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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早迎接春天到來的濟州道與

全羅道品嚐清新春季美食，充滿

春季能量的料理，為整個冬季瑟

縮的身心靈注入生機。

首爾是韓國長久以來的首都，可

能因為權貴階層眾多，昂貴食材

的「牛肉」料理文化蓬勃發展。

另一方面，江原道的飲食文化就

如同江原道的山林或東海海域，

維持著自然的面貌。各自擁有不

同魅力的兩處冬季美食，彰顯出

季節獨特風味。

京畿道與忠清道比鄰西海，是韓

國主要稻田區。這兩個地區的飲

食調味以清淡為特色，不額外添

加重口味的調味料，忠實保留食

材原味，時令料理蘊含著秋季沉

思的氣息。

美麗港都釜山，以及鄰接南海且金

海平原、內陸盆地等地形發達的慶

尚道，孕育出強烈激發食慾的獨特

飲食文化，當地時令料理彷彿讓人

置身於夏季風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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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四季分明且擁有多樣化的地理環境，因此各地發展出獨特又豐富的當季美食。透過這本指南，我們挑選出

許多地區代表性時令料理，為您介紹完整保留了春夏秋冬風味與韻致的美食。現在就出發，來場體驗完美呈現

韓國大自然與韓國人智慧的地區季節美食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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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四季，
蘊含各地風味與韻致的當季美食



當韓國的春天到來時，不妨前往濟州道與全羅道走走。因為這兩處是朝鮮半島最早迎來

春季消息的地區，能早一步接觸清新的春天氣息。四面環海的美麗島嶼濟州道，和自古

以來就是米鄉糧倉的全羅道，新鮮的春季海產與野菜刺激著饕客的味蕾。

春
季

美食

放入新鮮當季白帶魚燉煮的魚
湯不帶腥味，軟嫩魚肉在嘴裡
如同冰淇淋般慢慢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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済州特別自治道

全羅北道

全羅南道

水拌雀鯛生魚片 자리물회

白帶魚湯 갈치국

涼爽水拌生魚片與熱湯，透過特色料理品嚐鮮魚 

使用長度約成人大拇指到中指距離的雀鯛鮮魚，僅去除魚鱗與內臟，

可以連骨頭一起吃。在加了大醬的高湯中放入各種切絲蔬菜及冰塊，

上頭擺放雀鯛生魚片即為水拌雀鯛生魚片。湯匙舀起一大勺雀鯛生魚片

與蔬菜、湯送入口中，香噴噴的鮮嫩魚肉與咀嚼得咯吱作響的魚骨口感極

佳，蔬菜與微辣的湯頭很般配。白帶魚湯也是春季的特色美食，放入軟嫩

鮮香的白帶魚、小白菜、南瓜與青陽辣椒烹煮成湯頭帶有雪白顏色的白帶

魚湯，展現有別於烤白帶魚的特殊風味。

2 濟州

在濟州道與全羅道品嚐清新春天氣息！

爽口春季美食風味提振食慾

大海之家 바다의집

  濟州特別自治道西歸浦市城山邑

迎日海岸路2758

 064-784-8882

 08:00～食材售完為止／全年無休

常春齋 상춘재

  濟州特別自治道濟州市朝天邑

seonjin街26   

 064-725-1557

 10:00～18:00／週一公休

推薦餐廳

Cheonghaewon 청해원

  濟州特別自治道濟州市

原老衡南1街44

 064-744-6677

 08:30～22:00／全年無休

甫木海女之家 
보목해녀의집

  濟州特別自治道西歸

浦市甫木浦46

 064-732-3959

 10:00～20:00／全年無休

推薦餐廳

海膽拌飯 성게비빔밥

海膽海帶湯 성게미역국

透過拌飯、海帶湯，品味滿載春季海洋鮮香的海膽

煮得香噴噴的白飯上，裝入滿滿的生菜、高麗菜、胡蘿蔔等各式新鮮蔬菜，最後在中間放進

充滿春季海域鮮美的海膽，海膽拌飯的華麗色彩刺激著食慾。視覺饗宴後，將白飯、蔬菜與

海膽全部攪拌均勻再一口吃下，口中會瀰漫著濃郁的海膽香，所有食材交織而成的美味令人

齒頰留香。春天前來濟州道還務必品嚐加入海膽與海帶烹煮的海膽湯，配上剛煮好的白飯，

帶有層次感的可口滋味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確幸。

1 濟州

馬尾藻湯 몸국

豬肉高湯與馬尾藻製作而成的濃郁湯品料理 

於豬肉、豬骨等熬煮的高湯內加入馬尾藻的湯品，濟州島方言稱馬尾藻

為mom，所以名為momguk（馬尾藻湯）。清淡味濃的豬肉湯頭與馬尾藻

特有的清新香氣相輔相成，馬尾藻減去了豬肉的油膩感，特殊口感讓湯

品更有層次。為了讓湯頭更濃稠，有時會放入蕎麥粉或Q彈滑溜的麵疙

瘩。根據用餐客人喜好不同，有些人的享用方式是將白飯與馬尾藻湯分

開單獨品嚐，或是會將白飯泡在熱呼呼的湯內一起享用。

3 濟州

梭子蟹肉拌飯 꽃게살비빔밥

海鞘拌飯 멍게비빔밥

讓人醉於香痴於味的魔力美食 

梭子蟹肉拌飯是將蟹肉仔細挑出後調味過，再

加入蔬菜或海藻、白飯一起拌著吃的料理。拌

蟹肉時使用的調味料是以磨細的辣椒乾加入醬

油、蒜、薑、香油、芝麻等，更加提升了蟹肉的

鮮美。海鞘剔除內臟後切細再用鹽醃過，接著放入各

種蔬菜與白飯、碎海苔、香油、芝麻鹽拌著吃就是海鞘拌

飯。不同於其他多數以辣椒醬調味為主的拌飯，因爲海鞘本身就

有點鹹味，可以不加辣椒醬、清淡地享用。

5 木浦

涼拌短吻紅舌鰨生魚片 서대회무침

在麗水人氣爆棚的生魚片，連魚生長的泥灘都備受稱讚

短吻紅舌鰨是扁平深褐色帶斑點的魚類，肉質鮮美富有彈性，捕撈自麗水

鄰近海域的短吻紅舌鰨深受麗水人的喜愛。涼拌短吻紅舌鰨生魚片是將蘿

蔔絲、水芹等新鮮蔬菜放在生魚片上，加入以蔥、蒜、辣椒醬等辛香調味

料混合馬格利酒和醋後攪拌才對味，此道料理是非常受歡迎的下酒菜。另

外，若是在拌好的涼拌短吻紅舌鰨生魚片內倒入一碗白飯，再淋上香油拌

來吃，別有一番風味。

4 麗水

下孝沙龍 하효살롱

  濟州特別自治道西歸

浦市孝敦循環路217-8

 064-733-8181

 11:00～18:00／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推薦餐廳

金希宣馬尾藻湯 
김희선몸국

  濟州特別自治道

濟州市興雲街73

 064-745-0047   7:30～17:00

（週六7:30～15:00）／週日公休

鮟鱇奶奶短吻紅舌鰨大監 
아구할미 서대대감

  全羅南道麗水市

興國路54

 061-684-3908 

 11:30～21:30／週日公休

廣場短吻紅舌鰨生魚片 
광장서대회

  全羅南道麗水市喬洞

南1街 6-8 

 061-666-2013

 6:00～24:00／全年無休

推薦餐廳

Haebim 해빔

  全羅南道木浦市美港路83

 061-282-2770  

 07:00～22:00／全年無休

市場食堂（總店）장터식당(본점)

  全羅南道木浦市榮山路40

號街23

 061-244-8880

  11:30～21:00第一個週日／

第二、三、四個週一公休

推薦餐廳

MIX!

在大碗內放入熱呼
呼的白飯與蟹肉、
各種蔬菜或海藻拌
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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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筒飯 대나무통밥

一口盡享竹子的美味、香氣與營養 

潭陽是自古就以竹子著稱的地方，

地區居民們生活之中處處都圍繞著

竹子，當然在飲食文化上，竹子也

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就是竹筒飯。竹筒飯是在竹

筒裡放入白米、雜糧與堅果類等製

作而成，竹樹液滲入白米中，增添

了竹子特有的幽香，而且竹樹液含

有對人類身體有益的成分，可以在

享受竹子的美味與香氣的同時吸收

營養。剁得細碎的牛肉抹上醬料後

烤成的牛肉餅很適合與

竹筒飯一起享用。

韓式餐點基本
上由白飯與小菜組成，
因此餐廳內並不單賣竹筒
飯，僅販售以竹筒飯搭配
各種小菜的竹筒飯套餐。

依喜好在大碗內放入白飯與各種小菜，加進清麴醬、
辣椒醬後拌著吃，這樣就完成專屬個人的自助拌飯啦～

6 潭陽

家常套餐 가정식백반

感受依個人喜好自助拌飯的魅力 

家常套餐是指韓國家庭日常的飯桌料理。以

美食之鄉聞名的全州，其家常套餐的特 色是

豐盛，可依照個人喜好製作自助拌飯享用。

基本的家常套餐是以清麴醬為主，配上多種

小菜，在大碗內裝進白飯，依照個人喜好放

入蔬菜、清麴醬、辣椒醬、荷包蛋、碎海

苔、香油後攪拌著吃。家常套餐依照主菜的

不同，分為菜包肉家常套餐、辣椒醬炒豬肉

家常套餐、斑鰩鍋家常套餐、凍明太魚家常

套餐、泡菜鍋家常套餐等。

7 全州

土房 토방

  全羅北道全州市完山區平和

18街19

 063-226-1080

 10:00～21:30／週日公休

蟾津江家常套餐 섬진강백반

  全羅北道全州市完山區

kkotbatjeong路13   

 063-226-6809

 8:30～22:00／週日公休

推薦餐廳

南道禮談（衛生優等餐廳）
남도예담

 全羅南道潭陽郡

月山面潭長路143  

 061-381-7766

 11:00～21:00／全年無休

潭陽愛花 담양에꽃

   全羅南道潭陽郡

鳳山面竹香大路723 

 061-381-5788

 平日 11:00～20:00／

週末 11:20～20:20／全年無休

推薦餐廳

當家常套餐快吃

完時，鍋巴湯就會

端上桌了。將石鍋內

的鍋巴注入滾燙熱水製

成的鍋巴湯，焦香四

溢，算是一道餐後清

口料理。

來趟釜山與慶尚道品嚐充滿強烈夏季能量的美食。釜山與慶尚道臨海，海產豐富且山

菜眾多，還有肥沃的金海平原，屬農作物富饒的地區。相較於用華麗來形容，這裡的

料理精簡，味道大致上偏重，嗆辣又可口。

夏
季

美食

與泡著湯吃的小麥麵不同，放入調味醬拌
麵吃的乾拌麵，特殊滋味能提振食慾。

1
6

7
2

3

4
5

慶尚南道

慶尚北道
前來釜山與慶尚道感受一下熱情的夏天吧

時而涼爽時而熾熱的夏季滋味！

小麥麵 밀면

食慾不振的夏季只要來碗小麥麵就沒問題

韓戰後開始取代冷麵食用的釜山地區特色飲食「小麥

麵」，是將麵粉混入澱粉製成的麵條，放入使用牛骨與多

種藥材、蔬菜等熬煮的高湯內享用的料理。大碗裝著煮好的麵

條，倒進浮著一些碎冰的高湯後，放上小黃瓜、醃蘿蔔、雞蛋絲、白切豬肉，配著微

辣的調味醬吃。也可以依照個人喜好，加些芥末與醋。酸酸甜甜又微辣的湯頭與Q彈

麵條是絕配。炎熱夏天來碗涼爽的小麥麵，沁涼消暑。

2 釜山

涼拌豬腳 냉채족발

清爽地享用沙拉風的Q彈豬腳

豬腳放入加了蒜、薑、糖、胡椒、燒酒等各

式辛香料的高湯內熬煮後取出，待冷卻就能

食用。切片豬腳可以單沾蝦醬吃，或是與鮮

辣白菜、醋醃蘿蔔片一起放在生菜或紫蘇葉

上包起來品嚐。搭配各種蔬菜像是冰涼沙拉

般享用的就是涼拌豬腳，特色是豬腳切得比

一般豬腳薄，旁邊放上小黃瓜、洋蔥等蔬菜

與涼拌海蜇皮等，再淋上沁涼的芥末醬汁。

Q彈有嚼勁的豬腳與鮮脆蔬菜、清爽醬汁相

得益彰，非常適合當作啤酒、燒酒的下酒

菜。

1 釜山

漢陽豬腳 한양족발

  釜山廣域市中區光復路13

 051-246-3039

 10:00～00:00／全年無休

哄笑豬腳 홍소족발

  釜山廣域市中區光復路21-2

 051-257-2575

 12:00～00:00／全年無休

推薦餐廳

奶奶伽倻小麥麵 할매가야밀면

  釜山廣域市中區光復路56-14

 051-246-3314

 10:00～21:30／全年無休

國際小麥麵 국제밀면

  釜山廣域市蓮堤區

中央大路1235號街23-6   

 051-501-5507

 10:00～21:00／全年無休

推薦餐廳

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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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餐廳

五洋水產 오양수산

   釜山廣域市機張郡機張邑

機張海岸路548-3

 051-721-0074

 10:00～22:00／第二週週二公休

知名機張產盲鰻 이름난기장산곰장어

  釜山廣域市海雲臺區龜南路41號街42  

 051-742-8201 

 15:00～02:00／全年無休

烤盲鰻 곰장어구이

留有稻草火烤餘香的新鮮盲鰻

釜山機張地區以盲鰻聞名，使用稻草火烤的傳統料

理方式更是風味絕佳。稻草燃火烤出來的盲鰻能完

整保留食材的天然原味，還帶有獨特的稻草香。只

要把焦黑的部分剝開後，就能看到裡面白嫩的魚

肉。烤得熟透的盲鰻不需要任何調味料，稍微沾一

下油鹽醬就能吃了。盲鰻與微辣調味料一起拌炒享

用後，將吃剩的醬料放入白飯、碎海苔、香油炒飯

享用的滋味也值得推薦。

水拌生魚片 물회

生魚片與辣湯、蔬菜、麵、白飯的組合非常對味

生魚片配上現切絲的蔬菜，放入浮著碎冰

的冰涼醋辣醬高湯中的料理就是水拌生魚

片。浦項以水拌生魚片著名，可以品嚐到木

葉鰈、左口魚（又稱牙鮃或扁口魚）、石斑魚等

生魚片製成的水拌生魚片，也能搭配海螺、海鞘、鮑魚等。在浦項

點水拌生魚片時，搭配蔬菜的生魚片與高湯會分別端上桌，還會同

時附上細麵、白飯、辣味魚湯。將細麵與白飯泡在水拌生魚片裡，

舀滿一匙享用最美味。如果水拌生魚片讓嘴巴冰過頭時，就能用辣

味魚湯來驅散寒意，感受品嚐美食的箇中樂趣。

稻草的隱約香氣微微滲入，
更突顯了盲鰻的美味。

在品嚐浦項水拌生魚片前，先倒
入冰涼高湯攪拌均勻再享用。

三匙高湯剛
剛好！

3 釜山

4 浦項

藥膳燉雞 백숙

一碗好吃的營養補品帶來滿滿活力

藥膳燉雞是韓國人夏季的滋補聖品，在一整隻雞內塞入人蔘、

黃耆等藥材及堅果、糯米後燉煮而成。青松能以藥膳燉雞聞名是

因為達基礦泉，加入富含鐵質的泉水煮出來的藥膳燉雞，肉質鮮嫩、風

味雋永。可以只單獨品嚐雞絲粥，或是將雞肉沾著雞絲粥吃，雞絲粥就

像奶油乳酪般柔軟滑嫩。在青松餐廳內享用藥膳燉雞時，搭配烤雞肉會

更加美味。將雞胸肉剁碎拌入微辣調味料，放在鐵網上烤出來的烤雞

肉，顯現出有別於藥膳燉雞的另一種風味。

5 青松

馬羅島生魚片餐廳 마라도회식당

  慶尚北道浦項市北區海岸路217-1

 054-251-3850

 11:00～22:00／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環汝生魚片店 환여횟집

  慶尚北道浦項市北區海岸路189-1 

 054-251-8847  

 10:00～21:00／全年無休

推薦餐廳

達基礦泉藥膳燉雞海星 
달기약수닭백숙해성

  慶尚北道青松郡

青松邑中央路415

 054-873-2351

 10:00～21:00／全年無休

首爾旅館食堂
서울여관식당

  慶尚北道青松郡

青松邑礦泉街18-1

 054-873-5177

 09:00～21:00／全年無休

推薦餐廳

元祖江邊奶奶河蜆餐廳 원조강변할매재첩식당

  慶尚南道河東郡古田面河蜆街286-1

 055-884-6511

 07:00～20:00／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河東河蜆專賣村 하동재첩특화마을

  慶尚南道河東郡河東邑蟾津江大路1877   

 08:00～19:30／

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推薦餐廳

河蜆湯 재첩국

醋拌河蜆 재첩회

小而飽滿又具有濃郁風味魅力的貝類——河蜆

河東懷抱著的美麗蟾津江盛產河蜆，雖然只是指甲大小的貝類，美味與營養價值卻不低。因河蜆富含牛磺

酸與維生素，當食慾不振或受宿醉折磨時，非常適合來碗河蜆湯配上醋拌河蜆。河蜆湯白色的湯頭內滿滿

都是蜆肉與韭菜，因此帶點淡綠色，就算只用鹽調味，依然濃郁爽口。醋拌河蜆是將蜆肉與韭菜、洋蔥、

單花韭等蔬菜，用醋辣醬拌來吃的料理，放入白飯做成拌飯也是一道珍饌。

7 河東

想吃我也

因炎熱而疲憊的夏日，吃些美
味又營養豐富的海鰻，為身體
健康加油～

烤海鰻 바다장어구이

海鰻湯 장어탕

提到夏季滋養補品或烤海鰻、海鰻湯就會想起統營

海鰻是維生素A含量最多的鮮魚，因而被稱為「維生素A的寶庫」，

肉質鮮美彈牙、越嚼越香。統營產的海鰻品質相當優秀，因為與統營

接壤的南海對於有著隨暖流移動習性的海鰻而言，是適合棲息的好地

方。統營的海鰻料理享用方式主要有放入海鰻煮得微辣的海鰻湯，以

及清淡鹽烤或抹上醬料的調味烤海鰻等。選擇烤海鰻時，有些餐廳會

在廚房內低溫烤過後再端上桌，也能直接在客人桌上的炭火爐燒烤。

可以依個人喜好直接品嚐烤好的海鰻，或是用生菜包起來送入口中，

海鰻滋味齒頰留香。

6 統營

鰻魚名家青海 
장어명가청해

  慶尚南道統營市山陽邑

山陽一周路1475

 055-645-1092

 07:00～21:00／週一公休

十五夜炭烤鰻魚 
십오야장어숯불구이

  慶尚南道統營市

統營海岸路45

 055-649-9292 

  11:00～21:30／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推薦餐廳

來品嚐清淡的河蜆湯與酸
酸辣辣的醋拌河蜆，可以感
受到河蜆滋味的多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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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與忠清道美食充滿秋日風情！

結實纍纍的季節，
品味熟成自然產物的幸福

就像搭擋般的米飯套餐，香噴噴的白飯配上9碟、
12碟的各式小菜，每道菜色相互彰顯出彼此優點。

秋
季

美食

13

4

5

6

7

2

京畿道

忠清南道

忠清北道

鐵板燒烤豆腐後享用烤五花肉，
最後搭配炒飯讓用餐樂趣倍增。

豆腐料理 두부요리

單吃就美味，也適合搭配其他食材的豆腐

眾所周知豆類擁有豐富的植物性蛋白質，足以被稱作「生長自

田裡的肉」，取用豆類中的大豆磨碎後使蛋白質凝固就成了豆

腐。不論是做為料理的主角或配角，都是可以展現完美演技的全能

演員。本身就很可口的豆腐有著隱約清淡的味道，加入各種料理中，更

能增添風味。豆腐料理有柔滑的嫩豆腐、香味四溢的豆渣鍋、微微嗆辣

的豆腐火鍋、嫩香的煎豆腐、品嚐豆腐天然原味的川燙豆腐等，也可以

用套餐料理的方式品嚐豆腐。

2 楊平

米飯套餐 쌀밥정식

饕客們之間屈指可數的利川米飯

剛煮好的晶瑩潤澤白米飯，散發著能填補

心靈的「幸福香氣」。利川自古以來就以

稻米著稱，也是朝鮮時代呈貢至君王桌上

的特產佳餚，因為這裡肥沃的土壤與河流

等自然條件，非常適合培育出優質稻米。

利川稻米的知名度持續流傳至今日，使用

利川稻米炊煮的白飯有著恰到好處的黏性

與光澤，越嚼越香風味一流。前往利川地

區販售米飯套餐的餐廳，可以品嚐搭配烤

牛肉餅、烤牛肉、烤乾明太魚、烤沙參等

餐點的豐盛韓式套餐。

1 利川

Wonyi米飯 원이쌀밥

  京畿道利川市大月面

巳洞路76-19

 031-636-0893   

 11:00～21:00／週日公休

陶樂 도락

  京畿道利川市新屯面黃武路

485

 031-638-3020

 11:30～21:00／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推薦餐廳

龍門山村豆腐
용문산촌두부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

龍門山路628號街3

 031-771-1104

  09:00～18:00／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蓮花丘 연꽃언덕

 京畿道楊平郡

楊西面

yongneupeondeok街57

 031-774-4577   11:00～23:00／

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推薦餐廳

荷葉飯 연잎밥

淡淡荷葉香進一步提升白飯的美味

白米加入松子、紅棗、栗子等食材炊出白飯後，再包入荷葉中，經過蒸煮

悶熟就是荷葉飯。先炊飯再蒸煮，是道投入長時間製作的精心料理。攤開

荷葉時飄散的幽香與飯入口時和諧的荷葉香，瀰漫在口中的味道令人回味

無窮。品嚐荷葉飯時可以搭配多種小菜，推薦加了蓮藕的清淡燉排骨或烤

牛肉、烤魚等蛋白質豐富的料理最對味。

松茸韓定食 송이한정식

沉醉於濃郁的松茸香，令人著迷於韌性口感與清淡風味的料理

松茸有著「菇中之王」的稱號，以有嚼勁的口感與豐富營養受

到高度評價，更因獨一無二的香氣而深受喜愛。無論是多麽平

庸的料理，只要稍微加入一點松茸就能帶出味道與香氣，瞬間

變身高級料理。松茸屬於高級食材，雖然價格偏貴，但一到

秋季收成時期就人氣旺到供不應求。新鮮松茸可以

稍微川燙一下食用，也能放入涮涮鍋、燉湯、清

蒸、燒烤等料理中增添風味，因此廣泛用在各

種料理中，甚至可以說內含松茸料理的韓定食

是擁有高格調的美食也不為過。

3 義王

4 扶餘

藥草拌飯 약초비빔밥

藥草配山菜的拌飯，滿足口腹又有益健康

在藥草聞名的堤川可以品嚐到藥草拌飯，外貌看起來與普通拌飯

並無太大差異，令人矚目的是糯米辣椒醬。添加超過16種藥材

製成的糯米辣椒醬，其味道與香氣讓藥草拌飯變得與眾不同。

搭配藥草拌飯的小菜有秋季山菜、放入藥草熬煮的白切肉、以

桑葉去除腥味的烤魚、加了何首烏的蒸蛋等。堤川市以藥草為

根基打造了屬於堤川的韓方品牌——藥菜樂，目前堤川共有22

間藥菜樂餐廳。

5 堤川

松茸香 송이향

  京畿道義王市白雲路413

 031-426-9181

  11:30～22:00（休息時間：15:00～17:00）／

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推薦餐廳

古德來黃土亭 
구드래황토정

  忠清南道扶餘郡

窺巖面百濟門路30

 041-834-6263   11:00～21:00／

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蓮花故事 연꽃이야기

  忠清南道扶餘郡扶餘邑

聖王路22

 041-833-3336

 11:30～21:00／週一公休

推薦餐廳

Wontteul 원뜰

  忠清北道堤川市

錦城面國師峰路

26街18

 043-648-6788    11:00～21:00／

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Nodaji美食餐廳 
노다지맛집

  忠清北道堤川市

奈吐路47街21

 043-648-8865   11:30～22:00／

第二、四週週日公休
韓方品牌——

藥菜樂

推薦餐廳

成熟稻子隨著秋風搖曳形成的金黃色稻浪、奼紫嫣紅染遍整座山頭的美麗楓葉、渲染西海的夢

幻晚霞，瀰漫在京畿道與忠清道的秋季氣息蘊藏在時令料理之中，完整地呈現在我們的餐桌上。

有些荷葉飯餐廳也會販售蓮花茶，往大碗內
注滿茶水沖泡出盛開的蓮花後飲用，飄散淡
雅香氣的蓮花茶很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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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現烤新鮮貝類的
美味令人難以忘懷

烤貝類後來碗辣海鮮湯刀切麵，合奏出美食
二重奏。

烤貝類 조개구이

清蒸貝類 조개찜

欣賞美麗海景，品嚐新鮮貝類的口感與美味

代表著西海岸的忠清南道名勝——大川，是數一數二適合享受秋季浪漫的

好地方。這個美麗地方的景點之一就是烤貝類街，這裡的烤貝類餐廳販售

的貝類以新鮮度為傲。只要在餐廳點烤貝類，就會送上豐盛的扇貝、文

蛤、牛角蛤、鮑魚、泥蚶、海螺等，配菜的生魚片、煎餅、刀切麵等料理

也很美味。隨著餐廳的不同，有些還會使用蜂窩煤烤貝類，待貝類的殼打

開時，夾取貝類的肉沾上醋醬享用的味道令人吮指回味。用餐快結束時，

以微辣湯頭煮的刀切麵做為一餐的總結，保證不會後悔。

7 保寧

葫蘆瓤章魚湯 밀국낙지탕

令人讚嘆的湯頭！味道的深度與眾不同

瑞山的泥灘章魚以肉質軟嫩、味道清淡著稱，加了葫蘆瓤（又叫匏瓜）烹煮

的泥灘章魚湯料理為此處的地區特色。葫蘆瓤與各種蔬菜熬煮的清爽湯頭，

放入章魚與刀切麵或麵疙瘩的湯品料理就是葫蘆瓤章魚湯。煮滾的蔬菜湯頭

放進章魚稍微燙熟，再與蔬菜一起舀來享用。用餐一段時間後，可以在湯內

加入刀切麵或麵疙瘩。隨著餐廳的不同，有些葫蘆瓤章魚湯也能加飯煮成

粥。湯頭呈現清透色澤，但味道濃郁，只要嚐過就會忍不住發出讚嘆聲。

6 瑞山

Wonsan章魚村 
왕산낙지마을

  忠清南道瑞山市

石南1路4

 041-667-8031    11:00～22:00／

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中旺泥灘章魚 중왕뻘낙지

  忠清南道瑞山市地谷面

eoreumteul2街70

 041-664-8088

 12:00～21:00／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推薦餐廳

貝類工廠 조개팩토리

  忠清南道保寧市

海水浴場8街39

 041-932-1993

 11:00～03:00／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Manimani烤貝類 
마니마니조개구이

  忠清南道保寧市

海水浴場4街26

 11:30～22:00／全年無休

推薦餐廳

雪濃湯 설렁탕

牛膝骨湯 도가니탕

寒冬手腳冰冷時，來碗熱騰騰的湯飯恢復元氣

雪濃湯源自於朝鮮時代君王祈願豐收的祭壇「先農

壇」，使用多種牛肉部位一起熬煮，是泡著飯享用

的湯品，濃郁清淡的味道適合搭配泡菜。用牛膝蓋

骨費時悉心熬煮的牛膝骨湯，與雪濃湯一樣泡飯

吃。因爲一頭牛只有1公斤的牛膝骨，珍貴的牛膝骨

帶著有嚼勁的滋味，如果配上白切肉更是可口。雪

濃湯與牛膝骨湯內放入滿滿的蔥也很好吃，加了蘿

蔔塊泡菜的湯汁亦相當對味。

1 首爾

里門雪濃湯 이문설농탕

  首爾特別市鍾路區郵政局路38-13

 02-733-6526   08:00～21:00／

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推薦餐廳

麻浦牛胸雪濃湯 마포양지설렁탕

  首爾特別市麻浦區新倉路6

 02-716-8616   07:00～22:00／

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生牛肉打入生蛋黃攪
拌後美味加倍。

冬
季

美食

1

2 3 4

5

6

7

江原道

首爾

香濃湯頭配上蔥，美味加倍。

生牛肉拌飯 육회비빔밥

涼拌生牛肉配剁碎活章魚 육회낙지탕탕이

清淡香噴噴的新鮮生牛肉單吃享受原味，
配上章魚也對盤

不經過烹調直接享用的新鮮牛肉就叫做生牛肉，主

要使用牛肉部位中幾乎沒有油脂的臀肉與後腿肉。

不同於拌入辣椒醬調味料的全羅道式涼拌生牛肉，

首爾涼拌生牛肉的特色是放入香油與水梨後品嚐其

清淡原味。直接品嚐涼拌生牛肉相當美味，在白飯

上加入涼拌生牛肉與多種蔬菜拌著吃的生牛肉拌飯

也很受歡迎。涼拌生牛肉與剁碎活章魚一起攪拌享

用也是另一道佳餚，剁碎活章魚是將活章魚切成適

合入口大小的生食料理，因為是用菜刀咚咚切著章

魚，所以其韓文名稱加上了咚咚的菜刀聲。涼拌生

牛肉、剁碎活章魚再打上一顆生蛋黃仔細攪拌，香

味與彈牙的口感在嘴巴內擴散。

2 首爾

推薦餐廳

首爾與平壤一直以來都是牛肉流通興盛的地區，做為韓國五百多年來的首都，因權貴階

層多聚集居住於此，無論是過去亦或是現在，昂貴食材「牛肉」的飲食文化發達。如果

說首爾的料理是精緻俐落，那江原道的料理就有著接近大自然的樸素魅力。韓國人冬季

以熱食為主，但有時也會用冷食感受這個季節。

在首爾與江原道享受冬季的精髓

冰冷如雪、火熱如暖爐的
美食魅力

珊瑚 산호

  首爾特別市江南區論峴路175街111

  02-517-0035   11:30～23:50

（休息時間：15:00～17:30）／週日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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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烤品嚐的微辣乾明太魚美味可口，

而加入牡蠣增添風味的火鍋、

蒸煮等料理方式也好吃。

烤牛肉 불고기

烤牛肉好吃，湯頭拌飯也是道佳餚

烤牛肉是將切成薄片的牛肉主要以醬油調味料醃過後放在火上烤

的料理，韓國依照地區的不同，烤牛肉的料理方式也各有差異。

首爾地區是將牛肉放在銅盤上，倒入湯頭現烤現吃。銅盤上開了

個洞口，且有盛接湯汁的設置，能維持肉質的濕潤。火焰透過銅

盤洞口接觸肉片，有烤肉架的效果。品嚐烤牛肉的時候，偶爾舀

起湯頭喝，或是拌著飯吃都美味。烤牛肉也會附上小菜，與烤牛

肉最般配的小牡蠣醬是這個季節的特殊美食。挑選小顆飽滿的牡

蠣調味後醃製熟成的小牡蠣醬，不僅味美，還有幫助消

化肉類的效用。

3 首爾

5 平昌

乾明太魚湯 황태국 

烤乾明太魚 황태구이

透過湯與燒烤方式體驗清淡明太魚不同的濃郁風味

乾明太魚是利用冬季寒風風乾清淡白肉明太魚後製成的食品， 

風乾的魚肉不僅保有魚乾口感且具有層次感的豐富滋味。平昌的

乾明太魚是地區特產，料理方式五花八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乾明太魚湯與烤

乾明太魚。乾明太魚加上黃豆芽、豆腐、蘑菇等熬煮的乾明太魚湯，乳白色清

淡湯頭，完美顯現乾明太魚的味道。烤乾明太魚是在乾明太魚上塗抹辣椒醬調

味料後燒烤，香辣滋味可口。乾明太魚料理時常會加入牡蠣增添風味，如乾明

太魚牡蠣火鍋、蒸乾明太魚牡蠣等。

韓一館（狎鷗亭店） 한일관 압구정점

  首爾特別市江南區狎鷗亭路38街14

 02-732-3735

 11:30～21:30／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推薦餐廳

鮑魚粥 전복죽 

鮑魚黑米粥 전복흑미죽

鮑魚海藻粥 전복매생이죽

溫暖流遍全身，帶來力量的柔和療癒料理

粥對韓國人而言是療癒身心的料理。放入滿滿的水熬煮至米粒飽滿的

白粥為基底，再加進各種食材料理。其中又以使用冬天當季鮑魚的鮑

魚粥最為營養，富有嚼勁的鮑魚肉口感與鮑魚內臟的味道完美結合。

鮑魚過去是進貢給帝王的珍貴食材，現今因為水產市場的發展，可以

輕易地購入鮑魚。基本的鮑魚粥加入黑米，就成了散發黑米濃郁

香氣的鮑魚黑米粥。而添加了冬季風味食材「海藻」的鮑魚

海藻粥，清香與柔和口感能夠提振食慾。

4 首爾

Jini鮑魚粥 지니전복죽

 首爾特別市江南區論峴路106街6

 02-522-1052

 10:00～20:30／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推薦餐廳

牡蠣和乾明太魚 굴이랑황태랑

  江原道平昌郡大關嶺面

雪村街39

 033-335-9010

 07:00～22:00／全年無休

乾明太魚曬魚架 황태덕장

  江原道平昌郡大關嶺面

雪村街21

 033-335-5942

 07:30～23:00／全年無休

推薦餐廳

吃蟹吃生魚片（模範餐廳）
게머꼬회머꼬

  江原道束草市章沙港海岸街49

 033-633-7744

 10:00～22:00／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束草松葉蟹天國 속초대게천국

  江原道束草市靈琴亭路24

 033-637-6999   

 10:00～23:00／全年無休

深海雪蟹 붉은대게

細膩微鹹又鮮甜的雪蟹肉魅力，如同東海海域般深邃

深海雪蟹是只有東海海域可見的束草特產，全身紅色而蟹腳模樣有如竹子，因而在韓國又有

紅蟹之名。新鮮深海雪蟹不需特別調味，整隻蒸熟後挑出雪白的肉，直接品嚐就很美味，也

可以沾著蟹殼內臟醬料或醬油、辣椒醬等調味料食用。在餐廳內享用蒸深海雪蟹時，會附上

生魚片、水拌生魚片、沙拉等豐盛料理，香噴噴的內臟放入白飯、香油與碎海苔拌著吃的蟹

殼拌飯是一定不能錯過的特色美食。

蕎麥麵保有蕎麥特殊的味道與香氣，與溫
熱的麵湯（煮麵的水）一起端上桌。

將白飯、海苔、香油放入完整留下深海雪蟹風味的
內臟中拌來吃的蟹殼拌飯，美味會讓人漾起微笑 

6 束草

水蘿蔔泡菜蕎麥涼麵 동치미막국수

寒冬裡，漂浮著碎冰的高湯配上香噴噴的蕎麥麵別有風味

江原道主要生產蕎麥、玉米、馬鈴薯、豆類，其中用散發香氣

的蕎麥粉製作的麵條稱為蕎麥麵。江原道高城地區在冬天時，

會將蕎麥麵放入浮著碎冰的水蘿蔔泡菜湯裡享用。以蘿蔔為主

要食材簡單醃製的水蘿蔔泡菜，其湯汁不僅能幫助消化蕎麥，

而且也相當對味。感受寒冬的同時，品嚐著冰涼水蘿蔔泡菜蕎

麥涼麵的風味也很特別。此外，用蘿蔔、小米、辣椒粉等拌勻

入味的辣發酵明太魚，加入蕎麥麵拌著吃的發酵明太魚拌蕎麥

涼麵亦相當美味。蕎麥涼麵非常適合配著馬格利酒、白切肉一

起享用。

7 高城

推薦餐廳

花津浦蕎麥涼麵 화진포막국수

  江原道高城郡巨津邑花津浦街21

 033-682-4487

 11:00～18:30／週三公休

花津浦朴炮手花園 화진포박포수가든

  江原道高城郡花津浦西街76

 033-682-4856

 10:30～19:00／農曆春節與中秋節公休

推薦餐廳

烤牛肉的美味加上小牡蠣
醬的鮮甜令人齒頰留香。

讓保有鮑魚鮮味的暖粥趕跑冬季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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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餐廳用餐方式

1  進餐廳入座時：請隨意尋找空位入座

雖然有時候進入餐廳會有服務生指引入座，但大多數情況是客人自行尋

找空位坐下即可。

2  選擇餐點時：牆上有菜單

如果是類似精緻餐飲（fine dining：高級餐廳）的韓國餐廳，會在點餐

前遞菜單給每一位客人。但不會另外送上菜單的餐廳也不在少數，較多

情形是將菜單寫好貼在牆上。請先看過牆上菜單後，再向服務生提出疑

問。

「Oneureun moga masinnayo？（今天有什麼好吃的呢？）」，這樣詢問就

能獲得建議。

3  點餐時：請按壓餐桌上的服務鈴

決定餐點後請看向餐桌角落，有很多韓國餐廳為方便客人點餐，會在餐

桌設置可以呼叫服務生的服務鈴。如果有服務鈴，只要按下服務鈴後稍

等就可以。沒有服務鈴時，請舉手說「Yeogiyo（這裡喔）」，服務生就

會前來桌邊服務。

4  追加小菜時：小菜續盤與水免費

在韓國餐廳用餐時，送上桌的菜色除了客人點的餐點之外，還會搭配各

式各樣的小菜。很快吃光喜歡的小菜也不必感到可惜，請直接向服務生

多要些需要的小菜。這時額外再加的小菜都免費，水當然也是免費無限

供應，這是韓國人的寬厚人情造就的餐廳文化。

5  想表達感謝之意時：沒有小費文化但有其他方法

韓國餐廳沒有小費文化，只需要支付餐點費用就好。但如果很滿意服

務，想對服務生傳達感謝心意時，請叫來服務生私下表達謝意。

6  結帳時：可能會事先拿到帳單明細

當用餐快結束時，很多餐廳會事先將帳單放置於餐桌上，只要拿著帳單

到櫃檯結帳即可。也有不會事先給予帳單的餐廳，只需要直接到櫃檯就

能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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