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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馬縣縣廳所在地前橋市擁有豐富的觀光景點，以日本

百名山之一的赤城山為首，從自然風光到歷史、古蹟、美

食等，應有盡有。讓我們查看每個地區的特色並找到自

己想去的地方吧！

群馬縣縣廳所在地前橋市擁有豐富的觀光景點，以日本

百名山之一的赤城山為首，從自然風光到歷史、古蹟、美

食等，應有盡有。讓我們查看每個地區的特色並找到自

己想去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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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

電 車     從 JR 東京站、JR 上野站搭乘新幹線約 50 分鐘

　　　　搭 乘 JR 高崎站轉乘兩毛線，約 15 分鐘即可抵達 JR 前橋站

群馬縣前橋市

駕 車     從練馬 IC 到前橋 IC 約 92km

北陸新幹線

北關東自動車道JR前橋站

中央前橋站

MAP
★赤城山 山頂及南麓地區的詳細地圖請查看 P12。



總社古墳群

臨江閣

繪製著大和政權系譜的豪族繁榮。宏偉歷史劇之餘輝。附近也有國分寺遺跡。

邀您前往古代浪漫。傳遞東國文化的大室古墳群。

總社歷史資料館
以立體微縮模型及CG等方式介紹古墳群、總社地區的歷史
及文化財等等。2016年10月重新開幕。以舊設施的酒廠為
靈感的建築物外觀、內部裝飾也值得注目。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總社町總社1584-1

大室公園
（大室古墳群）

大室土俑館
展示了從大室古墳群及公園勘查中挖掘出的出土品，例
如圓柱形土俑及土器等。展示複製品、放映3D影片還有
體驗區。公園內的「民家園」土藏於2014年翻新開幕。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西大室町2510 大室公園民家園內

臨江閣
近代和風木造建築，由本館、茶室及別館所組成。本館建於明治17年
（1884年），是依據群馬縣令楫取素彦之建言所建造的迎賓館。別館大
廳也曾用作萩原朔太郎的結婚會場。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大手町3-15

元總社緣日茶屋
以「和風」為主題的古民家茶屋
開幕了！除了有和風甜點伴手
禮的販售之外，還可以在古民家
中享受悠閒的下午茶時間。

所在地：
群馬縣前橋市元總社町2375

大室古墳群
集聚了以前二子、中二子、後二子3座
大型前方後圓墳為中心的大小古墳。
前二子、後二子古墳的石室有對外開
放。大室公園除了有古墳群以外，還有
「時間廣場」等腹地廣闊，被指定為
「日本歷史公園100選」之一。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西大室町2545

築城始於室町時代。為一座以利根川及廣瀨川為外護城河的平
城，江戶時代時建造了3層天守，被視為是關東七名城之一。此
後曾一度廢城，但於1867年重建。該城以江戶幕府時期最後一
座受許可而建造的城堡聞名。可惜的是目前僅遺下土壘。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大手町1-1-1

前橋城舊址

❶❷愛宕山古墳
❸寶塔山古墳（國家指定史蹟）
❹蛇穴山古墳（國家指定史蹟）

總社古墳群
集聚了許多建於7世紀的珍貴古
墳，如3座大型方墳的愛宕山、寶
塔山、蛇穴山等。寶塔、蛇穴山的
石室有對外開放。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總社町總社

1

2 3 4

前橋城天守閣想像復原圖（生松 秀樹氏寄贈）前橋城天守閣想像復原圖（生松 秀樹氏寄贈）

※現在該建築物不存在。※現在該建築物不存在。

帕尼尼專賣店CLOVER
該店的帕尼尼講究無添加、無
農藥及手工製作，因此也對身
體無負擔。也可以在店內或隔
壁的小木屋裡享用餐點。

所在地：
群馬縣前橋市西大室町2422-2

日本CANPACK

前橋
歷史散步

從東日本最古老的大型前方後方墳的八幡山古墳，到古

墳時代終末期的典型古墳寶塔山古墳、蛇穴山古墳等，

前橋市市區存在著700座大大小小的古墳。在江戶時

代，前橋市由與德川家康有淵源的酒井氏、松平氏所統

治，以「蠶絲之鄉」而繁榮。雖然大半的街道景觀因戰

爭而消失，但各處仍隱藏著歷史的氣息。偶而不妨嘗試

看看新玩法，像尋寶一樣地享受「歷史之旅」。

從東日本最古老的大型前方後方墳的八幡山古墳，到古

墳時代終末期的典型古墳寶塔山古墳、蛇穴山古墳等，

前橋市市區存在著700座大大小小的古墳。在江戶時

代，前橋市由與德川家康有淵源的酒井氏、松平氏所統

治，以「蠶絲之鄉」而繁榮。雖然大半的街道景觀因戰

爭而消失，但各處仍隱藏著歷史的氣息。偶而不妨嘗試

看看新玩法，像尋寶一樣地享受「歷史之旅」。

前橋
歷史散步

附近
的

美食
景點

附近
的

美食
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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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橋
愉快地享受
豬肉料理

有「豬肉料理之鄉」美名的前橋，

以「想再品嘗的味道、引以為傲的料理、想帶你去吃看看的地方」

為概念，自2009年以來每年都會舉辦群馬縣產豬肉料理比賽

「T-1大獎賽」。在此介紹炒熱大會氣氛的歷代冠軍店家。

老店蕎麥麵店特有的，以蕎麥醬汁為底
的秘傳醬汁。將肉裹在酥脆的麵衣中，更
能突顯上州豬里肌肉的柔嫩滋味。甚至
還有客人遠從關西等地來造訪。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總社町總社1491-1

蕎麥麵店 大村 總社 

蕎麥麵店家的醬汁豬排丼飯第1屆第1屆

在中華料理修業的店主大廚所製作，僅在
「海人」才能嘗到的新感覺糖醋豬肉。使
用上州麥豬的優質嫩肩里肌肉。將豬肉
及蔬菜炸過後，再加入黑醋巧妙地一起
拌炒，是該店最受歡迎的一道料理。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新前橋町25-7 赤尾大樓 1F

嚴選當地酒及正宗燒酒的店 海人 

名店習得的黑醋糖醋豬肉第3屆第3屆

淋上「椿家」的秘傳甜辣醬汁所製成，香
味十足的麥豬照燒豬肉。再加入滿滿的鴻
喜菇、金針菇、舞菇，讓料理更加健康美
味。是一道融合了傳統「鍬燒」手法的創
意和食料理。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川原町2-1-7

和食遊處 椿家 川原店

麥豬與菇類的鍬燒丼第6屆第6屆

充分使用群馬縣產白大腸所製成的韓風
「煮大腸」。以大蒜為基調，帶點辣味的
煮大腸是「泡菜屋」的人氣料理。自1983
年創業以來的秘傳味道，讓人印象深刻。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元總社町2-20-10

泡菜屋

煮大腸第7屆第7屆

將上州麥豬的嫩肩里肌肉浸漬在自製調
味醬汁中，再用烤箱低溫慢烤而成。上菜
前先用高溫烤至皮脆，最後再加入大蒜芥
末醬。是一道相當花工夫的實力派料理。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本町2-10-13 清野第2大樓 1F 

RIVER MEAT MARKET

上州麥豬的厚切烤豬排第8屆第8屆

將炒香的上州豬肉與起司一起加在拿坡
里義大利麵上，再淋上香甜多蜜醬的一道
料理！店內的昭和懷舊風格，也是電影及
廣告的取景地。請務必前來感受餐廳氛
圍，同時享用冠軍料理！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千代田町2-12-2

Parlour餐廳 Momoya

tonton拿坡里義大利麵

把香草及香辛料揉進豬絞肉中，再用起司
及墨西哥辣椒包覆一起放入烤箱烤製。
依日本人的口味進行調整的中南美美味
豬肉料理，是「Borde」用心製作的一道
創意料理。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三俣町1-2-9

中南美料理 幸福之門 Borde

墨西哥起司肉棒/烤豬肉串第9・10屆第9・10屆

前橋曾以「蠶絲之鄉」而繁榮，而養蠶賺了錢的小當家們便紛
紛在前橋開起了時尚洋食餐廳，提供當時流行的炸豬排飯或
豬肉咖哩等料理。如今前橋已成為日本數一數二豬肉產量高
的地方之一，在此可以品嘗到從使用當地品牌豬製作的豬肉
料理，到庶民喜歡的豬肉料理等各式各樣的豬肉料理。

T-1大獎賽是一場以前橋市
內 的 餐 飲 店 為 對 象，於
2009年開始舉辦的豬肉料
理比賽。「T-1」的「T」取自
「TONTON之鄉」，由匿名
評審員實際造訪品嘗，以及
一般民眾投票決定入選店家，在全國也是罕見的比賽形式。

第11屆第11屆

慢火燉煮的豬肉控肉，再加上原創蕎麥
醬汁做最後調味的和風咖哩。與清爽的
手工蕎麥麵（或烏龍麵）組合，吸引了不
少顧客再度光臨。套餐附飯、麵醬汁。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問屋町2-10-18

蕎麥山海酒屋 山人

豬肉咖哩（套餐）第4屆第4屆

將鹹味豬肉夾在刈包裡的中式創意料
理。用鹽醃製過後再加入佐料慢火燉煮
的豬肉，柔軟鮮嫩美味無比。搭配白髮蔥
也很對味。需預約。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國領町1-11-1

居酒屋 Komisan。 

鹹味豬肉刈包第2屆第2屆

什麼是TONTON之鄉 前橋？ 

什麼是T-1大獎賽？

熱騰騰的石燒咖哩飯。有滿滿的控肉風
豬肉。將醃漬高麗菜、梅漬牛蒡及迷你番
茄等食材拌勻後享用，是一道多國籍的辛
辣絕品料理。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大手町1-1-1 群馬縣廳 31F

歐洲料理 Voler Cygne

前丼飯、咖哩飯第5屆第5屆



町田酒造店

有著80年的傳統。除了可選
擇加不加紅豆餡外，還提供
「黑芝麻餡」。
1串混合口味也OK。醬汁及
內餡都很清爽。店內也提供
座位。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
朝日町3-12-7

「想養牛做起司」
的夢想在赤城南麓實現了。
使用瑞士棕牛的牛奶手工製
作的起司，讓人感受到新鮮
牛奶的溫和風味。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
粕川町中之澤384-96

講究傳統麵團製作工法，
並且每天進行管理，以確
認麴菌的發酵狀態。
所做出來的烤饅頭外脆
內軟，堪稱絕品！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
平和町2-5-20

Photo：原嶋屋總本家　Model：手島 實優Photo：原嶋屋總本家　Model：手島 實優

有提供鮮香美味「福豬」料理的餐廳、製作維也納香腸的教室等。
火腿工房「Hutte Hayashi」製作直銷30多種火腿及香腸。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三夜澤町534

林牧場 福豬之里 豬豬廣場　

於1883年開業。使用利根川的伏流水釀造。
在全國新酒評鑑中也榮獲金獎。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駒形町65

採用豆子產地--粕川的大豆和來自赤城山水源的優質水製作。
粕川納豆的深蒸製法為一大特色，能帶出柔軟有彈性的「豆感」。
「Matsukaze」系列的赤松經木香味則是令人無法抗拒。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粕川町西田面126-6

創業於1877年的老店。招牌商品「桂川」採用獨特技法製成，能帶出米
的甘甜。在清新爽口的趨勢下，也販售能帶出酒藏原本風味的「瀕臨
絕種酒」！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粕川町深津104-2

JA

日本傳統調味料「醬油」的專賣店。將日本各地的釀造廠的醬油，
以100毫升瓶裝販售。美麗的色彩及獨特的風味讓人感動。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西片貝町5-4-8

職人醬油 JA

JA粕川納豆（上州農產）

Vento

Vento

JA

原嶋屋総本家　
原嶋屋總本家 　 

栁澤酒造 JA

起司工房 Three Brown　　   JA 田中屋烤饅頭店 朝日町店　 　JA

該土地的滋味、充滿地方色彩的味道。

當地市民熟悉的味道。揭開發酵食品的

奧秘，就像探索該土地魅力的旅程。

該土地的滋味、充滿地方色彩的味道。

當地市民熟悉的味道。揭開發酵食品的

奧秘，就像探索該土地魅力的旅程。

認識當地
美食之旅
認識當地
美食之旅

※一般不開放酒藏參觀。

榎田釀造
像倉庫一樣的外觀建築相當迷人。來自「Misodoko一番本舖」的味噌
漬，是用兩種顆粒味噌精心醃製。醇厚的味道及香氣讓人印象深刻。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岩神町2-1-1

JA

※一般不開放酒藏參觀。

Vento

Vento

0708



AKAGI Cycle Oasis
赤城自行車綠洲

可以租借易於在斜
坡上行駛的e-Bike
（高性能電動自行
車）舒適地周遊赤
城山。騎行之旅及
自行車租借。

前橋GIANT自行車店
也很適合初學者。
GIANT是自行車運動的入門首選。2016年9月在前橋站附近開設群馬的第一家店。也提
供自行車租借。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表町2-315-6

提供以赤城山南麓露天栽培的藍莓、和栗及
地瓜為基底的手做甜點。俯瞰前橋市的露台
座位很受歡迎。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嶺町1097-5

連接前橋及桐生的本地線。
以可攜帶自行車上車的兩鐵列車
聞名。Deki和Deha等懷舊車輛也
相當具有魅力。
每年會在國家登錄有形文化財的
大胡站裡舉辦3次活動。

中央前橋站

AKAGI e-Bike Community Cycle

敷島公園

門倉Techno玫瑰園

「赤城自行車綠洲」位於以前橋市為中心的赤城山周邊地區，是自行

車愛好者的好去處。該處設置了自行車架，提供騎者簡易工具及打氣

筒租借服務，也提供休憩處及公廁，並介紹騎行資訊、當地景點及特

產資訊等。將在這裡介紹其中的一部份！

騎自行車周遊
前橋     

騎自行車周遊
前橋     

上毛電氣鐵道（上電）

稍作停留
33層樓高153.8m的群馬
縣廳是日本道府縣廳舍中
最高的。32樓為咖啡廳、
31樓則有展望大廳及餐
廳。風景很棒！

所在地：
群馬縣前橋市大手町1-1-1

群馬縣廳

1954年開業的懷舊遊樂
園。電動木馬和小型遊樂
設備是國家登錄有形文化
財，每次收費10日圓。立
體迷宮於2020年3月20日
登場。

所在地：
群馬縣前橋市大手町3-16-3

LUNA PARK

「Keyaki Walk前橋」是一
家購物中心，由約150家
專賣店所組成。在群馬縣
首次開設的「LOFT」等新
店於2019年3月開業了。
也附設電影院及美食街。

所在地：
群馬縣前橋市文京町2-1-1

四面環繞著敷島公園松樹
林的玫瑰園。約有600種
7000株的美麗多彩玫瑰，
其中包括前橋的原始品
種。春秋季節會舉辦活
動。園內有紀念蠶絲之鄉
前橋的蠶線紀念館等。

Keyaki Walk前橋

所在地：
群馬縣前橋市敷島町262

資訊 公廁 休息 工具 打氣筒

Hanabusa有機農園甜點廚房

赤城南麓的一處能量景點，據說已有1100多年的歷史。被古杉環繞的莊
嚴空間，不禁讓人緊張。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隔著鳥居眺望富士山。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三夜澤町114

赤城神社（三夜澤町）

是一處一整年都可以賞花的花卉主題公園，以隨著季節更換樣貌的
「Flatopia大花壇」為中心，周圍散佈著「英式庭園」和「玫瑰園」等。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柏倉町2471-7

KANEKO種苗 群馬花卉公園

除了旅遊資訊以外，還有與赤城山有關的文
人介紹區、霜淇淋很受歡迎的小吃區等。可
以在展望露台休息片刻。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富士見町赤城山1-14

赤城山綜合遊客嚮導中心

活用一直運營到1968年的纜車車站大樓。除了
料理，用御神水沖泡出來的咖啡也相當受歡迎。
車站大樓與月台均為國家登錄有形文化財。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富士見町赤城山1
（鳥居峠）

赤城山山頂站紀念館
三得利啤酒、燒烤廣場

鍋割山

拉 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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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公廁、資訊區及餐廳。還有一區可以從動植物和地質的角度了解

赤城山的起源和現狀。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富士見町赤城山1

小 沼
是由長七郎山的火山活動所形成

的火山口湖，其原始的自然風貌

令人著迷。

在這裡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亞高

山帶植物，如岳樺林、白八汐（五

葉杜鵑花）、紫玉簪及鬼薊。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富士見町

赤城山

赤城大沼
釣西太公魚

冬天在大沼冰上垂釣、秋天船釣則

是大沼的風景詩。

租借設備齊全，挑戰一下吧！

冰上垂釣（1月上旬∼3月底）

船釣（9月1日∼11月底）

鳥居峠
位於廢棄纜車線、舊赤城山頂站

的鳥居峠，可以在春季觀賞八汐
杜鵑花，夏∼秋季觀賞雲海，冬

季迎接日出，是四季熱門的拍照

景點。如果幸運的話，還可以看

到被日出渲染成粉紅色的雲海、

東京晴空塔及牛久大佛等美景。

所在地：前橋市富士見町赤城山

赤城山 山頂地區

火山口湖「大沼」的周圍有7座
山脈相連。四季呈現出完全不同
的美景，春天是新綠及杜鵑花的
寶庫，夏天則可做為避暑勝地，
秋天賞楓，冬天則是一片白茫茫
的雪原。

交通方式

縣立赤城公園遊客中心

位於赤城山頂的廣闊濕原。周圍修建了整齊的木道，相當適合散步。

尋找可愛高山植物的蹤跡吧！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富士見町赤城山1附近

覺滿淵

■■JR前橋站北口6號
週六日、國定假日：搭直達車約60分鐘
平日：換乘至富士見溫泉約80分鐘
■■ 從JR前橋站北口約50分鐘

巴士

計程車

山頂、南麓MAP
赤城山

赤城山汽車露營地

使用直營牧場的嚴選豬肉，柔軟香甜又

健康是其最大特色。還舉行每週一次

賓果大會及手工香腸體驗等活動。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三夜澤町425-1

大崎釣魚池

可以空手前來這裡享受波多黎各鮭魚套

餐及上州牛排等正宗的BBQ。此外也附

設釣魚池，因此可現釣現烤剛捕獲的魚。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柏倉町1966

觀光農園Akagioroshi

直銷新鮮採摘的葡萄、桃子、栗子、櫻

桃等。水果採摘體驗及葡萄棚下的

BBQ也很受歡迎。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柏倉町909-5

白八汐（五葉杜鵑花）

赤城山是前橋，也是群馬的象徵。不僅有多處從初學者

到進階者都能享受的健行路線，而且能放鬆享受開車兜

風也很有吸引力。沿途有許多休閒勝地，如山頂湖泊、

賞花名勝、絕景、南麓的釣魚池、美食以及道之站等

等。出遊去赤城山吧！ 

赤城山是前橋，也是群馬的象徵。不僅有多處從初學者

到進階者都能享受的健行路線，而且能放鬆享受開車兜

風也很有吸引力。沿途有許多休閒勝地，如山頂湖泊、

賞花名勝、絕景、南麓的釣魚池、美食以及道之站等

等。出遊去赤城山吧！ 

來赤城山玩吧‼來赤城山玩吧‼

空手享用
小奢華的
BBQ

柏倉町

馬場

鼻毛石

三夜澤

大沼

♨
♨

♨

小沼
N

1 6

範例

釣魚池

4

畜產試驗場

西大室

353

76

1112

●
●

●

鈴岳

地藏岳

荒山

鍋割山

赤城神社
（富士見町赤城山）

長七郎山

鳥居峠（P1 1）

赤城溫泉飯店（P15）
花之宿 湯之澤館（P15）

御宿 總本家（P15）

赤城山
綜合遊客嚮導中心（P10）
（4月中旬〜1 1月中旬）

赤城白樺牧場　　●

冬季封鎖
（12月中旬〜4月上旬）

冬季封鎖
（1月上旬〜4月上旬）

赤城公園內露營地

覺滿淵

蕎
麥
街
道

赤城山汽車露營地（P 12）

●

●

●

健行者咖啡廳

←

秘湯之宿
瀧澤館（P 16）

旅籠 忠治館（P16）

群馬縣
馬事公苑

●

●

●

●
●

●●

●

道之站
富士見

嶺公園

至澀川
赤城IC

道之站
赤城之惠

道之站
Green Flower牧場︑大胡

職人醬油（P08）

赤城神社（P10） 
（三夜澤町）

豬豬廣場
（P08）

●

黑檜山

駒岳
大洞商店街

縣立赤城公園
遊客中心（P1 1）

Hanabusa有機農園
甜點廚房（P10）

赤城山山頂站紀念館
三得利啤酒︑燒烤廣場（P10）

KANEKO種苗
群馬花卉公園

（P 10）

101

大崎釣魚池（P12）
起司工房
Three Brown（P07）

Zawazawa森

赤城的
大鳥居

赤城南面千本櫻

中之澤美術館

♨

♨

山屋蒼月（P 16）
觀光農園
Akagioroshi（P12）

珊瑚寺
（東國花之寺）

●

●
●

●

●

●

●

●

粕川納豆工廠直銷店
（株）上州農產（P08）

帕尼尼專賣店
CLOVER（P04）

粕川歷史民族資料館

膳城跡

栁澤酒造
（P08）

產泰神社

粕川站
膳站

大胡站

中央前橋站

日本CANPACK大室公園（P04）

後閑養雞園

太田食堂
1 7

至西桐生→

上 毛 電 氣 鐵 道

→ 至
前

橋
IC︑

市
區

旅館
三山中心
（P16）



■前往縣立赤城公園
　遊客中心的交通方式

地址：前橋市富士見町赤城山1
從JR前橋站乘坐關越交通巴士開往富
士見溫泉方向30分鐘，在終點站下
車，轉乘關越交通巴士開往赤城山遊
客中心方向45分鐘，終點站下車即可
到達。（週末、國定假日JR前橋站有直
達巴士。）

赤城赤城 山健行山健行

登山路線赤城山健行

（繞覺滿淵一圈路線）

秋之覺滿淵

40分鐘

①縣立赤城公園遊客中心

40分鐘

②小沼

25分鐘

③長七郎山

15分鐘

⑤縣立赤城公園遊客中心

④鳥居峠

1分鐘

①縣立赤城公園遊客中心

10分鐘

②覺滿淵

5分鐘

③大沼週邊（大洞商店街）

④赤城廣場前

③大沼週邊
（大洞商店街）

是一處春天賞赤八汐杜鵑、夏天秋天賞雲海、冬天賞日出的景點。
此外，還可俯瞰到隨四季變化的覺滿淵和大沼等處。6月到11月左
右是觀賞雲海的最佳時期，雖需視天氣狀況而定，但雲海大多出現
於雨後或氣溫驟降無冷風的清晨。

夏天可享受遊船河及露營之樂，冬天則可享受在冰上釣西
太公魚之樂。餐飲店沿著湖畔延綿。

保留了原始的大自然，可欣賞到亞高山帶的植物。待在湖畔旁，便能
感受到身心受到了療癒。

④鳥居峠

②小沼逛一圈需40分鐘。是一處能欣賞到蓮華杜鵑花等濕生植物及
高山植物的寶庫。為高層濕原，因此可觀察到水苔等植物。

②覺滿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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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時代的書上描述到「赤城山上有靈

泉，傷病的鳥獸們都會聚集在這裡」的

赤城溫泉鄉。自古以來就以「上州的藥

湯」聞名。據說在鎌倉時代新田一族、

戰國時代上杉謙信曾在此靜養，也曾讓

傷兵在此療養。

在元祿2年（1689年），前橋藩主--酒井

雅樂頭家建造了一間湯小屋，當時以江

戶附近療養專用溫泉地而廣受歡迎。

上州的藥湯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鶴光路町316-1

前橋南溫泉

湯之道 利久 前橋南店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天川大島町128

天然溫泉

七福之湯 前橋店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表町2-10-31

前橋站前天然溫泉

湯～湯

當日往返溫泉

創業於1880年，是與謝野
鐵幹及高村光太郎等文人
皆投宿過的一家歷史悠久
的旅館。一邊享受源泉掛
流的白濁溫泉、赤城群山
的美景、溪流所發出的潺
潺水聲，一邊享用美味的
時令會席料理。

所在地：
群馬縣前橋市苗島町2027

赤城溫泉

花之宿 湯之澤館

館內到處都是民藝品風格
的裝飾品。一家擁有懷舊
氛圍的獨特旅館。
在此可以享受300年以來
備受喜愛的源泉掛流岩石
風呂及露天風呂。

所在地：
群馬縣前橋市苗島町2034

赤城溫泉

御宿 總本家

自然湧出、源泉掛流的白
濁色溫泉，能讓身體從裡
到外暖和而聞名。別館客
室設有源泉的專用浴池，
因此可以奢華地享受泡湯
之趣。還有可以享用赤城
牛的方案。

所在地：
群馬縣前橋市苗島町2031

白濁湯之宿

赤城溫泉飯店

旅館位於赤城山麓的粕川溪谷沿岸，所有客房均可眺望溪流美
景。還附有露天風呂，可一邊聆聽潺潺的流水聲，一邊感受大自
然。「日本秘湯協會」會員旅館。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粕川町室澤瀧澤241

瀧澤溫泉

秘湯之宿 瀧澤館

可以在此找到侵略者遊戲等懷舊昭和物品的旅館。引以為傲的溫泉具有
出色的保濕性，也可期待其美肌效果。如在家中般的舒適氛圍、服務以
及合理的價格相當具有魅力，因此吸引了許多溫泉療養等長住的常客。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瀧窪町1226-1

大胡溫泉

旅館三山中心

重現江戶時代民家建築，土間、圍爐裏、地板房等空間處處充滿溫
暖。從男子露天風呂望出去的朝日瀑布美景令人驚歎。使用大量
當地食材入菜的健康養身料理也很受歡迎。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苗島町2036

上州赤城山

旅籠 忠治館

約5千坪大腹地裡遍佈了美麗庭園及森林，為了追求極致放鬆的空
間，本館、別館、別邸、離館共19間的客房均附露天和半露天風呂。講
究以當地食材入菜的山中料理也很受歡迎。2019年春天重新開幕。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苗島町1432-2

赤城高原溫泉

山屋蒼月 赤城的溫泉

前橋市內的溫泉

位於赤城山南麓，彷彿置身於世外桃源的7

處旅館，在此可以放鬆身心。在四季景色變

化的赤城山的自然風光中，請在此浸泡名湯

度過一段特別的時光。

從車站前到赤城南麓一帶，有許多具有特色

的當日往返溫泉設施。

盡情享受天然溫泉，讓自己身心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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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o Maebashi 

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表町2-29-16（JR前橋站E’site內）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朝日町1-27-7所在地：群馬縣前橋市公田町665

Vento

便當（登利平）

創建於1953年的傳統「上州御用雞飯便
當」。飽滿的米飯、滑嫩的雞肉、秘傳的醬
汁。群馬經典風味，超越時代並廣受青睞。

旅GARASU（旅GARASU本舖清月堂）

群馬縣民知名度數一數二。是以礦泉水製
作出仙貝再夾入奶油霜的質樸風味點心。
放入冰箱中冷藏後享用也很美味。

Vento

Vento

JA
七福霰餅
榮獲世界食品品質評鑑大賞的金牌獎。盒
裝。口感酥脆而不膩，共有7種口味的一口
吃仙貝。

Vento JA

Vento JA

脆梅（赤城Foods）

創業於1893年，元祖脆梅的開發製造商。
不論男女老少都喜愛的酸甜脆梅。甘梅、梅
Jenne、紅酒脆梅、桃子梅、蘋果梅等。

Vento JA

JA Farmer’s 朝日町

位於盛情款待玄關口前橋站裡的伴手禮販
售區。附設遊客嚮導中心、巴士問訊處。也
網羅了「赤城之惠」等前橋品牌的商品。也
可以在這裡買到Coroton豬商品。

田村屋前橋南部店

講究食材，精心製成的傳統「味噌漬」。
1樓的商店除了漬物以外，還販售縣內產的
伴手禮。

提供產地直送的生鮮、加工品，以及前橋
原創品牌「赤城之惠」等各類商品可供選
擇。

Coroton豬商品
前橋市吉祥物ーCoroton豬的商品。包包、
毛巾、玩偶、文具等商品種類豐富。

Vento

芋燒酒基底的赤城之惠「梅酒」
以前橋產的番薯−−黃金千貫製成的正宗
芋燒酒「赤城之惠」為基底，再加入前橋產
白加賀梅所醃製而成的梅酒。

Coroton豬蛋糕（西洋菓子桑椹）

本體為白巧克力，裡面是滿滿水果的法式
布丁。在「西洋菓子桑椹」販售，該店相當
重視食材原本的風味，提供了種類豐富的
烤餅乾及使用大量當季水果製作的蛋糕。

JANakamata Q彈水嫩本蕨餅
（Nakamata 前橋本店）

使用本蕨餅粉製作。小奢華的正宗蕨餅。
抹茶、咖啡、伯爵茶3種口味。仿照前橋市
的代表樹木「欅樹」的葉子形狀製作的包
裝也很精美。

伴手禮販售區

JA

ACCESS

まちたび  まえばし  2021年3月發行 發行人：前橋市觀光政策課

GOOD
DESIGN

東京站 高崎站

上野站

前橋站
JR上越、北陸新幹線

約50分鐘

JR高崎線、上野東京線

約2小時

JR兩毛線

約15分鐘

前橋站
JR湘南新宿線

約2小時

新宿站
池袋站

新宿站

池袋站
前橋站

高速巴士

約2小時30分鐘

練馬IC 前橋IC
關越自動車道［約92km］

駕車前來時

乘坐電車、高速巴士前來時

從東京、

千葉、

神奈川方面

前來

宇都宮站 大宮站 高崎站 前橋站
JR東北、山形、秋田新幹線

約30分鐘

JR上越、北陸新幹線

約30分鐘

JR兩毛線

約15分鐘

水戶站 小山站 前橋站
JR常磐線、水戶線

約80分鐘

JR兩毛線

約90分鐘

東北自動車道 關越自動車道北關東自動車道

岩舟JCT 高崎JCT
前橋IC

駕車前來時

乘坐電車前來時

從宇都宮、

水戶方面

前來

從新潟、

北陸方面

前來

高崎站 前橋站
（從新潟方面前來）JR上越新幹線

（從北陸方面前來）JR北陸新幹線

JR兩毛線

約15分鐘

乘坐電車前來時

北陸自動車道 關越自動車道

長岡JCT

駕車前來時

前橋IC

Vento JA以上刊載「Vento Maebashi」及「JA Farmer's」之販售商品，以　　　及      圖示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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