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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本基金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平準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收益平準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
原始投資金額減損。收益平準金係指本基金成立日起，計算日之每日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中，相當於原受益人可分配之收益金額。本基金持股之股利配發時間及金額視各別企業
而定。主要來自於「高股息優質龍頭」企業發放的現金股利於累積一段期間後，分為12個月，每月分配給投資人。另每月之收益分配係以本基金B類型受益權單位投資於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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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係以本基金B類型受益權單位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所得之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並扣除應負擔之費用後之可分配收益。經理公司認為
有必要(如市況變化足以對相關基金造成影響)可適時調整收益分配金額，惟本基金B類型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於經理公司決定收益分配金額後，若有未分配收益得累積併入以
後之可分配收益。B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任一受益人應得之分配金額為新臺幣伍佰元(含)以下者，受益人(除基金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受託申購基金專戶、特定金錢信託專戶、財富管
理專戶或壽險公司透過投資型保單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本基金者外)同意授權經理公司得以該收益分配金額再申購本基金B類型受益權單位作為當期收益分配之給付方式，該等收益
分配金額再申購本基金之申購手續費為零。定時定額報酬率將因投資人不同時間進場，而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台股後市可期
台股2020年上漲21%，低於與台股相關性大的美國那斯達克
綜合指數的42.71%，透過日日扣可以每日自由選跟上漲幅。

新台幣走強外資持續匯入台股資金充沛
日日扣能掌握更低的平均扣款成本享受台股資金行情。

證券劃撥存款餘額大增達到2.63兆元
透過日日扣在震盪格局持續投資不需要猜點位。

台灣GDP上修2021更勝2020
透過日日扣能緊跟上漲趨勢，有紀律投資不會沒買到而望股
興嘆。

技術面

資金面

基本面

信心面

為何選擇日日扣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中央銀行，元大投信，2020/12。 證券劃撥存款餘額以截至2020/11月統計資料，指數漲幅以2020/01/01~2020/12/31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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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是好日  投資不必擇時

透過「日日扣」機制，比單筆更能
有效降低平均成本，藉此取得更多
便宜單位數，報酬率有機會打敗單
筆的投資。

EX.預算為21,000元，透過日日扣
分7次投入，每次3,000元，如下表
顯示更能有效降低平均成本。

定期定額「日日扣」 單筆投入

假設
市價(元)

定期定額「日日扣」每期3,000元

申購單位數 平均成本(元)

10 300 10

8 375 8.89
6 500 7.66

6 500 7.16

8 375 7.32

資料來源：元大投信整理，2020/12，模擬微笑曲線定期定額交易計算方式為依據模擬市價，每期投入新台幣3000元不中斷，並未考慮交易成本、投資人交易方式及其狀態、交
易時間差及短線交易等限制。圖表僅為舉例說明，不代表本基金實際報酬率及未來績效保證，定期定額報酬率將因投資人不同時間進場，而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
表未來績效之保證。以上僅為模擬之結果，不代表實際本基金報酬率及未來績效保證，不同時間進行模擬操作其結果亦可能不同，投資人仍須留意投資風險。

好處

48.57％ 20％

總投資金額

報酬率

總單位數

市價12元時
總投資價值

損益金額

21,000元

2,600單位

31,200元

10,200元

2,100單位

4,200元

25,200元

10 300 7.66

12 250

累積單位數 2,600

8.08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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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日日扣機制  解決進場時機點

每月最多可以扣款31
次。

設定扣款日遇假日則
順延至次一營業扣款
，若次一營業日同時
也設定扣款，則當日
扣款2次。

 假 設 客 戶 喜 歡 日 期
1.6.8尾數設定扣款，
以 1 月 份 為 例 ， 實 際
扣款日及扣款次數請
參考右圖藍色勾Ｖ。

資料來源：元大投信，2021/01/05。

好處

註：1/1為假日，則遞延至1/4扣款
　　1/16為假日，則遞延至1/18扣款(1/18會扣款2次)
　　1/31為假日則遞延至2/1扣款(2/1會扣款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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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開國
紀念日

民國110年 (西元2021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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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如市況變化足以對相關基金造成影響)可適時調整收益分配金額，惟本基金B類型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於經理公司決定收益分配金額後，若有未分配收益得累積併入以
後之可分配收益。B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任一受益人應得之分配金額為新臺幣伍佰元(含)以下者，受益人(除基金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受託申購基金專戶、特定金錢信託專戶、財富管
理專戶或壽險公司透過投資型保單等方式為投資人申購本基金者外)同意授權經理公司得以該收益分配金額再申購本基金B類型受益權單位作為當期收益分配之給付方式，該等收益
分配金額再申購本基金之申購手續費為零。定時定額報酬率將因投資人不同時間進場，而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元大台灣高股息優質龍頭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配置現況

資料來源：元大投信整理。
【註1】係本基金收入扣除應負擔之費用(可能為負值)，有關收益平準金之詳細說明(如:收益平準金定義、收益分配之原則及配息釋例等)請詳閱本基金信託契約或公開說明書。
【註2】含已實現及未實現資本平準金，有關年度分配收益請詳閱本基金信託契約或公開說明書。本配置為目前本基金之實際布局 , 未來投資將依公開說明書規範及當時市場環境
與經濟現況而調整。

前10大持股

標的 佔比(%) 佔比(%)

台積電 9.82 3.81

環球晶 5.16 3.36

廣達 4.46 3.27

3.17聯詠 4.41

2020/03/23 2020/05/12 2020/07/01 2020/08/20 2020/10/09 2020/11/28

累積級別-基金淨值走勢(截至01/08)

現金 �.��%電子 ��.��%

水泥 �.��%

化學 �.��%

紡織 �.��%
航運 �.��%

鋼鐵 �.��%

其他 �.��%

資料截至
12/31

01/08 累積級別淨值13.15元

(淨值)

標的

義隆

群聯

微星

力成

緯創3.96 3.12聯發科

資料截至12/31
目前本基金持股比重約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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