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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旅客到日本旅遊都喜歡到果園採摘水果，除了可以吃到最新鮮的水果外，還可以享受當中採摘
水果的樂趣，踏入 12 月，又是士多啤梨當造的季節了，採摘士多啤梨可能是最開心的採摘水果體驗，因為士多
啤梨細細粒的，可以吃很多很滿足！🍓
在這裡會介紹一些距離火車站比較近的果園，方便旅客前往。在看果園資料前，先來看看採摘士多啤梨時
要注意的事項吧！

🍓🍓 小提示 🍓🍓
🍓部分果園必須事先預約，別忘了先預約好時間。
🍓果園可能因應士多啤梨的生長情況和數量而停止開放或提早關門，特別是收穫期的後期，因此即使是無須預約
的果園，也建議事先致電查詢才出發。
🍓一般早上採摘的水果是最美味的，所以建議盡量在中午前到果園最為理想，而且，下午或黃昏的話，果園有可
能因士多啤梨已被採摘得七七八八而提早關門。
🍓「高設栽培」
：士多啤梨栽種在較高的位置，大人能更輕鬆地採摘，相反，不夠高的小朋
友就可能難以觸及而採摘不到。
「土耕栽培」
：傳統在地上的泥土種植方法，泥土被黑膠
布包著的那種。
🍓為免發生誤會，建議事前確認清楚以下內容：
 採摘士多啤梨的費用有可能按時期而有所不同。
 在園內任摘任吃的時間限制、可採摘的指定範圍等。
 一般會提供煉奶，但有可能需要收費的。
🍓精明的你必定：
 會挑選較小的士多啤梨，因為園內可能有不同的種類，挑選較小的，可以吃更多。
 會在採摘士多啤梨前，先到洗手間，因士多啤梨的水分較多，可避免中途需要到洗手間，特別是帶著小朋
友的更要注意！
 會穿著方便脫下的服裝，因為溫室內的溫度較高。
 會穿著弄髒了也不怕的鞋履，因土耕栽培的地方可能會有點泥濘。
 不會穿著高跟鞋，因鞋跟會弄破膠布。
🍓士多啤梨的正確採摘方法：
 請留心園內工作人員的講解或示範。
 不應強行拉扯士多啤梨的莖部，這樣可能會導致幼苗不能再長出士多啤梨。
 應輕輕托著士多啤梨，然後在蒂部輕微屈曲一下便能輕易摘到。
 只採摘跟前一行的士多啤梨，不要跨行採摘，這樣會不小心把幼苗拉出或拉傷。

イチゴ／いちご ⇨⇨⇨⇨ Ichigo ⇨⇨⇨⇨ 士多啤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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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距離火車站較近的果園，內容有可能因時期而有所變更，僅供參考：
【栃木縣】
JA Haga (はが)野益子觀光 Ichigo (いちご)團地
收穫期：2016 年 12 月 17 日～2017 年 5 月 14 日
地址：栃木縣芳賀郡益子町塙 527-6
營業時間：9:30-15:30
定休日：1 月 1 日；其他則可能按季節不同
費用：沒有限時 (3 歲以上) 12 月：1,600 日圓；1～2 月：1,400 日圓；3 月～4 月 9 日：1,300 日圓；
4 月 10 日～5 月 7 日：1,000 日圓；5 月 8～14 日：800 日圓
買走：不可
高設栽培：沒有
預約：20 名以下無需預約
交通：真岡鐵道北山站徒步 5 分鐘
【埼玉縣】
和銅農園
收穫期：2016 年 12 月中旬～2017 年 5 月下旬
地址：埼玉縣秩父市黑谷 457-3
營業時間：9:00～日落
定休日：不定
費用：園內任食 30 分鐘。12 月中旬～2 月下旬 ：小學生以上 1,700 日圓、2 歲以上 900 日圓；
3 月 1 日～4 月 10 日：小學生以上 1,500 日圓、2 歲以上 800 日圓；
4 月 11 日～完結
：小學生以上 1,200 日圓、2 歲以上 600 日圓；
買走：可以。300g750 日圓(12 月中旬～2 月下旬)、600 日圓(3 月 1 日～4 月 10 日)、500 日圓(4 月 11 日～5 月下旬)
高設栽培：有
預約：20 名以下無需預約
交通：秩父鐵道和銅黑谷站徒步 3 分鐘
【神奈川縣】
鎌倉觀光 Ichigo(イチゴ)園
收穫期：2016 年 12 月中旬～2017 年 5 月上旬(3 月後需要確認)
地址：神奈川縣鎌倉市笛田 2-11
營業時間：10:00-15:00 (若士多啤梨被採摘完就完結)
定休日：星期一至五
費用：園內任食 30 分鐘。成人(小學生以上)1,500～2,000 日圓、小童 1,000～1,300 円、1 歲以下
有變更)
買走：可以(按時期或有變更)。1 包 500 日圓
高設栽培：有
預約：12 月以外無需預約，但按入園者情況或有所限制，需要確認
交通：湘南 Monorail(モノレール)湘南深澤站徒步 8 分鐘

免費(按時期或

【岐阜縣】
Tsumi Tsumi Ichigo Farm (つみつみいちごファーム)
收穫期：2016 年 12 月上旬～2017 年 6 月上旬
地址：岐阜縣本巢市曾井中島 974-1
營業時間：9:00-16:00
定休日：收穫期間的逢星期一（如遇公眾假期則改翌日）
費用：園內任食 30 分鐘。成人(中學生以上)1,700 日圓～、小學生 1,400 日圓～、小童 1,000 日圓～(按時期或有
變更) ※煉奶首次免費 (如需添加，需另付費用)
買走：可以。時價
高設栽培：有
預約：需於到訪日前一星期預約
交通：樽見鐵道本巢站徒步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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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府】
Grand Berry
收穫期：2017 年 1～5 月
地址：大阪府八尾市恩智北町 1-254
營業時間：10:00-14:00
定休日：收穫期間的逢星期一（如遇公眾假期則改翌日）
費用：園內任食 30 分鐘。成人(小學生以上)1,600 日圓、小童(4～6 歲)1,300 日圓、幼兒(1～3 歲)400 日圓
買走：不可
高設栽培：有
預約：必須預約(最遲 1 天前)。不接受 10 名以上團體的預約
交通：近鐵恩智站徒步 10 分鐘
【岡山縣】
岡山市 South Village (サウスヴィレッジ)
收穫期：2017 年 1 月～6 月上旬
地址：岡山縣岡山市南區片岡 2468
營業時間：9:00-17:00
定休日：逢星期二（如遇公眾假期則改為下一個平日）
費用：園內任食 40 分鐘。
1 月～5 月 10 日：小學生以上 1,800 日圓、幼兒(3 歲以上)1,500 日圓、2 歲以下(第 1 位免費、第 2 位 1,000 日圓)。
5 月 11 日～6 月上旬：小學生以上 1,500 日圓、幼兒 1,200 日圓、2 歲以下(第 1 位免費、第 2 位 800 日圓)。
買走：可以，只限採摘了的紅色士多啤梨。1 月～5 月 10 日：100g 210 日圓、5 月 11 日～6 月上旬 100g 160 日圓
高設栽培：有
預約：必須預約
交通：JR 備前片岡站徒步 10 分鐘
【香川縣】
道之驛 瀧宮 Ichigo(いちご)農園
收穫期：2016 年 12 月～2017 年 5 月
地址：香川縣綾歌郡綾川町瀧宮 1578
營業時間：10:00-15:00
定休日：逢星期二
費用：園內任食 30 分鐘。12 月～4 月 10 日：成人(中學生以上)1,500 日圓、3 歲～小學生 1,000 日圓。
4 月 11 日～5 月：成人(中學生以上)1,200 日圓、3 歲～小學生 800 日圓。2 歲以下免費
買走：可以，時價
高設栽培：有
預約：必須預約
交通：高松琴平電氣鐵道瀧宮站徒步 10 分鐘
【福岡縣】
Yokamon-ichigo (よかもんいちご)
收穫期：2017 年 1 月中旬～5 月下旬
地址：福岡縣浮羽市浮羽町三春 2495-2
營業時間：10:00-16:00 (採摘只限星期三、六、日及公眾假期)
定休日：逢星期一
費用：沒時間限制。1 月：成人 1,800 日圓、小學生 1,500 日圓、幼兒(3～5 歲)900 日圓。
2 月：成人 1,700 日圓、小學生 1,400 日圓、幼兒(3～5 歲)800 日圓。
3 月：成人 1,600 日圓、小學生 1,400 日圓、幼兒(3～5 歲)800 日圓。
4 月：成人 1,500 日圓、小學生 1,300 日圓、幼兒(3～5 歲)800 日圓。
5 月：成人 1,300 日圓、小學生 1,000 日圓、幼兒(3～5 歲)800 日圓
買走：可以。100g 200 日圓
高設栽培：有
預約：必須預約。
交通：JR 筑後大石站徒步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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