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一五／二○一六年度馬季賽期表 

日 期  日馬賽事  夜馬賽事 日 期  日馬賽事  夜馬賽事 

二○一五年     二月十日 星期三  沙田－農曆新年   

九月六日 星期日  沙田   二月十四日 星期日  沙田   

九月九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九月十三日 星期日  沙田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沙田   

九月十六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九月十九日 星期六  沙田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沙田（花旗銀行香港金盃/女皇銀禧紀念盃）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沙田   三月二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三月六日 星期日  沙田   

十月一日 星期四  沙田   三月九日 星期三    跑馬地 

十月四日 星期日  沙田   三月十三日 星期日  沙田   

十月七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三月十六日 星期三    跑馬地 

十月十日 星期六  沙田   三月二十日 星期日  沙田（寶馬香港打吡大賽） 

十月十四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跑馬地 

十月十八日 星期日  沙田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沙田－復活節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跑馬地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跑馬地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沙田         

      四月三日 星期日  沙田   

十一月一日 星期日  跑馬地   四月六日 星期三    沙田 

十一月八日 星期日  沙田   四月十日 星期日  沙田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三    跑馬地 四月十三日 星期三    跑馬地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六  沙田   四月十六日 星期六  沙田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三    沙田 四月二十日 星期三    跑馬地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六  沙田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沙田（愛彼女皇盃）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跑馬地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跑馬地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沙田         

      五月一日 星期日  沙田（冠軍一哩賽）   

十二月二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五月四日 星期三    跑馬地 

十二月六日 星期日  沙田   五月七日 星期六  沙田   

十二月九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五月十一日 星期三    跑馬地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沙田（浪琴表香港國際賽事） 五月十四日 星期六  沙田   

十二月十六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五月十八日 星期三    跑馬地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六  沙田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沙田（渣打冠軍暨遮打盃）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沙田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沙田         

      六月一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二○一六年     六月五日 星期日  沙田   

一月一日 星期五  沙田－新年   六月九日 星期四  跑馬地   

一月六日 星期三    跑馬地 六月十二日 星期日  沙田   

一月九日 星期六  沙田   六月十五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一月十三日 星期三    跑馬地 六月十九日 星期日  沙田   

一月十七日 星期日  沙田   六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一月二十日 星期三    跑馬地 六月二十六日 星期日  沙田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沙田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沙田（董事盃）   七月一日 星期五  沙田   

      七月六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二月三日 星期三    跑馬地 七月十日 星期日  沙田   

二月六日 星期六  沙田         
 

公眾假期    賽事次數摘要    

二○一五年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中秋節翌日 日馬賽事 － 跑馬地  2 次 (1 次星期日及 1次公眾假期) 

 十月一日 星期四 國慶日      － 沙田 46 次 (包括 30 次星期日及 7次公眾假期)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重陽節   48 次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聖誕節 夜馬賽事 － 跑馬地 33 次 (包括 2次星期四) 

 十二月二十六日 星期六 聖誕節後第一個週日      － 沙田  2 次  

二○一六年 一月一日 星期五 一月一日   35 次 

 二月八日 星期一 農曆年初一  總計 83 次 

 二月九日 星期二 農曆年初二    

 二月十日 星期三 農曆年初三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耶穌受難節     

 三月二十六日 星期六 耶穌受難節翌日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復活節星期一   

 四月四日 星期一 清明節   

 五月二日 星期一 勞動節翌日   

 五月十四日 星期六 佛誕     

 六月九日 星期四 端午節   

 七月一日 星期五 香港特別行政區成立紀念日    

       二○一五年七月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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