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5 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草莓
櫻桃
藍莓
桃子
蘋果
葡萄
梨子
柿子
橘子

蘋果採果期間：8 月下旬～11 月下旬
木村農園 ☎ 027-269-7134
入園免費
價格 1Kg 450 日圓～ ※依品種而異
前橋市嶺町
關越高速公路 赤城ＩＣ下，開車 30 分鐘

片品村蘋果研究會 ☎ 0278-58-2321
入園費依果園而異
價格 1Kg 450 日圓～
利根郡片品村
關越高速公路 沼田ＩＣ下，開車 70 分鐘

子持水果合作社 ☎0279-53-3623
入園費一般 350 日圓
價格 1Kg 400 日圓
澀川市子持町
關越高速公路 澀川伊香保ＩＣ下，開車 20 分鐘

中之條地區蘋果園 ☎ 0279-75-8814
入園費 4 歳以上 350 日圓
價格 1Kg 400 日圓～
吾妻郡中之條町
關越高速公路 澀川伊香保ＩＣ下，開車 40 分鐘

甘樂町果樹園合作社 ☎ 0274-74-2458
入園費 小學生以上 525 日圓（隨意吃）
價格 1Kg 525 日圓～
甘樂郡甘樂町
上信越高速公路 富岡 IC 下，開車 10 分鐘

沼田市蘋果合作社 ☎ 0278-20-1300
入園費依果園而異
價格 1Kg 400 日圓～
沼田市内
關越高速公路 沼田ＩＣ下，開車 3 分鐘～30 分鐘

水上蘋果研究会 ☎0278-50-6111
入園費 大人 300 日圓 小孩 200 日圓
1 筐 1500 日圓
利根郡水上町
關越高速公路 水上ＩＣ下，開車 5 分鐘

北輕井澤石田觀光農園 ☎0279-84-2457
依種類而異 500～1500 日圓
價格 1Kg 400 日圓～
吾妻郡長野原町
上信越高速公路碓氷輕井澤 IC 下，開車 50 分鐘

12 月

井上果樹園（蘋果） ☎ 0279-53-3623
入園免費
價格 1Kg 450 日圓～
澀川市
關越高速公路 澀川伊香保ＩＣ下，開車 10 分鐘

昭和村蘋果研究會 ☎ 0278-24-4737
入園免費
價格 1Kg 500 日圓～
利根郡昭和村
關越高速公路 澀川伊香保ＩＣ下，開車 90 分鐘

川場村蘋果研究会 ☎0278-52-3412
入園費依果園而異
價格 1Kg 400 日圓～
利根郡川場村
關越高速公路 沼田ＩＣ下，開車 10 分鐘

澀川市果樹園藝合作社 ☎0279-23-3026
入園費 350 日圓
價格 1Kg 400 日圓～
澀川市
關越高速公路澀川伊香保ＩＣ下，開車 30 分鐘

葡萄採果期間：8 月～10 月中旬

小倉葡萄郷

☎0279-54-0078／0279-54-3111

入園費試吃費大人 300 日圓～・小孩 250 日圓
北群馬郡吉岡町
關越高速公路澀川伊香保ＩＣ下，開車 15 分鐘
星定觀光農園 ☎0277-96-3708
入園費 大人 500 日圓 小孩 300 日圓（隨意吃）
價格 1 ㎏ 600 日圓～1300 日圓（依品種而異）
桐生市
從渡良瀨溪谷鐵道水沼站開車 10 分鐘
榛東葡萄郷

☎0279-54-2211

入園料大人 300 日圓～500 日圓，小人 250 日圓
価格 1 ㎏ 800 日圓～ 1500 日圓（依品種而異）
北群馬郡榛東村
關越高速公路 澀川伊香保ＩＣ下，開車 15 分鐘
中之條町地區 ☎0279-75-8814
入園費 ※依各農園而異
價格 ※依各農園而異
吾妻郡中之條町
關越高速公路 澀川伊香保ＩＣ下，開車 40 分鐘

水上町地區 ☎0278-62-0401
入園費依果園而異
價格依果園而異
利根郡水上町
關越高速公路 月夜野ＩＣ下或水上ＩＣ下，開車 15 分鐘
川場村地區 ☎0278-52-3412
1 ㎏有子 1000 日圓～ 無子 1200 日圓～
利根郡川場村
關越高速公路 沼田ＩＣ下，開車 10 分鐘

沼田葡萄園 ☎0278-20-1300
入園費依果園而異（大部分的果園是免費・有試吃）
価格 1 ㎏ 1500 日圓～
沼田市
關越高速公路 沼田ＩＣ下，開車 10 分鐘
觀光農園赤城山風 ☎027-212-8039
入園免費
前橋市
北關東高速公路 伊勢崎 IC 下，開車 25 分鐘、或關越高
速公路 赤城 IC 下，開車 30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