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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三星集團是韓國最大企業，它的一舉一動對整個市場有極大的影響，不僅

在於智慧型手機市場，亦橫跨面板及半導體產業。2016年三星 Note 7爆炸事

件全球皆知，但三星的年獲利卻不受影響，隔年仍在手機市場上叱吒風雲，因

此，我們將探討三星的危機處理方法，並簡略分析 2012年到 2016年的財務比

率，再探討此爆炸事件對三星季度及年度的總獲利是否有很大的影響。藉由研

究分析可得知，三星透過跨足多個產業，來增加其對於突發事件的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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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msung Group is the largest Korean company,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entire market. Samsung Group is not only in the smartphone market but also in the panel 

and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 explosion event of Samsung Note 7 in 2016 is 

known all over the world, but Samsung's annual profits are unaffected. Instead, it still 

makes an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the smartphone market next year. Therefore, we 

will probe into this event and discuss Samsung's ability of crisis management ,and 

briefly analyze the financial ratios from 2012 to 2016, and then explore whether this 

event has a great impact on Samsung's total profits of quarterly and annual reports. As 

we know from this research and analysis, Samsung increases its ability of problem 

solving for emergencies by extending its business to multipl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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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智慧型手機普及的時代下，手機的發展日新月異，人們對手機的功能隨著

生活模式的改變，有著更高的要求。在市場激烈競爭下，我們觀察出三星電子在

手機產業中有著極高的市占率，說明消費者對於此公司有著一定的信賴，所以我

們想以此龍頭公司作為研究對象。  

    2016 年三星電子公司發生了一起令全球矚目的 Note 7 爆炸案，我們想針對

此爆炸案去了解公司對於突發事件的應變能力，並分析公司近五年的財務數據。

雖然此事件影響了三星電子的立即股價以及第三季財報，但在三星電子 2016 年

的年度報表中，我們卻發現三星電子的年度獲利不但沒有降低，反而超過前一年

的獲利。因此我們想研究整個事件的經過，並且去尋找為何三星電子能在 2016

年第三季淨利潤大幅下降的趨勢下，卻能在年度報表中表現的依然亮眼且獲利持

續上漲。  

 

貳、正文 

一、公司簡介 

   三星集團（Samsung Group），總部位於韓國首爾的國際跨國公司，亦是韓國

最大的財閥。三星集團的經營領域涵蓋電子、金融業、保險、生物製藥、建設、

化工業、醫療、航空零件、軍火製造、服裝、酒店、汽車等等。 

    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三星集團子公司，韓國最大的消費電子產

品及電子元件製造商，亦是全球第二大的資訊科技公司。 

    2014 年時，智慧型手機市場的低價競爭，讓三星的中低階手機市場備受擠

壓，使得三星手機跟著降價且毛利降低。三星在當時那幾年，主要的獲利來源都

是智慧型手機產業，所以只要銷售不理想，獲利跟股價都會大受影響，因此三星

開始把資金投入到各個產業。今日三星電子的主要經營專案是七大事業群：半導

體、顯示面板、行動通訊、數位影像、電信系統、IT 解決方案及數字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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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比率分析 

（一）獲利能力 

表 1  三星近五年毛利率、營業利益率、稅後純益率 

 

毛利率＝    (公式一) 

    毛利率是反映產品的附加價值，毛利率越高代表公司銷貨收入和原料成本之

間的差距越大，就越有能力進行研發、提升獲利品質。 

營業利益率＝    (公式二) 

    營業利益率代表公司靠本業賺的錢占所有營收的比率。比起毛利率，多考慮

公司管理的效率，彌補了毛利率的缺失，更能真實地反映公司的經營能力。 

稅後純益率＝    (公式三) 

    稅後純益率是衡量企業最終的獲利能力。長期維持高水準，代表企業產品佳、

經營能力強。 

    淨利＝營業利益－業外損益和所得稅，因為業外收支會影響淨利率甚多，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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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非經常性支出的部分，有時也會讓淨利率對股價的影響打折扣。因此必須扣

除業外收支裡的非經常性支出，才能有效衡量稅後純益率的意義。 

    由表 1 可見毛利率與營業利益率差距大約 25%左右，可推知三星的管銷費用

占銷貨收入蠻大一部份。而營業利益率與稅後純益率之間幾乎都維持在一定的差

距， 2014 年營業利益率下降的幅度比稅後純益率大，可推知那年三星可能有變

賣資產、匯兌損益，或其他的投資有獲利。 

表 2  三星近五年 ROA、ROE 

 

ROA =    (公式四) 

    ROA 是用來衡量企業利用資產的經營效率，ROA 越高，資產利用效率越好，

且 ROA 長期平均要比長期公債利率高(通常是 5%以上較穩定)。 

ROE =    (公式五) 

    顧名思義，ROE 就是公司拿股東的錢去投資的報酬率，ROE 數值愈高，獲

利能力愈佳，股東享有公司所給予的獲利愈多。 

    雖然單從 ROA 和 ROE 的高低來區別，顯示三星的獲利多是來自高財務槓

桿，但三星的 ROA 數值並不低，都介於 5%以上，且從後面要介紹到的償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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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三星應該不會有無法償還債務的問題。 

    從 2014 年開始，ROA 及 ROE 皆有明顯下滑的趨勢，我們發現這是因為中

國的小米、華為、聯想等廠商的製作水準越來越高，且使用低價策略，而三星中

階手機的售價較高，銷售量自然受到衝擊，在三星也跟著降價的情況下，造成毛

利也被降低。市場對 iphone 6 的高度期待，也讓三星的高階產品銷量受到影響。 

（二）經營能力 

表 3  三星近五年總資產周轉率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總資產周轉

率 
1.11 1.07 0.89 0.83    0.77 

總資產周轉率 =    (公式六) 

    總資產周轉率代表一整年的營收可以創造多少總資產，用來判斷整間企業的

綜合效率，總資產周轉率越高，資產的運用效率越高。 

    我們進而對近五年的下降趨勢做分析，雖然銷貨收入的降低對總資產報酬率

有些微的影響，但最主要的影響是資產總額的增加。 

（三）償債能力 

表 4  三星近五年現金比率、速動比率、流動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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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比率=   速動比率=   現金比率=  

   (公式七)                 (公式八)                 (公式九) 

    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是衡量短期債務清償能力最常用的比率，是企業短期風

險的指標。現金比率則是反映企業的即刻變現能力，這項比率可顯示企業立即償

還到期債務的能力。 

    一般認為流動比率在 200%以上、速動比率在 100%以上，代表短期在還債上

越沒有壓力。三星公司在 2012 年到 2016 年間，除了流動比率在 2012 年低於

200%之外，在接下來的四年皆大於 200%且呈現穩定成長，此外速動比率在 5 年

間皆大於 100%，兩項比率都顯現償債能力越來越好，代表三星在整體上是沒有

償債能力的問題，發生短期財務危機的機率也很低。另外現金比率一般認為 20%

以上為好，而三星公司在五年間皆大於 20%，顯示企業立即償還到期債務的能力

不錯。 

 

    由上述的財務比率顯示，三星電子不論是獲利能力、經營能力，還是償債能

力，都有不錯的表現。接下來，我們將探討 Note7 爆炸事件對公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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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Note 7 爆炸事件 

    2016 年 8 月 24 日，韓國地區的某一 Samsung Galaxy Note 7 使用者，在他熟

睡時，突然「碰！」的一聲巨響，讓他從睡夢中驚醒。這一連串的爆炸事件，炸

毀了消費者對 Note 7 的信心，也炸毀了三星這一季的獲利。接下來，我們將對整

件事件進行分析。 

（一）事件經過及股價影響 

    2016 年 8 月 24 日，韓國發生首宗 Note 7 充電爆炸事件，其後世界各地亦傳

出多宗 Note 7 爆炸事件，股價連跌多日。9 月 2 日，三星宣布全球召回 Note 7 並

在 10 個市場暫停銷售三星 Note 7 手機，稱 Note 7 電池設計有缺陷，並計劃在兩

周內為用戶更換全新的「安全版」。 

 

圖 1  三星回收 Note 7的國家和地區 

    9 月 8 日，美國聯邦航空總署 FAA 建議停止在飛機上使用 Note 7，接著多家

航空公司同步宣導機上禁用 Note 7。航空公司的禁用，使 9 月 12 日三星電子股

價一度重挫 7.6%，收盤下跌 7%，為近四年單日最大跌幅。若加 9 月 9 日下挫

3.9%，短短兩個交易日三星電子股價重挫 10.9%，市值蒸發逾 220 億美元。10 月

1 日，Note 7 在韓國開始重新開機銷售，股價開始有回漲趨勢。10 月 9 日，多起

新機意外後，美國電信商 AT&T、T-Mobile 決定停售新舊版本 Note 7。10 月 11

日，三星官方宣布 Galaxy Note 7 全球停售，並要求用戶關機、停止使用手機，當

日股價暴跌 8.04%，創金融海嘯以來最大跌幅。 

    2017 年 1 月 23 日，三星電子召開發布會，公布 Galaxy Note 7 起火事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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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證實燃損原因在於電池。由於三星想要在電池蓄電量上有所突破，但操之

過急，沒有做好電池的溫度控制，才引發爆炸事件，三星因此而學到慘痛的教訓，

後續新出的手機皆特別著重這方面的防範。 

 

圖 2  Note 7爆炸對股價的影響 

（二）解決方法 

1. 爆炸發生後，三星迅速擬定解決方案，暫緩銷售，回收新機。在回收新機的

兩周內為消費者更換全新版「安全版」Note 7，更換電池，以保護消費者。 

2. 回收後的 Note 7 將會被換成新機，或者租售，已經有問題的手機也會把舊

零件提取出裡面含有的稀有金屬。 

3. 三星以全球直播公布起火原因，並且跟股東還有消費者們道歉。 

4. 三星 Note 7 的用戶在三星 Galaxy S8 或 Note 8 上市之後，將獲得 50%的折扣

賠償。 

三星對於事件的危機處理方法及友善的態度，讓消費者的信心不致流失，

為 S8 及 Note 8 打下良好的基礎。 

 

（三）股價及財務報表的影響 

1. 股價回升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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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11 月中後期股價緩慢回升，以下是我們整理出的可能因素： 

（1） 三星電子於 2016 年 11 月 14 日宣布，斥資 80 億美元併購美國汽車音響設

備大廠哈曼國際工業（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此交易為三星有史

以來最大的併購案，凸顯三星跨入車聯網領域的企圖。 

（2） 美國晶片製造商高通（Qualcomm）於 2016 年 11 月 17 日正式發表新款旗

艦處理器 Snapdragon 835，採用三星的 10 奈米製程 

（3） 2016 年 11 月 29 日三星宣布將加發股利，2016 年和 2017 年將自由現金流

回饋給股東的比率提高到 50%，估計 2016 年回饋 9.5 兆韓元（約 2586 億

台幣），以改善公司治理及股東價值。 

 

2. 對當季(第三季)報表的影響 

    我們可以從 2016 年第二季跟第三季報表有觀察到很明顯的不同，第三季報

表由於 Note 7 爆炸事件使的表現遠不及第二季報表。財報顯示，三星電子第三

季整體營業利潤較一年前同期 64 億美元下降了 30%至 45 億美元，而淨利潤較

一年前同期 47 億美元下降了 16.8%至 39 億美元，收入則較一年前同期 445 億

美元下降了 7.5%至 412 億美元。其中根據表 8，三星電子的手機部門（IM）因

為 Note 7 爆炸事件，造成 Note 7 銷售停滯、銷貨收入減少，而因為事後的召回

處理，使得管銷費用大幅增加，本季手機部門（IM）對比一年前同期營業利潤

急遽下降 95.8%。然而，2016 年第二季報表則完全不同，當季財報顯示，整體

營業利潤較一年前同期 58 億美元上漲了 18%至 69 億美元，收入則較一年前同

期 411 億美元上漲了 4.9%至 431 億美元，而淨利潤則從 48.6 億美元微幅上漲

1.6%至 49.4 億美元。 

    綜合上述，我們能從兩季報表中得知 2016 年的利潤收入呈現持續上漲的趨

勢，甚至 2016 年第二季的累積獲利大於去年同期的累積獲利，但因為 Note 7

爆炸案而讓第三季累積獲利相較同期 2015 年呈現下跌的狀態，由此可見，爆炸

案對季報表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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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5、2016 年第二季及累積 合併損益表 

 

表 6  2015、2016 年第三季及累積 合併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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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 2016 整年度報表的分析 

表 7  2015、2016 年度合併損益表 

 

    儘管三星第三季因為 Note 7 爆炸事件，造成第三季的獲利能力明顯下降，但

是當年年度報表的營業利潤依然表現亮眼，整年營業利潤較一年前 228 億美元上

漲了 10.7%至 252 億美元，而淨利潤則較一年前 164 億美元上漲了 19.5%至 196

億美元，而且第四季營業利潤 80 億美元（根據 2016 年年度報表的營業利潤減第

三季報表的累積營業利潤），對比 2015 年同期暴增 50.19%，創下逾三年新高。 

 

獲利創下新高原因： 

我們能從下列各部門銷貨收入和營業利潤圖表中歸納出三點 

（1） 三星電子的半導體業務(Semicon)是這次財報之中的主力支撐，半導體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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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季營業利潤 4.95 萬億韓元，營收達到 14.86 萬億韓元。 

（2） 雖然三星電子的 IT 暨行動通訊業務(IM)在第三季時，經歷了 Note 7 爆炸

事件，但是三星立即調整政策，重新推廣第二季主力商品 Galaxy S7 和

S7edge，反而讓第四季營業利潤站上 2.5 萬億韓元，相較於去年同期 2.23

萬億韓元增長了 12%。 

（3） 三星顯示面板業務(DP)在 2015 年營業利潤有大幅提升，而 2016 年基本持

平。不過在 2016 年第一季，顯示面板業務仍然處於虧損狀態，第二季隨

著越來越多智慧型手機廠商開始採用 OLED，這抵消了顯示面板業務的虧

損，第三季和第四季更是達到了近幾年的高點。三星在年報中指出，增長

主要歸結於降低成本和推出 UHD 面板等高端產品。 

表 8  2014-2016 年各季度業績總覽 

 

    從這邊可以發現，三星使股價回升及獲利回穩的因素與 Note 7 本身的處理

方式沒有太大的關聯，這是因為三星的跨領域產業還有很多，不會單因手機產

業的低潮影響整家公司的營運狀況。以下，我們將根據三星的其他產業，來進

行分析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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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發展及願景 

    三星電子在過去就致力於發展各種創新技術及服務，在未來它將更精益求

精，致力於推出更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品，讓公司能夠邁向更好的境界，並讓

整體獲利不停滯於此、年年增長。 

一、可彎曲式螢幕 

    三星早已在 2013 年提出可彎曲式螢幕的概

念，命名為「Youm 顯示螢幕」，他的概念是希望

手機能夠「折疊」，縮小至能放入口袋。雖然近

年來三星有著重在曲面螢幕的技術上發展，但尚

未達到當初設定的目標，三星已在 2016 年就提出

美國專利申請，未來將會持續在此領域發展。 

二、提早布局 5G 網路  

    三星在 2013 年就率先提出 5G 行動通訊系統的核心技術，他的概念是希望

能提供使用者超高速資料傳輸服務，其中包括無上限高品質數位影片傳輸，與

4G LTE 網速相較之下有數百倍的成長，估計 2020 年即可商業普及化。 

 

肆、總結 

    從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三星電子公司的獲利能力、經營能力及償債能力皆

有不錯的表現。突發的爆炸事件，雖然會讓三星電子的股價立即下降，且讓當季

報表淨利潤對比前一年同期明顯下滑，但是因為三星電子有將產業進行延伸發展，

並且持續精進技術，讓三星電子不會因為單一的突發事件而影響長期的股價及報

表資料。此外三星電子在爆炸事件後，有提出立即的補償政策，讓消費者對於公

司的善後處理方式留下良好的印象，並讓之後推出的新手機銷售量不受影響。  

    除此之外，公司在未來的趨勢下，將持續推出更符合消費者及時代需求的產

品與技術，讓公司能有持續且穩定的營收與成長。 

圖 3  可彎曲式螢幕（圖片

來源： Patently Mobile）  

http://www.patentlymobile.com/2016/10/samsungs-engineers-keep-pounding-out-new-form-factors-for-future-bendable-smartphones-looking-for-a-winn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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