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erified by D&B

Provided by Customer

Verified by D&B

Verified by D&B

Verified by D&B

Provided by Customer

Provided by Customer

Verified by D&B

鄧白氏第三方企業認證檔案 檔案發行日期： 2021/07/08
有效日期： 2022/07/07

公司基本資訊

D-U-N-S® Number 65-775-8962
統一編號 16728013
公司名稱 碩碧有限公司
公司型態 非公開發行有限公司

公司實際營運地址 中華民國臺灣花蓮縣新城鄉嘉南路57-1號
電話 +886-3-8228817
傳真 +886-3-8235321

公司網站 https://www.artfinity.com.tw/
台灣經貿網企業網網址 http://artfinity.en.taiwantrade.com

公司主要業務 (中文)
礦物（寶石、貴金屬除外）零售;玫瑰石、原石、鍊子、戒指(首飾)
進出口，礦石批發業。藝品代理

公司主要產品 七彩玉產品
大理石產品
玉石骨灰罈

自有品牌 大藝石代
美國標準工業編碼 59990000, 50940000

此營運地址員工人數 1~9
公司員工人數(台灣) 1~9

公司簡介

碩碧有限公司於88年1月設立，為花蓮最大石材工藝公司，具備完整產業鏈，是一個能提供產銷一條龍深耕
MIT品牌，擁有高超的技藝接受各式石材工藝品訂製與量產。運用產業資源協助國內經濟弱勢族群，更提供國
內外石藝發展資訊給國內院所，以企業一己之力盡力回饋社會，更以身為MIT企業為榮。 

公司註冊資訊

核准設立日期 1999/01/08
核定資本額 TWD 16,000,000
實收資本額 TWD 16,000,000

登記地址 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嘉南一街43巷1號
代表人姓名 陳有福

登記機關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公司管理資訊

姓名 職稱 到職日
陳有福 董事長
陳忠凌 總經理

國際貿易能力

外貿人員數量 3
年份 匯率(美元) 營業額(美元) 出口值(美元) 進口值(美元)

銷售市場
內銷比例 外銷比例 外銷國家 外銷該國比例

中國
美國

採購來源
國內採購比例 國外採購比例 進口國家 進口該國比例

40.00% 60.00%

中國 10.00%
伊朗 10.00%

土耳其 10.00%
阿富汗 10.00%

巴基斯坦 10.00%
越南 10.00%

國貿局資訊
進口資格 有
出口資格 有

進出口實績級距
統計年度實績 總進口實績 (美元) 總出口實績 (美元)

2020 0 0
2019 0 0
2018 0 0
2017 0 0-0.5百萬美元
2016 0-0.5百萬美元 0
2015 0.5-1百萬美元 0

合作夥伴

合作夥伴類型 名稱 國家 最後交易年份
顧客 納達科大理石 美國 2021
顧客 東泰商行 中國 2021

研發能力與生產能力

研發人員數量 5
最近年度研發投入占營業額比例 10.00%

最近年度生產量值表
最近年度 2021
主要產品 產能 產量 產值(新台幣)

大理石花瓶 2,00030 days 24,000365 days 1,000,000
主要生產設備

設備名稱 設備數量
成形機 2

鑽台 2
水磨台 8

切台 2
車床 3

工廠資訊

工廠名稱 碩碧有限公司
工廠實際營運地址 中華民國臺灣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嘉南一街43巷1號

工廠登記地址 中華民國臺灣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嘉南一街43巷1號
工廠電話 +886-3-8228817
工廠傳真 +886-3-8235321

工廠負責人 陳有福
工廠主要產品 大理石製品;玉石製品

生產線數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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