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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連科技 (5203.TW) 

法人說明會 
多媒體創作軟體領導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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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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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及同時發佈之相關訊息包含財務、市場暨產品業務
等預測性資訊。本公司未來實際發生的營運結果及財務狀
況，可能與這些預測性資訊所明示或暗示的預估有所差異，
其原因可能來自於各種本公司所不能掌控的風險。 
 
這些預估及展望的訊息，反應本公司截至目前為止對於未
來的看法，本公司並不負責隨時提醒或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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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第一季財務成果  

 企業暨產品訊息更新 

 總結 

 問與答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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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季 財務成果 
(未經會計師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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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果摘要 

• 2014年第一季 

– 第一季財務表現符合預期且稅後基本每股盈餘達新台幣1.72元 

– 營收為新台幣5.46億元，季減17.3%，年減13.9% 
• 符合前次法說展望之季減-16%至-20% 

– 毛利為新台幣4.63億元，毛利率為84.9% 
• 毛利率優於前次法說展望之80.5%至83.5%區間，主因係本季有較高毛利
的專案收入 

– 營業利益為新台幣1.49億元，營業利益率為27.4% 
• 符合前次法說展望25.5%至28.5%區間 

– 本期淨利為新台幣1.72億元，淨利率為31.6% 

• 資產負債表 
– 現金、約當現金及短期投資至2014年第一季季底總計約為新台幣44.04億元，

佔總資產68.2%；財務穩健且無舉債。  

• 股利政策 
– 董事會決議針對2013年盈餘配發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7.0元 

– 持續性的高配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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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季合併損益表(與去年同期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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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千元 Q1-2014 % Q1-2013 % Y/Y 

營業收入                        545,557  100.0% 633,951  100.0% -13.9% 

營業成本 (82,646) 15.1% (101,185) 16.0% -18.3% 

營業毛利 462,911  84.9% 532,766  84.0% -13.1% 

營業費用  (313,457) 57.5% (308,227) 48.6% 1.7% 

         研究發展費用 (135,686) 24.9% (138,358) 21.8% -1.9% 

         推銷費用 (133,500) 24.5% (132,280) 20.9% 0.9% 

         管理及總務費用 (44,271) 8.1% (37,589) 5.9% 17.8% 

營業利益 149,454  27.4% 224,539  35.4% -33.4% 

營業外收入(損失) 59,683  10.9% 28,539  4.5% 109.1% 

稅前淨利  209,137  38.3% 253,078  39.9% -17.4% 

本期淨利  172,190  31.6% 198,004  31.2% -13.0% 

稅前基本每股盈餘(新台幣:元) 2.09    2.53    -17.4% 

稅後基本每股盈餘(新台幣:元) 1.72    1.98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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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第一季合併損益表(與上一季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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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千元 Q1-2014 % Q4-2013 % Q/Q 

營業收入                        545,557  100.0% 659,968  100.0% -17.3% 

營業成本 (82,646) 15.1% (81,659) 12.4% 1.2% 

營業毛利 462,911  84.9% 578,309  87.6% -20.0% 

營業費用  (313,457) 57.5% (328,062) 49.7% -4.5% 

         研究發展費用 (135,686) 24.9% (136,642) 20.7% -0.7% 

         推銷費用 (133,500) 24.5% (141,341) 21.4% -5.5% 

         管理及總務費用 (44,271) 8.1% (50,079) 7.6% -11.6% 

營業利益 149,454  27.4% 250,247  37.9% -40.3% 

營業外收入(損失) 59,683  10.9% 41,935  6.4% 42.3% 

稅前淨利  209,137  38.3% 292,182  44.3% -28.4% 

本期淨利  172,190  31.6% 192,092  29.1% -10.4% 

稅前基本每股盈餘(新台幣:元) 2.09    2.92    -28.4% 

稅後基本每股盈餘(新台幣:元) 1.72    1.9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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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之毛利分布 

平衡的產品組合 
CREATE(多媒體創作)及PLAY(數位娛樂) 

多媒體創作、多媒體管理及其它類:包含創作、燒錄、多媒體管理及其它等軟體 

數位娛樂類：播放、多媒體伺服器(server & client)、相關軟體元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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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B2C 毛利分布 

針對消費者的品牌力量  
B2C業務持續成長 

“B2B” 係指傳統的硬體搭售；“B2C及其他” 則包含直接銷售予消費者、企業及教育授權，以及專
案收入等 



confidential 
 

穩定的獲利及 
持續性的高配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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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連董事會已決議每股配
發現金股利新台幣7元 

 即使處於電腦產業最艱困
的時期，訊連多年來仍維
持穩定的每股盈餘 

 持續的高配息股利政策以
使股東價值最大化 

in NT$   Y2005 Y2006 Y2007 Y2008 Y2009 Y2010 Y2011 Y2012 Y2013 
基本每股稅後盈餘 7.49  8.81  10.03  9.81  7.91  7.08  7.051  6.902  7.07  
每股股利 5.19  6.58  7.59  7.59  6.48  6.99  7.00  7.603  7.00  
配發比率 69% 75% 76% 77% 82% 99% 99% 110% 99% 

1. 新台幣7.05元是以2011年淨盈餘除以2011年底之流通在外股數。由於2011年實行20%現金減資，故根據2011年
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計算且業經會計師查核之稅後基本每股盈餘為新台幣6.11元。 

2. 新台幣6.90元為2012年財報公布時之成果，若以最新流通在外股數回溯計算，2012年每股盈餘為新台幣6.54元。 
3. 新台幣7.6元包含針對2012年盈餘配發之現金股利7.0元及資本公積轉增資每股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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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二季展望 

• 2014年第二季合併損益預測，假設新台幣匯率為30.2: 

 

– 營業收入 (季增減):   -2% +/- 2% (與2014年第一季相比) 

– 毛利率 :              80% +/- 1.5%  

– 營業利益率 :              2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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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暨產品訊息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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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推出 創意導演組合包之雲端訂閱模式(Director Suite Live) 

• 成功推出包含訊連雲服務的PowerDVD 14 

• YouCam Perfect (玩美相機) & PhotoDirector & YouSnap 等Apps 成功上市 

• 在連結的世界潮流中，訊連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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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推出Director Suite Live  
- 創意導演組合包的雲端訂閱模式 - 

13 

• 針對數位內容創作的消費者及專業級玩家，提供兼具雲端服務及訂閱模
式的最完整影像編輯軟體 

• 成功於今年三月推出(英語版限定) 

• Director Suite推出五周後： 

– 總銷量年成長294% 

– 32%的消費者選擇訂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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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推出PowerDVD 14  

• 橫跨PC、行動裝置及雲端服務並整合電影、相片及音樂等數位內容 

• 在AnandTech、MissingRemote及更多評論網站獲得非常正面評價 

14 

內建最新多媒體技術的No.1影音
播放軟體，提供用戶超凡聲視娛
樂享受 

 

首年免費獲得10GB大容量雲端儲存空間，
讓使用者跨平台輕鬆串流、同步和分享
媒體內容，隨時隨地擁有絕佳影音享受 

 

訊連雲 Power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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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pps 上的新經濟 

http://www.cyberlink.com/products/powerdvd-mobile/introduction_en_US.html
http://www.cyberlink.com/products/photodirector-mobile-for-windows/features_en_US.html
http://www.cyberlink.com/products/powerdirector-metro/overview_en_US.html
http://www.cyberlink.com/products/youcam-mobile-windows/features_en_US.html
http://apps.microsoft.com/windows/en-us/app/younote/74d95799-b63f-4604-8648-102efbcef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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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美相機YouCam Perfect 

 自動美顏及9項美顏工具 
 針對眼睛、嘴巴、鼻子及臉型等五官進行智慧型臉部偵測  
 眼睛放大及臉型修飾功能 
 自動偵測多餘物件並提供移除工具 

Android版於 2/28/2014推出 
iOS 版於 3/25/2014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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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OS平台上，玩美相機(YouCam Perfect)於台灣地區  
“免費”相片影像編輯類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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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ndroid平台上，玩美相機(YouCam Perfect)於台灣
地區  “新進免費”相片類別名列第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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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top網站將 玩美相機評為自拍App的第一名產品 
http://blog.laptopmag.com/best-selfie-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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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laptopmag.com/best-selfie-apps
http://blog.laptopmag.com/best-selfie-apps
http://blog.laptopmag.com/best-selfie-apps
http://blog.laptopmag.com/best-selfie-apps
http://blog.laptopmag.com/best-selfie-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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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Director 

快速校正白平衡、曝光度、色調、飽和度等，提高色彩準確度 

運用智慧物件移除工具，輕鬆簡易移除相片中多餘物件或人物 

輕鬆增添並調整HDR效果，創造生動活潑相片風格 

包含Lomo、藝術、HDR效果及暈影等超過70項的豐富相片風格檔 

利用修容工具改善膚質，彈指之間打造完美肖像 

Android平板專用版於 3/6/2014推出 
Android手機專用版於4/23/2014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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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Snap 

 自動校正歪斜畫面，調整水平影像並改善畫質 
 針對翻拍圖像進行畫質改善 
 相片轉存JPG或PDF檔案以利歸檔及分享 
 方便組織及歸檔的圖像庫 
 
 1 2 3 

Android 版於1/5/2014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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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連的策略 
因應連結的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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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一: 

世界第一的電腦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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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DVD  創意導演家族 
LIVE LIVE 

透過訊連雲，體驗視聽娛樂 
自行動裝置上傳影片和相片，隨後在電腦上觀看 
同步個人音樂和播放清單，並隨時隨地跨裝置存取 
相片、音樂轉檔無負擔，大幅節省時間和空間 

多媒體雲-數位內容創作及影音播放 

透過訊連雲，享受多媒體影音創作 
上傳及下載創作檔案 
上傳及下載相關範本 
備份及修復創作設定 
線上即時分享您的創作及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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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二: 

訊連雲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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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視聽娛樂享受 

創作 
多媒體影音傑作 

PowerDVD 創意導演組合包 

450,000 免費特效 
每年1,500萬次特效下載 
每年6,500萬頁網頁瀏覽量 

10GB 免費儲存空間 
可升級至 20/50/100GB 

多媒體雲端同步 
雲端自動備份 

85,000電影條目 
110,000 電影名人條目 
每年六億頁網頁瀏覽量 

整合雲端服務的多媒體軟體 

極致雲端版 極致雲端版 

Since 2013 Since 2008 Sinc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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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三: 

訊連雲服務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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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四: 

世界第一的多媒體Apps 

http://www.cyberlink.com/products/powerdvd-mobile/introduction_en_US.html
http://www.cyberlink.com/products/photodirector-mobile-for-windows/features_en_US.html
http://www.cyberlink.com/products/powerdirector-metro/overview_en_US.html
http://www.cyberlink.com/products/youcam-mobile-windows/features_en_US.html
http://apps.microsoft.com/windows/en-us/app/younote/74d95799-b63f-4604-8648-102efbcef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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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連的策略 
因應連結的世界潮流 

人際社群網絡 世界第一的電腦軟體 
+ 雲端服務 

 

世界第一的 行動裝置
App+ 雲端服務 

  

http://www.cyberlink.com/products/photodirector-mobile-for-windows/features_en_US.html
http://www.cyberlink.com/products/powerdirector-metro/overview_en_US.html
http://www.cyberlink.com/products/youcam-mobile-windows/features_en_US.html
http://apps.microsoft.com/windows/en-us/app/younote/74d95799-b63f-4604-8648-102efbcef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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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 +  
雲端服務/社群 

個人電腦 +  
雲端服務/社群 

 

數位內容 + 社群 

延伸最佳的多媒體使 
用經驗至行動裝置 

隨時隨地存取、同步、  
整合及分享多媒體內容 

促進多媒體編輯、交流的 
社群蓬勃發展 

打造全球首創數位影音多媒體生態系統 

Director Suite 
LIVE 

訊連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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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2014年第一季財務表現符合預期且稅後基本每股盈餘達新台幣1.72元 

• 針對2013年稅後基本每股盈餘新台幣7.07元，訊連科技董事會已決議
配發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7元  

• 我們預期2014年第二季營收與前季相較，介於持平或減少4%之間，且
營業利益率預估為27% +/-1.5%  

• 充滿活力及豐碩成果的第一季: 
– 成功推出整合雲端服務的創意導演組合包訂閱版(Director Suite Live) 

– 成功推出PowerDVD14 

– 我們推出訊連多媒體APPs，包括玩美相機 (YouCam Perfect) , PhotoDirector 及 
YouSnap 

– 玩美相機 (YouCam Perfect)在App類排名表現優異 

– 在連結的世界潮流中，訊連的策略是以提供最完整且獨特的”數位創作” 及 “影音娛
樂”體驗，並結合最佳PC軟體、行動裝置App搭配社群網絡及雲端服務為目標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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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得知訊連科技更多資訊，請參考公司網站:  
www.CyberLink.com 

 
若有相關問題，請來信至:  

investor@cyberlink.com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