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七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 

地  點：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一段 1號 5樓(本公司會議室) 

出  席：出席總股數 127,133,586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213,638,104 股之 59.50% 

出席董事：李益仁董事長、張日炎董事、駱㨗中董事、李承翰董事、林寬照董事、魏哲楨董事 

列     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邱昭賢會計師、大展聯合法律事務所林玠民律師 

主  席：董事長 李益仁                   記  錄：許喜寧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份已達法定股數，主席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 

第二案：一○六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二) 

第三案：一○六年度背書保證情形(略) 

第四案：一○六年度資金貸與情形(略) 

第五案：一○六年度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情形(略) 

第六案：合併億泰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報告(略)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六年度之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並經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支秉鈞會計師及吳漢期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並出具書面 

            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三、會計師查核報告、上述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三及四。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127,133,586 權 

 

系統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26,680,112 權(含電子投票 2,978,091 權) 99.64%

反對權數：147,193 權(含電子投票 147,193 權) 0.11%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306,281 權(含電子投票 152,281 權) 0.2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六年度盈虧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六年期初待彌補虧損新台幣 369,468,927 元，加計民國一○六年度淨 

            損新台幣 255,365,023 元，期末待彌補虧損計新台幣 624,833,950 元。 

  二、一○六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127,133,586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26,653,259 權(含電子投票 2,951,238 權) 99.62%

反對權數：174,233 權(含電子投票 174,233 權) 0.13%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306,094 權(含電子投票 152,094 權) 0.2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辦理減資彌補虧損案，提請 審議。 

說 明：一、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2,136,381,040，分為 213,638,104 股，每股面額新台

幣 10 元，為改善財務結構，擬辦理減少資本額新台幣 624,833,950 元以彌補累積

虧損，消除已發行股份 62,483,395 股，減資比率約 29.247308%，減資後實收資本

額為新台幣 1,511,547,090 元。 

二、本案俟股東會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依減資換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股

東持有股份，每仟股減少 292.47308 股(即每仟股換發 707.52692 股)，減資後不

足一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舊股票停止過戶日前 5日起至停止過戶日前一日止

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整股之登記，未拼湊或拼湊後仍不足一股者，按

面額改發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

認購之。 

 三、本次辦理減資之減資基準日、減資換股基準日、嗣後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因 

     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審核要求及其他相關未盡事宜，致減資比率因此發生變動而 

     須調整時，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依公司法或相關法令規定全權處理之。 



 四、本次減資換發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相同。 

 五、依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來函，徵詢有關辦理本案之相關回 

 覆說明，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127,133,586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26,642,151 權(含電子投票 2,940,130 權) 99.61%

反對權數：185,900 權(含電子投票 185,900 權) 0.14%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305,535 權(含電子投票 151,535 權) 0.2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擬辦理私募普通股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本公司為考量充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改善財務結構、籌資之時效性、可

行性並考量降低籌資成本，擬於適當時機，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規定，以私

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下列原則視實際需

求情形，自股東會決議私募案之日起一年內分次辦理。 

    二、私募普通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相關資訊如下： 

  (一)發行條件 

1.私募股份總類：普通股。 

2.私募股數：發行總股數以不超過 30,000,000 股為限。 

3.每股面額：每股新台幣壹拾元整。 

4.私募總金額：依實際辦理情形，授權董事會決行。 

  (二)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價格訂定，應不低於本公司定價日下列二款基準計算價 

格高者之八成： 

(1)訂價日前 1、3或 5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 

   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之股價；或 

  (2)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 

     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惟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發行價格視洽特定人之情形，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 

  會依上述方式訂定。 

  2.本次私募普通股實際發行價格之訂定將參考本公司營運狀況、未來展望、

受限於三年不得自由轉讓以及最近股價情形，並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辦理

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及現行法令之規定進行訂價，故其價格之訂定

應有其合理性。惟若因股價波動及證券市場變化致有每股發行之實際價格

或每股轉換價格低於面額之情形者，係為順利募得資金，有利公司長遠穩



定成長之必要，其價格之訂定應屬必要。若有每股價格及轉換價格低於面

額之情形，預期將造成公司帳面資本公積或保留盈餘減少，將於日後視實

際營運狀況彌補之，另將依主管機關規定訂定發行價格，於增資效益顯現

後，公司財務結構將有效改善，有利公司長期發展，對股東權益應尚無不

利之影響。 

(三)特定人選擇方式 

為提高本公司私募普通股之可行性，私募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1 年 6 月 13 日（91）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3455 號令 

規定之特定人為限，並擬包括內部人及關係人。本公司評估選定應募人時，將 

以不發生經營權重大變動為原則，目前並無已洽定之應募人，洽特定人之相關 

事宜，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擬參與私募之內部人或關係人可能名單、選擇方式與目的、應募人與公司之關 

係： 

 

 

 

 

 

         

                (四)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考量募集資本之時效性、可行性及發行成本，並

考量私募有價證券受限於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可確保公司與應募

人間之長期股權關係，另透過授權董事會視公司營運實際需求辦理私募，

亦將有效提高本公司籌資之機動性與靈活性，故不採用公開募集而擬以私

募方式發行。 

2.私募之額度：在 30,000,000 股額度內將於股東會決議日起一年內預計分三 

次辦理。 

3.各分次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 

預計辦理次數 資金用途 預計達成之效益 

第一次 
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

銀行借款 

預計產生強化財務結構及

節省利息支出等效益，對股

東權益將有正面助益 

第二次 

第三次 

(五)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利義務 

                1.本次私募及嗣後所配發之普通股，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 

                  同；惟依規定，本次私募及嗣後所配發之普通股於本次私募普通股交付日 

                  起三年內，除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規定外，不得再行賣出。 

應募人 選擇方式與目的 與公司之關係 

李益仁 對本公司營運相當了解 董事長本人 

駱捷中 對本公司營運相當了解 董事兼任執行長 

李承翰 對本公司營運相當了解 董事兼任副總經理 



2.本次私募之普通股及嗣後所配發之普通股，自本次私募普通股自交付日起 

  滿三年後，依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補辦公開發行程序，並採帳簿劃撥交付無 

  實體方式為之，申請上櫃交易。 

  (六)本次私募獨立董事無反對或保留意見。 

   三、本次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相關事項，擬授權董事會得視募集實際情形，於股東 

      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次辦理；且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不論股款是否足 

      額募齊，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決議，若原計畫仍屬可行，視為已收足私募現 

      金增資發行新股之股款，並完成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募集。 

  四、本次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定價日、實際發行價格、增資基準日擬授權董事會 

      決定之。 

  五、本次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發行價格、發行條件、計劃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 

      如因法令變更、主管機關意見或市埸狀況變化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 

      理。 

  六、除以上所述授權範圍外，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代表本公司簽署、商議一切有 

      關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契約及文件，並為本公司辦理一切有關本次私募普通股相關 

      事宜。 

補充說明：依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來函，徵詢有關辦理本案之 

相關回覆說明，請參閱附件七。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127,133,586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26,657,326 權(含電子投票 2,955,305 權) 99.62%

反對權數：174,557 權(含電子投票 174,557 權) 0.13%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301,703 權(含電子投票 147,703 權) 0.23%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五分。 

 

 

 

 

 

 

 

 



附件一 

系統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大家好： 

本公司106年度的經營成果及107年度的營運展望，報告如下： 

一、106年度營業成果報告 

(一)營運情形 

本公司106年度個體營業收入為新台幣993,557仟元，相較105年度個體營

業收入新台幣1,365,742仟元減少27.25%；106年度個體稅後純損為新台

幣255,365仟元，相較105年度稅後純損為新台幣302,458仟元減少失達新

台幣 47,093仟元；106年度個體稅後基本每股虧損為 1.20元 。 

本公司106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1,519,795仟元，合併歸屬於母   

公司之稅後純損為新台幣 255,365仟元，相較105年度合併稅後純損為   

新台幣302,458仟元減少淨損達新台幣47,093仟元；106年度合併稅後基

本每股虧損為 1.20 元。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本公司個體財務及合併財務報表) 

個體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5年 106年 增(減) % 

財 務 

收 支 

營業收入 1,365,742 993,557 -27.25%

營業毛利 114,838 26,845 -76.62%

稅後淨利(損) (302,458) (255,365) -15.57%

獲 利 能

力 分 析 

資產報酬率(%) -9.67% -10.46% 8.17%

股東權益報酬率(%) -15.43% -14.88% -3.56%

佔實收資

本比率 % 

營業淨利(損) -6.49% -8.78% 35.29%

稅前淨利(損) -16.12% -12.83% -20.41%

純益(損)率(%) -22.15% -25.70% 16.03%

每股淨利(損)(元) (1.42) (1.20) -15.49%



        合併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5年 106年 增(減) % 

財 務 

收 支 

營業收入 2,144,531 1,519,795 -29.13%

營業毛利 220,943 164,763 -25.43%

稅後淨利(損)-歸屬母公司 (302,458) (255,365) -15.57%

獲 利 能

力 分 析 

資產報酬率(%) -8.67% -9.54% 10.03%

股東權益報酬率(%) -15.43% -14.88% -3.77%

佔實收資

本比率 % 

營業淨利(損) -18.13% -12.12% -33.15%

稅前淨利(損) -19.73% -13.11% -33.55%

純益(損)率(%) -14.10% -16.80% 19.15%

每股淨利(損)(元) (1.42) (1.20) -15.49%

(三)研究發展 

研發產品 說明 

無線胎壓偵測器 

BLE TPMS (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 

開發低功耗藍芽無線2.4GHz技術的胎壓偵測器，透過

語音接收器，可與智慧裝置連結，隨時監控輪胎壓力

與溫度，為行車安全謹慎把關。 

資料中心電能管理系統  

Data Center ESS 
雲端伺服器的電源管理系統。 

露營車智能電控系統 

RV Power System 

提供手機APP利用無線通訊技術，可遠端監控露營車

電源開關及周邊感應器狀態，並進一步操控配屬設備

的機械動作。 

電動車電池模組 

EV Battery Pack 

1.電動轎車、物流車、環衛車. .等DC 400V以下電池

模組以錳三元電池設計為主，電源系統設計

(90S~100S)開發，著重輕量化提高管理系統設計密

度。 

2.電動巴士客車. .等DC 600V電池模組以磷酸鐵鋰電

池設計為主，電源管理系統設計(160~170S)開發，

著重更安全更穩定可靠度。 



二、107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在106年度,系統電子已成功地從傳統電腦週邊無線產品，轉型到車用安

全部件胎壓偵測器TPMS，並積極擴展美歐日胎壓偵測器Replacement替代件市

場，開發多頻單機通用款式，可同時相容美歐日所有區域車種原廠胎壓偵測

器。107年度將著力在加強大陸及美國地區胎壓偵測器RetroFit售後加裝市場

及車廠之原設計安裝的佈局，另增加大陸地區代理經銷渠道，並持續擴大低

功耗藍牙(BLE)款式在市場之應用，推出針對一般乘用車、摩托車、重卡、以

及大客車的應用產品。此外，在中國大陸政府在未來兩年內有機會將胎壓偵

測器規範為一般乘用車的標配產品，美國地區亦在研擬強制將胎壓偵測器安

裝在卡車及大型車輛上，因此在可見的未來，TPMS市場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系統電子也正積極佈局開發美國及大陸地區專車專用胎壓偵測器，將市場推

廣至歐美及中國大陸車廠與其他市場OE前裝的機會。 

另外，系統電子結合IoT的技術與經驗套用在汽車電子，成功研發出露營

車 (Recreational Vehicle)控制系統。其中技術成分包含工業電腦，車內電

控系統，智能家電控制，手機App以及雲端服務。此系統可以協助使用者透過

雲端和中控平板來控制所有車內的電器和設備。與美國系統整合場目前已經

多家露營車車廠導入。此外，亦將此運用拓展到其他產業之運用上，如販賣

機、MARINE產品、CASINO機器等等，展望107年，積極的跟美國其他露營車廠

合作而擴大市場佔有率。另外也有健全的產品開發計劃，將此產品線的硬體

與軟體變成更模組化，可望快速的導入其他客戶。 

在ESS產品方面，專注於OCP(Open Compute Project) Data Center應用

之BBS(Battery Backup System)開發, 已取得與電力產業全球第一大客戶進

行合作，共同制訂 OCP 電力規範, 並與客戶協同設計提供 OCP Data Center 

備用電源系統之解決方案。另外在綠色能源的應用,配合鋰電池大幅取代鉛酸

電池的同時，藉著在不斷電系統與冗餘電源技術切入儲能產品,配合企業建構

不斷電的儲能供電系統 ,並且也為落後地區提供配合太陽能應用的儲能設備, 

提供高、中、低端ESS產品給現有客戶，並加速公司轉型成為 ESS之領導廠商。 

電源管理產品方面，致力於提供全球各大領導品牌整合應用於大數據、

IoT、高速運算設備…等方案，並為超大型數據中心(Hyper Scale Data Center)

客戶，開發機櫃型電源管理系統(Rack-Based Power System)，以達到環保節

能，成本效益的優勢，現已取得全球第一大能源客戶合作，並積極拓展其他

大型潛在客戶。 



【★】

Battery Pack 產品方面，本公司新能源電動車電池模組已大量出貨給中

國前三大的車廠，同時垂直整合電池管理系統(BMS)及能源管理系統(EMS)，

針對 ESS 客戶提供一條龍的整體服務。 

三、公司在未來研發方向： 

(一)開發多頻單機通用型Replacement胎壓偵測器產品。 

(二)擴大世界首創低功耗藍芽BLE胎壓偵測器在乘用車、摩托車、重卡、以及

大客車方本在的RetroFit應用。 

(三)擴展車廠前裝OE專車專用胎壓偵測器產品。 

(四)露營車控制中心系統。 

(五)由鉛酸電池轉為鋰電池在ESS之應用，延長備用電源時間，並符合環保節

能之需求。 

(六)開發電池模組管理系統，並配合電動車上路測試。 

(七)持續研發電池模組的高密度及高容量系統，因應未來產品及客戶的需求。 

本公司將持續積極培養及招攬優秀的研發人才，致力於產品及品質系統

皆符合國際各國法規之要求並取得認證，在營運過程中也都遵循國內及國外

轉投資國家之相關現行法令及規範，以期在面對外部競爭環境時，能因應市

場環境變化並充分掌握相關法規的變動，提早準備及做出適當措施。管理階

層也會隨時注意任何可能影響公司財務及業務之政策與法令變動。面對國內

外環境的快速變遷與挑戰，公司會更加注重在新產品的開發銷售及專利權的

取得，以貢獻最大的股東利益。於此仍冀望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多給與公司

支持與鞭策。全體同仁也必當更加戮力以報，一本過去堅守正直踏實之經營

理念，使公司仍能在變動中成長。管理階層也將一秉以往以最負責任的態度、

最積極審慎的思考來面對處理各項變數，為公司創造更高的業績與利潤，以

答謝各位股東的支持。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股東對公司的支持、信賴與鼓勵。 

敬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李益仁 經理人：駱 㨗 中 會計主管：蔡秀美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及虧損

撥補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

並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及虧損

撥補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

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鑒核 

此致系統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七年股東常會 

       系統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林寬照__________________ 

       獨立董事：王治中__________________ 

       獨立董事：魏哲楨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一 ○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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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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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系統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中華民國一○六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待彌補虧損餘額                   (369,468,927) 

加：民國106年度稅後淨損                         (255,365,023)  

期末待彌補虧損餘額                   (624,833,950) 

  董事長：李益仁        經理人：駱㨗中       會計主管：蔡秀美 

 



附件六 

依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保護中心 107 年 5 月 2 日 證保法字第 1070001699 號函，就維

護股東權益提出說明： 

 

(一) 本次減資緣由： 

為提升每股淨值並強化財務結構，故減資以彌補累積虧損。 

(二) 健全營運計畫書及落實執行之控管措施： 

本公司為改善營運績效，積極開發新客戶及應用市場，健全產品開發計劃並落實成本精簡

政策，健全營運計畫書簡要說明如下： 

(1) 營收提升規劃 

本公司將持續維護既有客戶，穩定現有產品利基，著力加強車用電子產品售後安裝市

場及車廠之原設計安裝佈局，積極與其他車廠合作並擴大市場佔有率，同時亦將垂直

整合電池管理系統(BMS)及能源管理系統(EMS)，為客戶提供一條龍整體服務，得以穩

定發展與客戶長期合作關係，並以此為基礎擴大市場佔有率，俾使營收及毛利率提升，

增加獲利。 

(2) 降低營運成本規劃 

本公司將落實成本精簡政策，嚴格管控各項費用及支出，並加強原物料採購及生產管 

理，降低庫存壓力及料件損耗；未來資本支出將著重於新技術及新製程之導入，及提 

昇機器設備生產效率之必要性支出，並落實執行嚴謹之投資效益分析。 

(3) 研發規劃 

本公司將持續積極培養及招攬優秀的研發人才，致力於產品及品質系統符合國際各國 

法規之要求並取得認證，進行製程改善，以利達成產品創新及降低成本的目的。 

 

 

 

 

 

 

 

 

 



附件七 

回覆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證保法字第 1070001804 號」函針對兩項問題說明 

如下： 

一、本次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為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銀行借款，然綜觀 貴公司公告之最近期(106

年第 4季)個體財務報告資產負債表之「短期借款」及「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到期之長期負債」合

計數 195,000 仟元佔「負債和股東權益總額」2,174,194 仟元，比重僅為 8.9%，請說明本次私

募資金用途擬用於償還銀行借款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說明：本公司 106 年第四季個體財務報告資產負債表「短期借款」，「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到期之長期

負債」係為本公司發行之可轉換公司債餘額，該金額包含於其他流動負債科目金額內，並未

單獨列示，該可轉換公司債之到期日為 107 年 1 月 12 日。本公司因有累積虧損之故，故銀行

核貸之期限及借款利率上皆不易有較佳的條件，就對公司的資金之穩定性及費用之控管上皆

不易。本公司除在營運上力求突破困境外，亦全心致力改善財務結構及降低費用，並為維持

公司穩定之營運資金來源以維繫未來營運週轉之需，故擬將私募資金用以充實營運資金及償

還銀行借款，因此本次私募有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另按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所載， 貴公司於 106 年 5 月 16 日公告擬以現金 3,277 萬元收購

億泰興電子(股)公司 42.29%股權，請說明辦理本次私募對象是否可能包含億泰興電子(股)公司

之股東，並請說明本次私募必要性及合理性。 

說明：本公司已於 106 年 11 月 1 日合併收購億泰興電子(股)公司並已註銷完成。本公司本次辦理私

募之主要目的仍為引進策略性投資人，策略性投資人會以對公司未來之營運及管理能有實質助

益之法人或個人為主，且私募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1 年

6 月 13 日（91）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3455 號令規定之特定人為限，並擬包括內部人及關係人。

本公司評估選定應募人時，將以不發生經營權重大變動為原則，目前並無已洽定之應募人，洽

特定人之相關事宜，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其中李益仁董事長及李承翰董事雖

亦為億泰興電子(股)公司之原股東，但本次私募列入應募人之可能名單係以本公司之內部人身

份而非以特定人身份。本公司擬於 107 年 6 月 12 日之股東會中討論辦理私募有價證券，不採

用公開募集之理由係考量募集資本之時效性、可行性及發行成本，並考量私募有價證券受限於

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可確保公司與應募人間之長期股權關係，另透過授權董事會視公

司營運實際需求辦理私募，亦將有效提高本公司籌資之機動性與靈活性，故不採用公開募集而

擬以私募方式發行，故有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