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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和全罗道是韩国最早
迎来春天的地区。请到这里享
受清新的春季美食，让充满春天
能量的佳肴为瑟缩了一整个冬天
的身心注入生机。

首尔作为首都已有几百年的
历史，也许因为权贵阶层众多，
昂贵食材“牛肉”的料理文化蓬
勃发展。而相反的，江原道的饮
食文化就如同江原道的山林与大
海一般，保持着自然的原貌。截
然不同的两种饮食文化，融合出
与众不同的冬季味道。

京畿道与忠清道比邻西海，是

韩国主要的稻田区。这边的饮食清

淡爽口，不添加过重的调料，忠实

保留食材原味。深沉的秋思全都蕴

含在这里的秋季风味中。

庆尚道坐拥金海平原和内陆
盆地，紧靠美丽的港口城市釜山和
南海，极具个性的饮食文化强烈挑
逗着人们的味蕾。这里的时令美食
就是夏季最正确的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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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特别自治道

韩国四季分明、地形多样，各地都拥有独具个性且丰富多彩的时令美食。在这本指南中，我们将集中为您
介绍蕴含着春夏秋冬风味与韵致的各地经典美食。让我们现在就出发，踏上时令风味美食之旅，全方位体验韩
国的大自然与韩国人的饮食文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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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韩国四季风味
与韵致的各地美食



春天降临韩国之际，不妨去济州岛和全罗道走走。因为整个韩半岛就属这里的春天
来得最早，可以先人一步融入温暖清新的春日气息。美丽的济州岛，素有粮仓之称的全
罗道，新鲜的春季海产与野菜定能令您食欲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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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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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当季新鲜带鱼炖煮的汤毫无
腥味，鱼肉软嫩鲜香，入口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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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特别自治道

全罗北道

全罗南道

水拌雀鲷生鱼片 자리물회

带鱼汤 갈치국

凉丝丝的水拌生鱼片，热腾腾的鲜鱼汤，新鲜海鱼的特色吃法 

雀鲷长约一拃，通常只去除鱼鳞和内脏，不剔除鱼骨。在用大

酱调味的高汤中放上各色蔬菜丝和冰块，再摆好带骨鲜雀鲷，就成了

这道水拌雀鲷生鱼片。连鱼带菜汤汤水水一大勺放进嘴里，鲜嫩的鱼肉

与咯吱作响的鱼骨口感极佳，蔬菜和微辣的汤头更是锦上添花。而另一道

带鱼汤则是热着吃，二者一冰一火，却同为春季的海鲜佳肴。热腾腾的带

鱼汤由鲜嫩的带鱼加上冬白菜、南瓜和青阳辣椒煮成乳白色，与烤带鱼呈

现出截然不同的鲜美风味。

2 济州

在济州岛与全罗道品尝清新的春季气息！

爽口春季美食唤醒沉睡的食欲

大海之家 바다의집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城山邑
迎日海岸路2758

 064-784-8882
 08:00~食材售完为止／全年无休

常春斋상춘재

  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朝天邑
Seonjin街26   

 064-725-1557
 10:00~18:00／周一休息 

推荐餐厅

Cheonghaewon 청해원

  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
原老衡南1街44

 064-744-6677
 08:30～22:00／全年无休

甫木海女之家 
보목해녀의집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
浦市甫木浦46

 064-732-3959
 10:00～20:00／全年无休

推荐餐厅

海胆拌饭 성게비빔밥

海胆海带汤 성게미역국

满载着春季大海鲜香的海胆，摆在饭上，融入汤中

香喷喷的白米饭上，整齐地摆满生菜、洋白菜和胡萝卜等新鲜蔬菜，然后在中间放上充

满春季大海鲜香的海胆，鲜艳的色彩令人胃口大开。饱过眼福后，将米饭、蔬菜与海胆均匀

搅拌，盛起一大勺吃下去，浓郁的海胆香在口中弥散，各种食材交织而成的美味令人齿颊留

香。除此之外，还有用海胆和海带一起煮的海胆海带汤，配上刚煮好的米饭，鲜美迷人，着

实为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

1 济州

马尾藻汤 몸국

猪肉高汤与马尾藻熬煮而成的鲜浓汤品 

在用猪肉和猪骨熬煮而成的高汤中加上马尾藻，就成了这道清淡

爽口又鲜香浓郁的美味汤品。马尾藻可除去猪肉的油腻感，其本身又很

有嚼头。为了令汤头更浓稠，有时会加入荞麦粉或筋道的面片。吃的时

候见仁见智，有人喜欢把汤和米饭分开吃，也有人喜欢把米饭泡在汤里

吃。

3 济州

梭子蟹肉拌饭 꽃게살비빔밥

海鞘拌饭 멍게비빔밥

令人醉于香痴于味的魔力美食 

梭子蟹肉拌饭是将梭子蟹的蟹肉仔细挑

出后进行调味，然后配上各色蔬菜和藻类，与

米饭一起拌着吃。拌蟹肉的调味料是用干辣椒

粉、酱油、蒜末、姜末和芝麻等调和而成的，

令蟹肉的鲜美更上一层楼。海鞘拌饭则以除去内

脏后切成小丁的海鞘为主料，用盐将海鞘丁腌制后

配上蔬菜和米饭，再加入碎海苔、香油和芝麻盐后拌匀

食用。不同于其他多数用辣椒酱来调味的拌饭，海鞘拌饭由于海

鞘自带咸味，无需另加辣椒酱，尽享鲜美的大海味道。

5 木浦

凉拌舌头鱼生鱼片 서대회무침

丽水当红生鱼片，连舌头鱼生长的滩涂都备受赞誉

舌头鱼是一种身体扁平的鱼类，外表呈深褐色且带有斑点。舌头鱼肉

质鲜美富有弹性。丽水附近的海域可捕捞到舌头鱼，这种鱼深受丽水人的

喜爱。凉拌舌头鱼生鱼片是用片好的鲜舌头鱼配上萝卜丝和水芹段，再加

上用葱末、蒜蓉和辣椒酱调成的调味料，最后混合马格利酒与醋，酸甜爽

口，鲜辣清凉，是一道非常受欢迎的下酒菜。另外，也可以在刚刚拌好的

舌头鱼生鱼片上倒上一碗白米饭，淋点香油一拌，美味妙不可言。

4 丽水

下孝沙龙 하효살롱

  济州特别自治道
西归浦市孝敦循环路
217-8

 064-733-8181
 11:00~18: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推荐餐厅

金希宣马尾藻汤 
김희선몸국

  济州特别自治道
济州市兴云街73

  064-745-0047   07:30~17:00 
（周六07:30~15:00）／周日休息

安康奶奶舌头鱼大监 
아구할미 서대대감

  全罗南道丽水市
兴国路54

 061-684-3908 
 11:30~21:30／周日休息

广场舌头鱼生鱼片 
광장서대회

  全罗南道丽水市乔洞 
南1街 6-8 

 061-666-2013
 06:00~24:00／全年无休

推荐餐厅

MIX!

在大碗里放上热腾
腾的白米饭和蟹
肉，再加入各色蔬
菜与藻类拌着吃。

Haebim 해빔

  全罗南道木浦市美港路83
 061-282-2770  
 07:00~22:00／全年无休

集市餐厅（总店）장터식당(본점)

 全罗南道木浦市荣山路
40号街23

 061-244-8880
  11:30~21:00／每月第一周周日与第二、
三、四周周一休息

推荐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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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筒饭 대나무통밥

尽享竹子的清香、美味与营养 

潭阳自古就是有名的竹乡，当

地居民的生活中点点滴滴都渗透着

竹文化，当然在饮食上，竹子也占

有一席之地。竹筒饭是将大米、杂

粮和坚果填入竹筒中蒸煮而成的，

竹液渗入米饭中，不仅清香怡人，

而且还富含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在

享受香气与美味的同时也吸收了营

养。用牛肉末抹上调味酱以后烤成

的牛肉饼也是这里的拿手好菜，与

竹筒饭堪称绝配。

韩餐基本上
由米饭和小菜组成，所

以餐厅里一般不会单卖竹筒
饭，而是以竹筒饭搭配各
种小菜的竹筒饭套餐的

形式出售。

把米饭和自己喜欢的小菜放进大碗里，拌上清麴酱与辣椒酱，
就成了私人订制的自助拌饭！

6 潭阳

家常套餐 가정식백반

感受私人订制自助拌饭的魅力 

家常套餐就像韩国家庭日常的饭桌一

样。美食之乡全州的家庭拌饭不仅丰盛量

足，而且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自助拌饭。一

般的全州家常套餐是以清麴酱为主，再配上

多道小菜。可以把米饭倒在大碗里，然后根

据个人喜好加入素菜、清麴酱、辣椒酱、煎

蛋、碎海苔，淋上香油拌着吃。根据主菜的

不同，家常套餐可分为菜包肉家常套餐、辣

椒酱炒猪肉家常套餐、斑鳐锅家常套餐、冻

明太鱼锅家常套餐和泡菜锅家常套餐等等。

7 全州

土房 토방

  全罗北道全州市完山区
平和18街19

 063-226-1080
 10:00~21:30／周日休息

蟾津江家常套餐 섬진강백반

  全罗北道全州市完山区
花田正路13   

 063-226-6809
 08:30~22:00／周日休息

推荐餐厅

南道礼谈（卫生优等餐厅）
남도예담

 全罗南道潭阳郡
月山面潭长路143  

 061-381-7766
 11:00~21:00／全年无休

潭阳爱花 담양에꽃

   全罗南道潭阳郡
凤山面竹香大路723 

 061-381-5788
 周一~五 11:00~20:00，周六、
日 11:20~20:20／全年无休

推荐餐厅

在家常套餐

快吃完时，会有一道

锅巴水端上桌。这是将

贴在石锅底部的锅巴兑上

开水后做成的，香喷喷

热乎乎，是非常好的

餐后清口汤。

快来釜山和庆尚道尝一尝饱含着夏季热情的能量美食。釜山与庆尚道都临海，
海产丰富，山菜也不少，还有肥沃的金海平原，物产丰饶。这里的饮食质朴而奔
放，刺激而过瘾，呛辣而地道。

夏
季

时
令美食

除泡着汤吃的小麦面之外，还有用调味酱拌着吃的
干拌面，又是另一种令食欲大开的独特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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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尚南道

庆尚北道
来釜山和庆尚道度过热情之夏

时而清凉时而炽热的夏日滋味！

小麦面 밀면

拯救食欲不振的夏天

小麦面本来是朝鲜战争后用来代替冷面的面

条，后来渐渐成为釜山地区的特色面食。小麦面的面条

是用面粉和淀粉混合制成的，汤头则是添加了药材与蔬菜

熬制而成的牛骨汤。在大碗里放上煮好的小麦面，浇上浮着碎冰

的汤头，再点缀上黄瓜、腌萝卜、鸡蛋丝和白切肉片，配着微辣的调味酱来吃。根据

个人喜好，也可以加上一些芥末或醋。酸甜辣爽的汤头与筋道的面条十分登对。炎热

夏日，吃上一碗清凉的小麦面，暑热顿消，神清气爽。

2 釜山

猪蹄冷盘 냉채족발

当筋道猪蹄遇到清爽沙拉

韩国的酱猪蹄是用添加了酱油、大蒜、

姜、白糖、胡椒和烧酒等调料的高汤熬煮成

的，通常冷却后切片食用。酱猪蹄可以直接

蘸上虾酱吃，也可以搭配鲜辣泡菜和醋腌萝

卜片用生菜或苏子叶包着吃。而最清爽的吃

法当属把酱猪蹄做成冷盘。用来做冷盘的猪

蹄片比一般的更薄一些，配上黄瓜、洋葱等

新鲜蔬菜和海蜇，再拌上清凉的芥末汁。筋

道的猪蹄，清脆的蔬菜，爽口的酱汁，真是

不可多得的下酒菜，啤酒烧酒两相宜。

1 釜山

汉阳猪蹄 한양족발

  釜山广域市中区光复路13
 051-246-3039
 10:00~00:00／全年无休

哄笑猪蹄 홍소족발

  釜山广域市中区光复路21-2
 051-257-2575
 12:00~00:00／全年无休

推荐餐厅

奶奶加耶小麦面 할매가야밀면

  釜山广域市中区光复路
56-14

 051-246-3314
 10:00~21:30／全年无休

国际小麦面 국제밀면

  釜山广域市莲堤区
中央大路1235号街23-6   

 051-501-5507
 10:00~21:00／全年无休

推荐餐厅

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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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餐厅

五洋水产 오양수산

   釜山广域市机张郡机张邑
机张海岸路548-3

 051-721-0074
 10:00~22:00／每月第二周周二休息

知名机张产盲鳗 이름난기장산곰장어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龟南路41号街42  
 051-742-8201 
 15:00~02:00／全年无休

烤盲鳗 곰장어구이

稻火香为新鲜盲鳗锦上添花

釜山的机张地区素以盲鳗闻名，使用稻草来

烧烤的传统方式更是风味绝佳。稻火烧烤不仅可以

保存盲鳗的天然原味，而且还散发出独特的稻草

香。将焦黑的表皮剥开，就露出雪白的鱼肉。烤熟

的盲鳗不需要特别的调味料，稍微蘸一点香油盐就

非常美味了。另外也可以将盲鳗拌上甜辣的调味料

炒着吃。在吃完鱼肉后，还可以用余下的调味料加

上米饭、碎海苔和香油来拌炒，就成了一道过瘾的

香辣炒饭。

水拌生鱼片 물회

生鱼片、香辣高汤、蔬菜、面条和米饭的完美组合

现场片好的生鱼片配上各式蔬菜，再

浇上浮着碎冰的清凉酸辣高汤，就成了水拌

生鱼片。浦项的水拌生鱼片格外有名，主要选

用角木叶鲽、牙鮃、石斑等鱼类，有时也会搭配

海螺、海鞘和鲍鱼等。浦项的水拌生鱼片是搭配着蔬菜的生鱼片和

高汤分别端上桌，另外附上龙须面、米饭和辣味鱼汤。把龙须面和

米饭泡在水拌生鱼片里用勺子舀着吃，特别过瘾。要是感觉太过冰

凉，就喝点辣味鱼汤来暖肚，别提多舒服了。

稻草清香令盲鳗的美味
更上一层楼。

浦项水拌生鱼片要在临吃之
前倒入高汤拌匀才最好吃。

三汤勺高汤
正合适！

3 釜山

4 浦项

药膳炖鸡 백숙

美味药膳补充活力

药膳炖鸡堪为韩国人夏季的滋补圣品，是在整只鸡内塞

入人参、黄芪等药材以及坚果和糯米后小火慢炖而成的。青松的

药膳炖鸡十分有名，其缘由就在于青松的达基泉。这里的泉水富含铁

质，煮出来的鸡肉鲜美软嫩，口味丰富。鸡肚子里的糯米煮熟后就成了

鸡肉粥，滑软鲜嫩如奶油奶酪，可以单独喝粥，也可以用鸡丝蘸着吃。

青松的餐厅一般会用烤鸡肉来搭配药膳鸡汤。将切成薄片的鸡胸肉拌上

甜辣酱后用铁网烤熟，又是另一道妙不可言的鸡肉佳肴。

5 青松

马罗岛生鱼片餐厅 마라도회식당

  庆尚北道浦项市北区海岸路217-1
 054-251-3850
 11:00~22: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环汝生鱼片店 환여횟집

  庆尚北道浦项市北区海岸路189-1 
 054-251-8847  
 10:00~21:00／全年无休

推荐餐厅

达基泉药膳炖鸡海星 
달기약수닭백숙해성

  庆尚北道青松郡
青松邑中央路415

 054-873-2351
 10:00~21:00／全年无休

首尔旅馆餐厅
서울여관식당

  庆尚北道青松郡
青松邑泉水街18-1

 054-873-5177
 09:00~21:00／全年无休

推荐餐厅

元祖江边奶奶河蚬餐厅 원조강변할매재첩식당

  庆尚南道河东郡古田面河蚬街286-1
 055-884-6511
 07:00~20: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河东河蚬特化村 하동재첩특화마을

  庆尚南道河东郡河东邑蟾津江大路1877   
 08:00~19:3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推荐餐厅

河蚬汤 재첩국

醋拌河蚬 재첩회

小蛤蜊，大滋味，河蚬魅力不可挡

流淌在河东的美丽蟾津江盛产河蚬。虽然这种蛤蜊只有指甲大小，但是美味与营养却令人刮目相看。

河蚬富含牛磺酸与维生素，在食欲不振或宿醉时，来上一碗河蚬汤或是一盘醋拌河蚬，就能吃得舒舒服

服，令人精神大振。河蚬汤里面满是河蚬与韭菜，因此汤头的颜色也是乳白中透着一点绿色。只用盐来调

味，就非常鲜美浓郁。醋拌河蚬是将河蚬肉搭配上韭菜、洋葱和山蒜等蔬菜，用酸辣酱拌着吃的凉菜，也

可以把米饭倒进去一起搅拌，就变成了美味可口的拌饭。

7 河东 想吃
我也

用营养美味的海鳗来抚慰酷暑
中疲惫的身心！

烤海鳗 바다장어구이

海鳗汤 장어탕

夏季滋补属海鳗，海鳗料理在统营

海鳗是维生素A含量最多的鱼类，有着“维生素A的宝库”之美

誉。海鳗味道鲜美，肉质筋道，特别是统营的海鳗品质尤佳。海鳗有

着顺暖流而游动的习性，而统营附近的南海正具备着海鳗栖息的好环

境。海鳗汤鲜辣爽口，烤海鳗则分为盐烤和酱烤两种口味。烤海鳗通

常会在厨房里先薄薄烤过后上桌，然后用桌上的炭火炉烤至全熟。依

照个人喜好，烤海鳗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用生菜包卷起来大快朵颐。

6 统营

鳗鱼名家青海 
장어명가청해

  庆尚南道统营市山阳邑
山阳一周路1475

 055-645-1092
 07:00~21:00／周一休息

十五夜炭烤鳗鱼 
십오야장어숯불구이

  庆尚南道统营市
统营海岸路45

 055-649-9292 
  11:00~21:3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推荐餐厅

清淡鲜美的河蚬汤与
酸辣鲜甜的醋拌河蚬适合一
同享用，感受河蚬的多种滋

味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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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茸香 송이향

  京畿道义王市白云路413
 031-426-9181
  11:30~22:00（午休15:00~17:00）／
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推荐餐厅

京畿道与忠清道的美食充满秋日风情！

硕果累累的大自然，
体会收获的幸福感

米饭套餐包括9道或是12道配菜，与刚刚出锅的
热腾腾的米饭一起摆满餐桌，菜和饭营养搭配，
相得益彰。

秋
季

时
令美食

13

4

5

6

7

2

京畿道

忠清南道

忠清北道

先吃铁板烤豆腐，再吃铁板烤
五花肉，最后是香喷喷的炒饭，
美食带来无穷乐趣。

豆腐料理 두부요리

豆腐单吃也好吃，与各种食材搭配则更加完美

豆类富含植物性蛋白质，被称为是“田地里的肉类”。豆

腐是用黄豆磨成豆浆后凝固而成的。不论作为料理的主角还是

配角，都是可以展现完美演技的全能演员。豆腐清淡香甜，软糯可

口，加入其它料理之中，就能锦上添花，更具风味。柔滑的嫩豆腐、香

喷喷的豆渣锅、鲜辣的豆腐火锅、香嫩的煎豆腐以及可以尽享豆腐天然

原味的汆烫豆腐等，豆腐料理数不胜数，甚至还有由一系列豆腐佳肴组

成的豆腐套餐。

2 杨平

米饭套餐 쌀밥정식

美食家拍手叫绝的利川米饭

刚刚煮好的米饭莹泽润白，散发出

“幸福的香气”，瞬间填满心灵。利川自

古就是著名的稻米产地，古时呈现给君王

的贡米都是出自于这里。肥沃的土壤与洁

净的河流等卓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优质而

美味的稻米。利川稻米的的名声在今天依

然毫不褪色。用利川稻米煮出的米饭粘度

适中，光彩怡人，越嚼越香。利川地区的

米饭套餐店通常会用烤牛肉饼、烤牛肉、

烤干明太鱼和烤沙参等丰盛的菜肴与利川

米饭一起组成套餐。

1 利川

Wonyi米饭 원이쌀밥

  京畿道利川市大月面巳洞路
76-19

 031-636-0893   
 11:00~21:00／周日休息

陶乐 도락

  京畿道利川市新屯面黄武路
485

 031-638-3020
 11:30~21: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推荐餐厅

龙门山村豆腐
용문산촌두부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
龙门山路628号街3

 031-771-1104
  09:00~18: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莲花丘 연꽃언덕

  京畿道杨平郡
杨西面龙浦丘街57

 031-774-4577
  11:00~23: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推荐餐厅

松茸韩定食 송이한정식

被松茸的浓郁香气所迷醉，为松茸的柔韧口感与清淡美味所着迷

松茸素有“菇中之王”的美称，其柔韧的口感与丰富的营

养一直备受赞誉，而其独一无二的芬芳更是令人喜爱。即使是

再平庸的料理，只要加上一点松茸，就能令香味和口味都更上

一层楼，瞬间升级为高档料理。虽然松茸属于高级食材，价格

相对昂贵，但每到松茸时节，都会供不应求。新鲜

松茸可以稍稍汆烫或是烤着吃，也可以用于涮涮

锅、汤锅和蒸锅等，令料理更添风味。而以松

茸为主旋律的韩定食则可堪称拥有最高格调之

美食。

3 义王

药草拌饭 약초비빔밥

药草与山野菜交织出美味营养拌饭

堤川的药草远近闻名，这里的药草拌饭也值得尝试。药草拌

饭虽然看起来与一般拌饭大同小异，但是用来调味的药膳辣椒

酱却不同凡响。这种药膳辣椒酱是添加了16种以上的药材腌

制而成的，有着卓然的味道与香气，令药草拌饭独具风味。

与药草拌饭搭配的小菜不仅有各式秋季山野菜，还有用药材

炖煮而成的白切肉、用桑叶去除腥味的烤鱼和添加了何首乌

高汤做成的鸡蛋羹等。堤川市以药草为根基打造了堤川独有的

韩方品牌“药菜乐”，目前在堤川已开设22家药菜乐餐厅。

5 堤川

古德来黄土亭 
구드래황토정

  忠清南道扶余郡
窥岩面百济门路30

 041-834-6263
 11:00~21: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莲花故事 연꽃이야기

  忠清南道扶余郡扶余邑
圣王路22

 041-833-3336
 11:30~21:00／周一休息

推荐餐厅

Wontteul 원뜰

  忠清北道堤川市锦城面
国师峰路26街18

 043-648-6788
  11:00~21: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富矿美食餐厅 
노다지맛집

  忠清北道堤川市
奈吐路47街21

 043-648-8865   11:30~22:00／
每月第二、四周周日休息

韩方品牌
“药菜乐”

推荐餐厅

成熟的稻谷随秋风摇曳，金色的稻浪此起彼伏。层林遍染的山脉，晚霞笼罩的西海，
京畿道与忠清道的秋日情怀凝聚在时令美食中，把我们的餐桌上装点得绚丽多姿。

有些荷叶饭餐厅也会出售莲花茶。在大碗中
沏满热水，看莲花在碗中袅娜绽放，清雅的
香气令人欲罢不能。

荷叶饭 연잎밥

清香荷叶令米饭更加美味

把添加了松子、核桃、大枣和栗子等干果煮成的米饭用荷叶包裹后

继续蒸煮，就做成了荷叶饭。先煮再蒸，小小的荷叶饭中凝聚着长时间悉

心烹饪的精诚之心。剥开荷叶的瞬间，凌波仙子的清香扑鼻而来，吃上一

口，荷香与米香相得益彰，弥散在口中妙不可言。荷叶饭通常会搭配多道

配菜，其中要数添加了莲藕的炖排骨、烤牛肉或烤鱼等蛋白质丰富的菜肴

最为搭配。

4 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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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新鲜蛤蜊现烤现
吃，鲜美滋味令人
难以忘怀。

吃过烤蛤蜊再来一碗辣丝丝的海鲜刀切
面，美食二重奏不留遗憾。

烤蛤蜊 조개구이

清蒸蛤蜊 조개찜

遥望美丽大海，尽享蛤蜊美味

大川是韩国西海岸的代表城市，也是忠清南道的旅游名胜，作为享受

秋季浪漫的都市当仁不让。来大川有个地方不去不可，那就是烤蛤蜊一条

街。这里的蛤蜊格外新鲜，远近闻名。店家提供的蛤蜊通常包括扇贝、文

蛤、牛角蛤、鲍鱼、泥蚶和海螺等多个种类，还附赠生鱼片、煎饼和刀切

面等。有些餐厅会用蜂窝煤来烧烤蛤蜊，待蛤蜊张开贝壳，就可以取出蛤

蜊肉，蘸着酸辣酱来吃，味道堪称一绝。在蛤蜊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来上

一碗辣丝丝的刀切面，为美妙的一餐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7 保宁

葫芦瓤章鱼汤 밀국낙지탕

令人赞叹的汤头！鲜香的深度与众不同

瑞山的滩涂章鱼肉质软嫩，味道清淡，久负盛名。这里习惯在煮滩涂

章鱼汤时加上葫芦瓤。葫芦瓤与各种蔬菜令汤头更加鲜香爽口，再倒入刀

切面或面片同煮，就成了葫芦瓤章鱼汤。在滚沸的蔬菜汤中放入章鱼微微

烫熟，随即与蔬菜一同捞出来吃。在蔬菜和章鱼都吃得差不多后，再下刀

切面或面片，也有店家会加入米饭煮成海鲜粥。葫芦瓤章鱼汤的汤头清澈

透明，但味道却极有深度，喝过之人都会对其赞不绝口。

6 瑞山

Wangsan章鱼村 
왕산낙지마을

  忠清南道瑞山市
石南1路4

 041-667-8031
  11:00~22: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中旺滩涂章鱼 중왕뻘낙지

  忠清南道瑞山市地谷面
Eoreumteul2街70

 041-664-8088
 12:00~21: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推荐餐厅

蛤蜊工厂 조개팩토리

  忠清南道保宁市
海水浴场8街39

 041-932-1993
 11:00~03: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Manimani烤蛤蜊 
마니마니조개구이

  忠清南道保宁市
海水浴场4街26

 11:30~22:00／全年无休

推荐餐厅

先农汤 설렁탕

牛膝骨汤 도가니탕

缩手缩脚的寒冬，一碗热腾腾的汤饭温暖全身，补充元气

先农汤源于朝鲜时代君王祈祷丰收的“先农

坛”，是用多个部位的牛肉小火慢炖而成的浓汤，

通常泡着米饭来吃。先农汤味道深厚鲜美，特别适

合配上泡菜一起吃。牛膝骨汤与先农汤类似，也是

泡着米饭吃。一整头牛只能出1公斤的膝骨肉，因

此颇为珍贵，常作为待客佳肴。膝骨肉筋道鲜美，

要是再配上白切肉就更加过瘾。在先农汤与牛膝骨

汤中撒上满满的葱花会更添滋味，或者加上萝卜块

泡菜的汤汁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首尔

里门先农汤 이문설농탕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邮政局路38-13
 02-733-6526
 08:00~21: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推荐餐厅

麻浦牛胸先农汤 마포양지설렁탕

  首尔特别市麻浦区新仓路6 
 02-716-8616
 07:00~22: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冬
季

时
令美食

1

2 3 4

5

6

7

江原道

首尔

生牛肉拌饭 육회비빔밥

生拌牛肉配剁碎活章鱼 육회낙지탕탕이

鲜香爽口的新鲜生牛肉，单吃尽享原味， 
配上鱿鱼也是珠联璧合

生拌牛肉是用新鲜的生牛肉切丝凉拌

而成的。用于生拌的牛肉应选用脂肪含量少

的部位，所以臀肉和后腿肉为首选。全罗道

的生拌牛肉用辣椒酱来调味，而首尔则拌入

香油与梨丝，保留住清淡原味。生拌牛肉可

以直接当做凉菜吃，也可以放在米饭上，再

配以各式蔬菜做成拌饭来吃。另外，把生牛

肉和剁碎活章鱼拌在一起也是一道佳肴。要

是再打进一个生鸡蛋黄拌匀，那真是柔嫩鲜

香，口感十足。

2 首尔

香浓汤头配翠绿葱花，
美味加倍。

首尔与平壤素为牛肉流通枢纽。首尔作为韩国500余年的首都，多有权贵阶层聚
居，因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相对高价的“牛肉”料理都十分发达。如果说首尔的料
理堪称精致利落，那么江原道的料理就是有着亲近大自然的质朴魅力。韩国人冬天喜
食温暖的食物，但有时也会吃些冷食来充分感受冬季的畅快。

冬季精髓尽在首尔与江原道

迷醉于冰火两重天的美食魅力

推荐餐厅

珊瑚 산호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
175街111

  02-517-0035
 11:30~23:50（午休15:00~17:30）／周日休息

生拌牛肉中打入生鸡蛋黄
味道更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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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明太鱼做成甜辣烤鱼美味可口，

配合牡蛎做成火锅或炖锅也耐人寻味。

烤牛肉 불고기

烤牛肉好吃，汤汁拌米饭也是绝好美味

烤牛肉是将用酱油等调味料腌制过的薄牛肉片放在火上烤

制而成的。韩国的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烤牛肉料理方式。首尔的

烤牛肉主要是用铜盘，将牛肉铺在铜盘上，再倒入汤头，一边烤

一边吃。铜盘中间开有洞口令火与牛肉直接接触，起到烧烤的效

果；边缘则有凹槽接住汤汁，使烤牛肉保持润泽软嫩。可以一边

吃烤牛肉一边喝牛肉汤头，也可以把汤头拌在米饭里吃。点烤牛

肉时会附赠多道配菜，其中有一道嫩牡蛎酱堪称时令绝品。嫩牡

蛎个头小却十分饱满，用调料腌制熟成后别具风味，而且还有

助于肉类的消化。

3 首尔

5 平昌

干明太鱼汤 황태국 

烤干明太鱼 황태구이

干明太鱼鲜美清淡，煮汤和烧烤都别有风味

肉质雪白的黄太鱼经过一冬的风干就成了干明太鱼。这样

风干的鱼肉筋道耐嚼，口感丰富。干明太鱼是平昌的一大特产，

而且有多种烹饪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煮汤和烧烤。干明太鱼汤加入了

黄豆芽、豆腐和蘑菇等配料，汤头乳白，味道爽口，与干明太鱼自身的味道相

得益彰。烧烤则是先在干明太鱼表面涂上辣椒酱然后烤熟，鲜辣可口，特别过

瘾。而且干明太鱼通常还与牡蛎一起烹调，干明太鱼牡蛎火锅、干明太鱼炖牡

蛎都是鲜香无敌的佳肴。

韩一馆（狎鸥亭店）한일관 압구정점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38街14
 02-732-3735
 11:30~21:3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推荐餐厅

鲍鱼粥 전복죽 

鲍鱼黑米粥 전복흑미죽

鲍鱼海藻粥 전복매생이죽

驱散寒气、补充元气的疗愈料理

韩国人认为粥是具有疗愈作用的食物。以加入足量的水慢慢熬

煮至米粒散开的白米粥为基础，再加入各种食材，煮出多种风味的粥

品。而在冬季，当以用新鲜时令鲍鱼煮成的鲍鱼粥最为滋补。富有嚼

劲的鲍鱼肉与香甜的鲍鱼内脏珠联璧合，鲜美无比。古时，鲍鱼是专

门进献给君王的珍贵贡品，如今水产业发达，鲍鱼也开始走进寻

常百姓家。如果加入黑米煮成鲍鱼黑米粥，米香会变得更加

浓郁。或者放入海藻煮成绿色的鲍鱼海藻粥，就会更具冬

季风味，清香柔和，让人胃口大开。

4 首尔

Jini鲍鱼粥 지니전복죽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106街6
 02-522-1052
 10:00~20:3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推荐餐厅

牡蛎与干明太鱼 굴이랑황태랑

  江原道平昌郡大关岭面
雪村街39

 033-335-9010
 07:00~22:00／全年无休

干明太鱼晒鱼架 황태덕장

  江原道平昌郡大关岭面
雪村街21

 033-335-5942
 07:30~23:00／全年无休

推荐餐厅

吃了螃蟹再吃生鱼片（模范餐厅）
게머꼬회머꼬

  江原道束草市章沙港海岸街49
 033-633-7744

 10:00~22: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束草竹蟹天国 속초대게천국

  江原道束草市灵琴亭路24
 033-637-6999   
 10:00~23:00／全年无休

红蟹 붉은대게

咸香软嫩，甘甜柔美，红蟹美味深似东海

红蟹仅在韩国东海可见，是束草的著名特产。红蟹通体鲜红，蟹脚细长有如竹子。新鲜

的红蟹根本用不着调味料，蒸熟后剥开蟹壳，就是鲜美无比的雪白蟹肉。直接吃已经令人惊

艳，要是蘸上蟹壳里的内脏、酱油或是酸辣酱，就呈现出多种美味。在餐厅中点清蒸红蟹的

话，会附赠生鱼片、水拌生鱼片和沙拉等丰盛的配菜。如果把蟹壳中的内脏拌上米饭，再加

上香油和碎海苔，做成蟹壳拌饭来吃，更是妙不可言。

荞麦凉面中蕴含着荞麦特有的香气与味道，
通常会与温热的面汤（煮面水）一起端上桌。

蟹壳里的内脏散发着浓郁的红蟹香味，拌上米饭、
香油和碎海苔，就做成令人不禁嘴角上扬的蟹壳拌饭。

6 束草

盐水萝卜泡菜荞麦凉面 동치미막국수

寒冬时节，碎冰漂浮的清凉高汤泡着香喷喷的荞麦面，别有时令情趣

江原道盛产荞麦、玉米、土豆和豆类，其中以荞麦粉制成

的荞麦凉面别有风味。江原道的高城习惯在寒冬时节用浮着冰

的盐水萝卜泡菜汤来泡着荞麦面吃。盐水萝卜泡菜口感利落，

不仅有助于肠胃对荞麦的消化，其本身的味道也与荞麦十分呼

应。如果想彻底感受冬日风情，来一碗清凉爽口的盐水萝卜泡

菜荞麦凉面绝对就能满足愿望。除此之外，还可以把用明太

鱼、萝卜、小米和辣椒粉拌匀后熟成的发酵明太鱼跟荞麦面一

起做成拌面来吃，也十分美味过瘾。荞麦凉面与白切肉和马格

利酒是绝配。

7 高城

推荐餐厅

花津浦荞麦凉面 화진포막국수

  江原道高城郡巨津邑花津浦街21
 033-682-4487
 11:00~18:30／周三休息

花津浦朴猎人花园 화진포박포수가든

  江原道高城郡县内面花津浦西街76
 033-682-4856
 10:30~19: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推荐餐厅

让一碗充满鲍鱼鲜香的暖粥驱散冬季寒意。

烤牛肉的鲜美加上嫩牡蛎酱的香甜，
令人齿颊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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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餐厅用餐礼仪

1  进餐厅入座时：请随意选择空位入座

走进餐厅后，有时会有店员来指引入座，但大多情况是自行寻找空

位，随意入座即可。

2  选菜时：请看墙上菜单

有些餐厅会在点餐前为客人提供菜谱。不过多数餐厅只是将菜单挂

在墙上。请先浏览墙上的菜单，如有疑问可以向服务员询问。

“Oneureun moga masinnayo？（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呢？）”这样

问就能得到服务员的推荐。

3  点餐时：请按铃

韩国的很多餐厅会在餐桌一角设置服务铃，在决定要点餐时，按一

下铃，就会有服务员过来。如果桌上没有服务铃，可以举手示意，说一

句“Yeogiyo（请看这里）”，服务员就会注意到。

4  加菜时：小菜与饮用水都可免费添加

韩国餐厅会根据客人点的餐品附赠各式小菜。这些小菜可免费续

盘，饮用水也可以免费续加。韩国人热情好客的人情味造就了这样的餐

厅文化。

5  想表达感谢之情时：没有小费文化但有其他办法

韩国餐厅不存在小费文化，只需要支付菜单上明码标出的费用即

可。但如果对服务十分满意，可以叫来服务员私下表达谢意。

6  结账时：拿着账单去结账

很多韩国餐厅会在客人用餐时将账单放在餐桌一角，在用餐结束

后，拿着账单去柜台结账即可。如果没有提前准备账单，直接前往柜台

也可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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