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亞洲期貨市場農曆春節期間休市公告 

交易所 商品 
1/20 

(星期一) 

1/21 

(星期二) 

1/22 

(星期三) 

1/23 

(星期四) 

1/24 

(星期五) 

1/27 

(星期一) 

1/28 

(星期二) 

1/29 

(星期三) 

  

農曆年前

最後 

交易日 

封關 

休市 

封關 

休市 

調整 

放假 
除夕 初三 初四 初五 

TAIFEX 

(台灣) 

所有商品 

(T＆T+1 盤) 
正常 休市 休市 休市 休市 休市 休市 休市 

SGX 

(新加坡) 

所有商品 

(T＆T+1 盤)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HKFE 

(香港) 

所有商品 

(T＆T+1 盤)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指數: 

12:30 收盤 

休市 休市 正常 個股: 

12:00 收盤 

T+1 盤 休市 

JPX/TCE 

(日本) 

所有商品 

(T＆T+1 盤)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 根據新加坡交易所公告，摩根台指期貨(STW)商品自 2017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起， 

除了 New Year’s Day(1 月 1 日)外，台灣國定假日將維持正常交易(T 及 T+1 盤)。 

※ 本文件僅供參考，仍以各交易所公告為準。 

 

 

 (二)國內(外)期貨商品於農曆春節期間之到期契約到期日如下          

商    品 最後交易日 最後結算日 

1 月份第四週到期之週小台期貨(MX4) 

及週台指選擇權(TX4) 
109/1/30(星期四) 109/1/30(星期四) 

(外期)★1月 SGX A50 期貨(SCN) 109/1/23(星期四) 109/1/23(星期四) 

(外期)★1月 SGX 摩根台指(STW) 109/1/30(星期四) 109/1/30(星期四) 



 

 

 

 

(三)封關日部位處理及結算作業說明 
      (一)封關日盤後追繳處理原則： 

          依臺灣期貨交易所規定，交易人應依 1月 21 日(星期二)結帳後發出之盤後追繳名單 

          及金額為準，本公司將依 1月 21 日追繳名單及金額於 1月 30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逕行辦理未解除追繳客戶之代沖銷作業。 

      (二)封關日盤後交易時段部位處理作業： 

          1、部位處理作業時間： 

             封關當日(1 月 20 日星期一)之盤後交易時段(T+1 盤)仍正常交易，帳務歸屬日期 

             (帳單入帳日期)為 1月 21 日(星期二)。 

          2、1 月 21 日結算價處理原則: 

             1 月 21 日(星期二)無交易日，本公司依下列價格計算交易人持有之部位權益： 

             (1)指定盤後交易時段豁免代為沖銷商品及期貨交易契約未訂有盤後交易時段者： 

                依期交所 1月 20 日(星期一)公布之每日結算價計算。 

             (2)指定盤後交易時段非豁免代為沖銷商品： 

                依 1 月 21 日(星期二)上午 5時盤後交易時段之收盤價計算。 

 

(四)臺灣期貨交易所於農曆春節連續假期期間，將調高保證金 
     臺灣期貨交易所於農曆春節連續假期期間，將調高股價指數類契約、商品類契約及 

     匯率類契約之保證金，將於 1月 20 日(星期一)之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調高約 10％ 

(仍需以期交所正式公告為主)，實施期間為： 

        -->「農曆春節前最後交易日：1 月 20 日(星期一)之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生效，  

    預計至 1 月 31 日(星期五)之一般交易時段收盤結束後」，  

    恢復為調整前 1月 17 日之保證金。 

 

(五)封關次日及次二日作業項目 

作業項目 1 月 21 日(星期二) 1 月 22 日(星期三) 

◎國內(外)期貨保證金： 

  出金/互轉/換匯/沖轉調整 

  (人工及網路端申請) 

正常 

（11：00 截止） 

※網路/人工端國內外保證金 

  互轉皆維持正常！ 

暫停 

※網路/人工端國內外保證金 

  互轉皆維持正常！ ◎非約定入金退款 

◎期貨入金 
   國內：16:30 截止 

   國外：正常 

國內：暫停(至 1/29 止) 

國外：正常 

※春節期間國外入金皆正常！ 

◎期貨開戶暨資料異動作業 
收件及建檔維護 

至 10:00 截止 
暫停 

      ※因往例農曆春節前的客戶出金需求量爆增，銀行金資中心作業也會出現壅塞延遲狀況 

        ，敬請各業務單位同仁通知期貨交易人上述出金作業時間，並請交易人提早辦理保證金 

        出金/互轉/換匯等申請作業，以確保交易人資金調度順暢，避免延誤資金取得時間。 

      ※封關日起至春節期間(1 月 21 日 10:00 起至 1月 29 日)：線上 APP 開戶及變更作業仍 



 

 

 

        繼續受理申請，惟採預收作業，統一於開紅盤日(1 月 30 日)後處理。 

(六)農曆春節期間，國內(外)帳戶預約出金及保證金互轉申請 

作業項目 國內帳戶 國外帳戶 

◎國內(外)期貨出金 

◎國內(外)換匯 

網路(各電子平台)及 

  人工電話端： 

  -->暫停受理客戶申請 

1 月 21 日（星期二）11:00 起 

關閉至 

1 月 29 日（星期三）19:30 止 

 

※請於 1月 30 日(星期四)再來電(或於網路端)申請辦理 

◎國內(外)保證金互轉 

  網路(各電子平台)及 

  人工電話端： 

-->仍受理客戶申請 

  （電話：02-27170612） 

 

採圈存暫扣款方式： 

-->1 月 30 日(星期四) 

早上統一扣款 

當日立即入帳 

  ※農曆春節連續假期期間，交易室只受理客戶以電話人工方式申請辦理： 

     (A)期貨保證金「國內外互轉」，及(B)查詢與處理「國外期貨保證金入金」等作業。 

   ※農曆春節連續假期期間，不受理取消(刪除)客戶已完成的國內(外)預約出金及國內 

     (外)保證金互轉申請件，請客戶於 1/30(星期四)後再來電辦理。 

     ◎期貨出金專線(正常營業日 8:30～14:00)：02-2717-0312 

 

 

(七)敬請提醒客戶於春節連續假期期間 
(1)應加強注意其帳戶國內(外)期貨未沖銷部位之風險控管、及因市場行情影響下之帳戶 

   盤中/盤後權益數、保證金及風險指標之變化。 

 

(2)若欲下單交易國外期貨商品、或是有國外期貨商品部位留倉者，基於國外期貨風險控 

管或補繳保證金或交易下單需求，請客戶務必提早於封關日(1/20 星期一)前，存入 

足夠之保證金權利金至國外期貨保證金專戶，或是提早將國內帳戶超額保證金辦理 

申請轉至國外帳戶，以利春節期間進行外期商品下單交易及風險控管。 

※客戶若需交易或補足追繳保證金，入金款項需已確實入帳至康和期貨客戶保證金 

  專戶內。 

※本公司不受理客戶提供 ATM 或網銀轉帳紀錄(或單據)，要求交易室先行下單交易 

  或是暫緩砍倉。 

 

      (3)農曆春節連續假期期間，若客戶有存入保證金需求者（例如有要從事國外期貨之下單 

交易、風險控管或補繳保證金….等需求），請客戶務必將保證金存入至康和期貨 

「國外期貨客戶保證金專戶」 (如國泰世華銀行、中國信託銀行、華南銀行等)，以 

          利後續作業及加快查詢處理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