測器及資訊可變標誌交控設備系統工程

(105)」(契約編號：105D04C045)回堵測測器工作站軟體及路側設備通訊協

定撰寫協調會 交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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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06 屏東段轄區瀝青混凝土工程結算數量釐正會議 工務課

105.10.07 105年下半年度工程稽核 機料課

105.10.07

召開配合高公局頒布「一般條款(未達巨額採購)」修訂本處契約主文（南

附件08010A-5）第2次會議 工務課

105.10.07 國道3號東山服務區東側土地綠化工程(第二期植栽標)開標 工務課

105.10.07 新營北上及麻豆雙向交流道入口懸臂式車道指示標誌 第1次開標 工務課

105.10.11

106年度南區工程處轄區路面整修工程委託監造技術服務案採購評選委員

會議 工務課

105.10.11 採購四鏡頭行車紀錄器50組(105)教育訓練 機料課

105.10.12 召開106年度橋涵檢測工作第3次契約修正會議 工務課

105.10.12 106年度金路獎工作小組第一次籌備會議 工務課

105.10.13

召開配合高公局頒布「一般條款(未達巨額採購)」修訂本處契約主文（南

附件08010A-5）第2次會議 工務課

105.10.13 國3斜張橋航空障礙設備改善工程(105) 第2次開標 工務課

105.10.13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電影賞析教育宣導 政風室

105.10.14 增設大灣交流道工程驗收事宜 工務課

105.10.14 本處105年第10次處務會報 總務課

105.10.14 「防制犬隻誤入國道」區域聯防協商會議 工務課

105.10.17 交控中心運作及設備維護研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10.18 修訂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相關事宜 總務課

105.10.18 衛星定位測量系統儀器購置(105)開工前協調會 交控中心

105.10.18 防眩板乙批（106）開標 機料課

105.10.18 105年應用經費電腦估價系統(PCCES)編輯預算教育訓練 工務課

105.10.19 國道3號東山服務區東側土地綠化工程(第二期植栽標)開標 工務課

105.10.19

研商「快速公路台86線資訊可變標誌及國道3號路徑導引標誌優化工程（

104）」保固期間檢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10.20 南工處國道服務區增設CCTV工程(105)教育訓練 交控中心

105.10.21 研議107年度服務區一般建築修繕及設備概算會議 總務課

105.10.24 安裝電視播放器及線路 總務課

105.10.24

「屏東與岡山段轄區橋梁箱涵安全檢測工作(105)」橋梁檢測作業教育訓

練 岡山段

105.10.25 106年度南區工程處轄區路面整修工程委託監造技術服務底價訂定會議 工務課

105.10.25 收費人員轉置關懷專案會議第13次會議 人事室

105.10.25 本處105年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教育訓練-承辦人 總務課

105.10.25 本處105年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教育訓練-登記桌及主管 總務課

105.10.26 105年隧道養護教育訓練 機料課

105.10.28 105年第2次廉政會報 政風室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10.28 研商本處公務車輛駕駛人力勞務委外工作(105)契約執行事宜會議 機料課

105.10.28 防眩板乙批(106)開標 機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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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1月份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11.01 田寮收費站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105)第2次開標 工務課

105.11.01 新營服務區賣場外觀整修、雨遮增設及電梯新建工程 (104)新增工項議價 工務課

105.11.01

「國道1號371K+800~373K+000路段排水設施改善」工作通知單稿及服務

費用第2次審查會議 工務課

105.11.01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說明會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宣導 政風室

105.11.02 交通部採購稽核小組稽核 機料課

105.11.02 召開「本處105年度內部控制第1次工作小組會議」 工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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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02

國道3號白河段轄區公警隊辦公棟無障礙改善及東山、古坑服務區房舍修

繕工程（105）開標 工務課

105.11.03 本處106年第2次考成委員會會議 人事室

105.11.03 南工處中央電腦系統伺服器維修材料採購(105)-開標 機料課

105.11.04 白河工務段轄區事故暨掉落物處理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1.04 岡山段轄區地磅站操作及設施維護工作(106) 工務課

105.11.04

「國3交控提升及快速公路部分路段增設交控設備工程第R32標南區交控

設備工程」CCO-01契約變更檢討會議 機料課

105.11.04 105-106年度國道經常巡查系統維護暨系統建置擴充作業教育訓練 工務課

105.11.07 106年度南區工程處轄區路面整修工程委託監造技術服務議價 工務課

105.11.07 本處養護契約保險約定及權益講習課程 工務課

105.11.08

本處「國道1號潭底及竹子門排水箱涵改建工程」辦理第1次契約變更第2

次議價案 工務課

105.11.08 高速公路在台南都會區路段交通資訊導引研商會議 交管小組

105.11.08 國道3號關廟服務區南下出口處邊坡坍塌流失修復討論會議 機料課

105.11.08 屏東工務段轄區事故暨掉落物處理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1.09

研商辦理「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營運階段環境監測工作變更對照表

相關事宜會議 工務課

105.11.09 本處105年績效管理年終評核暨106年目標管理項目審議會議 總務課

105.11.10 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修訂事宜(第3次) 總務課

105.11.10 白河段轄區地磅站操作及設施維護工作(106) 總務課

105.11.10 105年慶生會 人事室

105.11.14 105年度財產抽盤 工務課

105.11.14 本處值日應行注意事項及值班費修訂會議 人事室

105.11.15 屏東段轄區地磅站操作及設施維護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1.15 新營工務段轄區事故暨掉落物處理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1.15 南工處中央電腦系統伺服器維修材料採購(105) 開標 機料課

105.11.15 105年應用經費電腦估價系統(PCCES)編輯預算教育訓練 工務課

105.11.16 研商「本處戰備道外路肩設置RC護欄可行性」會議 工務課

105.11.16 屏東段交通設施維護工程(106)開標 交管小組

105.11.16 白河工務段轄區事故暨掉落物處理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1.17 本處105年第11次處務會報 總務課

105.11.17 標售奉准報廢財物1批 總務課

105.11.17 南工處轄區交控設施蘭潭及中寮隧道廣播系統維護工作(106)第1次開標 交控中心

105.11.17 國道3號田寮2號高架橋下邊坡整治工程-開標 工務課

105.11.17 南工處轄區交控機房冷氣機維護工作(106)第1次開標 交控中心

105.11.17 本處養護契約保險約定及權益講習課程 工務課

105.11.17 鋪面系統教育訓練 工務課

105.11.17 本處轄區高低壓受配電設備定期檢驗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1.18

召開新營工務段轄區加油站設施設備更新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工

作(102) 工務課

105.11.18 岡山工務段轄區事故暨掉落物處理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1.18 南工處轄區污水處理場維護管理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1.18 慶生會 人事室

105.11.21

交控設備壅塞回堵偵測器及新型8*1資訊可變標誌之交控應用軟體開發整

合會議 交控中心

105.11.21 白河段轄區水泥混凝土路面維護工程(106)開標 工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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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21 車輛機具維修技工人力勞務委外工作(106)開標 機料課

105.11.22 新營段交通設施維護工程(105-106)第2次開標 工務課

105.11.22 研商因應國道1號岡山地磅站區增設岡山第二交流道後防止重車逃磅配套措施會議工務課

105.11.22 南工處轄區微波車輛偵測器及影像自動偵測系統維護工作(106) 機料課

105.11.22 南工處轄區交控機房電力及消防系統維護工作(106)開標 機料課

105.11.22 屏東工務段轄區工程設計監造「部分」委外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1.23 105年度養護考評督導複評業務會議 工務課

105.11.23 國道1號大林至新營段一般勞務作業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1.23 小型車輛配件及五金長期分批供料(106)開標 機料課

105.11.25 105年度養護考評督導複評檢討會議 工務課

105.11.25 岡山段轄區地磅站操作及設施維護工作(106)第二次開標 工務課

105.11.28 國道1號新營至永康段暨國道8號一般勞務作業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1.28 服務區水電、行政事務暨辦公廳舍清潔雜務業務承攬工作(106)開標 總務課

105.11.28

召開「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新竹-南投段、南投-新營

段、新營-屏東段」變更內容對照表(營運期間環境監測計畫變更)」工作通

知單稿及服務費用審查會議 工務課

105.11.28 白河段轄區一般結構物維護工程(106)第1次公開招標開標作業 工務課

105.11.28 衛星定位測量系統儀器購置(105)教育訓練 交控中心

105.11.28 新營工務段轄區工程設計監造委外工作(106)-第2次開標 工務課

105.11.29 本處106年度第3次考成委員會會議 人事室

105.11.29 南工處轄區污水處理場維護管理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1.29 交控運作及設備維護研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11.29 國道1號楠梓至高雄段暨國道10號一般勞務作業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1.29 大型車輛配件長期分批供料(106)開標 機料課

105.11.29 本處轄區高低壓受配電設備定期檢驗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1.29 南工處轄區污水處理場維護管理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1.30 105年度院頒方案初評 交管小組

105.11.30 高速公路管線GIS管理系統駐點 工務課

105.11.30 非全時公務車租賃4輛 (106)開標 機料課

105年12月份

日期 紀事 主辦課室
105.12.01 研商105年度國道3號中寮隧道防救災高司作業演鍊事宜會議 工務課

105.12.01 新營段轄區地磅站操作及設施維護工作(106) 工務課

105.12.02 台南都會區交流道出入口旅行時間顯示策略座談會 交管小組

105.12.02 106年度文書資訊處理工作委外開標 總務課

105.12.02 交控中心部份委外工作(康地公司)第35次運作檢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12.02 岡山工務段轄區工程設計監造「部分」委外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2.02

召開「本處公務車輛駕駛人力勞務委外工作（106）」共同供應契約之立

約商評選事宜。 機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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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02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講習課程 勞安小組

105.12.02 南工處轄區交控機房電力及消防系統維護工作(106)開標 機料課

105.12.05 「東山服務區公廁修繕工程（104）」第1次工期展期審查會議 白河工務段 

105.12.05 國道3號關廟燕巢段暨國道10號燕巢旗山段一般勞務作業工作(106) 工務課

105.12.05 南工處轄區微波車輛偵測器及影像自動偵測系統維護工作(106) 機料課

105.12.05 小型車輛配件及五金長期分批供料﹙106﹚開標 機料課

105.12.05 國道3號燕巢至林邊段一般勞務作業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2.06

「國道1號台南交流道配合三爺溪拓寬整治工程(北上匝道橋改建部分)」

105年下半年不定期品質稽核 工務課

105.12.06

「國3交控提升及快速公路部分路段增設交控設備工程第R32標南區交控

設備工程」施工進度檢討會 交控中心

105.12.06 國道1號永康至楠梓段一般勞務作業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2.06 南工處轄區機房清潔維護工作(106) 開標作業 交控中心

105.12.06 105年下半年度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檔案庫房防災暨防震課程 總務課

105.12.06 屏東工務段轄區工程設計監造「部分」委外工作(106)-第2次開標 工務課

105.12.06 岡山段轄區路燈維護工作(106) 工務課

105.12.07 白河工務段轄區橋梁結構物維護工程(106)第1次開標 工務課

105.12.07 服務區水電、行政事務暨辦公廳舍清潔雜務業務承攬工作(106)第2次開標 工務課

105.12.07 國道3號古坑至白河段一般勞務作業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2.07 國道1號新營至永康段暨國道8號一般勞務作業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2.07 南工處轄區高快速公路環路線圈修復工作(106)第一次開標 機料課

105.12.07 南工處轄區高快速公路環路線圈修復工作(106)標價說明 機料課

105.12.08 國道3號白河至關廟段一般勞務作業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2.09 局長視察南區工程處 工務課

105.12.09 金路獎用路人資訊類受評籌備會 交管小組

105.12.09

台82、84、86及88線快速公路交控設備維護人力委外工作(106)第一次公開

招標開標 機料課

105.12.09 105年度國道邊坡進階課程教育訓練 白河工務段 

105.12.09 國3中寮隧道機房機電設備維護工作（106）-開標 機料課

105.12.09 非全時公務車租賃4輛 (106)開標 機料課

105.12.12

屏東工務段電梯增設及關廟服務區戶外地坪景觀改善工程委託設計暨監

造技術服務工作（104）後續工作協調會 工務課 

105.12.12 「國道3號田寮2號高架橋下邊坡整治工程委託監造技術服務工作」開標 工務課 

105.12.13

2017LAVA鐵人三項系列賽屏東大鵬灣站國道3號南州-大鵬灣端主線封閉

協調會 交管小組

105.12.13 本處第四季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勞安分組 

105.12.13

「南工處轄區機房清潔維護工作(106)」施工前協調會.危害因素及安衛告

知 交控中心

105.12.13 岡山段轄區護欄柵欄及水泥混凝土路面維護工程(106)第1次開標 工務課 

105.12.13 岡山工務段轄區工程設計監造「部分」委外工作(106)-第2次開標 工務課 

105.12.13 白河工務段轄區工程設計監造「部分」委外工作(106)-第2次開標 工務課 

105.12.13 國道1號麻豆交流道加油站租賃案開標 收費業務小組

105.12.14 本處105年服務區履約管理會議 總務課

105.12.14

「白河與新營段轄區橋梁結構修復工程」國道8號台南系統匝道R6交通維

持計畫審查會 新營工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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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13

「白河與新營段轄區橋梁結構修復工程」新營段第二階段支承修復現況

調查報告會議 新營工務段 

105.12.13 「國道1號潭底及竹子門排水箱涵改建工程」第2次契約變更議價作業 工務課 

105.12.14 國道3號白河至關廟段一般勞務作業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2.14 南工處105年下半年度路權土地遭占用案處理情形追蹤檢討會議 工務課 

105.12.14 屏東段轄區路燈維護工作(106)第一次開標 工務課 

105.12.14 岡山段轄區路燈維護工作(106)-第二次招標 工務課 

105.12.15 107年概算研討會議 主計室

105.12.15 新營段轄區路燈維護工作(106)第一次開標 工務課 

105.12.15 白河段轄區護欄柵欄及界樁維護工程(106)第1次開標 工務課 

105.12.15 白河段交通設施維護工程(106)開標 交管小組

105.12.16 新購消防照明車教育訓練 機料課

105.12.16 白河段轄區路燈維護工作(106)第1次開標 工務課 

105.12.16 南工處轄區交控機房冷氣機維護工作(106)施工協調會 交控中心

105.12.16

南工處轄區交控設施蘭潭及中寮隧道廣播及機房電力系統維護工作(106)

施工協調會 交控中心

105.12.16 南工處轄區營運階段環境監測服務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105.12.16 ISMS資訊安全現場輔導會議 資訊小組

105.12.16 鍍鋅鏈式鐵絲網乙批（106） 機料課

105.12.19 本處105年第12次處務會報 總務課

105.12.19 PAC鋪面績效監測及建立落錘式撓度儀初步評估模式工作(105) 岡山工務段 

105.12.20

召開「台82、84、86及88線快速公路交控設備維護人力委外工作(106)」施

工前協調會暨工作開工安全衛生告知會議 交控中心

105.12.20 南工處轄區連續假期大型起重機吊掛作業服務(106) 機料課 

105.12.20 南工處轄管建築物整體風貌改善可行性評估（104）驗收 工務課

105.12.20 「原新市收費站實體分隔設施改善方案」討論會議 工務課

105.12.20 交控運作及設備維護研討會議 交控中心

105.12.20 「屏東工務段轄區邊坡及排水設施維護工程（106）」開標 工務課 

105.12.20 國3蘭潭、大林隧道機房機電設備維護工作（106） -開標 機料課 

105.12.20 非全時公務車租賃4輛(106)開標 機料課 

105.12.20 監造計畫與品質計畫指導教育訓練 總務課

105.12.20 白河工務段轄區邊坡及排水設施維護工程(106)-第1次開標 工務課

105.12.20 反光標記(106)第1次開標 機料課 

105.12.20 南工處國道及快速公路交控閉路電視系統維護工作(106)第一次開標 機料課 

105.12.21 105年期末經營廠商績效評估工作小組初評會議 總務課

105.12.21

為研商「國道1號岡山北上地磅站主線篩選式動態地磅建置與試辦委託技

術服務工作(102)」承包商之乾瑞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停業後相關後續事宜 工務課

105.12.21 研討「國道高速公路交通設施損壞處理要點」修訂意見會議 工務課

105.12.21 資訊系統設備維護及系統管理等專業委外案(106)公開招標 資訊小組

105.12.21 新營段轄區路燈維護工作(106)第2次開標 工務課

105.12.22 瀝青膠乙批（106）開標 機料課 

105.12.23 105年第4季聯席會議暨肇事防制小組定期改善會報 交管小組

105.12.23 106年度養護車輛.機械保險開標 機料課 

105.12.26 105年度下半年「監造廠商執行績效評鑑作業」 工務課

105.12.26 交控提升工程(R32標)105年度下半年工程稽核及監造評鑑 機料課 

105.12.26 白河段轄區護欄柵欄及界樁維護工程(106)第2次開標 工務課

105.12.26 南工處轄區營運階段環境監測服務工作(106)開標 工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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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27 「國道1號大林永康段瀝青混凝土路面整修工程(105)」品質稽核 新營工務段 

105.12.27 「白河與新營段轄區橋梁箱涵安全檢測工作(106)」資格標開標 工務課

105.12.27 國3蘭潭、大林隧道機房機電設備維護工作（106） 開標 機料課 

105.12.27 高公局國道養護資訊管理系統教育訓練 工務課

105.12.27 事故暨掉落物處理工作GPS系統教育訓練 工務課

105.12.27 南工處轄區交控設施有線電話系統維護工作(106)公開招標第一次開標 機料課 

105.12.28

106年南工處文書資訊處理工作暨服務區水電、行政事務及辦公廳舍清潔

雜務承攬工作開工前協調會 總務課

105.12.28

南工處轄區高快速公路交控設施傳輸系統及路側電力維護工作(105)第一

次公開招標開標 機料課 

105.12.28 處本部公務車輛駕駛人力勞務委外工作(106)開工前協調會 機料課 

105.12.29 105年度本處工友年終考核辦理事宜 總務課

105.12.29 「二仁溪2號河川橋墩下邊坡整治工程」開標作業 工務課

105.12.29 「屏東工務段轄區邊坡及排水設施維護工程(106)」開標 工務課

105.12.29 因應R32A取消會議 交控中心

105.12.29 南工處轄區高快速公路交控設施匝道儀控系統維護工作(106)第一次開標 機料課 

105.12.30 經費討論會 交控中心

105.12.30 南工處轄區中央電腦系統交控軟體維護工作(105)-議價 機料課 

105.12.30 南工處國道1號資訊顯示系統維護工作(106)開標 機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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