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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關係的定義

美國投資人關係協會 NIRI 定義，投資人關係 (IR) 是一種戰略管理職責，

整合企業財務、傳播、行銷和證券法規的遵守，使一家公司與資本市場和

其他利害關係人達成最有效的雙向溝通，最終有利於公司的股票實現合理

估值，以及提昇股東價值。

在台灣，負責 IR 職能通常是公司發言人、代理發言人、財務長及投資人

關係經理人。所有先進國家和亞太區主要經濟體皆有 IR 協會，唯獨台灣

沒有，TIRI 的成立有絕對的必要性及急迫性。 TIRI 將加速台灣與國際接

軌，提升台灣IR各項專業，讓資本市場溝通更有效率。



國際IR組織

美國投資者關係協會(National Investor Relations Institute，簡稱NIRI)，

於1965年成立，為全球最大最具代表性之IR協會，由企業管理者和投資

者關係顧問組成，負責企業管理層，投資大眾和金融界之間交流溝通。

在美國共有33家分會和5000多成員，代表1,600多家上市公司和9,000億

美元的股票市值，在IR領域具權威性地位。許多國家也相繼成立投資者

關係協會。台灣也於2018年7月正式成立 TIRI 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代

表台灣與國際IR組織交流，並與國際資本市場建立更緊密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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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TIRI

TIRI 是專為台灣上市櫃、興櫃、公開發行公司，負責經營團隊、股東、證

券分析師、資本市場和主管機關之間溝通的企業經理人而設的專業協會。

TIRI 的目標是推動台灣所有企業發言人、財務長、投資人關係及相關經理

人成為會員，代表超過2,000家公開發行公司及超越30兆新台幣的股票市

值。

成立宗旨：致力推進台灣投資人關係的實踐及其成員的專業能力和地位。

法定名稱：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英文名稱：Taiwan Investor Relations Institute



關於TIRI

使命

致力推進台灣投資人關係的實踐及會員的專業能力和地位為宗旨。

日常會務

• 定期舉行講座和研討會

• 發行關於IR出版物

• 提供無償咨詢

• 跟蹤監管部門的監管動態

• 建立IRM人才庫和組織分會的日常活動



里程碑

• 2017年開始籌備

• 2018年5月舉辦成立大會暨第一屆會員大會、理監事選舉

• 同年6月通過內政部核准立案



榮譽理事長

孫又文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訊息處處長暨代理發言人



第一屆理事長／副理事長

理事長

• 沈馥馥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務部協理暨代理發言人

副理事長

• 郭宗霖 霹靂國際多媒體(股)公司財務長暨代理發言人



第一屆理事名單

理事

• 沈馥馥－中華電信 公共事務部協理暨代理發言人

• 郭宗霖－霹靂國際 財務長暨代理發言人

• 劉詩亮－TPK 資深副總經理策略長暨代理發言人

• 周德雲－矽創電子 資深處長暨發言人

• 張明仁－富邦媒體 財會處/投資法人關係部部長

• 周子安－承啟科技 發言人暨行銷企劃部協理

• 呂軍甫－京鼎精密 發言人

• 張真卿－立隆電子 董事長特助暨發言人

• 簡世雄－東元電機 公司治理中心副處長暨代理發言人

• 藍世旻－安格科技 總經理暨發言人

• 許碧雲－桓達科技 總經理特助暨發言人

• 黃英記－貿聯控股 投資人關係資深經理

• 林男和 - 和勤精機(股)公司 董事長特助

• 烏恩婷－東碩資訊 發言人

• 張妍婷－仁寶電腦 投資人關係部副處長



第一屆監事名單

監事

• 呂政達－威強電財務長暨發言人

• 洪健凱－經寶精密投資人關係專員

• 徐美華－雅茗天地投資人關係高級經理

• 涂蕙蘭－創源生技財務主管兼會計主管

• 萬心寧－台驊國際總經理暨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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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與服務

1. 專業培訓課程

2. 專業考試與證照

3. 年度評鑑及頒獎典禮

4. 年度大會及研討會

5. 分區月會及座談會

6. 會員交流活動

7. 研究調查

8. 年報、出版物及電子報

9. 雲端知識庫

10. 高階人才資料庫

11. 產品與服務資源

12. 國外交流



2018年重點目標

成立大會暨大師論壇 致詞／與談嘉賓

NIRI - CEO 
Gary A. LaBranche

NYSE - Head of Asia Pacific
Marc H. Iyeki

台積電 –代理發言人
孫又文

• 與會來賓

預計邀請兩百位來賓，包含主管機關、媒體、上市櫃企業專業經理人、贊助夥伴、資本市場周邊組織



2018年重點目標

成立大會暨大師論壇 議程

時 間 內 容

14：00~14：30 貴賓入場

14：30~15：10 佳賓致詞

15：10~15：20 授證儀式

15：20~15：25 啟動儀式

15：25~15：45 媒體聯訪

15：45~16：45 大師論壇

16：45~17：00 交流時間



2018年重點目標

成立大會暨大師論壇

• 參加資格

國外貴賓

主管機關 贊助夥伴

TIRI會員



2018年重點目標

國內外重要IR機構、資本市場接軌

• 金管會、證交所、櫃買中心、證期局、集保等主管機關

• 美國投資人關係協會、中國董秘協會等IR組織

• 高盛、摩根等投資銀行

推動董監事、發言人、高階經理人之教育訓練課程

• 申請法定之董監事必修時數課程

推動IR專業人員證照制度及培訓課程

• 對接NIRI 教材，結合國內實務及學界，推出在地化IR證照與課程



會員機制

• 個人會員

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且為公司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從事公司或機構投資人關係工作之主

管或幹部及長期經營資本市場投資人關係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按時繳納會費者，

為個人會員。

• 團體會員

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公私立機關、企業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按時繳納會費者，

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得推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 預備會員

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經會員（會員代表）一人推薦，並按時繳納會費者，得為本會預備會

員。

• 永久會員

一次繳納十年會費後，即不必再繳納常年會費之個人會員。唯如其聲明退會或出會，再入會時仍需依

章程申請重新入會並繳納會費。



會員機制

入會費

• 個人會員、預備會員新台幣二千元；

• 團體會員新台幣六千元；

• 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常年會費

• 個人會員、預備會員每年新台幣六千元；

• 團體會員每年新台幣六萬元；

• 個人會員、預備會員及團體會員一次繳清十年常年會費，即為永久會

員，永久會員享免繳交常年會費。



會員機制

本會提供會員以下服務

• 協助發行公司與國際資本市場連結

• 協助發行公司與國內外投資人溝通

• 定期發行刊物提供最新IR相關法規及市場動態

• 提供會員專業訓練課程

• 參與年度大會對接國內外資本市場資源

• 提供會員定期交流活動分享並對接企業資源



聯絡資訊

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邱榮振秘書長

0916-821060

jonathan@tiri.tw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4樓之5

www.tiri.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