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博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初次上櫃前公開承銷之普通股股票競價拍賣處理辦法公告(股票代號：6733) 

（本案適用掛牌後首五日無漲跌幅限制之規定，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並審慎評估） 

(本案投標人需繳交投標保證金，如得標後不履行繳款義務者，除喪失得標資格外，證券承銷

商將就投標保證金沒入之) 

一、有價證券名稱：博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博晟生醫或該公司)普通股股票。 

二、本次就提出承銷總數量、供競價拍賣、公開申購之數量及預計過額配售數量： 

博晟生醫為申請股票初次上櫃辦理承銷之總股數為 9,967 仟股，其中 6,934 仟股以競

價拍賣為之，1,733 仟股以公開申購配售辦理，另依「證券承銷商辦理初次上市(櫃)案件承

銷作業應行注意事項要點」之規定，由博晟生醫協調其股東提供已發行普通股 1,300 仟股，

供主辦證券承銷商採公開申購方式進行過額配售，其實際過額配售數量視中籤數量認定。 

三、證券承銷商名稱、地址、電話及承銷方式： 

承銷商名稱 地址 電話 承銷方式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66號 11樓 02-2718-1234 競價拍賣、公開申購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85號 7樓 02-2562-6288 公開申購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333號 20樓 02-2326-9888 公開申購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 3段 156號 11樓 02-8789-8888 公開申購 

德信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50號 3樓 02-2393-9988 公開申購 

四、最低承銷價格、最低每標單位、每一投標單最高投標數量及每人最高得標數量： 

(一)最低承銷價格(拍賣底價)每股新台幣 24.14元。 

(二)競價拍賣最低每標單位 1張(仟股) 

(三)每一投標單最高投標數量不超過 996張(仟股)，每人最高得標張數合計不超過 996張(仟

股)，投標數量以 1張(仟股)之整數倍數為投標單位。 

五、投標方式、期間及場所： 

(一)投標期間自 110年 1月 8日起至 110年 1月 12日止，於投標期間內之營業日，每日上

午 9時至下午 2時。 

(二 )投標人：以網際網路方式於「承銷有價證券競價拍賣系統」 (網址：

https://scas.twse.com.tw)(證券商簽發之電子憑證登入)依規定格式填寫投標單或於開戶

證 券商總(分)公司營業處所設置之終端設備進行投標。 

(三)投標後該筆投標單不得撤回或更改，投標人請審慎評估。 

六、開標日期、期間及場所： 

(一)開標日期：110年 1月 14日。 

(二)開標時間：110年 1月 14日上午 10點。 

(三)開標場所：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號 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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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標處理費、投標保證金： 

(一)投標保證金成數：每一投標單保證金成數為投標金額之 50%。 

投標人應繳保證金金額，請依下列公式計算： 

每股投標價格：24.14元(含)以上，每股投標價格最小單位至分為止。 

每一投標單應繳保證金：每股投標價格×投標股數×50%。 

(二)投標處理費：投標人參與投標時，每一投標單應繳交投標處理費新台幣 400 元整。未

得標件或不合格標，其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三)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10年 1月 12日；投標保證金及投標

處理費往來銀行扣繳日為 110年 1月 13日(依銀行實際之扣款作業為準)。 

(四)未得標及不合格件保證金退款作業：經紀商應於開標日次一營業日(110年 1月 15日)上

午十點前，依證交所電腦資料，指示往來銀行將未得標(包括單一投標單部份未得標)及

不合格件之保證金不加計利息予以退回，惟投標處理費不予退回。 

(五)得標人未如期履行繳款義務時，除喪失得標資格外，投標保證金應由主辦承銷商沒入

之，並依該得標人得標價款自行認購。 

(六)投標人投件時銀行存款餘額應足以支付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投標人如就同一競

價拍賣案件填送多筆投標單，或有數個競價拍賣案件於同一天截止投標，當投標人投

件參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時，投標人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其所有投標單之投標保證金及

投標處理費之合計為準，否則全數為不合格件，所有投標單之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八、銷售對象： 

(一)參與本次競價拍賣之對象，以具下列身份者為限： 

1.年滿二十歲之中華民國國民。 

2.本國法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依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規定得投資證券之華僑及外國人。 

4.行政院開發基金、郵政儲金、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勞工退休基金、勞工保險基金。 

5.其他經政府核准之對象。 

(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本次競價拍賣： 

1.發行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2.對發行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 

3.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與發行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4.受發行公司捐贈之金額達其實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 

5.發行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管。 

6.發行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之配偶。 

7.承銷團之董事、監察人、受僱人及其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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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前各款之人利用他人名義參與應募者(指具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要件等之實

質關係人)。 

九、投標處理方式： 

(一)投標時間截止後，投標單如有本公告十、各款情事者，證交所應於開標前予以剔除，並

由證交所於開標日辦理開標，投標價格高者優先得標，同一價格者以電子計算機隨機擇

定得標者，直至滿足該次提交競價拍賣之數量為止。每一得標人之得標數量不得超過 996

張(仟股)，如果超過，其得標價格為單一時，以電子計算機隨機擇定刪除超過數量，其

得標價格有二個以上時，其得標數量以剔除得標較高及較低價數量各半為之，若有剩餘

奇數部分則以剔除較高價數量為優先，而每一得標人應依其得標價格認購之。 

(二)如得標總數量達該次競價拍賣數量，則公開申購之承銷價格，以各得標單之價格及其數

量加權平均所得之價格（分以下四捨五入）為之，並以本公告四、(一)最低承銷價格之

1.16 倍為上限；如其得標總數量未達該次競價拍賣之數量，則以本公告四、(一)之最低承

銷價格作為競價拍賣剩餘部分及公開申購之承銷價格。 

(三)如合格標單累計數量未達該次提交競價拍賣之認購數量，證交所將不辦理開標。

十、投標單不合格件之情事： 

投標單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為不合格件，該投標單不得參與競價，投標處理費均不予

退回： 

1.投標價格低於最低承銷價格每股 24.14元者。 

2.投標數量低於下限 1張(仟股)或高於 996張(仟股)，或非為 1張(仟股)之整數倍數。 

3.未繳足投標保證金或投標處理費者。 

4.未填妥交易帳號(11 碼)，或資料不實者。 

5.未填妥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或資料不實者。 

6.自然人未填妥出生年月日，或資料不實者。 

7.未填妥股票代碼者。 

8.投標人身分牴觸本公告八、規定者。 

9.未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者。 

10.未與經紀商指定之往來銀行就競價拍賣相關款項扣繳事宜簽訂委託契約者。 

11.投標人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低於所有投標有價證券保證金、投標處理費

之合計金額者。 

12.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投標者。 

十一、未完成訂價之退款：如合格標單累計數量未達該次提交競價拍賣之承銷數量，台灣證券交

易所將不辦理開標事宜，經紀商應於 110年 1月 15日上午 10點前，指示往來銀行將投標

人之投標保證金及 80元投標處理費均不加計利息予以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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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款： 

(一)得標人之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10年 1月 18日止，得標人應

繳足下列款項： 

1.得標價款：得標人應依其得標價款認購之，應繳之得標價款，應扣除已扣繳之投標

保證金後為之。 

2.得標手續費：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

辦法」第十二條規定，承銷商得向得標人收取得標手續費。本次承銷案件得標人每

一得標單應繳交得標價款之 5.0%之得標手續費，並併同得標價款於銀行繳款截止日

(110年 1月 18日)前存入往來銀行。 

每一得標單之得標手續費：每股得標價格×得標股數×5.0%。 

3.得標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扣繳日：110年 1月 19日(依銀行實際之扣款作業為準)。 

(二)得標人未如期履行繳款義務時，除喪失得標資格外，投標保證金由主辦證券承銷商沒

入之，並依該得標人得標價款自行認購。 

(三)如有數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繳交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當投資人投標參

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或就同一競價拍賣案件有多筆得標單時，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

已繳保證金較高者優先扣款，如金額相同者，以得標應繳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合計總額

較高者優先扣款，如金額相同者，以投標單輸入時間先後順序扣款。 

十三、公開說明書資料索取方式： 

有關該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投資人得上網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網站查詢(http://mops.twse.com.tw－＞基本資料－＞電子書)，或至主、協辦證券承銷商

網站查詢：（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yuanta.com.tw)、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jihsun.com.tw）、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cathaysec.com.tw) 、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capital.com.tw) 及德信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rsc.com.tw)。 

十四、有價證券發放日期、方式與特別注意事項： 

(一)該公司於股款募集完成後，通知集保公司於 110年 1月 28日將股票直接劃撥至認購人

指定之集保帳戶，並於當日上櫃(實際上櫃日期以發行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公告為準)。 

(二)認購人帳號有誤或其他原因致無法以劃撥方式交付時，認購人須立即與所承購之承銷

商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十五、投標人銀行存款不足之處理： 

投標人銀行存款不足同時支應投標保證金、投標處理費、得標價款、得標手續費、申

購處理費、申購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交易市場之交割價款時，應以交割價款

為優先，次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再為申購處理費、申購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

本費，最後為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 

http://mops.twse.com.tw/
http://www.yuanta.com.tw/
https://www.rs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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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得標後通知及語音查詢： 

(一)由主辦證券承銷商於開標日次一營業日(110 年 1 月 15 日)以限時掛號寄發得標通知書

及公開說明書等；並由證券經紀商於開標日通知得標人辦理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

款。 

(二)開標日後，投標人可於「承銷有價證券競價拍賣系統」或向開戶證券經紀商查詢，亦

可以透過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電話語音系統查詢是否得標，但使用此系

統前，得標人應先向證券經紀商申請查詢密碼，相關查詢事宜如后： 

1.當地電話號碼七碼或八碼地區(含金門)，請撥 412-1111或 412-6666，撥通後再輸入

服務代碼 111＃。 

2.當地電話號碼六碼地區請撥 41-1111或 41-6666，撥通後再輸入服務代碼 111＃。 

十七、證券交易市場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集中交易市場休市時，有關投標截止日、開標日、

投標處理費、投標保證金、得標手續費、價款之繳存、扣繳、解交、匯款等作業，其後續

作業一律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另如係部份縣(市)停止上班，考量天災係不可抗力之事

由，無法歸責證券商，投資人仍應注意相關之風險。如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扣款日遇

部分縣(市)停止上班但集中市場未休市時，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之扣繳日及其後續之

開標日、未得標或不合格件保證金退款日、得標剩餘款項及得標手續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

日及扣繳日、經紀商價款解交日等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 

十八、其他為保護公益及投資人應補充揭露事項：詳見公開說明書。 

十九、博晟生醫最近五年度及最近期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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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明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及註 2) 109年截至 

9月 30日 

之財務資料 104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108年度 

流動資產  

 

 

 

 

 

 

 

 

 

 

 

 

 

 

 

 

 

不適用 

(註 1及註 2) 

 

 

 

 

 

 

 

 

 

 

 

 

 

 

 

 

 

 

 

 

 

 

 

 

 

 

 

 

 

 

 

 

 

 

 

 

 

566,49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548  

無形資產 106,462 

其他資產 73,319 

資產總額 752,821 

流動 

負債 

分配前 14,535 

分配後 14,535 

非流動負債 2,500 

負債 

總額 

分配前 17,035 

分配後 17,035 

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之權益 
735,786 

股本 920,000 

資本公積 160,903 

保留 

盈餘 

分配前 (345,117) 

分配後 (345,117) 

其他權益 - 

庫藏股票 - 

非控制權益 - 

權益 

總額 

分配前 735,786 

分配後 735,786 

註 1：本公司自 105年設立日起，財務報告係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故無採

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註 2：本公司 105~108年為個別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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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明綜合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 

單位：新台幣千元(每股虧損單位：新台幣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及註 2) 109年截至 

9月 30日 

之財務資料 104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108年度 

營業收入 

不適用(註 1及註 2) 

1,074  

營業毛利 556  

營業損失 (104,66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9,714) 

稅前淨損 (114,379)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損 (114,379) 

停業單位損失 - 

本期淨損 (114,379)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14,379)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114,379)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114,379)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 

每股盈餘(虧損) (1.33) 

註 1：本公司自 105年設立日起，財務報告係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故

無採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註 2：本公司 105~108年為個別財務報告。 

 
 

  



8  

(三)簡明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體)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及註 2) 

104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108年度 

流動資產 

不適用 

109,100 232,753 458,228 395,27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14,010 13,373 8,736 

無形資產 30,000 114,686 101,057 118,965 

其他資產 75,888 76,015 76,511 84,284 

資產總額 214,988 437,464 649,169 607,255 

流動 

負債 

分配前 32,854 79,928 14,504 15,493 

分配後 32,854 79,928 14,504 15,493 

非流動負債 - - 2,500 2,500 

負債 

總額 

分配前 32,854 79,928 17,004 17,993 

分配後 32,854 79,928 17,004 17,993 

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之權益 
182,134 357,536 632,165 589,262 

股本 250,000 557,107 700,000 820,000 

資本公積 - 1,913 301,105 301,105 

保留 

盈餘 

分配前 (67,866) (201,484) (368,940) (531,843) 

分配後 (67,866) (201,484) (368,940) (531,843) 

其他權益  -  -  - - 

庫藏股票  -  -  - - 

非控制權益 - - - - 

權益 

總額 

分配前 182,134 357,536 632,165 589,262 

分配後 182,134 357,536 632,165 589,262 

註 1：本公司自 105年設立日起，財務報告係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故

無採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註 2：本公司 105~108年為個別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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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明綜合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體) 

 

單位：新台幣千元(每股虧損單位：新台幣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04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108年度 

營業收入 

不適用 

- - - 1,461 

營業毛利 - - - 185 

營業損失 (67,874) (144,442) (166,197) (167,11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8 6,097 (1,259) 4,210 

稅前淨損 (67,866) (138,345) (167,456) (162,903)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損 (67,866) (138,345) (167,456) (162,903) 

停業單位損失 - - - - 

本期淨損 (67,866) (138,345) (167,456) (162,903)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 - -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67,866) (138,345) (167,456) (162,903)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67,866) (129,583) (167,456) (162,903)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 (8,762) - -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67,866) (129,583) (167,456) (162,903)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 (8,762) - - 

每股盈餘(虧損) (2.71) (2.98) (2.76) (2.01) 

註 1：本公司自 105年設立日起，財務報告係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故

無採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註 2：本公司 105~108年為個別財務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