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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折坂是朝鲜时代的宫廷御膳，将朝鲜八道进贡的珍贵食材包在荞麦面饼中享用，意味着团圆和谐。

与酸甜适中的五味子发泡红酒相得益彰，更能彰显韩食的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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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食随着韩国的五千年历史发展至今，其最大特征是兼顾

味道与营养的均衡，属于环境友好型自然饮食。随着在世界范

围内掀起的养生热潮，韩食所呈现出的健康、美味及欢乐，都

使其与K-Pop、K-Drama并驾齐驱，风靡全世界。

韩食蕴含着韩国人的饮食哲学“药食同源”，多是以蔬菜

为主的低脂、低卡料理。将鲜蔬白灼后凉拌而成的凉拌蔬菜富

含维生素与矿物质；鱼肉则多以能呈现食材原本风味的清蒸、

水煮、火烤等清淡烹饪方式来取代炒炸。从享誉全球的健康食

品“泡菜”到辣椒酱、酱油、大酱等酱类，再到海鲜酱等韩国

发酵食品，不仅有益于健康，更以拥有令人垂涎三尺的醇厚发

酵滋味而著称。也因此，韩食可谓是利用来自大自然的新鲜食

材，以健康、营养均衡方式料理而成的真正的能量饮食。

旅行的最大乐趣之一便是在品尝陌生食物的同时，体验

当地的文化、历史与风俗。本手册中介绍了作为韩国饮食基底

的储藏容器与发酵食品“泡菜”，并对辣椒酱、酱油、大酱等

酱类与韩国饮食特征，以及特色美食进行详细的诠释。通过韩

食体验空间、美食节、街头小吃、夜宵文化与聚餐文化则能深

入探索韩国独到的饮食文化。另有餐桌礼仪、餐厅会话、推荐

商品等实用信息，相信可使所有访韩游客更轻松地了解韩食。

下面就请走进融合健康、美味与欢乐的韩食世界！

健康、美味、欢乐共存的
未来能量饮食—— 韩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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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食中蕴含着等待的美学与缓慢的科学。这指的便是依循大

自然的时间表，利用自然界中存在的微生物来提高食品的风味与

营养，并生成乳酸菌等有益成分的“发酵”。

瓮缸
韩国人的自然储藏所

自然发酵的摇篮——瓮缸

包括代表韩食的泡菜在内，几乎所有韩国饮食中都要添加酱油、

大酱、辣椒酱等用黄豆发酵制成的调味料。不仅如此，各种酒类、海鲜

酱、酱菜等食品同样也需经历发酵过程。说到韩食就不能不提及发酵，

而讲到发酵，又不能不提及“瓮缸”。

瓮缸是用黏土塑型后，涂上草木灰水（自然釉料），放进窑炉里烧

制而成的容器，又被称为瓮器、陶器、坛子等。瓮缸壁在烧制过程中自

然生成细小的孔洞供空气流通，进而促使食品发酵。空气流通便能防止

水渗入瓮缸内，使食品不会腐败变质，因此瓮缸又被称为“会呼吸的器

皿”。

韩国女人的骄傲——酱味

自古以来，韩国女人为保持良好的

酱味，会不时打开酱缸盖让里面的酱料

接受阳光的照射，她们还常常擦洗酱

缸，使酱缸上的气孔保持通畅。从古至

今，发酵得宜的酱味便是韩国女人的骄

傲，因此还流传有“酱味美，家多福”

的谚语。此外，在“能腌制三十六种泡

菜和酿制三十六种酱料的媳妇”这一俗

话中，不仅表现出韩国泡菜和酱料种类

的多样性，还暗指出在家里制作各种发

酵食品是韩国女人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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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食代表酱料——酱油、大酱、辣椒酱

酱油、大酱、辣椒酱是以发酵黄豆制成的

酱曲为主要原料而腌制的酱料，黄豆是优质的植

物性蛋白质食品，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氨基酸。

酱油、大酱、辣椒酱被统称为酱料，因为它们系

出同门，皆由酱曲制成。晚秋时节，将黄豆蒸熟

后制成四方形的酱曲，再置于温暖的地方使其霉

化、干燥，在来年的1~2月份，将干燥的酱曲放

入盐水中发酵40~60天左右，得到的酱汁就是酱

油，剩下的固体则能用来腌制大酱。在酱曲粉

中加入糯米糊、辣椒粉等材料发酵而成的便是

辣椒酱。

韩食传统香料——葱、蒜、辣椒粉

葱、蒜、辣椒粉是韩食中不可或缺的香料，

各种泡菜中都必须加入这三种香料，否则就会使

泡菜的味道大打折扣。

葱能去除鱼、肉类料理的腥味，突出凉拌菜

的清爽感。蒜因具有强力的抗菌、抗癌、抗氧化

功效而备受瞩目，其辛辣香气与独特风味能够与

韩食完美搭配。辣椒粉是用干辣椒磨成的粉末，

色泽鲜红能够刺激食欲，同时也是制作辣椒酱时

的必备材料。辣椒粉的辣味成分“辣椒素”则有

助于减肥。

健康的植物油脂——芝麻盐、香油、苏籽油

芝麻盐、香油、苏籽油是添加在韩食中提升

香味的调味料。芝麻盐是将芝麻炒熟后研成的粉

末，可加至各种料理中或在烹饪的最后环节撒于

食物上。在韩国，会用“散发出阵阵芝麻盐香”

来形容甜甜蜜蜜的新婚夫妇。香油是压榨芝麻制

成的油，而苏籽油则通过压榨紫苏籽而成，可添

加至各种凉拌菜、杂菜、拌饭等韩食中，增加食

物的馨香风味。

韩食中使用的酱料不同于我们常说的调味料，如果说调味料只是为了提味的辅料，那么酱料则

除了能够激发主要食材的原味之外，还兼顾了营养与健康。酱料的韩文具有“将良药放在心头”之

意，即在酿制酱料时，不仅滋味要好，更要对人体有益。

酱料
韩食的风味与营养秘诀

葱

芝麻盐

黑芝麻

蒜

辣椒粉

酱油

酱曲

大酱

盐

辣椒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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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的泡菜 

泡菜的种类多种多样，几乎大地上生长的所有蔬

菜都可以用来制作泡菜。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这一传

统美食，依季节、地区和食材的不同，种类可达200

种以上。虽然泡菜的种类繁多，但基本上都有着先用

盐腌渍蔬菜，再放入多种调味料均匀搅拌使之发酵的

共同点。

不同地区、家庭制作泡菜的方法不尽相同，味道

也各具特色。北方地区的泡菜味淡汤汁多，因辣椒粉

的使用量较少，故而滋味淡爽。反之，在温暖的南方

地区会使用较多的盐、海鲜酱和辣椒粉来延长贮存时

间，所以泡菜又辣又咸，而且汤汁较少。

蕴含浓郁发酵风味的世界健康食品

泡菜是在白菜、萝卜、洋葱、胡萝卜等各种蔬菜

中加入葱、蒜、生姜、辣椒粉、海鲜酱等各种调味料

制成的低热量食品，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

质和膳食纤维。泡菜经过发酵会生成多种乳酸菌和香

气成分，因此会散发出独特的发酵风味，让喜欢泡菜

的人欲罢不能。美国权威健康杂志《健康（Health）》

将富含维生素、乳酸菌且具有抗癌功效的泡菜评选为

世界五大健康食品之一。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冬泡菜文化

为度过蔬菜不足的冬天，在刚进入冬季时便会

腌制泡菜，这一活动称为腌制越冬泡菜。该活动不仅

仅是单纯地制作泡菜，还为人们提供了与亲人、邻

居和睦相处，并与周遭弱势人群共同分享泡菜的平

台。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蕴含合作与分享精

神，富有智慧与科学性的越冬泡菜文化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泡菜冰箱
泡菜冰箱是专门用以存放泡菜的冰箱，

仿照将泡菜放在泡菜缸内进行长期保存的传

统方式制成。这种韩国独有的家用电器配备

了最适合泡菜的温度调节装置，能够使泡菜

在最佳的熟成温度中长期保存，保持其新鲜

滋味。泡菜冰箱主要分为将与外部空气接触

面积降至最小的缸型构造和抽屉型构造等。

白菜泡菜

小萝卜泡菜

白泡菜

葱泡菜

泡菜是闻名于世的韩国传统发酵食品，使用各种蔬菜发酵而成，无论是从味道还是从健康方面都

有着过人之处。通过一种泡菜即可摄取10多种蔬菜和调味料（香料），泡菜中的各种食材完美搭配，

味道绝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滋味清新爽口的泡菜中还富含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乳酸菌。

泡菜
千年的美味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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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p

在韩语中，耕种、建屋、作诗、露出微笑……等短语中的动词皆与“做饭”的动词相同。 

对韩国人来说，饭是对生命深深地热爱。因此，做饭便与“耕种能够维持生命的土地”、

“建造经营生命的房屋”、“创作生命的诗歌”、“露出滋养生命的微笑”别无二致。

装盛大自然、装盛时间、装盛诚意、装盛回忆……以及装盛食物，韩国人在饮食中装盛了无

形的珍贵价值，大自然的智慧、依循自然流转的时间、制作者的诚意、与共享者之间的回忆，这

一切皆被丰美地装盛在其中。

做 装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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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

饭是韩食的基本，也是所有饮食的代名词。韩式餐桌以饭为主食，根据小菜的碟数来划分类别。在

韩国，有“依靠饭力（吃饭后生出的力气）生存”的说法，由此可见对韩国人来说，饭就等同是能量的

来源。在彼此问候时，人们也通常会借问“你吃饭了吗？”来聊表关切。

大米饭

杂粮饭

糙米饭

营养石锅饭

现代式拌饭

饭的历史

在大米等各种谷物中加水蒸出的饭是韩

食的基本。韩式餐桌的主食是饭，而种类多样

的小菜则是搭配饭食用的副食。韩国从公元前

10~15世纪开始种植饭的原料——大米，而小

米、高粱、黄米、稗子等杂粮在此之前就已经

开始广泛种植。在韩国，饭具有十分悠久的历

史，而韩国人也从很早以前就以蒸饭手艺高超

而闻名。

味道与营养的无尽宝库

饭的种类非常丰富多样，不仅有只放大

米蒸出来的白米饭，还有在大米中加入大麦、

大豆、红豆等杂粮的杂粮饭，在饭中添加各种

野菜、肉类的拌饭，用直冒热气的石锅盛放的

营养石锅饭，用米饭和泡菜炒制而成的泡菜炒

饭，在各种蔬菜叶上放入米饭、调味酱后包着

食用的菜包饭，放入牡蛎、贻贝等海鲜的海鲜

饭等。米饭香糯可口、种类众多，可搭配各种

各样的饮食，是味道与营养的无尽宝库。

韩国人生活与爱的象征

米饭牢牢植根于韩国人的情感和文化之

中。对韩国人来说，饭犹如“上天”般尊贵，

因此不仅不能剩饭，还应该吃得津津有味。“

饭力（吃饭后生出的力气）”是生活的原动

力，也是生命的象征，所以当有孩子出生时，

韩国人会说“添了一个勺子”；而当有人去世

时，则有“放下了勺子”的说法，且还会在亡

者的口中放入大米。韩国有“十匙一饭”的说

法，意思是说几个人从自己的饭中舀一勺凑成

一碗送给饥饿的人，这充分体现了韩国人的

爱。如果有朋友在家中亲自煮“家常饭”招待

你，这意味着他把你当做十分特别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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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汤锅、火锅
宜于日常或特殊日子享用的汤品

大酱锅和泡菜锅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

韩国人的餐桌上，具有令人百吃不厌的好

滋味，是深受韩国人钟爱的灵魂食物。大

酱和泡菜作为能够代表韩国饮食的发酵食

品，不仅味美且有益于健康。朴实的大酱

锅和泡菜锅是家常汤品，而用肉类或海鲜

等制成的华丽火锅则常常用来招待客人。

一碗汤中融入的美味、健康与寓意

韩国的汤品中各种食材相互搭配，不

仅美味且营养丰富，韩国人主要通过汤品

来滋补身体。在精力衰退时，人们常常会

食用将牛肉熬煮一天以上制成的美味雪浓

汤，不仅能够补充营养，还十分易于消

化。夏天，在鸡腹中放入糯米、人参、大

蒜等食材长时间熬煮而成的参鸡汤是帮助

人们战胜炎炎酷暑的最佳美食。此外，汤

中还蕴含着特别的意义。海带汤象征着出

生的日子，所以人们会在生日当天食用海

带汤；在春节，则会食用具有祈福之意的

年糕汤。

热汤更爽口？

汤类料理的品质取决于高汤的味道，

为展现深厚醇香的风味，会在清水中加入

萝卜、洋葱、大葱等蔬菜和鳀鱼、虾、昆

布等海味后充分熬煮成汤底，接着调味、

放入汤料煮熟，这样便诞生出一道美味的

汤品。除了盛夏之外，韩国人皆十分喜欢

享用热腾腾的汤类料理。品尝时，还会常

用“爽口”这个词来表达品热汤的感觉。

韩国人几乎每餐都少不了汤类食

物，其种类也十分多样。煮汤时需放入

足量的水，使水能够没过汤料。将汤料

以慢火长时间熬煮而成的是汤；汤锅使

用的是砂锅，水量和汤料比例大致相

同，味道较咸；火锅与汤锅比较相似，

在浅宽的锅子中放入各色肉类或海鲜、

蔬菜，再加汤后现煮现吃。

大酱汤

泡菜汤

牛肉萝卜汤

参鸡汤

蘑菇火锅

16 17



凉拌蕨菜

凉拌黄豆芽

煎豆腐

凉拌菠菜

酱牛肉

丰盛均衡的饮食

一桌韩食由多种多样的食物组成。这主要是受到了小菜要搭

配主食即饭来一同食用这一观念的影响。小菜主要使用各季新鲜

的自然食材烹饪而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能够实现味道与营养

的均衡。以蔬菜为中心搭配各式肉类和海鲜，并以发酵食品为基

底来烹制新鲜的应季食材，种类可达1500多种。热菜、温菜、凉

菜、汤菜、干菜等各种小菜置于同一张餐桌之上，为人们提供选

择的乐趣。

时蔬小菜

韩国的国土大部分为山地，农耕文化较为发

达，所以大部分小菜皆由植物性食材烹饪而成，植

物性与动物性的比例约为8比2。各种生鲜的时令蔬

菜以及或焯或炒的调味蔬菜是最大众化的小菜，热

量低且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及矿物质。由三种颜色搭

配制成的三色蔬菜，是以蔬菜烹饪的最基本的小

菜。菠菜（绿）、黄豆芽（黄）、蕨菜（褐）、茄

子（紫）、桔梗（白）等则是用来烹制蔬菜类小菜

的主要食材。

肉类小菜

韩式餐桌上的肉类、鱼贝类等小菜几乎不使用

油炒这一烹饪方法，味道清淡是其最大的特点。烤

牛肉和炖排骨是用炖煮的方法烹饪而成的菜肴，而

在面粉中加入海鲜、泡菜、肉类、蔬菜等多种食材

煎制而成的煎饼也仅使用少量的油。此外，肉类小

菜通常不会单独烹调，而是像什锦炒粉丝一样搭配

各种蔬菜和蘑菇一起烹饪。

常备小菜

韩国人家庭的冰箱里不仅会有各类食材，还会

有几种美味的常备小菜。小菜中加入较多的调料，

可以长时间保存并能随时取食。最具代表性的常备

小菜有炒海蜓、酱牛肉、酱炖豆腐、炒干鱿鱼丝、

酱土豆等。

小菜

小菜是充分展示“种类繁多、营养均衡”这一韩食特点的饮食。韩食以饭和汤为主，再搭配各种

营养均衡且美味的小菜。一般来讲，饭和汤每人一份，各式小菜则由大家一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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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粥

红豆粥

鲍鱼粥

冷面

拌面

喜面

白米粥与千变万化的营养粥

只 用 大 米 煮 出 的 白 米 粥 是 最 基 本 的

粥。除此之外，还有加入时令蔬菜、肉

类、鱼贝类、坚果类、谷类等食材一起

熬煮而成的营养粥。根据食材的不同，

粥可以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味道。其中，

南瓜粥、红豆粥主要作为开胃菜或饭后

甜点，而蘑菇牛肉粥、蔬菜粥、鸡丝粥、

海鲜粥、鲍鱼粥等主要作为主食。粥被认

为比饭拥有更悠久的历史，故而粥中也蕴

含着韩国的传统。每到一年中黑夜最长的

冬至，人们常常会食用咸红豆粥。这一传

统源自韩国人认为红豆的红色可以驱逐恶

鬼、避免厄运。

充满挑选乐趣的面条

韩国面条的原料丰富，烹饪方法也多

种多样。面粉曾是非常珍贵的食材，人们

在制作面条时会在面粉中掺入荞麦粉、葛

粉、玉米粉、土豆粉、红薯粉、绿豆粉、

大豆粉等，因此面条的种类也变得更加多

样。在用鳀鱼或贝类煮制的汤头中加入面

条烹饪而成的喜面和在海鲜或鸡肉汤中加

入切好的面条煮制的刀切面是最具代表性

的韩国面食。冷面主要分为两大类：在牛

肉高汤中添加盐水萝卜泡菜汤并在放凉后

加入荞麦面而成的平壤冷面和在土豆粉面

条中加入辣味调料搅拌食用的咸兴冷面。

虽然一般来说会在冷天品温面，热天食冷

面，但因为在韩国有“以热治热”的风

俗，所以人们也会在冬天品冷面，而在夏

天食温面，更深切地感受不同的季节。

粥可谓是饭的另一种形态。与需

要细细咀嚼的饭不同，加入5倍于谷物

的水，煮至谷物膨胀开来的粥是牙口

不便的老人和消化能力较弱的患者也

能轻松享用的食物。尤其是将谷物完

全煮化的粥是婴儿最先吃到的辅食。

由于粥是一种连婴儿都能食用的软柔

食物，因此便衍生出“喝凉粥”这个

俗语，意指非常简单的事情。

面条 粥

在简单用餐时，韩国人常常喜欢

食用面条。韩国主要种植稻谷，而面

条的原料——小麦的生产量并不高，

所以面条曾是只在生日宴、婚宴、花

甲宴等办喜事的日子食用的食物。用

珍贵食材制作而成并蕴含着“长寿”

之意的面条还能够增添宴会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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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传统酒——清酒、马格利酒、烧酒

韩国传统酒的原料是用发酵米饭和酵母制成的“酒曲”。

用过滤酒或酱的工具按压酒曲得到的清澈液体就是清酒。清酒

因制作时间长、产量较少而被视为高档酒。与此相比，产量较

多且容易制作的马格利酒则是属于老百姓的酒。制作马格利酒

时，只需将酒曲大致过滤一下即可，因此酒的颜色较为浑浊。

蒸馏马格利酒得到的高度酒就是烧酒。现在烧酒已成为韩国最

大众化的酒，在以前君王也会为补充体力而饮用烧酒。

丰富的家酿酒文化

韩国的传统酒中会添加各季和各地生产的药材、花和水果

等，其种类也随之变得更加多样。在韩国，每家每户都会用各

种秘方酿造家酿酒，而滋味香醇的家酿酒现已成为代表各地区

的名酒。庆州崔氏富户代代相传的庆州校洞法酒、全州梨姜酒

（文杯酒）、锦山人参酒、安东烧酒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地方

名酒。而在朝鲜时代（公元1392~1910年），地方名酒多达300

余种。

各种场合中不可或缺的酒

在韩国，祭拜祖先的祭祀宴、招待贵客的招待宴以及操办

喜事的喜宴上，酒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韩国流传有这样一

句话：“通过酒味可以了解一个村庄的政治”，酒被认为是能

够判断共同体品性的一项基准。现在韩国最大众化的酒就是烧

酒，而将烧酒和啤酒以一定比例混合饮用的烧啤，添加柚子、

桃子、苹果等各种果香的水果烧酒，以及用韩药材与酒曲酿造

的百岁酒等更加深受年轻人的欢迎。

酒

韩国自古以来便热衷于酿酒，并绽放出独创的传统酒文化之花。每家每户

都会用各种秘方酿制自家独特的家酿酒，并将其用于祭拜祖先的祭祀宴、招待

贵客的招待宴以及喜庆的喜宴等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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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美食
不同个性造就丰富的饮食文化

韩国各地饮食都有着自己独有的个性。韩国三面环海，山区占国土面积的70%。

因此，每个地区都被多条山脉和江河划成界限。气候不同，当然产物也不同。如此多

样的自然环境加上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韩国的主要节庆有春节、中秋节和元宵节。春节和中秋节既是阖家团聚、共同拜祭祖先的日子，也是走亲访友

的时节。节庆饮食主要有炖排骨、什锦炒粉丝、糕饼及韩果等，不仅韩国人百吃不厌，也深受外国朋友的喜爱。此

外，每个节日还有其独特的代表饮食。

节庆饮食

年糕汤

春节（农历1月1日）

春节是韩国最盛大的节日之一。在正月初一吃年糕汤是韩国人的传统习惯，象征着又长大一岁。将和好的米粉捏成圆条状，再

切成薄片，加高汤熬煮后放上牛肉丁和鸡蛋丝（蛋白、蛋黄分开后摊成蛋皮，再切成细丝）作点缀，味道清淡爽口。 

掷柶年糕汤

松饼

中秋节（农历8月15日）

中秋是一年当中月亮最圆、最大的一天。金秋时节收获的各种水果和新打下来的谷物，为节日带来丰盛的美食。在韩国的中

秋佳节，松饼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传统食物。做松饼要将当年的新米粉用盐水和好，然后压成小小的圆饼状，在中间放入馅料（芝

麻、板栗、黄豆、红豆中选择一种）后捏成半月形，摆在铺放了松针的笼屉里蒸熟。松饼用来敬祭祖先，感谢上天赐予的丰收。

强羌水越来松饼

五谷饭

元宵节（农历1月15日）

过去每逢元宵节，人们都会向村庄的守护神进行拜祭，以求驱鬼辟邪，并迎接春天的到来。正月为一年之始，是人们制订计

划，预卜当年运势的月份。元宵节的传统食物是五谷饭，饭中加有糯米、小米、红豆、高粱和黑豆五种谷物，含有富贵长寿、无病

无灾的寓意。五谷饭通常与多种野菜相配而食，味道朴素而清新。

烧野草坚果五谷饭·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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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成为韩国的首都已有600年之久，在此期间，

饮食文化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变得丰富多彩、绚丽夺

目。与西海比邻的京畿道，土地肥沃、农副产品丰富，

以水产品为原料的菜肴尤为发达。

干脆爽口的味道和风格

首尔

雪浓汤 설렁탕

这道雪白的浓汤采用牛肉的各

个部位熬煮而成，通常泡入米饭来食

用。爽口而浓郁的肉汤尤其适合与泡

菜一起进食。

首尔、仁川、京畿道

首尔

韩定食 한정식

韩定食是由韩餐中最美味最精致的

菜肴组合而成的，是韩餐中最丰盛华丽

的一种，源于朝鲜时代上流阶层的用餐

形式。

仁川

炸酱面 자장면

这是一道在蔬菜和肉丁里放入黄酱

炒出炸酱后与面条一起搅拌而食的韩式

中餐，起源于仁川中华街。

水原

大排骨 왕갈비

在牛排骨肉上切出花刀后刷上酱料

炙烤而成。水原排骨的长度通常在15厘

米以上，所以又称“大排骨”。

抱川

二东排骨 이동갈비

抱川二东排骨是用水果汁腌制排骨

后用炭火烤出的，十分美味，和当地传统

酒──二东马格利酒一起享用，味道无

与伦比。

利川

米饭套餐 쌀밥정식

利川地区的大米是朝鲜时代的贡

米，用当地特产利川大米做出香喷喷的

米饭，再配以九种或十二种小菜，就组

成了米饭套餐。软硬适中、晶莹透亮的

米饭和美味小菜让人食欲大振。

华城

蛤蜊刀切面 바지락칼국수

用济扶岛出产的蛤蜊提味，汤汁十

分鲜美。煮面时先放入蛤蜊熬出鲜汤后

再下面条煮熟。

议政府

部队锅 부대찌개

部队锅是韩国战争后在美军部队

附近应运而生的，故得此名。做法是在

高汤中放入火腿、香肠、泡菜、年糕和

蔬菜同煮，再加以辣椒酱调味，各种食

材的味道和谐交融，带来丰富的味觉层

次。

河南

烤硫磺鸭 유황오리구이

用硫磺饲料喂养的鸭子富含氨基

酸，营养价值高。以土窑烤缸的方式烤

出来的硫磺鸭，富含脂肪的肉皮被火烤

得香酥金黄，肥而不腻。

城南南汉山城 

鸡丝粥 닭죽

添加人参、黄芪等药材煮出鸡肉

汤，再放入大米慢慢熬煮，鸡丝粥便做

成了。浓郁的肉汤、软硬适中的米粒和

绵软细腻的鸡丝相辅相成，令人不禁大

快朵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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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

先农汤 설렁탕

“先农汤”这一名称取自朝鲜时代国

王祈祷丰收时使用的祭坛──先农坛。

这道雪白的浓汤是用牛肉的各个部位煮

出来的，通常泡上米饭来食用。爽口而浓

郁的肉汤尤其适合与泡菜一起进食。

保宁

辣味梭子蟹汤 꽃게매운탕

从保宁海岸──西海捕捞的梭子蟹

肉肥子多，加上海参、鲍鱼和各种鲜蔬

煮成热腾腾的螃蟹汤，味道鲜美、辣味

十足。

永同

鱼粥 어죽

去除河鱼的内脏和骨头，用调料调

味后放入面条或米饭长时间熬煮而成。

舒川

烤斑鰶 전어구이

新鲜的斑鰶不需调味，直接烤熟即

成美食。斑鰶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无须

剔骨，是极好的补钙佳品。

瑞山

麦苗章鱼汤 밀국낙지탕

产自瑞山的滩涂章鱼肉质绵软、味道

清淡。“麦苗章鱼”是在麦子抽苗的时节

捕捞上来的，搭配葫芦瓤清清爽爽炖煮

出来，就成了麦苗章鱼汤。还可以在汤中

加入刀切面或面片一起食用。

青阳

辣味桂鱼汤 쏘가리매운탕

青阳清澈见底的河中栖息着当地特

产──桂鱼。刚刚捕捞上来的桂鱼配以

各种蔬菜煮成辣味桂鱼汤，细嫩紧致的

鱼肉与鲜辣爽口的汤味相得益彰。

丹阳

大蒜定食 마늘정식

这是一道添加了丹阳特产──六瓣

蒜煮出来的石锅饭和各式小菜组成的韩

定食。正如其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以各种烹饪手法精心制成的大蒜菜肴。

大田

橡子凉粉面 도토리묵말이

橡子凉粉是将橡树的果

实──橡子磨成粉后用水冲

泡，再用从中提取出来的淀

粉凝固而成的食品。将凉粉

切成细长条，倒入清凉的面

汤，就成了橡子凉粉面。橡

子凉粉面口感滑、热量低，

是理想的减肥食品。

扶余

荷叶饭 연잎밥

将糯米、杂粮和坚果按

一定比例混合后用荷叶包好

蒸熟。荷叶的清香渗透至米

粒之中，别有一番风味。

清州

田螺汤 올갱이국

田螺汤是代表清州乃至整个忠

清地区的美食。田螺汤用大酱、大

蒜和韭菜调味，十分鲜美。

大田、忠清北道、忠清南道

忠清道地区的菜肴以清淡为特点，强调食材之原味。忠清北道山区多，

主要食材为野菜和菌菇，而忠清南道比邻西海，海鲜类比较发达。

承载纯朴民心和大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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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光

干黄花鱼套餐 굴비정식

干黄花鱼用海风自然风干而成。

干黄花鱼套餐以香煎干黄花鱼为主角，

再搭配多道美味小菜。煎至金黄的干黄

花鱼外酥里嫩、香味四溢，令人口舌生

香、意犹未尽。

木浦

章鱼软泡汤 낙지연포탕

采用木浦特产──细爪章鱼煮成的

汤品。在清水中加入各种蔬菜和调料，

煮沸后再放入细爪章鱼快煮，变色即可

食用。

南原

泥鳅汤 추어탕

将在蟾津江上游捕捞来的肥美泥鳅

肉磨碎，放入干萝卜缨和花椒等各种素

菜和调味料煮成，汤味丰厚浓郁。

全州

全州拌饭 전주비빔밥

全州拌饭的米饭上整齐摆放着各式

鲜蔬野菜、肉末、海藻和鸡蛋等多种食

材，由食客自行搅拌而食，别称花饭。

用牛头肉清汤煮成的米饭浓香四溢。

扶安

白蛤粥 백합죽

用产自扶安郡界火岛一带的上等白

蛤熬成的米粥。用盐和香油调味，味道

清淡可口。

光州

无等山大麦饭套餐 무등산보리밥정식

香喷喷的大麦饭加上时令素菜，配

以辣椒酱和香油搅拌而食。素菜的清香

在口中缭绕，让人食欲大振。

井邑

野菜套餐 산채정식

以竹笋、蕨菜、东风菜等产自内藏

山山谷的山野菜组成的一桌套餐。清香

的野菜吃进嘴里齿颊留香，仿佛置身于

深山野林之中。

顺天

大弹涂鱼汤 짱뚱어탕

顺天湾拥有肥沃的滩涂。从滩涂

中捕捞而来的肥美大弹涂鱼加上干萝卜

缨、干白菜和萝卜等蔬菜煮出来的辣味

鱼汤，鲜香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完州

嫩豆腐家常套餐 순두부백반

在嫩豆腐中放入调味猪肉和蛤蜊煮

成的汤锅，配上米饭和小菜一同呈献。

香软的嫩豆腐和用辣椒油调味的汤汁堪

称一绝。

潭阳

竹筒饭套餐 대통밥정식

在竹筒中放入大米、杂粮

和各种坚果蒸煮而成。竹液渗

入饭粒之中，呈现出独特的清

香美味。与用调味牛肉馅烤制

而成的牛肉饼堪称绝配。

全罗道素有美食之乡的称号。这一地区紧邻南海，拥有肥沃的湖南

平原，食物丰富、菜肴种类繁多。由于气候偏暖，口味较重。

美食之乡的名声渊源流长

光州、全罗北道、全罗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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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济

海鞘拌饭 멍게비빔밥

在热腾腾的大米饭上洒满海鞘

酱和紫菜粉末，再用香油拌食，海

鞘的清香在舌尖缭绕。

河东

河蚬汤 재첩국

河蚬生长于河水和海水相交的

蟾津江。在用河蚬煮出来的清汤中

放入韭菜食用，味道清淡爽口。

庆尚地区由拥有广阔盆地、紧邻东海的庆尚北道和比邻南海的庆尚南道组

成。这里盛产野菜和海鲜，肥沃的金海平原每年出产大量农作物。

用浓郁味道犒劳味蕾的粗犷美食

釜山、庆尚北道、庆尚南道

安东

炖鸡 찜닭

将鸡肉、粉条搭配各种蔬菜，用微

辣的酱油调味炖煮而成。炖鸡原本是朝

鲜时代安东富人区的代表食物，现在已

成为安东传统市场上的特色美食。

马山

辣炖安康鱼 아구찜

以筋道耐嚼、清淡味美的安康鱼

为主料，放入各种辅料调味后炖煮而成

的美食。安康鱼脂肪含量低、营养价值

高，是美容养颜的佳品。

统营

忠武紫菜包饭 충무김밥

大小适宜的紫菜包饭，搭配萝卜

泡菜和酸辣八爪鱼，吃的时候不使用筷

子，而是用竹签插着吃。

釜山

釜山小麦面 부산밀면

在加入淀粉做成的面条中倒入用牛

骨、蔬菜和各种药材煮出的高汤享用。

韩国战争之后为替代冷面而普及，是釜

山地区的特色美食。

大邱

牛皱胃或猪肠头 막창

将牛皱胃或猪肠头烤熟后，蘸取用

青阳辣椒碎、蒜茸和葱花调制的大酱调

料食用。烤好的牛皱胃或猪肠头筋道多

汁、韧劲十足，是公认的美味下酒菜。

盈德·蔚珍

清蒸竹蟹 대게찜

因腿的形状类似竹子，在韩国被称为

“竹蟹”。清蒸竹蟹不添加任何调料，直

接将生竹蟹蒸熟即可食用，咸淡适中、鲜

香甘甜、肉质细嫩紧致。

密阳

猪肉汤饭 돼지국밥

将米饭和厚实的白切猪肉泡在用

牛骨精心慢炖的浓汤中食用。这道美

食60余年前始于密阳的集市，因其浓

郁的风味一直深受大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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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

松茸饭 송이밥

松茸鲜香扑鼻、质感紧实。用襄

阳产松茸做出来的米饭散发着浓郁的清

香，让人爱不释手。

华川 

山鳟鱼生鱼片 산천어회

山鳟鱼色泽桔黄，类似于三文鱼，

但口感比三文鱼更绵软、肉质更细密。

通常将活山鳟鱼切成生鱼片蘸取醋辣酱

享用，味道鲜美，余味香甜。

东海

水拌鱿鱼生鱼片 오징어물회

将新鲜的活鱿鱼当场切成长条，放

入各种蔬菜，再倒入冰凉的酸辣汤汁。

墨湖和注文津是韩国鱿鱼产量最多的地

区，到此可以品尝到鱿鱼的真味。

旌善

山蓟菜饭 곤드레나물밥

山蓟菜香味怡人、口感绵软。山蓟

菜焖出的米饭拌上由葱花、蒜末、辣椒

面、酱油和香油做成的调味汁来享用。

江陵

草堂嫩豆腐 초당순두부

江陵草堂洞自古以甘甜的泉水远近

闻名，草堂嫩豆腐正是这里的特产。黄

豆制成的嫩豆腐口感绵软，加上调料酱

味道更加上乘。嫩豆腐还可以与蔬菜一

起炖煮成辣味的豆腐锅来享用。

麟蹄

干明太鱼汤 황태국

明太鱼肉质松软、口味清淡，是低

脂高蛋白食品。在寒冷的冬季，将明太

鱼用海风风干后，放入土豆、蘑菇和豆

腐等食材一起炖煮，便成为一道汤汁香

浓、鱼肉爽口的干明太鱼汤。

江原道山区居多，主要作物有玉米、土豆、荞麦、大豆，遍地都是野菜。比邻

东海的岭东地区水产尤为丰富。

洋溢着树林和大海气息的江原美食

春川

辣炒鸡排 닭갈비

大小适宜的鸡肉块用调味酱

腌制入味后，搭配各种蔬菜在铁

板上现炒现吃。吃完鸡排后还可

以用剩下的调味酱加上米饭做成

香喷喷的铁板炒饭。

春川

荞麦凉面 막국수

荞麦凉面的主人公是隐隐散

发着荞麦香的荞麦面条，将煮熟

的荞麦面条置于碗中，再倒入清

凉的盐水萝卜泡菜汤或冷面汤，

便成为一碗可口的荞麦凉面。

束草

鱿鱼血肠 오징어순대

取出鱿鱼的内脏，将猪

肉、青椒、胡萝卜和大蒜等

辅料剁碎后填入鱿鱼中，蒸

熟或煮熟后切片食用。

江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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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米其林星级餐厅指南首尔版

首尔

首尔拥有众多世界最高权威的餐厅及美食评审指南──《米其林指南》评选出来的餐厅，

其中包括最高级别三星到以合理的价格享用可口菜肴的超值餐厅（Bib Gourmant），

现在就来向您介绍这些餐厅，超级美味、先睹为快。

完美而登峰造极的厨艺，值得专程前往

MICHELIN
GUIDE

THE
济州岛水产丰富，盛产大麦、粟米、大豆、荞麦和红薯，因此以

这些食材做成的食品居多。当地饮食的最大的特点是口味比较清淡。

济州大自然与纯朴人心融汇出的完美和声

西归浦

烤鲷鱼 옥돔구이

鲷鱼属高级海鲜，将用海风半风干

的鲷鱼抹上香油煎烤，肉质鲜美味道清

香，让人回味无穷。

表善

马尾藻汤 몸국

将马尾藻放入猪骨高汤中煮成的汤

品，清淡中带有浓郁的海藻香味。

中文

五条鰤生鱼片 방어회

五条鰤背部深蓝，腹部带银白色，

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鱼类。用产自济

州海域的野生五条鰤做出的生鱼片味道

清淡、肉质细密，越嚼越香。

济州

济州

酱炖鱼 생선조림

将新鲜的海鱼和萝卜调味后炖

煮而成的食物。用当地特产烹制的

酱炖带鱼和酱炖青花鱼尤为出名。

济州

烤黑猪肉 흑돼지구이

腌制入味的黑猪肉用炭火烤得鲜

香酥嫩。济州黑猪肉肉质柔软，富含

不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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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而登峰造极的厨艺，值得专程前往 完美而登峰造极的厨艺，值得专程前往

GAON以现代方式诠释了历史悠久的高规格宫廷御膳，推出一系列色香味俱全的韩食套餐。GAON坚持每天从全国各地采

购上乘的时令食材，使用积存10多年的陈年大酱和酱油等调味料，令菜肴更具风味。

GAON所隶属的餐饮项目部归于陶瓷厂商──“广州窑”旗下，不负广州窑的名声，GAON所使用的餐具全方位考虑菜肴

的色泽、质感、功效等要素，每道菜都配有特制的餐具。用白瓷盛出的烤鲷鱼、装在辰砂釉盘子里的甜点等，美味与形色兼

顾，味觉和视觉双收。本店推荐套餐有忠于原味的的玺印之作“ONNAL套餐”和彰显大厨手艺的“GAON套餐”。

 02-545-9845~6   www.gaonkr.com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317，湖林艺术中心M层 

优雅的宫廷珍馔盛开在端庄的陶器上

以现代人情感重新演绎的宫廷御膳──GAON

罗宴由首尔新罗酒店经营，是一家重现宫廷美食与贵族风格的韩餐厅。 以“用‘礼仪’与‘格调’呈献的顶级韩式正

餐”为主题，导入现代方式来诠释传统饮食文化。餐厅特别讲究一个“鲜”字，每日采购顶级时令鲜蔬食材，保障菜肴的新

鲜度，在传统烹调技艺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方式，为菜肴赋予新的意义。 

餐厅主推神仙炉与九折坂两道宫廷菜品。神仙炉是在摆好了各式煎饼和蔬菜的火锅中倒入用上乘韩牛牛腩熬出的高汤后

现煮现吃的菜肴。九折坂用小麦煎饼包食八种时令食材，一次可以品尝到多种食物，是韩国古老的饮食文化──“包食”的

良好体现。罗宴所呈献的空间美也是不容错过的一大亮点。传统韩式窗格、端庄优雅的白瓷和木器让罗宴的传统之美紧紧融

入首尔新罗酒店时尚现代的整体氛围中，体现出优雅的格调。

 02-2230-3367   www.shilla.net/seoul   首尔特别市中区东湖路249，新罗酒店23层

顶级时令食材在精心加工下尽显传统之美

兼备“礼”与“格”的韩式正餐──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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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厨艺，值得绕道前往 一流的厨艺，值得绕道前往

餐厅主厨──权又重以西餐方式呈现出传统韩国料理。同样的时令食材，权厨师会选择更珍贵的，即使是平凡无奇的食

材，他也会利用巧斧神工之艺呈现出饕餮盛宴。所用的食用油、鱼虾酱、酱类、泡菜和醋全部亲手制作，可以窥见其对烹饪

的执着和热情。 

该店有午餐套餐、晚餐套餐和厨师推荐套餐，以“一人一桌餐”的形式呈献，十分别致。套餐也别具一格。第一道菜是

酒肴，之后是新鲜的生鱼片和可口的烤肉饼以及搭配家常菜的主食，加上最后的饭后甜点，可谓完美无缺。如果想目睹厨师

们用当天采购的新鲜食材展示厨艺，建议您预定吧台座位。

 02-542-6268   www.kwonsooksoo.com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80街37

谈起“现代韩食”，不能不提到“定食堂”，因为餐厅主厨林正植被誉为是现代韩食厅的开拓者。

为了提供新鲜的时令美食，定食堂每个月都会推出使用当季材料烹制的菜品。这里的午餐有4菜套餐和5菜套餐，晚餐有5

菜套餐，如果想吃的更丰盛一些，还可以选择招牌8菜套餐。 

该店的九折坂更是与众不同，传统的九折坂是用小麦煎饼卷着炒肉和蔬菜等各色材料食用，而这里的九折坂则是用炸

紫菜来包卷奶油奶酪、三文鱼子、炒泡菜和昆布果冻等特色小菜，这种以独特方式诠释韩国传统美食的创意，得到了专家和

顾客的高度赞赏。济州石头爷爷饭后甜点也是这里的招牌。该创意源于济州岛的黄米年糕，用黑色蛋糕来诠释济州岛的玄武

岩，里面则隐藏着艾蒿冰淇淋和红豆馅。目前定食堂在纽约和首尔成立分店，用无限的想象力将韩餐推向世界。

 02-517-4654   www.jungsik.kr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宣陵路158街11

以专业厨师的名义挑战精馔佳肴 邂逅现代韩食开拓者提供的佳肴

朝气蓬勃、个性洋溢的韩餐──权厨师 韩食的蜕变──定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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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厨艺，值得绕道前往

英语“Mingles”这一词汇带有“混合”、“协调”之意。Mingles正如其意，是一家展现韩食协调之美的餐厅。主厨姜珉

求以灵活使用韩食的母体──“酱料”而著称，这里的招牌甜点三酱冰淇凌灵活运用了韩国的三大酱料，先用威士忌泡沫铺

底后放上香草冰淇凌，再洒上大酱焦糖布丁、辣椒酱谷米和酱油美洲山核桃作为装饰，味道妙不可言。 

在主菜前呈上的Mingles鸡蛋也别有风味，以鸡蛋壳为容器的摆盘技术十分引人注目。在蛋奶羹里加入西班牙口利左香肠

和绿豆，口感如同布丁般细滑松软。Mingles提供午间套餐、晚间套餐和单品套餐，根据季节的变化会略有变动。为了提供更

好的用餐服务，只接受预约顾客。

 02-515-7306   www.restaurant-mingles.com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宣陵路757，1层

欢迎您来到空前的韩食调料世界

丰富食材营造出和谐之味──MINGLES

值得停车一尝的好餐厅

BICENA位于首尔的地标性建筑──乐天世界大厦的81层，是韩国“海拔最高”的餐厅。该店的主厨方基洙在2008年北京

奥运会期间曾被派往北京工作。他将现代风格嫁接到传统韩餐之上，打造出全新概念的“新经典韩餐”。随时令变化推出最

拿手的酱类特选菜肴，在熬煮72小时的红参水中放入乌鸡、鲍鱼、糯米、大蒜、板栗和大枣煮出来的红鸡汤是本店的招牌。 

 02-3213-1260~1   www.bicena.com   首尔特别市松坡区奥林匹克路300，乐天世界大厦81层 

在首尔地标享用精心制作的滋补菜肴

韩国最高层餐厅──BICENA

朝鲜时代两班贵族曾经享用的美食盛宴在POOM得到现代方式的诠释。仅用时令食材和天然调料烹饪的菜肴不仅美味，

且是良好的滋补品。春季的胜妓乐汤、夏季的辣炖鮸鱼、秋季的烤野生松茸以及冬季的鲍鱼牡蛎锅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时令菜

肴。为了提供更好的用餐体验，只接待预定顾客。 

 02-777-9007   www.poomseoul.com   首尔特别市龙山区厚岩路60街49，大圆精舍别馆3层 

用天然调料将味道提升至极

高品位贵族美食──P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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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含韩国色彩的新概念料理──SOIGNÉ

值得停车一尝的好餐厅

虽然是高级餐厅，但降低了门槛，让大众也能享用精美佳肴。餐厅整体采用白色系设计，令人联想到朝鲜时代的白瓷，

尽显空白之美。本店最著名的菜肴是从古书获得灵感的“雪夜觅炙”烤肉。“雪夜觅炙”意为“在雪夜，用炭火烤完肉后放

入凉水去除油脂重新再烤”。“雪夜觅炙”蘸取餐厅密制的调料，味道堪称一绝。 

 02-516-3672   www.dosaseoul.com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67街7，地下1层

韩食之美源于韩食之味

韩食的崭新诠释──DOSA

Soigné在法语中是“完成度极高” 、“考究”的意思。厨师李骏在被称为“首尔的小法国”的瑞来村开办的现代韩食厅

就以Soigné为名。Soigné根据季节特点推出相应主题的独创菜品，为宾客献上独特的体验。最近推出的“第19首插曲”之主

题为“大海、滩涂和岛屿”，采用来自韩国各大岛屿的材料，推出蛤仔蛋挞和干黄花鱼大麦焗饭等富有创意的菜品。 

 02-3477-9386   www.soignerestaurantgroup.com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盘浦大路39街46，地下1层

用当季时令菜品与饕客沟通

值得停车一尝的好餐厅

这是一家追求古代上流阶层──士大夫家族饮食的哲学与美学的餐厅。该餐厅的最大特点是尽量少用烹调工序和调料，

主推菜单是每月随时令变化而常换常新的“九品前菜”。用酱油调味的炖韩牛排骨、用咸阳田螺提鲜的大酱清汤以及以石锅

饭配小菜组成的套餐也值得一尝。为了提供更好的用餐体验，只接待预定顾客。 

 02-2055-4447   www.theskyfarm.co.kr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汝矣大路24，全经联会馆50层

重新演绎士大夫家族饮食的哲学与美学

用韩餐艺术表达韩国之美──GOTGAN

钵盂供养是由大韩佛教曹溪宗经营的寺院素食餐厅。“钵盂供养”一词源于2500年前释迦牟尼修行时期，是佛家弟子传

统的膳食素菜。韩国的寺院素食绝不使用肉类和海鲜等动物性食材，也忌用葱、蒜、韭菜、山蒜、兴渠等香辛料即五辛菜。

应时鲜蔬配以大酱、辣椒酱、酱油等韩餐调味品，演绎出清新爽口的多重滋味。 

 02-733-2081   www.balwoo.or.kr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邮政局路56，寺院寄宿大楼5层 

不加修饰，忠于原味

佛家弟子的精馔佳肴──钵盂供养

44 45



值得停车一尝的好餐厅 值得停车一尝的好餐厅

“珠玉”顾名思义就是“珍奇贵重”，是厨师申昶浩开办的当代风格的韩食厅。这里的套餐极具格调，在餐前还安排品

醋的独特环节。“厨艺再好也比不过好材料”这一烹饪理念在珠玉体现得淋漓尽致。用店里自培的紫苏压榨的紫苏籽油拌制

的鲍鱼海螺和在油酥点心上摆上生牛肉的清潭生牛肉等佳肴为饕客们献上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 

 02-518-9393   thejoook.modoo.at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宣陵路148街52-7

品尝艺术感超强的菜品

大自然的味道在料理中得以重生──珠玉

是美食研究者李钟国厨师开办的高级韩食厅，无论是菜品还是氛围，都显露出李厨师卓越的艺术感，形状各异的小餐

桌和古美术品，令人仿佛置身于画廊。品位极高的韩定食和用时令食材以及发酵食品做出来的菜品装在极具艺术品位的容器

里。海女在深海中捕捞上来的的樱花牡蛎和当季菌菇等珍贵食材打造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美餐。 

 02-747-0104   首尔特别市城北区城北路95-1

唤醒沉睡的味觉

对韩食情有独钟──李钟国104

Exquisine成立于2017年，是张庆元厨师创立的当代风格餐厅，开业一年就获得了米其林一星的荣誉。餐厅在韩食的基础

上加以各种创意，打造出新概念料理，以套餐形式呈上。为保证菜品的新鲜度，按照季节定期更换菜单，在土豆上面洒满与

海星子混合的黄油而做成的土豆泥堪称一绝。餐厅规模不大，只接待预约顾客。 

 02-542-6921   www.facebook.com/exquisineseoul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三成路140街6

实验精神开辟前所未有的美食之路

令人瞠目结舌的创意──EXQUISINE

由韩食大咖──赵希淑厨师精心打造的韩食厅。坐在餐厅内，可以边欣赏昌德宫的风景，边享受传统韩食和现代风格交

相辉映的套餐。这里的菜品以两班贵族家门的料理和宫廷御膳为主，因使用当季新鲜食材，所以每个季节推出的菜品会有所

不同。餐前先端上用紫菜和土豆等蔬菜做成的干炸片，然后依次呈上宫廷神仙炉和从朝鲜宫廷御膳获得灵感的传统套餐。 

 02-747-8104   www.arariomuseum.org/restaurant.php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栗谷路83，Arario Space 4层

眺望昌德古宫，感受韩食精髓

韩国传统风格饭桌──韩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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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比高的地道小馆

必比登

拥有25年历史的豆腐餐馆。如果想

体会豆腐绵软的质感，请选择嫩豆腐；

如果想品尝豆渣粗粗的口感，建议您选

择黄豆渣锅。 

 02-523-2860   baengnyeonok.modoo.at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南部循环路2407

融合传统与现代的韩餐厅，仅使用

环保食材。在米饭上精心摆放不同色彩

的野菜，以黄蛋皮似裹包袱般包裹而成

的“包袱拌饭”为代表菜品。 

 02-732-0276   kottbob.modoo.at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仁寺洞16街3-6

百年屋花，开在饭上

这里的平壤冷面以浓郁的冷面汤和

散发淡淡清香的荞麦面而著称，烤猪排

也值得一尝。

 02-415-5527

 www.bjgalbi.com

 首尔特别市松坡区良才大路71街1-4  

本平壤

已延续了祖孙三代的开城饺子店，

目前由孙女经营。这里的饺子比一般市

面上的个头更大，饺子馅儿中加入了白

菜和绿豆芽，更具蔬菜的鲜味。 

 02-733-9240   www.koong.co.kr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仁寺洞10街11-3

这是一家在社交网络上早已名声大

震的酱蟹店，主打菜为用特制酱油腌制

熟成的酱蟹。

 010-8479-1107  

 gebangsikdang.modoo.at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宣陵路131街17

GEBANG食堂

该店经营脊骨土豆汤和猪蹄已有40

年之久。用黄豆芽和韭菜增味的脊骨土

豆汤和软而不烂的猪蹄令人食欲大振。

 02-735-2608  

 halmaejip.modoo.at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社稷路12街1-5

老奶奶家

开城饺子店──宫

为顾客提供质量上乘的猪肉。该店

的特色是厚厚的猪排骨和肉质细腻的雪

花猪肩肉。

 02-2231-0561  

 首尔特别市中区茶山路149

金猪食堂

始于1939年，是一家老字号美食餐

馆。主要经营烧烤类、宫廷拌饭、九折

坂、荡平菜、神仙炉等宫廷美食。

 02-732-3735

 www.hanilkwan.co.kr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38街14

韩一馆

主要经营精熬牛骨汤和白切肉。用

牛腩和牛骨长时间熬出来的肉汤味道十

分香浓。用白菜心煮出来的大酱汤也别

有一番风味。

 02-322-4822  

 首尔特别市麻浦区杨花路1街21，2层

合井屋

每天以百分百韩国产黄豆与盐卤制

作豆腐，口感清淡温和。亲自腌制的清

麴酱与传统马格利酒，以及菜包济州产

猪肉也堪称美味，值得品尝。

 02-313-2952  

 首尔特别市麻浦区勒桥路1街6

黄金豆田

该店是一家拥有40年历史的八爪鱼

烤肉老字号。被称为“魔力调料”的密

制调料令八爪鱼辣味十足、鲜香劲爽。

 02-2279-0803

 jjubulgogi.modoo.at

 首尔特别市中区退溪路31街11

忠武路八爪鱼烤肉店

刀切面用海鲜提味增香，并以现点

现做的方式呈献。用鲜虾、贻贝、蛤蜊

和鲜蔬煮出的面汤和筋道润滑的面条让

人垂涎欲滴。 

 02-743-1384

 chanyangjip.modoo.at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敦化门路11da街5  

赞扬面屋
出售各种口感的牛膝骨。建议先品

尝软而不烂的牛膝骨和牛板筋，然后再

把米饭泡到香浓的肉汤中慢慢享用。 

 02-735-4259

 daesungjip.modoo.at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社稷路5

大成家

这里的牛排骨个大肉厚，被称为

“旧石器排骨”。在肉质鲜美的排骨上

淋一勺密制蒜茸酱，味道堪称一绝。 

 02-730-0980

 www.7300980.com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三清路124-6

北莫谷

开业于1965年，是一家口碑极佳的

生拌牛肉店。除了新鲜的生拌牛肉外，

水拌生牛肉和生牛肉拌饭也很受欢迎。 

 02-2267-1831

 bcyukhoe.modoo.at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钟路200-12 

富村生拌牛肉

这是一家朝鲜黄海道式饺子汤馆。

汤头是精熬12小时之久的牛腩汤，饺子

馅儿则是用大白菜和猪肉做成的，令人

流连忘返。 

 02-525-2282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盘浦大路8街5-6 

凤山屋

该店是韩国第一家餐馆，注册于20

世纪，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特色是在

大铁锅中精熬17个小时以上的雪浓汤。

 02-776-5656  

 www.hadongkwan.com 

 首尔特别市中区明洞9街12

里门雪浓汤

由朴赞逸厨师开办的猪肉汤饭馆。

高汤用黑猪精肉熬煮而成，汤头干净利

落，肉香四溢。撒入大把韭菜的肉汤与

热气腾腾的米饭堪为绝配。

 02-738-5688

 首尔特别市中区世宗大路21街53

光化门汤饭

必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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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方式诠释传统韩食的餐厅。

招牌菜是配以太阳蛋的牛肉盖饭和烤鱼

套餐，考虑到顾客的健康，所使用的材

料均为时令食材，味道清淡爽口。

 02-794-2648  

 首尔特别市龙山区大使馆路35

一好食

原汁原味的老式刀切面。红豆汤面

和海藻汤面是本店特色，店名又称“安

可刀切面”。

 02-525-8418

 mokchonjib.modoo.at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孝宁路52街69

木川家（安可刀切面）

用韩国产面粉每日新鲜制作的刀切

面与饺子皮，厚实且嚼劲十足。盛在以

牛骨与牛肉精熬而成的高汤中滋味又浓

又香。

 02-499-9801  

 首尔特别市城东区峨嵯山路67-16

MEALBON

一直以来韩国人吃猪蹄都是凉着

吃，而该店首次开发了热猪蹄。蘸猪蹄

的酱料也与其他餐馆不同，非传统的虾

酱而是蒜茸酱。 

 02-753-4755

 www.manjok.net  

 首尔特别市中区西小门路134-7

满足五香猪蹄

该店从1949年起传承三代，在熬至

清透的牛骨高汤中加入冷饭与汤，反复

倒入盛出，再加放满满的牛腩与牛胸肉

来享用。 

 02-716-6661   www.mapook.com  

 首尔特别市麻浦区土亭路312 2楼

麻浦屋

已有51年的历史，非常大众化的刀

切面餐馆。柔和的面条和热乎乎的面汤

与舌尖相遇，触动心灵。饱满紧实的饺

子和刀切面是该餐馆的主推菜品。

 02-776-5348   www.mdkj.co.kr  

 首尔特别市中区明洞10街29

明洞饺子

专营平壤冷面、平壤牛肉火锅、煎

饼料理的餐厅。虽因饕客众多而时常显

得喧闹，但亲切服务却始终如一。

 02-777-3131 

 首尔特别市中区乙支路3街24

南浦面屋

拥有50年历史，因劲道的荞麦面而

享誉四周。陈年泡菜与猪肉作馅的荞麦

煎饼也颇负人气。

 02-732-1954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钟路19Le Meilleur钟

路大厦117号

美进

结合20年冷面大师的独家秘诀，追

求无论何时都能保持一贯味道的冷面专

营店。此外还能品尝到白切肉、平壤牛

肉火锅、温面等美食。

 02-515-3469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鹤洞路305-3

真味平壤冷面

这里的猪蹄质感丰盈、弹嫩糯香。

除了猪蹄外，菜包肉和荞麦凉面味道也

很不错。

 02-575-6608

 oganejokbal.modoo.at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36街21 

吴家猪蹄

主要经营平壤冷面、饺子和平壤牛

肉火锅等平壤式料理，极度控制调料的

用量，很好地体现出注重原味的平壤式

烹调方法。

 02-569-8939

 neungrado.modoo.at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彦州路107街7 

绫罗岛

这是一家专门经营正宗春川式辣炒

鸡排的餐馆，仅使用春川产鸡腿肉，添

加各式时蔬和辣味调料现炒现吃，别有

一番风味。

 02-797-0131

 ogeunnae.modoo.at  

 首尔特别市龙山区二村路29街15

乌斤乃辣炒鸡排

必比登 必比登

店主热衷于手工制作，每天用新鲜

材料制作面汤和面条。用蛤蜊提味的刀

切面味道鲜美无比，大包子和豆汁面也

很不错。

 02-3473-7972

 sandongkalguksu.modoo.at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37街63

LIMBYUNGJOO山洞刀切面

餐馆主人的父母来自冷面的发源地

──朝鲜，主人将受之父母的手艺毫无

保留地发挥，为饕客呈献正宗的平壤味

道。

 02-2683-2615   junginmyeonok.modoo.at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国会大路76街10

JUNGIN面屋

经营平安道式饺子汤30年之久，在

美食天堂──清潭洞得到食客的充分认

可。用牛腩煮出来的清汤和料足味美的

饺子和谐交融，很是解馋。

 02-544-3710

 mandoojip.modoo.at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338

饺子屋

该店是韩国第一家餐馆，注册于20

世纪，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特色是在

大铁锅中精熬17个小时以上的雪浓汤。

 02-733-6526  

 imun.modoo.at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邮政局路38-13

里门雪浓汤

主营刀切面和饺子，每天门庭若

市。香浓的牛骨汤刀切面和用新鲜食材

现包的饺子堪称绝配。

 02-739-6334

 hwangsanga.modoo.at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北村路5街78

黄生家刀切面

该店的手工饺子已经传承至第三

代。用不添加任何化学调料的家酿酱油

调味的饺子汤配合料足馅满的饺子，演

绎出多重滋味。 

 02-379-2648   www.sonmandoo.com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白石洞街12  

紫霞手工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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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煸烤牛肉的创始餐馆。虽然用明

火烤炙，但口感鲜嫩、肉汁充足，而且

甜味不重，男女老少皆爱。 

 02-703-0019  

 www.yukjeon.com  

 首尔特别市麻浦区土亭路37街47 

站前会馆

以智异山黑猪腿肉精熬而成的清透

高汤为该店的特色，将米饭与薄切的肉

片置于黄铜碗中 方字鍮器 ，再倒入热

腾腾的高汤，每天仅售100碗。

 010-5571-9915  

 首尔特别市麻浦区杨花路7街44-10

屋同食

这家餐馆主推用整只泥鳅煮成的首

尔式泥鳅汤。放入各式鲜蔬煮出来的辣

味汤汁和柔嫩的泥鳅肉相搭配，味道十

分鲜美。

 02-777-4749

 yongkeumok.modoo.at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紫霞门路41-2

涌金屋

拥有50余年历史的面馆。用蓬坪荞

麦现压的面条口感柔滑易于消化。热乎

乎的锅烧乌冬面和鲜辣的荞麦拌面也值

得一尝。 

 02-755-0659  

 首尔特别市中区西小门路139-1

儒林面馆

连续三代经营的平壤冷面店。面汤

是香浓的肉汤，面码是肉片、梨片和白

菜，不熟悉韩食的外国朋友也比较容易

接受。

 02-2265-0151

 首尔特别市中区昌庆宫路62-29

百分百采用荞麦制作，下单后开始

制面。因制作细致用心，故而面条的滋

味十分杰出。11月腌制泡菜时会休店10

天左右。

 02-3482-3738

 yangyangkuksu.modoo.at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东光路15街10

是以薄薄烤过后端桌的鸡排和奶酪

砂锅为特色的炭火烤鸡排专营店。用墨

西哥玉米饼卷着炭烤鸡肩肉来吃，味道

堪称一绝。

 02-792-2155 

 首尔特别市龙山区大使馆路34

又来屋 襄阳荞麦凉面细尾鸡

出生于平壤的餐馆主人用石磨亲自

研磨黄豆渣，烹饪豆渣料理。不使用任

何化学调味料的豆渣浓香四溢，倾注于

食物中的精诚之心耐人寻味。 

 02-508-0476   piyang.modoo.at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三成路81街30

平壤黄豆奶奶饭店

南山谷韩屋村附近最具代表性的平

壤冷面店。清爽利落的平壤式面汤给冷

面提鲜，厚实绵软的白切肉 让人胃口

大增。

 02-2266-2611

 首尔特别市中区西崖路26

笔洞面屋

自1982年营业以来，老顾客不断回

顾，餐厅门庭若市。揪得薄薄的面片口

感柔软，人气颇盛；百分百以土豆制作

的酥香土豆煎饼也是热门菜品之一。

 02-735-2965   samcheongsujeb.modoo.at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三清路101-1

三清洞面片汤

必比登 必比登

餐馆实用指南

选菜
韩餐通常都会包括米饭、汤和泡菜。因此，即使选择嫩豆腐锅、香辣牛肉汤或泡菜锅等单品，也会一并呈上米饭和包

括泡菜在内的几种小菜。但烤牛肉、炖牛排和生鱼片需要另点米饭。

点菜
韩国很多餐馆的餐桌都配有餐铃，可以按铃呼叫店员。如果没有餐铃，可以举手喊一声“嗨！”。点餐时可以指着菜

单上的菜品直接点，也可以请店员推荐。

付款
韩国的餐馆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通常由客人在用完餐后自行前往收银台结账。如餐桌上有账单，请携带账单前往；

如果没有，直接告诉结账的店员餐桌号码即可。 

1

2

3

这是一家已有64年历史的冷面馆，

主营清凉辣爽的咸兴冷面。辣味十足、

清爽可口的密制调料长期受到冷面控们

的追捧。

 02-2267-9500   ojangmyeonok.modoo.at

 首尔特别市中区干川路108

五壮洞咸兴冷面

这家餐厅的主人是一对被统营的生

猛海鲜深深迷住的夫妻。特色菜品有海

胆拌饭、海鞘拌饭以及搭配无盐黄油的

鲍鱼铁锅饭。

 02-544-2377  ohtongyoung.modoo.at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宣陵路158街10，地下2层

OH！统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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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m Kimchikan（泡菜间）是了

解、体验作为健康食品而备受瞩目的韩

国传统饮食——泡菜的空间。提供传统

韩服租借，可身穿韩服参观博物馆、拍

照留念，还可学习腌制泡菜。该馆位于

韩国传统文化知名景点“仁寺洞”，从

1986年开始宣传泡菜文化的独创性与价

值，曾被CNN评选为世界十一大饮食博

物馆之一。

 02-6002-6456、6477／

02-2223-2573

 www.kimchikan.com（中）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仁寺洞街35-4仁寺

洞Maru本馆4~6层  
 10:00~18:00（周一休息）

MUSEUM KIMCHIKAN
（泡菜间）

猫途鹰（TripAdvisor）是依据实际

旅行者评分排名的全球旅游信息网站，

在其190个“首尔体验”项目中位居第

三的正是O’ngo Food的旅游商品。内

容除开设料理教室外，还推出由“食品

管理员”陪同讲解韩国饮食文化的生动

美食体验商品，如体验韩国上班族聚餐

文化的“夜晚餐饮之旅”，探访马场洞

烤肉店的“烤肉之旅”，参观鹭梁津水

产市场的“鱼市之旅”等。

 02-3446-1607  

 www.ongofood.com（中） 

 09:00~18:00

O’NGO FOOD

静江园是一家韩国传统饮食文化

体验馆，可亲手制作、品尝构成韩国传

统饮食基础的发酵食品，以及拌饭、泡

菜、煎饼、松饼等韩国传统美食。内设

饮食博物馆，可深入了解韩国传统饮

食，并拥有供应新鲜食材的环保农场。

此外，在韩国传统韩屋中可小歇片刻或

试穿韩服。

 033-333-1011~2  

 www.jeonggangwon.com（中） 

 江原道平昌郡龙坪面锦塘溪谷路2010-13

静江园

学习韩餐烹饪，体验饮食文化。五感幸福的美味之旅就在眼前。

韩食文化体验空间
韩国受到儒教文化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注重恭敬长辈的礼节。

敬老尊贤、体谅他人是韩国传承已久的美德。

餐桌礼仪

尊敬长辈

用餐时需等长辈拿起餐具后，晚辈方可

开始就餐。需注意切勿比长辈先放下筷匙，

用餐也不可太慢。喝酒时，如果对面坐着长

辈，需转头侧身饮酒，这也是基本礼仪。 

安静用餐

吃饭出声是没礼貌的行为，需注意喝汤

或吃面时不要发出声响。口含食物时避免说

话，碗不可端起。交谈时尽量低声，离自己

较远的菜可请旁人帮忙夹过来。

保持清洁

用餐时应注意切勿以个人餐具翻搅饭

菜，需保持餐桌整洁。用餐时挑出的骨头、

鱼刺等尽量用纸包好。打喷嚏或咳嗽时需转

头，以手或手帕掩口。

韩国人的餐具使用法

韩国人在用餐时通常使用筷与勺。筷子

用以夹菜，勺子用来吃饭、喝汤或盛取带汤

的食物。筷与勺一般交替使用，暂时不用时

要放于桌上，不可插于碗中或跷在盘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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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帐马车﹙路边摊﹚ 
在街头的布帐马车可品尝到韩国人最喜欢的各式小吃。

街头小吃
在韩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品尝到具有韩国特色、价廉味美的民间小吃。

炸什锦

辣炒年糕、血肠、鱼糕 떡볶이, 순대, 어묵

以美味的甜辣酱汁著称的辣炒年糕常与韩国式香

肠“血肠”一起享用，搅碎鱼肉后制成的鱼糕及鱼糕汤

则是品尝辣炒年糕时的良伴。

紫菜包饭 김밥

在紫菜上铺上白饭，再加入蛋皮、腌萝卜、

胡萝卜与火腿卷起后便构成最常见的紫菜包饭，

随着加放食材的不同，可衍生出泡菜紫菜包饭、

金枪鱼紫菜包饭、芝士紫菜包饭等不同种类。紫

菜包饭便于携带，是韩国人在出外郊游时最常准

备的食物。

炸什锦 튀김

将红薯、鱿鱼、虾、蔬菜

等各式材料裹上面衣后油炸而

成，热乎乎的炸什锦蘸上酱油

调料后放入口中，酥脆的声响

平添享用时的乐趣。

血肠

炸什锦

鱼糕
辣炒年糕

制作紫菜包饭

裸体紫菜包饭

鲫鱼饼 붕어빵

使用鲫鱼模样的模子烘烤而成的鲫鱼饼，

外皮酥脆，红豆内陷饱满香甜，一口咬下便能

同时品到火热与甜蜜的滋味。在韩国，若孩子

长得极似父母，人们会说“像鲫鱼饼”，意思

是好像用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鸡蛋糕 계란빵

在金黄面糊中打入一整颗鸡蛋后烤熟的鸡蛋糕，

不仅美味，更带给人饱腹感，深受口袋拮据的学生们喜爱。

红豆刨冰 팥빙수

将红豆、年糕、水果等各种材料摆放在碎冰上的红豆刨冰是夏季的代表甜点，

根据添加材料的不同还有水果刨冰、打糕刨冰、抹茶刨冰、红酒刨冰等。

鲫鱼饼

鸡蛋糕

季节小吃 
让人期待冬天来临的冬季小吃与炎热夏季的消暑冰品。

鸡肉串、牛肉饼串 닭꼬치, 떡갈비꼬치 
烤肉酱风味的鸡肉串、过去仅在宫中才能有幸品尝到

的烤牛肉饼皆摇身一变成为街头人气小吃。实在的肉类小

吃能带给人们满足的饱腹感。

年糕串、旋风土豆串 떡꼬치, 회오리감자 

将香辣的辣椒酱涂在长年糕上烤成的年糕串，以及

用竹签串起螺旋状土豆薄片的旋风土豆串皆是广为人知

的人气小吃。

串式小吃 
在韩国街头随处可见用长竹签

串起的小吃，美味且便于食用。

年糕串

鸡肉串

牛肉饼串

旋风土豆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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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门市场
已有600余年历史，是韩国最大的传统市场，

紧邻首尔地铁会贤（南大门市场）站5号出口，特色

小吃有坚果糖饼、酱炖带鱼、刀切面等等。 

釜山国际市场
釜山规模最大的市场，阿里郎街两边即是远

近闻名的美食街。

广藏市场 
市场早在1905年就已经开业，特别以美食而著称。

刚刚走近市场入口，就有各种美食的香气扑鼻而来。其

中，最繁华的东门、北二门和南一门交汇处的小吃摊最

为有名。 

全州南部市场 
有着500余年的历史，随着最近陆续出现年轻

人经营的创意店铺，重新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

是在每周五和周六都会开办个性洋溢的夜市。

酱炖带鱼 갈치조림

细嫩紧实的带鱼和糯软香烂的萝卜相得益彰，鲜辣香

甜的酱炖带鱼是超赞的下饭菜。

糖饼 호떡

在面团中加入黑糖、花生等坚果后，滚圆、压

扁，再放入热油中煎熟的糖饼，外观形似法式松饼。

种类可分为内含大量坚果的坚果糖饼、包入蔬菜的咸

味蔬菜饼、以及外皮涂抹蜂蜜的蜂蜜糖饼等。

釜山鱼糕 부산어묵

用鱼肉和淀粉做成的油炸食品。用鳀鱼高汤

煮出来的鱼糕和泡在鱼糕汤中吃的年糕串是这里

的特色。 

扁饺子、三角饺子 납작만두, 삼각만두

在薄薄的饺子皮中放入粉条馅料后用少许油煎出来的饺子。

三角饺子与扁饺子做法相同，只是形状不同。

大邱西门市场 
以布料市场而著称的大邱西门市场形成于公元1,600

年左右的朝鲜时代中期，有着悠久的历史。市场内排列

着长长的小吃摊位，十分引人注目。

辣炸鸡块 닭강정

辣炸鸡块是将鸡肉裹上糯米

糊炸出来后，再粘上一层蜂蜜糖

稀做成的小吃，甜香酥脆，人见

人爱。

束草旅游水产市场（原中央市场）
束草旅游水产市场形成于韩国战争结束之后，

专营从东海打捞上来的各式海鲜产品，同时也出售

各种山菜、土豆、玉米和松茸等新鲜农产品。

炸虾 새우튀김

不需其他加工手段，直接将

鲜虾放入油锅炸出来，就成了束草

旅游水产市场的招牌小吃。外酥里

嫩、鲜咸可口。 

扁饺子

忠武紫菜包饭

辣味鱼糕

济州东门市场 
济州最古老的传统市场，地处济州岛著名的徒

步旅行路线──“偶来小路”的第17路线上。各种

海鲜和汉拿峰柑橘等济州特产应有尽有。

绿豆煎饼 빈대떡

绿豆粉和成的面糊混上猪肉馅和绿

豆芽、洋葱、胡萝卜等鲜蔬在铁板上摊

成金黄的煎饼。饼身厚实，外焦里嫩，

与马格利酒十分搭配。 烤拌饭 비빔밥구이

将全州著名的乡土美食──拌饭放入菊花饼模具

中烤出来，不仅食用方便，味道更是一流。 

秫糕 오메기떡

以济州特产秫米为原料

做成的年糕。在秫米、艾蒿

和 糯米做 成的年 糕中放 入

红豆馅儿，再裹上一层红豆

沙， 弹嫩糯软、满口留香。 

三角饺子

辣炸鸡块串

坚果糖饼

拌粉条 비빔당면

筋道香滑的粉条放上泡菜和菠菜用

调味酱伴着吃，是釜山国际市场的招牌小

吃，与忠武紫菜包饭十分搭配。 
油豆腐火锅

蔬菜饼

传统市场
传统市场保留着当地悠久历史和文化，也体现出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生活面貌。

韩国的传统市场里有许多物美价廉的特色美食，这些实惠的小吃会为您的旅途增添更多欢乐。

长条年糕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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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山

宝城光州

全州

奉化

淳昌

江景

利川

大邱

山清

釜山

春川

绿茶有着独特的清香，且富含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是深受

欢迎的饮品。宝城是韩国最大的绿茶生产基地，产自宝城的绿

茶香气怡人，养生美容效果卓越。每年5月份新茶采摘时节，

宝城披上翠绿的衣衫，邀请人们参加茶文化之盛宴。届时，将

举行采茶、炒茶、茶礼体验等多项绿茶主题活动，同时开展各

种茶文化展览、表演以及产品销售活动，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

到此放松身心。

 061-850-5211~4

 dahyang.boseong.go.kr 

 全罗南道宝城郡宝城邑绿茶路775 

宝城茶香节

“炸鸡啤酒”是深受韩国人喜爱的美食搭配。在韩国，

朋友聚会少不了炸鸡啤酒，看球赛时卖得最火热的也是炸鸡啤

酒。韩国的火炉城市──大邱，在每年的7月中旬都会如期举

办炸鸡啤酒节。该庆典仅2016年就有100万人参加，可见人气

之高。在庆典上，人们可以借用冰镇啤酒来暂时躲开炎炎夏日

的热气，品尝各种口味的炸鸡。除此之外，还可以参加EDM 

Party、水滑梯和喝啤酒比赛等活动。

 053-248-9998

 www.chimacfestival.com 

 大邱广域市达西区公园循环路36 

大邱炸鸡啤酒节

江原道春川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自古就有“湖畔之城”

的美誉，同时也是著名韩剧《冬季恋歌》的拍摄地。该地区的

招牌美食是辣炒鸡排和荞麦凉面。清香爽口的荞麦凉面和用辣

椒酱调味的辣炒鸡排相辅相成，且富含营养，成为游客必吃美

食。春川在每年的8月中旬举办为期10天的辣炒鸡排荞麦凉面

庆典。届时，会提供学习辣炒鸡排和荞麦凉面等江原道乡土美

食的机会，同时呈献院落戏、斗鸡、外国曲艺团演出等精彩节

目。

 033-254-4347

 www.mdfestival.com  

 江原道春川市槿花洞春川和平生态公园

春川辣炒鸡排·荞麦凉面庆典 

在韩餐中发酵食品占很大一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泡菜。泡菜是韩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菜品，已成为全球公认

的保健食品。美食之乡光州在每年的5月到12月期间先后举办4

次以泡菜为主题的庆典。5月第一期制作春夏泡菜；9月第二期

制作秋季泡菜并举办丰富的文艺活动；11月第三期通过比赛来

选拔年度泡菜名匠；12月最后一期腌制越冬泡菜与他人分享。

每一期的庆典都会提供各种制作体验和免费品尝的机会。

 062-613-3991~4

 kimchi.gwangju.go.kr 

 光州广域市南区泡菜路60，光州泡菜城 

光州世界泡菜节

美食庆典
韩国四季分明，有着独特的地质环境。这片美丽的国度每个季节都会举办充满个性的美食庆典。

5 月 7 月 8 月5~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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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嘎其市场是海滨城市──釜山活力的象征，位于釜山

南港一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鲜集散地，同时也是旅游名

胜。除了各种生猛海鲜外，还有生鱼片、烤蛤蜊等美味，每天

都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每年的9月末到10月初是

釜山札嘎其节的举办时期。届时，街头巡游、烟花表演将庆典

氛围烘托至高潮，还举办生鱼片烹饪比赛，游客可免费品尝到

鲍鱼粥、海带汤、河豚汤，参加生鱼片拌饭制作体验。此外，

还有钓鱼、徒手捕鱼、乘船旅游等精彩纷呈的体验活动。 

 051-243-9363

 www.ejagalchi.com

 釜山广域市中区札嘎其海岸路52，釜山中区札嘎其市场 

釜山札嘎其节

人参是世界公认的保健食品。产自韩国的人参药效卓越，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高丽时代就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市场的重要交

易项目。忠清南道锦山自古出产大量人参，是人参的重要产

地。锦山地区每年9月中旬都会举办为期10天的人参节。庆典

以兴致勃勃的农乐和街头曲艺拉开序幕，接着是品尝人参药

膳、挖人参、泡人参酒等活动。前往锦山人参馆、健康体验

馆、锦山名医馆等常设场馆还可以检查自己的健康状态，不愧

为一场兼顾健康与乐趣的欢乐庆典。

 041-750-2411

 www.insamfestival.co.kr 

 忠清南道锦山郡锦山邑锦山人参馆及人参药草街 

锦山人参节

松茸是珍稀名贵的食用菇，寄生在松树根部，多见于松针

堆积的地方，有着独特的香味，口感鲜嫩紧实。庆尚北道奉化

地区生长着无污染松树山林，盛产松茸，是韩国最大的松茸生

长地，每年出产大量上等松茸。奉化在每年的9月到10月初举

办松茸节。届时，时令松茸浓郁的香味和难得的口感将通过各

种松茸佳肴呈献给大众，游客还可用特惠价格购买到如假包换

的天然松茸。同时，观察松茸生长环境、山地车比赛、木排体

验、韩纸工艺等体验活动也令人目不暇接。 

 054-679-6313~5

 www.bonghwafestival.com/songi

 庆尚北道奉化郡奉化邑奉化路1111

奉化松茸节

庆尚南道山清是智异山和《东医宝鉴》的故乡。山清地区

所在的智异山是优质药材的产地，而《东医宝鉴》作为被列入

世界记忆遗产的韩医学书籍为韩医师传用至今。该书的作者许

浚曾在山清地区施展医术、治病救人。在从9月初到10月初期

间举行的山清韩方药草节将展出生长在智异山的原生药草和山

清郡栽培的各种药草。同时还可以免费品尝药膳，接受免费诊

断等。庆典活动精彩纷呈、通俗易懂，即使不了解韩医学的游

客也可以享受韩医学所带来的乐趣。

 055-970-6601~5

 www.scherb.or.kr 

 庆尚南道山清郡今西面东医宝鉴路555号街45-6，东医宝鉴村 

山清韩方药草节

9 月 9 月 9 月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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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酱、酱油和辣椒酱是韩国人做菜时不可或缺的调味品。

黄豆发酵而成的酱类使用范围极广，用于清汤、汤锅、炒菜、

拌菜等几乎所有的菜肴，目的是增香提味。淳昌自古以酱类

尤其是辣椒酱而闻名。淳昌民俗村一带在每年的10月份都会如

期举行以酱类为主题的庆典。届时游客可以参加制作传统调味

酱、制作辣炒年糕、传统民俗游戏、郡王的餐桌体验、辣椒酱

烹饪比赛等各种活动，观看国乐和农乐表演EDM灯光秀。

 063-650-1611 / 063-652-9301

 www.jangfestival.co.kr

 全罗北道淳昌郡淳昌邑民俗村街6-3

淳昌酱类节

海鲜酱是用鳀鱼、虾、青鳞鱼等海鲜发酵而成的调味品，

起到提味增香的作用。尤其在腌制泡菜时，海鲜酱是不可或缺

的辅料。每到越冬泡菜腌制时节，韩国的主妇们就会风风火火

地赶往海鲜酱的故乡──江景。江景每年10月中旬都会举办海

鲜酱节，组织海鲜酱饭团制作、海鲜酱紫菜包饭制作、腌制海

鲜酱泡菜、制作海鲜酱等精彩纷呈的体验活动。除此之外，还

有放风筝、制作许愿灯笼、传统工艺等尽显韩国风土人情的民

俗活动。

 041-746-5662

 www.ggfestival.co.kr

 忠清南道论山市江景邑锦百路45 

江景海鲜酱节

拌饭用料丰富、色香味俱全，很好地体现出“和谐相容”

的韩国饮食哲学。在一碗米饭上整齐地摆满五颜六色的蔬菜和

肉末，由食客自行拌食。素有拌饭之乡美誉的全州，在每年10

月中旬举办拌饭节。节庆期间，年轻有为的厨师们通过“盛邀

厨师”节目大显厨艺，参加者可以品尝到个性洋溢的拌饭，还

有4部表现拌饭由来的话剧表演、自己动手进行设计的拌饭DIY

以及拌饭竞赛等内容，精彩纷呈、琳琅满目。 

 063-231-8969

 www.bibimbapfest.com

 全罗北道全州市完山区栖鹤路95

全州拌饭节

利川素有“大米之乡”的美誉，产自利川的大米过去是朝

廷和王室的贡米，时至如今，晶莹剔透、粒粒醇香的利川大米

依然延续着昔日的名声。利川在每年10月大米收获季节如期举

行大米文化节。届时各种大米美食香飘四溢，敲打米糕的清脆

声响不绝于耳，马格利酒香扑鼻而来。利川米饭名人大战、制

作彩虹长条年糕、全球大米烹饪大赛等节目也好戏连台，同时

还举办众人制作打糕、用糕杵打年糕等体验活动。 

 031-644-4125 / 4127

 www.ricefestival.or.kr

 京畿道利川市官库洞398

利川大米文化节

10月 10月 10月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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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饮食
韩食的味道、风貌与哲学的结晶 宫廷烤牛肉 너비아니

(NEOBIANI)

鲜嫩可口易消化

宫廷烤牛肉选用牛肉的里脊或外脊部位，将其片薄后

切花刀，加入酱油、葱、蒜、姜汁调味，之后再拌入梨汁

并腌制20分钟左右，使肉质变得柔软嫩滑，风味也愈加醇

厚。烤制时需将牛肉摊平，这样烤出的牛肉鲜嫩可口、易

于消化，老少皆宜。

九折坂 구절판

(GUJEOLPAN)

悦目又悦口

九折坂是如同花朵般绽放的美丽料理，味道更是十

分出众。九折坂意指由九个相互分隔的食盘组成的器皿，

周围八格分别盛放八种食物，中间的圆格则用来放置小麦

煎饼。享用时，取适量周围格子中的食材放在小麦煎饼里

包食，九种相互协调的食材让味道更具格调且富有层次。

驼酪粥 타락죽

(TARAKJUK)

浓稠软糯的牛奶补品

驼酪粥是在研磨得细碎的米粉中加入牛奶并搅拌均匀

后熬煮制成的软糯粥品。虽然现在牛奶十分常见，但在朝

鲜时代，牛奶却是相当珍贵的食材。当天气开始转冷时，

为确保君王的健康，御医会开出食用驼酪粥的处方。

韩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从古代到近代初盛行以王权为中心的文化，朝鲜时代（14世纪末到19世

纪末）形成了丰富多彩、颇具格调的饮食文化，宫廷饮食作为承载韩食特有的味道、风貌和哲学的韩

国饮食文化之精髓，被指定为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

«骨董饭（韩国传统拌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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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平菜 탕평채

(TANGPYEONGCHAE)

平等的象征

荡平菜是在绿豆凉粉、牛肉、绿豆芽、水芹等食材中

加入酱油调味料拌匀后，再摆上菜码制成的菜肴。朝鲜王朝

第21代君王英祖在位时，实施了公平且平均录用各朋党人才

的荡平策，而在展现荡平策经纶的场合中所登场的菜肴就是 

“荡平菜”。各形各色的食材交融出和谐味道的荡平菜正是

象征着荡平策的菜肴。 

清蒸大虾 대하찜

(DAEHAJJIM)

祈愿万寿无疆

清蒸大虾是先将大虾放入开水中略微焯一下，然后将腌

牛肉夹入切开的虾背中，再在上面放上香菇、石耳、黄白蛋

皮丝、辣椒丝等菜码后一起清蒸而成的菜肴。在韩国，虾又

被称为海老，意为“海中的老人”，既是长寿的象征，也是

吉祥的征兆。

神仙炉 신선로

(SINSEOLLO)

神仙的料理

神仙炉蕴含着“神仙品尝的料理”之意，又名“悦口子

汤”，意为“能愉悦口舌的火锅”。锅子中间设有炉膛，可

添加木炭，锅里加入牛肉、海鲜与各色蔬菜后，倒入高汤，

现煮现吃。仅食材的种类便多达25种，是一道费时费工的珍

贵菜肴。 

宫廷饮食研究院
宫廷饮食研究院是研究及传授韩国国家指定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王朝宫廷饮食”的专业机构，作为

传承朝鲜王朝厨房尚宫手艺之处，在海内外积极开展各种活动。目前正开展各种高格调的朝鲜王朝宫廷料理体验

项目。

 02-3673-1122~3   www.food.co.kr   首尔特别钟路区昌德宫5街16   地铁3号线安国站2号出口

1 /  韩国之家
韩国之家是一处综合文化空间，在此不仅可以品尝宫廷料理，

还能观赏传统艺术表演，体验传统文化，深刻感受韩国之美。由在

各种厨艺大赛中荣获众多奖项的资深烹饪团队为食客呈上独具格调

的宫廷美食。

 02-2266-9101~3   www.koreahouse.or.kr（中）

 首尔特别市中区退溪路36街10   地铁3、4号线忠武路站3号出口

2 / 蓬莱轩
在采用朝鲜时代宫殿样式所建造的餐厅中，由身着朝鲜时代宫

女服饰的服务员呈上精致简洁的宫廷料理。拥有27年资历的韩食

专业主厨的精湛手艺以及韩屋、韩服等传统文化将同时满足您的五

感。

 02-2660-9020   www.mayfield.co.kr（中）

 首尔特别市江西区傍花大路94  

 地铁5号线、9号线、机场地铁线金浦机场站

3 / 三清阁
古香古色的韩屋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三清阁也是一处知名的电

视剧外景地。这里提供的宫廷料理既保持着传统，又以现代方式重

新进行了诠释，十分具有新意。在静谧的韩屋和户外庭园，还举办

各种宴会、表演和体验活动等。

 02-765-3700   www.samcheonggak.or.kr（中）

 首尔特别市城北区大使馆路3 

4 / 石坡廊
石坡廊是将朝鲜王朝第26代王高宗之父——把持朝政的兴宣大

院君的部分别墅完整迁移至此后建造而成的建筑。在这里，可欣赏

到朝鲜末期样式的庭园与韩屋所交织而成的秀丽光景，品尝使用严选

食材精心烹饪的宫廷料理以及由全国各地酿酒师所酿造的传统酒等。

 02-395-2500   www.seokparang.co.kr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紫霞门路309   地铁3号线景福宫站3号出口

5 / 池花子
池花子是由韩国的国家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第38号“朝鲜王

朝宫廷饮食”技能保有者黄慧性一家经营的宫廷料理专门餐厅，于

1991年开业，是韩国首家宫廷料理餐厅。在这里，可以领略到正统

宫廷饮食的精髓。

 02-2269-5834

 www.jihwajafood.co.kr（中）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紫霞门路125   地铁3号线景福宫站3号出口

6 / 宫
在正统宫廷料理中添加全州地区特有风味的美食餐厅，这里所

有的食物皆以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鍮器匠人李凤周先生所制作的鍮
器装盛上桌。全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饮食创意城市，而“

宫”正位于全州引以为傲的韩屋村内。

 063-227-0844

 www.gooong.co.kr

  全罗北道全州市完山区天蚕路54-1

7 / SURIME
Surime周边风景秀美，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

产的庆州南山如屏风般环绕于四周，这里的食物均由朝鲜王朝宫廷

饮食进修者亲自掌厨烹饪而成，用新鲜食材展现宫廷料理的风采。

此外，这里还提供多种多样的饮食体验项目。

 054-748-2507

 www.surime.kr

  庆尚北道庆州市内南面鲍石路110-32

8 / 瑶石宫
瑶石宫所在的建筑是朝鲜时代庆州崔富者的故居，据说崔富者

的子孙后代在此生活了12代。该店为传统两班贵族料理专门店，使

用有机食材，并用黄铜餐具呈上。餐厅远近闻名，曾经接待过多个

国家的大使和前任总统。

 054-772-3347

 www.yosokkoong.com

  庆尚北道庆州市校村内街19-4

9 / 韩彩堂
在大自然中建造的传统韩屋里享受富有格调的宫廷御膳。用君

王御膳桌演绎而成的套餐中，水参冷盘和鲍鱼料理独具魅力。

 031-791-8880   www.hanchaedang.co.kr

  京畿道河南市渼沙东路38

 在地铁5号线上一洞站3号出口乘出租车前往

10 / 大长今
用现代方式诠释了朝鲜时代的宫廷御膳。餐厅自家腌制酱料和

泡菜，而且使用全国各大知名产地的珍贵食材。传统御膳桌将高品

位韩食彰显无遗。

 02-3213-4534   www.daejanggeumkorea.com

  首尔特别市松坡区奥林匹克路300，乐天世界购物中心5层

 地铁2号线蚕室站1、2号通用出口

宫廷饮食体验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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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家饮食
传承数百年，
凝聚孝诚与关爱的饮食

《饮食知味方》

《饮食知味方》是340多年前，石溪李时明之妻张桂香为将烹饪手艺传给子孙后代而撰写的烹

饪书。这是东亚地区第一本由女性撰写的烹饪书，也是首部韩文烹饪书。书中介绍了酒、酱料的酿

制方法以及使用各种食材烹饪的146种料理食谱。在以现代方式重新诠释的饮食体验馆“饮食知味

方”中，可学习制作以及品尝朝鲜时代的宗家饮食。

 054-682-7764   dimibang.yyg.go.kr   庆尚北道英阳郡石保面土丘村街66 

韩国的宗家饮食是指在一个家族内传承了数百

年的饮食，透过宗家饮食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重视

传统与纽带的家族其生活、文化与历史。

宗家饮食体验餐厅 
1

4

3

2

1 / 瑶石宫
在庆州瑶石宫，可以品尝到关怀村内贫困人家的富豪——庆州

崔富翁宗家高品格的餐品。餐厅位于庆州校村韩屋村内，复原了崔

富翁最后一代子孙曾居住过的拥有两百年以上历史的韩屋。崔富

翁家族的传统饮食“菜酱”是将蔬菜、海藻、肉与酱曲粉均匀混合

后，放入铁锅中熬煮16个小时制成的料理，从中可以感受到慢食的

精髓。

 054-772-3347（预约制）

 www.yosukgung.com

 庆尚北道庆州市校村内街19-4 

2 / 古家 
在金浦古家，可感受于金浦定居160余年的白川赵氏休斋公派

宗宅的优雅，并品尝宗家饮食。现由第33代宗妇沿承家传手艺，该

宗家饮食的特色在于仅用发酵食品制作料理。古宅前后院的酱缸台

上井然有序地摆放着100个酱缸。此外，这里还开设教授酿制天然

醋、蔬果蜜、酱料方法的教学空间。

 031-986-5458~9／010-9032-5458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枫窟路92号街54

3 / 鼠池草屋庭院
在江陵鼠池草屋庭院，可品尝到自古以来以宽厚人心关爱村

民的江陵昌宁曹氏宗家的饮食。宗妇会亲自用日晒辣椒制作各种酱

料，因此从这里的每一道菜肴中都能感受到宗妇的诚意，该餐厅引

以为傲的松竹杜鹃酒采用传承300年以上的秘法酿制而成，滋味醇

美，享誉四方。

 033-646-4430 

 江原道江陵市兰谷街76号街43-9 

4 / 十二大门 
可于房间数多达九十九间，生活富裕的密阳密城孙氏宗家宅院

内品尝其家传饮食。这里仅采用当地新鲜食材，以代代相传的宗妇

手艺精心烹饪而成，华丽且充满诚意，让人感觉仿佛在参加一场美

味盛宴。

 055-353-6682（预约制）

  庆尚南道密阳市密阳乡校3街17

沙参糯米煎饼

凉拌莲藕

烤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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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寺院素食是佛教修行者的日常饮食，自1700

年前起一直流传至今。对于佛教修行者来说，饮食并非

只是单纯地满足口腹之欲、补充营养，更是领悟真理的

方法。在今日，寺院素食作为能够唤醒生活本质且最亲

近自然的饮食，重新获得了世人的关注。

严禁肉食和五种调味食材的理由

韩国寺庙饮食的最大特征在于蕴含着领悟众生相依并和谐

共存的修行精神。因佛教珍视万物生命的慈悲观，使得寺庙饮

食中严格禁止使用肉类、鱼类、鸡蛋等动物性食材；此外，还

禁止使用五辛菜，即葱、蒜、韭菜、山蒜、兴渠，这反映出佛

教认为具有刺激性的调味食材会阻碍修行的思想。

亲近自然的健康饮食

寺庙饮食禁用很多食材，除了肉类与五辛菜之外，也不

添加人工调味料。那么，究竟还剩什么可以入菜呢？新鲜的当

季蔬菜、谷物、酱类、泡菜等各种发酵食品组成了寺庙饮食。

通过豆类可摄取优质的蛋白质，藉由蔬菜可吸收维生素、无机

质和药用成分，所以从营养层面来看，寺庙饮食并无任何不足

之处。此外，寺庙饮食中还会用蘑菇粉、昆布粉、胡椒粉、紫

苏、生豆粉等味道柔和的调味品来替代五辛菜。

清淡却醇厚的天然滋味

寺庙饮食受到尽可能食用当季蔬菜与谷物等食材天然原

味的宗教思想影响，多采用凉拌、蒸煮、烧烤、腌制、包卷等

不油不腻、清淡有味的烹饪方法。在调味上也仅使用两三种调

味料，突出食材朴实无华又清爽的原本风味。100%使用蔬菜

食材、清淡低热量的寺庙饮食已成为最能细品天然滋味的健康

饮食。

寺院素食
感谢众生
祈求和平的饮食

韩国寺院素食文化体验馆
多年从事寺院素食制作的典座和专家坐阵文化体验馆，传授延

续1700年之久的寺院素食烹饪方法。前往体验馆，解密韩国寺院

素斋的同时，还可以与师父们一同饮茶清谈。

 02-733-4650   www.koreatemplefood.com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栗谷路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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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宫

景福宫站

安国站

钟路3街站

光化门站

钟阁站

K-Style Hub（韩食文化馆）

李象范故居

西村车库

通仁市场

传统酒研究所

西村韩屋及艺廊胡同李箱故居

光化门广场

清溪广场 

传统酒酒廊

仁寺洞韩屋胡同

3号线

1号线

5号
线

清溪川

钟阁站

K-Style Hub（韩食文化馆）

避马谷

仁寺洞

钵盂供养

曹溪寺

塔谷公园

清溪川

1号线

5号线

南山首尔塔

南山缆车

南山缆车

经理团路

雩祀坛路

伊斯兰教
首尔中央
清真寺

首尔站

首尔站

淑明女子大学站

战争纪念馆

绿莎坪站
梨泰院站

南山植物园

三角地站

南营站

6号线

3号
线

1号
线

寺院素食路线
寺院素食以简单的烹调手法和极简的调料为特点，是韩

餐中最忠于原味的一种。该路线以寺院素食为主题，参观韩

国曹溪宗佛教的中心寺院──曹溪寺，体验佛教文化，并通

过与师父们的交谈了解佛家弟子饮食中的哲学。 

“品寺院素食，听佛子心声”

  在K-Style Hub（韩食文化馆）集合 → 途经清溪川前往坚志

洞、仁寺洞方向 → 参观曹溪寺 → 到“钵盂供养”品尝寺院素

食、听取厨师说明 → 听取僧人对韩国佛教的介绍，了解韩国寺

院文化 → 在仁寺洞和避马谷品尝路边小吃，购物 → 前往传统

茶馆品茶

 免费品尝：15种，体验活动：2项

 11:00~16:00（5小时）

清真食品路线
清真食品按照穆斯林饮食习惯进行屠宰、加工、制作，

符合清真要求。坐落着伊斯兰清真寺的梨泰院地区聚集了多

家清真餐馆，餐后漫步浪漫的经理团路，享受下午茶时光，

最后登上南山首尔塔，欣赏流光溢彩的首尔夜景。

“华灯初上，夜色迷人”

  在K-Style Hub（韩食文化馆）集合 → 途经光化门前往梨泰院 

→ 参观梨泰院伊斯兰清真寺 → 在伊斯兰圣地附近雩祀坛路上的

清真餐厅品尝清真韩餐 → 漫步经理团路 → 前往南山首尔塔，

乘坐缆车观赏首尔夜景

 免费品尝：10种

 17:00~21:00（4小时）

传统酒路线
韩国的传统酒主要采用稻谷、水果、药草和鲜花等材料酿造而成。本条路

线将带领您前往传统文化聚集地──仁寺洞内的传统酒廊以及风花雪月的钟路胡

同，品尝各式传统酒，并走访诗酒写意的韩国艺术家的住宅。

“有酒，有情调，有氛围”

  在K-Style Hub（韩食文化馆）集合 → 前往仁寺洞传统酒酒廊了解传统酒，免费品

尝 → 前往都家餐馆（餐馆仁寺洞韩屋胡同，品尝自酿酒和酒肴）→ 参观诗人李箱以

及山水画画家李象范的故居 → 前往福顺都家品尝传统酒 → 逛西村韩屋及艺廊胡同 

→ 参观传统酒研究所，品尝传统酒 → 前往通仁市场品尝传统美食 → 前往传统酒酒

家享用酒肴和传统酒

 免费品尝：11种，体验活动：7项

 15:00~21:00（６小时）

3

1_ 忠于原味、加工极简的寺院素食

2_僧侣简朴的餐食──钵盂供养

3_茶话时间

1

2

一个国家的饮食不仅仅是单纯的

日常饭菜，而是“装盛文化的器皿”。

同样，韩餐也装载着丰富多彩的韩国文

化。现向大家介绍7条韩国美食之旅路

线，通过韩餐领略韩国文化。 

韩国美食之旅
路线

首尔

水原

江陵

1_ 体验百姓生活，品尝传统马格

利酒

2_斟酒礼仪：晚辈给长辈斟酒

3_与传统酒相配的美食

4_传统酒酿造体验

4

32

1

2

1

3

1_获得清真认证的清真餐馆

2_ 在首尔品尝清真食品

3_格外清淡的韩国清真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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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虹门

长安门

华西门

华
城

 

华城行宫

华城射箭场

传统市场
八达门

三岛

首尔高速巴士
客运站

新盘浦站
高速巴士客运站

汉江

Tubester
(气垫船) 月光彩虹喷泉表演

盘浦月光广场

Ministop

盘浦汉江公园

新世界
百货商店

3号
线

9号线

7号
线

乌竹轩

许筠、许兰雪轩
纪念公园

镜浦湖

东海

江陵站

草堂豆腐村

江陵咖啡街

江陵船桥庄

镜浦海水浴场

京东市场

首尔药令市

茶美家

阿里郎韩医院

K-Style Hub
首尔市韩医药博物馆

祭基洞站

1号线

水原路线
水原是世界文化遗产──水原华城的所在地，也是朝鲜

第22代君王──正祖（1776~1800年在位）留下足迹的地方。

水原路线包括到正祖的国弓练武场体验射箭、学习宫廷礼

仪、品尝源自宫廷御膳的韩定食和分量十足的水原大排骨等

项目。 

“追随正祖的足迹”

  在K-Style Hub（韩食文化馆）集合 → 午餐为烤大排骨 → 前

往水原华城射箭场遗址体验射箭 → 在华城行宫前观看演出后，

进入行宫内部参观曾经举办惠庆宫洪氏进馔宴（花甲宴）的场

所 → 试穿韩服或体验茶礼 → 参观正祖曾经前往显隆园途中经

过的八达门，在附近的传统市场随意闲逛，自由活动 → 晚餐为

韩定食

 免费品尝：15种，体验活动：3项 

 10:00~20:00（10小时）

韩流路线
到访韩流影视剧取景地，品尝最新流行韩餐。内容包括

前往首尔潮流达人热衷的江南百货商店，体验韩国年轻人习

以为常的便利店文化，在众多韩流影视剧的取景地──汉江

公园吃外卖等。

“栩栩如生的韩流现场，浪漫无处不在”

  在江南新世界百货商店体验首尔时尚甜点和美食等 → 前往盘浦

汉江公园，听取有关江南一带和盘浦大桥的说明 → 在盘浦公园

看广告传单叫外卖 → 在盘浦汉江公园三岛前的Ministop便利店

体验DIY食品和泡面机 → 在盘浦汉江公园铺上凉席吃小吃、放

风筝、玩儿接球游戏、在晚霞中拍照留念 → 欣赏月光彩虹喷泉

表演 → 欣赏三岛夜景，在气垫船上享受点心和饮料

 免费品尝：6种，体验活动：5项

 17:00~21:00（4小时）

江陵路线
江陵是朝鲜时代著名艺术家申师任堂和众多文人学者

的家乡。路线包括游览申师任堂的故居──拍摄韩剧《师任

堂：光的日记》的乌竹轩，两班贵族大宅──江陵船桥庄，

尽情欣赏韩国的传统之美，品尝草堂嫩豆腐等江陵地区的传

统韩食。 

“江陵美食，礼仪与格调同在”

  前往乌竹轩参观《师任堂�光的日记》电视剧拍摄现场 → 到江

陵船桥庄体验儒生文化 → 体验江陵船桥庄宗家饮食和五色茶道 

→ 参观许筠、许兰雪轩纪念公园、参加茶道体验 → 前往草堂洞

草堂豆腐村 → 韩国咖啡品尝游（在江陵咖啡街咖啡师的指导下

体验咖啡制作并品尝蜂窝煤饼）

 免费品尝：18种，体验活动：3项

 10:00~16:00（6小时）

传统市场路线
京东市场是一座大规模药材市场，韩国药材的70%都在此

交易。以京东市场为中心来一趟养生之旅，检查个人体质，

选择适合的韩药材。在体验精彩的韩方文化之余，品尝韩国

最具代表性的滋补食品──参鸡汤、南瓜粥和红豆粥。

“京东市场，养生之旅”

  前往首尔市韩医药博物馆体验韩方文化，接受体质检查，体验

煎药、包药等流程 → 在首尔药令市内的阿里郎韩医院体验韩医

学 → 到首尔药令市场的“茶美家”品尝适合个人体质的茶 → 

在首尔药令市场药材铺、磨粉店品尝琼玉膏 → 逛京东市场，了

解新鲜食材，品尝南瓜粥、红豆粥和路边小吃 → 前往K-Style 

Hub韩食体验馆学做并品尝参鸡汤和蘑菇蔬菜煎饼

 免费品尝：10种，体验活动：7项

 13:00~18:00（5小时）

1_  源自宫廷御膳的水原韩定食

2 _分量十足的水原大排骨

3_ 水原传统市场的路边小吃──

鸡蛋糕 

1

3

2

1_  弥漫着咖啡香的安木海边

2 _香浓的草堂洞豆腐

3_在江陵船桥庄学习茶道

1 2

3

1_ 韩药材琳琅满目的京东市场 

2_ 香甜暖胃的红豆粥

3_散发人参香的滋补参鸡汤
1

1_ 最新流行的甜点

2_在汉江边吃外卖炸鸡

3_在便利店吃泡面

1

2

3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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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餐厅会话

中文 韩文 韩文发音

你好！ 안녕하세요? Annyeong haseyo?

谢谢。 감사합니다. Gamsa hamnida.

是。 예. Ye.

不是。 아니오. Aniyo.

对不起。 미안합니다. Mian hamnida.

请给我看一下菜单。 메뉴 좀 보여주세요. Menu jom boyeo juseyo. 

请您推荐一下。 추천해주세요. Chucheon haejuseyo.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이 음식 이름이 뭐예요? I eumsik ireumi mwoyeyo?

请给我跟那个一样的。 저것과 같은 것으로 주세요. Jeogeotgwa gateun geoseuro juseyo.

请不要做得太辣。 너무 맵지 않게 해 주세요. Neomu maepjianke haejuseyo.

我吃不了太咸的。 너무 짠 음식은 못 먹어요. Neomi jjan eumsik mot meogeoyo.

请给我                        。                       주세요. —————— juseyo.

                一人份 일인분 Irinbun

                两人份 이인분 I-inbun

                三人份 삼인분 Saminbun

                两份拌饭 비빔밥 둘 Bibimbap dul

太好吃了。 매우 맛있어요. Maeu masitsseoyo.

这个太           了。 이것은 너무                      . Neomu —————————.

                 辣                   매워요.                       maewoyo.

                 咸                   짜요.                        jjayo.

                 甜                   달아요.                       darayo.

                 淡                   싱거워요.                       singeowoyo. 

                 酸                   시어요.                       si-eoyo.

                 苦                   써요.                       sseoyo.

请给我一杯水。 물 좀 주세요.  Mul jom juseyo.

吃好了。 잘 먹었습니다. Jal meogeosseumnida. 

请再给我一点这个。 이것 더 주세요. Igeot deo juseyo.

买单。 계산서 주세요. Gyesanseo juseyo.

可以刷卡吗？ 카드 돼요? Kadeu dwaeyo?

多少钱？ 얼마예요? Eolma yeyo?

                        韩元。                 원 입니다. ——————— won imnida.

      五千 오천 Ocheon

      一万 만 Man

      一万五千 만오천 Manocheon

      两万 이만 I man

      三万 삼만 Samman

洗手间在哪里？ 화장실 어디에 있어요? Hwajangsil eodie isseoyo?

再见。 안녕히 계세요. Annyeonghi gyeseyo.

1330是在世界各地都可进行韩国旅游信息咨询的电话服务，由韩国旅游发展局协同全国各旅游咨询中心为方便外国游客而开办。

提供汉语、英语及日语等多语种服务，全年无休，24小时静候您的垂询。

在韩国拨打1330，在海外拨打+82-2-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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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册收录内容以2018年12月为准，以后可能有所变更。本手册全部信息及版权归韩国旅游发展局所有。在韩国旅游发展局官方网站(www.visitkorea.or.kr)上可以E-BOOK形式阅

览此手册。

免费提供 한식가이드북 (중국어 간체) 

韩国旅游发展局机构网

总公司  韩国江原道原州市世界路10(邮编 26464)   +82-33-738-3000    www.visitkorea.or.kr

海外办事处

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光华西里1号韩国文化院3楼(邮编 100020)   86-10-6585-8213/4  86-10-6585-8147  weibo.com/ktobj

广州办事处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5号太古汇一座8楼803室(邮编 510620)    86-20-3893-1639  86-20-3893-1221  koreaplaza.cn 

沈阳办事处 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286号华润大厦A座33楼3306室(邮编 110004)    86-24-3137-9343  86-24-2281-5155  ktosy@knto.or.kr

成都办事处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1号平安财富中心26楼2604室(邮编 610041)    86-28-6557-2311  86-28-6557-2312  chengdu@knto.or.kr

西安办事处 西安市雁塔区南二环西段64号凯德广场16楼1601室(邮编 710065)    86-29-8964-0100  86-29-8964-0106  weibo.com/XIANKTO 

武汉办事处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京汉大道1398号 环球智慧中心1506单元(邮编 430010)  86-27-5937-4380  86-27-5937-4384  ktowh@knto.or.kr

香港支社 香港铜锣湾告士打道280号世界贸易中心22楼2202-2203室    852-2523-8065  852-2845-0765  general@knto.or.kr

台北支社 台北市大安区敦化南路一段245号6楼A室(邮编 106)    886-2-2772-1330  886-2-2777-1330  ktotp@knto.or.kr

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旅游服务部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396号汇智大厦502室(邮编 200030)   86-21-5169-7933  weibo.com/ktoshanghai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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