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複委託交易市場休市日期 (休市日為參考資料，實際日期以當地市場公告為準)
01 月 03 日(一) 日本/陸港通/澳洲/英國-元旦
01 月 10 日(一) 日本-成人日
01 月 17 日(一) 美國-馬丁路德紀念日
01 月 26 日(三) 澳洲-國慶日
01 月 31 日(一) 香港(半日交易)-農曆新年前夕，交易時間台灣上午 9:30-12:00
新加坡(半日交易)-農曆新年前夕，交易時間台灣上午 9:00-12:00

02 月 01 日(二) 香港/陸港通/新加坡-農曆新年
02 月 02 日(三) 香港/陸港通/新加坡-農曆新年
02 月 03 日(四) 香港/陸港通-農曆新年
02 月 04 日(五) 陸港通-農曆新年
02 月 11 日(五) 日本-建國紀念日
02 月 21 日(一) 美國-總統日
02 月 23 日(三) 日本-天皇誕辰
03 月 21 日(一) 日本-春分日
04 月 05 日(二) 香港/陸港通-清明節
04 月 14 日(四) 陸港通-耶穌受難前日
04 月 15 日(五) 法國/美國/香港/新加坡/英國/德國/澳洲/陸港通-耶穌受難日
04 月 18 日(一) 法國/香港/英國/德國/澳洲/陸港通-復活節
04 月 19 日(二) 馬來西亞-可蘭經降世日
04 月 25 日(一) 澳洲-澳紐軍團紀念日
04 月 29 日(五) 日本-昭和日
05 月 02 日(一) 陸港通/香港-勞動節
新加坡-開齋節
英國-五月節

05 月 03 日(二) 新加坡/陸港通-勞動節
馬來西亞-開齋節
日本-憲法紀念日

05 月 04 日(三) 日本-綠之日
陸港通-勞動節

05 月 05 日(四) 日本-兒童節
05 月 06 日(五) 陸港通
05 月 09 日(一) 陸港通/香港-佛誕日
05 月 16 日(一) 新加坡-衛塞節
05 月 30 日(一) 美國-陣亡將士追悼日
06 月 02 日(四) 英國-五月節
06 月 03 日(五) 陸港通/香港-端午節

英國-春季銀行日

06 月 06 日(一) 德國-聖靈降臨日
06 月 13 日(一) 澳洲-女王誕辰日
06 月 20 日(一) 美國-六月獨立日
06 月 30 日(四) 陸港通-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
07 月 01 日(五) 香港/陸港通-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
07 月 04 日(一) 美國-獨立紀念日
07 月 11 日(一) 馬來西亞/新加坡-古爾邦節
07 月 18 日(一) 日本-海之日
08 月 09 日(二) 新加坡-國慶日
08 月 11 日(四) 日本-山之日
08 月 29 日(一) 英國-夏季銀行日
09 月 05 日(一) 美國-勞動節
09 月 12 日(一) 香港/陸港通-中秋節翌日
09 月 19 日(一) 日本-敬老日
09 月 23 日(五) 日本-秋分日
10 月 03 日(一) 陸港通/德國-國慶日
10 月 04 日(二) 陸港通-國慶日假期
香港-重陽節

10 月 05 日(三) 陸港通-國慶日假期
10 月 06 日(四) 陸港通-國慶日假期
10 月 07 日(五) 陸港通-國慶日假期
10 月 10 日(一) 日本-體育日
10 月 24 日(一) 新加坡-排燈節
11 月 03 日(四) 日本-文化日
11 月 23 日(三) 日本-勞動感恩節
11 月 24 日(四) 美國-感恩節
11 月 25 日(五) 美國-感恩節次日(半日交易)，收盤時間為台灣 11 月 26 日 02:00AM
12 月 23 日(五) 陸港通-聖誕夜
英國-聖誕夜(半日交易)，交易時間台灣下午 16:00-20:30

12 月 26 日(一) 新加坡/美國/澳洲/英國/陸港通/法國/德國/香港-聖誕節翌日
12 月 27 日(二) 英國/澳洲-節禮日
香港/陸港通-聖誕節翌日

12 月 30 日(五) 英國/德國-元旦前夕(半日交易)，交易時間台灣下午 16:00-20:30
台新複委託於市場休市日暫停提供該市場服務，所有預約單將為次一營業日之委託單。
客戶若於休市期間有尚未入帳之款項，將依該市場假日順延交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