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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飛彈所／廖孟修

　本院逸光自行車社休閒組規劃的年度活動，準備趕

在新埔柿子節前要先去嚐鮮，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在

活動前幾天就一直陰雨綿綿，我們看過氣象報導，一

直期待老天爺許我們一個好天氣，好讓大家能快樂出

遊……

　活動當天共20餘同仁身著逸光車衣準時在一號門會

合，主辦人首先帶領大家做熱身運動，接著由社長簡

單說明行程之後陸續上車出發。隊伍在石管局草坪前

繞行二周後正式往目的地前進。由於大多數的車友都

有跟團的經驗，雖然雨越下越大，整個車隊還是維持

良好的騎乘次序，充分表現本院社團的超高素質。本

次活動主辦人特別攜帶錄影機來記錄活動內容，活動

結束後會將編輯過的內容放在FB逸光鐵馬隊網站，歡

迎同仁欣賞並加入社團。

　在高原國小旁萊爾富便利商店前有另一批車友在那

裡等候，會合隊友們在一陣寒暄之後爽朗的話語，讓

隊伍氣氛頓時更顯熱絡，此時的雨越來越大，大家停

車穿上雨衣繼續前進，雨水模糊了我的眼鏡鏡片，本

著安全第一的原則，我騎車速度越來越慢，最後竟然

跟押後的社長成為「押隊」一族。社長在我後頭一面

鼓勵我，一面糾正我的騎乘姿勢跟換檔時機，這一路

騎車下來，才知道原來我的騎乘姿勢還是有很多改進

的空間。

　過了高原自行車道之後，就是往關西的大馬路了，

車隊一路往下滑行，雨也沒有停止的跡象，由於天雨

◎系維中心／何傑

　沉默是一部令人深深感動的悲

劇片，該片由美國演員連恩尼遜

主演一位天主教耶穌會神父，

1620年在鎖國的日本為了保護教

友，違背了自己的信仰，接受了

當時日本統治者的命令：研究佛

教，不但承接一死囚者的妻子，

還負責篩選出有關耶穌基督的物

品與商品以避免百姓接觸。

　消息經商人傳回葡萄牙後，神

父的兩位弟子，無法相信恩師會

有背教的行為，堅持一起探險，

求證傳聞是否屬實，即使粉身碎

骨也要想將師父救出困境。

　兩位弟子神父經過了日本人吉

次郎的帶領來到了日本，白天躲

藏鄉間，只有夜間傳教，並想法

探詢恩師的下落。

　最後一位殉道，一位發現了殘

酷的事實，步入了恩師的後塵，

令人觀賞後衝擊很大，耶穌為什

麼沉默的見死不救呢？

　因為天主教耶穌會士方濟各‧

沙勿略在1549年8月15日已抵達

日本傳教，隨即讓一千人領洗，

宣報唯一真神的喜訊，經過70年

後，日本教友已達三十萬人之

譜，但德川家康統一天下後，隨

即鎖國。其子德川秀忠於1612年

更下達嚴格禁止信仰耶穌的命

令，導致許多教友受到迫害，神

父也被驅離，教友們更失去依

靠。

　此次觀賞是一個難得的經驗，

在西門町國賓戲院三樓2廳包

場，片長2小時41分，只見警察

與便衣多達十餘人，原來是副總

統陳建仁弟兄與小盤石的教友們

一起欣賞，這部由美國名導演馬

丁·史柯西斯（奧斯卡、坎城等

無數金獎）沉思已久更準備多

年，慢工又細磨的影片。

　由於劇情的關係，本片取景全

在台灣，山霧迷濛，美景令人稱

羨。光啟社丁松筠神父指導有關

天主教彌撒禮儀程序，當時的背

教神父費雷拉神父，由連恩尼遜

（即刻救援）演出，殉道弟子卡

爾倍神父由威尼斯影帝亞當崔佛

演出，主角則由安德魯‧加菲爾

（蜘蛛人）演出當時的洛特里哥

神父。當他被捕前俯視水面時，

居然看見自己面容轉變出耶穌的

容貌，似乎與耶穌受難前的山園

祈禱有相似的場景。

　本電影其中情節並非杜撰，而

是根據日本名作家遠藤周作的同

名小說「沉默」改編，導演籌備

了28年的嘔心泣血之作，劇中日

本人吉次郎由窪塚洋介飾演，出

賣神父又常向神父悔罪求寬赦，

簡直是出賣耶穌的猶達斯再世。

　推薦並介紹這部電影給大家，

我們是否都會遇到脅迫，做出違

背天主與諸聖先賢所教誨的事

呢？畢竟善惡不過在一念之間，

這問題只有自己知道。

◎航空所／Shan

　風鈴木有黃色及紅色兩種顏色，

紅花風鈴木又稱洋紅風鈴木，遠看

以為是櫻花，近看後發現粉紫的花

朵就像風鈴掛在樹梢上，盛開時卻

比櫻花更艷麗醉人。

　黃花風鈴木又稱巴西風鈴木，它

是巴西的國花，風鈴木為中南美洲

來的熱帶植物樹種，台灣中南部各

地都有種植，每年三月初是花期。

黃花風鈴木的花期非常短，燦爛奪

目的金黃色風景稍縱即逝。在缺雨

時，住家附近之豐富公園有幾棵黃

花風鈴木會熱情綻放，形成一片黃

色花海，美不勝收，吸引許多路人

的注目，讓原本寧靜之公園增添許

多浪漫溫馨畫面，真是好美！

◎系維中心／若濤

　我們時常聽人說：「人生

如戲」，那你準備演那一齣

戲？在這一部戲中你又要扮

演什麼角色…？

　相信很多人都想演男女主

角，不錯，在你（妳）自己

的人生道路上，你（妳）永

遠都會是男女主角，但是在

團體中，就不能每個人都搶

著做主角，而沒有配角。金

馬獎頒獎典禮上，除了男女

主角，還有男女配角，還有

致力於讓這一部戲表現得盡

善盡美的幕後英雄，如燈光

師、服裝、化粧、道具、佈

景、美術、配樂…每一個角

色都扮演稱職後，這一部戲

才會觸動觀眾的心，才會成

功。

　在團體中的我們，可以當

主角時，不用推辭，盡量演

好它，但大部份時候，我們

要能甘作配角，甚或跑龍套

的角色，甚至，不能露臉的

◎督品處／恬修

─獻給電子所一群為中山付出

無數的青春在九鵬基地測量的

聰穎娘子軍，祝福無限青春美

麗！

　某午偶到福利站取早已訂購

的吐司，甫踏出福利站，遠遠

就看到一纖瘦女子，全身黑配

一紅長外套，紅外套後還打著

一大蝴蝶結，顯得年輕有腰身

不說，還靚得不得了，不但身

型美，腿更美，更美的是，這

身主人正露著一貫的羞赧微笑

迎著我的目光─原來是聰穎的

溫媛啊！

　在我的讚嘆聲中，溫媛不斷

解釋說她今天穿錯了，因忘了

今要上課，應該穿長褲比較方

便。我說，以後要比照辦理，

像今天這樣穿錯了！兩人哈哈

大笑揮手拜別！

　電子所有一群娘子軍，為中

山付出無數的青春在九鵬基地

測量，只為無數次的演習成

功！而這些聰穎的娘子軍們，

平時及出差碰到時都穿褲裝，

今亮眼一看，還真靚呢！

　回程不禁溫媛美姿縈繞腦

海，有感而發，隨性而至，

寫下了「溫媛」這首打油詩:

秋冬漸褪早春到

溫暖花開生姿搖

媛名淑女相見歡

真開懷兮樂逍遙

美艷黑紅配嬌俏

嬌嗔美盼兮縈繞

　要把每個句首念一下，那才

是我真正要說的重點喔：

邱溫媛真美嬌！

　後來斜著唸也有趣，秋暖淑

女樂嬌繞：秋冬後的暖春中，

淑女開心地被嬌媚縈繞著。

秋冬漸褪早春到

溫暖花開生姿搖

媛名淑女相見歡

真開懷兮樂逍遙

美艷黑紅配嬌俏

嬌嗔美盼兮縈繞

沉默 溫媛

風鈴木人生如戲

背教神父費雷拉神父，由連恩尼

遜（即刻救援）演出

羅屋書院

雨中的關西騎乘
以羅姓居民為主，當地族人為教育子弟就集資設立書

院，書院為ㄇ字型三合院建築，主建築正面屋簷下的

石刻及交趾陶裝飾更顯得它的古樸莊嚴，從燕尾造型

的屋頂來看，它的主人在清代應是有功名的官宦人

家，我們到達時並未開放參觀，不過聽說它是可以預

約住宿的。此時稻子已抽穗，稻浪正美，我們特別走

下田埂排成一列，留下車隊美美的活動照片。    

　造訪三個景點後，眼看時間已近中午，大家決定去

吃有名的關西大滷麵，據說這家麵店只賣中午，而且

麵賣完了就打烊休息，熱呼呼的麵溫暖了我們這群冒

雨騎車的快樂呆子，車友們在吃完中餐之後兵分三

路：健腳者繼續去完成前往新埔的路程、想回家的車

友結伴而行，筆者因愛車的處理較為棘手，就跟主辦

人沿台三線騎回龍潭。到了龍潭大家認為就算沒能騎

去新埔吃柿子，何不將既定行程的最後一段「龍潭自

行車道」走完？就這樣一行8人轉往龍潭大圳騎去，

一面望著遠處飄渺的山嵐，一面欣賞近處雨後的田園

風光、快樂地在路旁茶園拍照留念，繞過龍潭大池

後，「有始、有終」地完成今天的活動。

路滑的關係，有人乾脆下車

牽行以策安全，過了涵洞之

後車隊正式進入關西鎮街

上，此時有車友在路旁引導

騎往關西天主堂，在天主堂休息時大家雖然對雨勢太

大感到無奈，但當下又覺得雨中騎車也是難得的體

驗，趁此機會彼此愉快地交換騎車經驗。主辦人考量

天候因素與同仁安全，決定本次活動騎到關西為止，

關西以後的行程待日後有機會再行規劃。

　為了彌補活動未能騎完全程的缺憾，主辦人臨時改

為關西半日遊，帶著眾車友去探訪關西的三個景點：

首先到達的是「東安古橋」，「東安古橋」有百年以

上的歷史，由於它位於關西交通要道，政府為了保存

它，在古橋邊加蓋了一座新橋來分攤它所承受的車

流，我們在橋上很難感受到它的美，主辦人帶我們走

下橋墩，從橋下更可以看到橋的全貌：它是用糯米當

接合劑，五個橋孔結構的糯米橋，建築雄偉相當有特

色。車友們沿著河道牽車而行，欣賞下雨後的滾滾溪

流，眼尖的車友發現河道邊還建有魚梯，這是讓部份

魚種迴游的特殊建築。

　雨勢稍有緩和，我們繼續前往「潮音禪寺」，潮音

禪寺是全台第一座泰式建築的佛寺，據說它是由旅居

泰國的華人返台後，接受泰國人士捐款而蓋的，目前

它的部份建物還搭著鷹架增修中，從尖聳多層次的屋

簷、泰式的石獅子來看，確實跟國內佛寺的建築風格

相差很多。原本計畫在寺前繞行一周就要離開，可是

同仁見到特殊的建築就希望能拍照留念，有人更利用

機會前去四面佛參拜祈福一番，因此耽誤了不少時

間。

　我們接著前往「羅屋書院」，羅屋書院所在的聚落

　藝文社團中，會有理事

長、常務理事、理監事、總

幹事、財務、各個功能小

組、會員，如人人能盡力演

好自己的角色，那這個社團

必定會發光發熱，相反地如

果每人都想當主角，在美術

活動或佈展時光有一堆意

見，只想指揮別人，又不願

配合別人，那一定吵得不可

開交，這個社團大概每下愈

況，逐漸式微了。

　在家庭中也是如此，年紀

大時不必時時想把自己擺在

主角的位置，祈望家人都簇

擁在自己身邊，聽自己發號

司令，有時，可以放下身

段，聽聽兒孫的意見，讓

他們當主

角，共同

來演好一

齣叫「和

睦家庭」

的戲。

燈光師、服裝、化粧、

道具、佈景、美術、配

樂等幕後人物，管它

呢，演好它就是。

員領取手機，供運送聯繫之用 （資訊

系統完成新增更新，點選報表系統自動

產出工件物流單畫面，如圖三）。

　最後是委運、運送及接收作業階段：

委運單位負責料件、物品之包裝、防

護、清點及簽收；若屬精密或易碎品項，

搬運前須先完成包裝、防震等運輸防護

作業，並註明不可使用堆高機運送。委

運單位將視需要支援搬運上車作業（如

吊車吊掛料件）。搬運人員將料件、物

品進行清點（以包裝箱、包、綑、棧板

等為單位，未包裝部分 10 件以上不清

點）確認並從館舍門口搬運上車進行運

送；送達接收地點後，將料件、物品進

行搬運下車作業；另搬運人員需要回報

物流狀況。料件、物品送達後，接收人

員務必清點品項、數量（不含 10 件以

上），確認無誤後再簽名（加註時間）。

運輸完畢後，搬運人員繳回手機及簽收

單據予調度單位，據以辦理系統登錄結

案。

　106 年度本院物流系統全面施行，執

行項目重點有下列數項，工令道次移

轉、機儀具校正、購案進料檢驗、料件

環試工程（包含 PCB 溫度篩選和模組自

然環測等）。例如機儀具校正之需求，

系維中心儀校組表示全院送校需求約

7,000 件 / 年，龍潭院區以往作法，需

求單位於送校前先行與儀校組確認送校

時間，後續填寫儀校申請單後再親送至

儀校組進行校正作業，待校正完成後，

由儀校組通知需求單位親自領回。

　現行作法（新新、龍門院區）如下，

需求單位於機儀具送校前先行與儀校組

確認送校及回送時間後填寫運送清單

（申請運送單，如圖四），以電子郵件

傳本處調度人員：陳致諭先生、謝桂蘭

小姐提供物流運送服務。規劃 106 年 4

月 1 日起每週二、四上午 10:00 由本處

以九人座廂型車執行各單位機儀具送校

及回送運輸服務，需請各需求單位配合

時段申請運送。

　長期執行作法；本處研擬規劃將儀校

申請單系統化，需求單位依舊需與儀校

組協調送校時間，後續至系統填寫儀校

申請單供單位主管審查，審查完成後由

系統自動連結至物流系統，物流團隊據

以排定排程及前往收貨，儀校組於收到

儀具及完成儀具校正後，皆需至系統點

選，如此可讓需求單位及物流團隊了解

執行進度，以利整個物流運作順遂。如

此一來不僅可以大幅節省各單位機儀具

之送校正時間，也讓各單位機儀具之有

效時間延長，無形中增加本院各項機儀

具之使用效益，進而降低研發成本。

　未來本作業方案將推展至全院各地區

院區，針對送往非龍潭院區（三峽、台

中、高雄、九鵬等院區）之運輸需求，

採取提前（以需求日往前推算 3~5 個工

作天）至總務處車輛運輸管理資訊系統

提出申請，再由總務處派車支援，以利

完成運輸任務。另物流團隊針對龍潭院

區提供人力或堆高機支援上下貨作業服

務。

　本院物流系統、總務處車輛運輸管理

資訊系統及獨立院區（台中院區、光武

院區、林園院區、鵬園院區等）皆有各

自之運輸車輛執行運送任務，唯各單位

亦有各自之運輸系統，並未提供單一窗

口，造成申請單位使用不便，因此本處

規劃未來完成全院運輸系統整合並提供

單一申請介面，簡便使用者進行申請作

業。

　物流作業至 105 年 8 月 15 日開放試

營運，歷經六個多月，各所中心申請數

量逐步增加中，為使 106 年度推動物流

作業順遂，本處已完成各所中心需求訪

談並歸納 106 年度執行重點項目，透過

年度執行重點規劃運作，物流運送作業

由本院物流團隊處理，預期可使單位同

仁專心致力於研發工作，迅速完成各計

畫任務，因此本處預期物流作業運輸申

請量將大幅提昇，進而達成全院物流服

務需求 20,000 次 / 年之年度目標。

參考文獻：

1、105/10/5 國科物籌字第 1050008403

號，令頒「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物流試

營運實施計畫」。

附記：

1、本院物流作業系統，院內網址

http://10.52.149.140

2、本院物流實施計畫頒訂及物流問題

溝通，聯絡窗口（物料運籌處）：陳

致諭先生、謝桂蘭小姐，電話分機：

351845。

3、物流搬運作業，聯絡窗口（飛彈所

製工組）：鄭福長先生（352417）、陳

崇德先生（352437）。

4、物流系統程式，聯絡窗口（飛彈所

製工組）：陳明宏先生（352443）。

擴大本院物流運作機制

為
何
採
網
格
翼

3 / 2 2 ( 三 ) -

4/9( 日 )9:00~17:00

( 週一及國定假日不

開放 )造藝非凡：造

詣書畫會聯展（中壢

藝術館第 1展覽室）

3/22( 三 )-

4/9( 日 )9:00~17:00

( 週一及國定假日不

開放 ) 李效成畫展

（中壢藝術館第 2展

覽室）

4/1( 六 ) 14:30 

2017 文和傳奇戲劇

團─文和精緻客家大

戲《人間有情 -白蛇

傳》（中壢藝術館音

樂廳）

4/8( 六 ) 19:30 焦

點舞團─草根限定

（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4/8( 六 ) 14:30 九

歌民族管絃樂團─

樂活音樂講座系列

( 一 )：歌聲起飛，

歡樂一生聲（中壢藝

術館演講廳）

4/9(日)14:30傳說:

克羅采室內樂團（中

壢藝術館音樂廳）

4/9( 日 )16:30 童歡

藝術有限公司 日本

飛行船劇團－綠野仙

蹤（桃園展演中心展

演廳）

4/10(一)~4/29(六)

9 : 0 0 ~ 1 7 : 0 0

《To:______》李侑

勳插畫個展（桃園光

影文化館）

4/12( 三 )-

4/30( 日 )9:00~

17:00( 週一及國定

假日不開放 )務虛記

─黃小燕 2017 個展

（中壢藝術館第 1展

覽室）

4 / 1 5 （ 六 ）

13:00~17:00 藝文園

區廣場 2017 鐵玫瑰

社區日（桃園展演中

心）

4/15( 六 ) 19:30 表

演工作坊《暗戀桃花

源》30 週年紀念版

（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4/15( 六 )19:30 創

價文教基金會 展演

廳 巴 西 ‧ 浪 漫 ‧

新 森 巴 Sururu na 

Roda（桃園展演中

心）

◎物籌處／謝桂蘭

　本院自民國 103 年 4 月 16 日依法改

制為行政法人後，擁有較多的業務自主

權利，為了改善以前受到較多的國防部

制度限制所造成的高業務成本，本院各

單位均有效著手處理各項研發業務及流

程，以節省本院高昂的人力成本，本文

僅針對本院物流運作機制之改善，做一

分析與說明。

　本院改制前，各所中心之原物料、半

成品、成品及機儀具等運輸作業，均由

各單位自行處理。以往大型料件運輸方

式，一則是以成立購案委外處理，一則

是申請本院相關單位協助處理，至於小

型物件多半由院內同仁自行開車運送處

理為主，例如各單位設備儀具校正、庫

房領料或是財產報廢繳庫等等，不僅處

理時間較長，還潛在搬運之工安意外風

險。物料運籌處（以下簡稱本處）是本

院改制後所成立之新專責單位，主要任

務除了協助各單位之財物、勞務採購相

關業務外，105 年中奉院長指示，建立

本院物流機制，改善原有各單位自行處

理之物流程序，經本處長官及相關作業

同仁之努力之下，參考飛彈所現行作

法，建立本院物流機制。本院物流試營

運實施計畫已於 105 年 9 月 21 日令頒

實施，因考量初期執行能量，僅先針對

龍潭院區（新新、龍門、青山、龍園）

試行，其物流運送採取各館舍門口點對

點間之運送（不含館舍內搬運），包含

工令道次移轉運送、機儀具校正之運

送、購案進料檢驗之運送、環試工程運

送等需求（實際作業情形，如圖一），

唯產品解繳顧客、產製工件調撥系製中

心庫房組裝、演訓任務、公文傳遞、人

員及火工料件等六項不予納入運送範疇

（由原運輸單位負責）。

　為推展物流運用範疇，本處已於 105

年 11 月 3 日至 17 日分別至各所中心功

能組進行「物流作業需求訪談」，藉由

訪談會議實際了解各所中心現行物流執

行方式，以及申請物流之執行窒礙等議

題，作為後續精進物流作業方式，藉以

提升物流使用效益。經訪談後整理物流

執行窒礙之原因及解決方案，透過各單

位討論之問題，預見 106 年度申請數量

將大幅增加。

　本案經過 105 年下半年試營運後，檢

討各項執行狀況並進行改善，以利 106

年度全院施行，其中作業權責單位包含

本處、飛彈所製造工程組、總務處、資

管中心及委運單位和接收單位等。

　本院物流作業資訊系統，網址

http://10.52.149.140，目前作業方式

如下（資訊系統申請新增畫面，如圖

二）：

　首先是申請階段：各委運單位確認運

輸需求項目、數量、時間並依本實施計

畫運送範疇判定是否使用本院物流系

統。本院物流系統運送範疇內部份，委

運單位登入物流系統申請物流運輸作

業。使用物流系統之物流運輸申請程式

畫面輸入運輸品項資訊【含工令號碼

（非必填）、工件名稱、建議派車類

別、重量尺寸、數量、委運人及接收人

資訊、說明等欄位】完成申請作業。若

需指定時間完成搬運，必須於說明欄位

特別註記。本院物流系統運送範疇外部

份，委運單位登入總務處車輛運輸管理

資訊系統提出申請。

　再來是需求彙整階段：本院物流系統

調度人員檢視物流申請需求，並按需求

時程進行排序。若有無法配合於指定時

間內送達之情形，由調度人員通知委運

單位無法送達並協調延後運送事宜。

　進入派車階段：1. 車輛人力調派，

確認運送能量是否充足，若有不足部

分，先行向總務處調派，再不足部分則

向支援單位進行調派。2. 運送路徑規

劃：由調度人員依申請需求訂定最佳路

線。派車原則如下，上午班：前一工作

日下班前完成申請者，以中午 12:00 前

執行搬運作業為目標。下午班：當日上

午 11:30 前完成申請者，以下午 16:30

前執行搬運作業為目標。如果有特殊需

求時則視當時資源裕度，執行臨時調

度。3. 出車通知時，調度人員列印出

料件轉運通知既簽收憑單，以利相關人

員進行簽收作業。並且請出車前搬運人

◎系發中心／張孝慈

　飛彈的傳統薄翼，在攻角飛行或翼

面打動控角時，由於翼剖面上下兩邊

流場不同所造成翼面壓力差，產生操

控所需要的控制力。但控制翼的打

動，致動器需能克服軸摩擦及氣動力

對致動軸的鉸鍊力矩，其鉸鍊軸位置

要盡量靠近翼面升力作用中心。而在

整個飛行包線內，不同飛行馬赫、攻

角和控角的作用力中心變化很大，故

傳統翼面之鉸鍊軸最佳化設計是一項

尖端藝術。低馬赫時升力中心位置較

前，變化情況以矩形翼最大達根旋長

的40%以上，三角翼的變化最小在5%

以內，梯形翼的變化居中約為 25%。

超音速以上的變化較小，其升力中心

位置，矩形翼約在根旋長的 45% 附

近，三角翼在 67%，梯形翼在 58%。

如當今中程空對空飛彈三劍客之一，

美軍有實戰經歷的 AIM-120，便是採

用 4片固定中翼和梯形控制尾翼。

　網格翼是由眾多薄網格鑲嵌在邊框

內，組成蜂窩式結構的翼，操作時由

各網格流場差異的壓差和合產生操控

力。其結構強度質量比高，剛度和彎

曲強度亦比單面翼高；並因弦長短，

升力中心的變化距鉸鏈軸很近，鉸鏈

力矩小約為傳統翼的 1/10，大幅降

低對致動系統能量的需求。如亦為超

視距空空飛彈三劍客之一的俄 R-77，

除 4片固定脊翼外，控制尾翼首次採

用網格翼，其鉸鏈力矩僅有 1.5kg-

m。且超過失速攻角後升力的下降比

較緩慢，致使飛彈的機動能力增大。

缺點是會增大雷達反射截面積，而阻

力亦較大。

圖一　本院物流實際作業情形

AIM-120　資料來源：http://Militaryedge.org/armaments/aim-120-

amraam/

R-77　資料來源：http://www.

yalth.com.tw/db/epaper/es001006/

m980519-c.htm#08

圖二　本院物流作業資訊系統申請畫面

圖三　工件物流單─系統產出之樣本

圖四　本院物流機儀具送校及完校回送

運送申請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