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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2規定於最近一次股東常會報告買回股份之董事會決

議及執行情形: 

 

買回期次 109 年第 1 次 

買回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董事會決議日期 109/3/26 

買回期間 109/3/27 ~ 109/5/26 

買回區間價格 新台幣 10 元 ~ 28 元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300,000 股 

已買回股份金額 4,892,969 元 

帄均每股買回價格 16.31 元 

已買回數量占預定買回數量之比率（%） 100%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數量  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800,00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已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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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董事會召集權人及董事長之代理 

一、本公司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者，由

董事長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

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數

最多之董事召集者，會議主席由該召

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第四項或第二

百零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董事會由過

半數之董事自行召集者，由董事互推

一人擔任主席。 

二、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

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

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

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

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七條  董事會召集權人及董事長之代理 

一、本公司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

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

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數最多之

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

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

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二、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

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

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

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 

配合公

司法修

訂 

第十五條  董事之利益迴避制度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

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

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

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

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

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

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事

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

身利害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

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

條第三項准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 

第十五條  董事之利益迴避制度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

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

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

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

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

行使其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

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

條第三項准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 

配合公

司法修

訂 

第十九條  實施及修訂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範於中華民國 101年 05月 08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4年 05月 15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6年 10月 30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8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10年 03月 25日。 

第十九條  實施及修訂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

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未來如有修正得授

權董事會決議之。 

本規範於中華民國 101年 05月 08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4年 05月 15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6年 10月 30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8日。 

新增修

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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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Ｏ七年度第一次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次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

義務除有關法令及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

與其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員工於本公

司交付普通股股份之日起二年內不得轉

讓。 

第二條   

本次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

義務除有關法令及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

與其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配合公

司法與

實際作

業情形

修訂 

第六條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以實際買回之

帄均價格為轉讓價格。惟轉讓前，如遇公

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增加或減少，得按

發行股份增加或減少比率調整之。若依據

本公司章程規定，以低於實際買回之帄均

價格轉讓予員工者，應於轉讓前提經最近

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過半數股東

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

同意，並應於該次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

說明「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

第十條之一規定事項，始得辦理。 

 

轉讓價格調整公式： 

調整後轉讓價格=實際買回股份之帄均價

格×(申報買回股份時之普通股股份總數/轉

讓買回股份予員工前之普通股股份總數)。 

第六條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以實際買回之

帄均價格為轉讓價格。惟轉讓前，如遇公

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增加或減少，得按

發行股份增加或減少比率調整之。依據本

公司章程規定，以低於實際買回之帄均價

格轉讓予員工者，應於轉讓前提經最近一

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過半數股東之

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並應於該次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說

明「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

第十條之一規定事項，始得辦理。 

 

轉讓價格調整公式： 

調整後轉讓價格=實際買回股份之帄均價

格×(申報買回股份時之普通股股份總數/轉

讓買回股份予員工前之普通股股份總數)。 

配合公

司法與

實際作

業情形

修訂 

第十二條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一○七年十月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三月二十五

日。 

第十二條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一○七年十月五日。 

 

新增修

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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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 F218010資訊軟體零售業。 

二、I301010資訊軟體服務業。 

三、I301020資訊處理服務業。 

四、I301030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五、I401010一般廣告服務業。 

六、F213060電信器材零售業。  

七、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八、 F106020日常用品批發業。 

九、 F118010資訊軟體批發業。 

十、 F206020 日常用品零售業。 

十一、JZ99050 仲介服務業。 

十二、J503030廣播電視節目發行業。 

十三、J506021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

業。 

十四、J303010雜誌(期刊)出版業。 

十五、J503010廣播節目製作業。 

十六、J503020電視節目製作業。 

十七、J503040廣播電視廣告業。 

十八、J503050錄影節目帶業。 

十九、J701070資訊休閒業。 

十九、J803010運動表演業。 

二十、J803020運動比賽業。 

二十一、F21303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

零售業。 

二十二、F104110 布疋、衣著、鞋、帽、

傘、服飾品批發業。 

二十三、F105050 家具、寢具、廚房器

具、裝設品批發業。 

二十四、F10907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

批發業。 

二十五、F204110布疋、衣著、鞋、帽、

傘、服飾品零售業。 

二十六、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

具、裝設品零售業。 

二十七、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

零售業。 

二十八、C399990 其他紡織品及製品製造

業。 

二十九、F399040無店面零售業。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 F218010資訊軟體零售業。 

二、I301010資訊軟體服務業。 

三、I301020資訊處理服務業。 

四、I301030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五、I401010一般廣告服務業。 

六、F213060電信器材零售業。  

七、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八、 F106020日常用品批發業。 

九、 F118010資訊軟體批發業。 

十、 F206020 日常用品零售業。 

十一、JZ99050 仲介服務業。 

十二、J503030廣播電視節目發行業。 

十三、J506021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

業。 

十四、J303010雜誌(期刊)出版業。 

十五、J503010廣播節目製作業。 

十六、J503020電視節目製作業。 

十七、J503040廣播電視廣告業。 

十八、J503050錄影節目帶業。 

十九、J701070資訊休閒業。 

二十、J803010運動表演業。 

二十一、J803020運動比賽業。 

二十二、F21303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

零售業。 

二十三、F104110 布疋、衣著、鞋、帽、

傘、服飾品批發業。 

二十四、F105050 家具、寢具、廚房器

具、裝設品批發業。 

二十五、F10907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

批發業。 

二十六、F204110布疋、衣著、鞋、帽、

傘、服飾品零售業。 

二十七、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

具、裝設品零售業。 

二十八、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

零售業。 

二十九、C399990 其他紡織品及製品製造

業。 

三十、F399040無店面零售業。 

依法令

需求刪

減所營

事業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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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三十一、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

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三十二、J506031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三十三、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三十四、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三十一、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三十二、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

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三十三、J506031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三十四、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三十五、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第三十條 實施與修訂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

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八日訂定。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二十八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二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四月二十一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三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八月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五月八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五月三十一

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五月二十九

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五月二十九

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九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第三十條 實施與修訂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

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八日訂定。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二十八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二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四月二十一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三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八月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五月八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五月三十一

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五月二十九

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五月二十九

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九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新增修

訂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