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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南部的美食，
以最古早地道的韩国传统风味吸引众多美食饕客。

千年韵味食中之道，百年手艺代代相传。
走访庆北——

品名扬天下令人垂涎三尺的河豚美味，
吃烤得噼啪作响香脆牛小肠，爽！

来到庆南海岛——
尝琳琅满目的风情特色小吃，走过路过不能错过。

在釜山的海边——
不妨悠闲自在地烤鱿鱼喝烧酒，

醉了再来一碗解酒的猪肉汤饭，人生得意须尽欢！
行至全北——

来碗称霸全韩的全州拌饭，乾坤奥妙自在其中。
南下韩定食故乡全南——

料理道道精致，泡菜花样百出，
将韩国传统美味一网打尽！

在济州岛的海边——
邂逅海女， 享受原汁原味的天然海鲜带来的味蕾震撼。

 数“风流”美食，还看韩国南部！

版权声明 / 本攻略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

软件、程序、版面设计）的知识产权均属本网站或相关权利人所有。

未经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引用、复制、转载、摘编或以其

他任何方式使用上述内容或建立镜像。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站将

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Qunar 温馨提醒 / 本攻略信息仅供参考，去哪儿网并不对其准确性、

适用性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由于季节、天气等自然或人为原

因，景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价格、产品行程等）有可能会不时发

生变动，如有变动请以该景点官方最新公告为准，恕不另行通知。

并请务必于出行前提前做好准备，以免造成您的出行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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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将韩国美食一网打尽，就不得不到韩国南部走一遭，如果你从韩国北部一路吃到
南部，就会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虽然韩国南部没有北部经济发达，但也因此保证了
最古早、最地道的传统饮食风味。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康怡

自序：康家小胡同的美食经
在这个满大街都是衣着时尚的明星脸、长腿欧巴遍地的国度，我的眼睛却只关注“食尚”。美食，对

我有着致命的诱惑，妙可不言。

从小就爱吃爱摄影、励志当美食家的我，在励志吃遍全世界的基础上决定在留学生涯期间先吃遍韩国。

比起微博上铺天盖地的人气连锁店家、人山人海挤满外国人的店，我更加追求地道的韩国味。我喜欢

有趣的创意料理，但更爱有些年头的老店。得空时我经常会去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胡同里发掘美食，

吃到了就很有成就感，这些店家们都能本着自己的原则，一丝不苟辛辛苦苦地经营，不炒作，默默无

闻地靠味道取胜，多年不变的合理价格换得一屋一吃 30 几年的老主顾们。

想要将韩国美食一网打尽，就不得不到韩国南部走一遭，如果你从韩国北部一路吃到南部，就会觉

得幸福来得太突然。虽然韩国南部没有北部经济发达，但也因此保证了最古早、最地道的传统饮食

风味。比起韩国北部，那里更在行烹饪特定单一的韩定食，不会上菜后只有孤零零的一碟。讲究的

定食餐厅还会在顾客入座后先奉上一小碗精致的滋补养生粥，不为饱腹只为养胃，接下来满满一大

桌泡菜小菜，4 个人的标准最多可达 30 道以上，就当你聊着天吃着小菜喝着米酒时，重量级的主

菜粉墨登场了，缤纷丰富的食材恨不得溢到锅外，随后还有香醇诱人的大酱汤冒着热泡就上了桌，

吃完后店家还会奉上切成小块的水果及年糕，之后还有香味独特的传统韩式十全大补茶“水正果”

或清凉爽口的“米酒露”用来清口润肠，这样有菜有肉、有汤有水甚至甜点特饮一应俱全的传统饮

食一条龙文化，真是让人吃到醉了。

韩国饮食文化中也处处透露着人文风情，有着独特的摆桌文化，饭和汤的摆法都很讲究，餐桌上有“礼

仪 12 禁”，喝酒也有特色的酒文化，此外还流传有“情侣吃拌饭必须要全部吃尽”等各种小趣闻，

接下来我会在这本美食指南中为大家一一揭秘。

在韩国生活了 6 年，我长途跋涉穿梭全韩各地，终于完成了初来时立下的“走遍韩国，吃遍韩国”

的梦想。对这本攻略中将要推荐的餐厅，本人以“老饕级美食达人”之名保证，百分百诚意推荐，希

望大家来韩国天天都有一份美食带来的愉快心情！

好旅程，美食终相伴！

康怡（康家小胡同）

新闻传播媒体人，现就职于

首尔江南 Medivision 株式会

社。曾在韩国旅游发展局、

《人民日报》韩国分社等机

构担任记者，在中韩文化交

流传播事业上不遗余力。喜

爱发掘新事物，也对传统文

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吃则

是平日里最大的乐趣，朋友

送别号“老饕级美食达人”。

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就是

用 6 年时间一步步完成了初

来韩时立下的“走遍韩国，

吃遍韩国”的梦想。很早就

开始混迹各种 SNS，爱好摄

影及美食文化探究，平日喜

欢通过社交平台上的公共主

页及微博与大家分享韩国美

食和韩国潮流新事物，广受

好评。

微博：weibo.com/lostcitysara

博客：blog.sina.com.cn/

u/1913675477

聪明旅行家

关于韩国美食About Taste of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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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独家访谈：美食达人对话
Qunar：中国游客可能对韩国南部较不熟悉，韩国南部的美食都有哪些亮点呢？
康怡：想吃到最地道最朴实最传统的韩国美食，那就一定要到韩国南部走一遭！南部的饮食不会哗众

取宠，都很实在。全罗道的美食在韩国数一数二，而且其小菜给的数量要比其他地方给得多，每次点

餐的时候，就算只点一道主菜，附送的小菜也会摆满全桌，看上去很丰盛，营养也很充足。其中，全

罗北道以全州拌饭等料理极富盛名，全罗南道则是做酱蟹等渔民海港料理的翘楚，爱吃米饭的朋友到

韩国南部往往会感到很幸福。

Qunar：韩国南部美食和韩国北部美食都有哪些不同呢？
康怡：由于韩国南部和北部纬度跨域较大，且气温南高北低、地形南多平原北多山岭，因此饮食的种

类也有所不同。相同的食材由于长在不同的土壤，吃起来会有奇妙的口感差异，而即便料理同一道美

食，最终的口感也会因所添加的佐料不同而略有差异。山地绵绵、土壤肥沃的北部地区多用土豆、玉

米和山野菜等食材烹制美食，对有关鸡鸭猪牛类的料理也很拿手，例如春川辣炒鸡排、水源秘制王排

骨等，此外面食也吃得相对多一些。而南部靠海的平原地带则多以谷类、海鲜等烹制料理，如丽水酱

石蟹、统营牡蛎全席等。总的来说，韩国南部美食和北部美食各有特色，可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Qunar：关于韩国南部的饮食，能说下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吃货体验吗？
康怡：有些地方需要跋山涉水，有些地方则需在寒霜酷暑中苦等，对我来说，美食重要，环境亦重要，

而心情也正是在微妙的环境中默默影响着味蕾。关于南部饮食，有一次寺庙之旅非常特别，一踏进这

块清静之地，我就换下一身铅华，穿着素袍与僧人们同吃同住同修行。寺庙依山傍水，心情轻松自然，

素斋饭菜简简单单清淡可口，吃起来身心都很舒服。秉着“不可浪费，不可剩饭，连一滴水也要珍惜，

一粒米也要珍贵”的原则，我自然也不敢挑食，有什么吃什么。记得当时碗中有一片腌黄萝卜，向来

是我不喜欢的，拣起一口就吃掉了（我有把不喜欢吃的食物先吃掉的习惯），结果住持微笑着又给我

了一片，后来，通过观察别的僧人才知道，这片萝卜是用餐完毕后用来擦拭碗底饭菜渣的，擦拭后再

连同饭菜渣一起吃掉，即“洗碗”之用，是不是很特别呢？佛法有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放下

一切心中杂念，突然觉得原本不喜欢吃的东西也变得美味起来，印象尤为深刻。

Qunar：作为美食记者，探索韩国南部美食的时候是否有过特别的采访经历？
康怡：因为美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季节与人为因素的限制，所以很多美食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记得有一次采访一家很有名的乡土韩定食店，第一次去时因为正巧赶上中秋连休，店家没有营业，之

后心有不甘于是又去了一次，然而第二次去时又因为季节原因缺乏食材而没能吃上垂涎已久的鲜花煎

饼，最后，我终于提前联系再三，在对的时间里去了第三次，这才把店家所有的拿手菜吃了个遍。所

以，为了美食，我也算蛮拼的，可谓“三顾茅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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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准备·寻味地图Before the Trip

庆尚道主要美食分布图 (P14-21)

庆尚道美味伴手礼

釜山

庆尚南道

庆尚北道

猪肉汤饭

东来葱饼

帝王蟹

种子糖饼

海鞘拌饭

忠武紫菜包饭

鱿鱼干 蜂蜜果子 柚子饼 庆州饼 佛国饼

豆芽炒河豚

罗善斋 - 韩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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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罗道主要美食分布图 (P22-26)

全罗道美味伴手礼

全罗北道

全罗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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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罗道饮食故事 - 韩定食

德仁年糕排骨

泥蚶定食

大弹涂鱼汤

梨姜酒 珍岛红酒 桔梗母爱麻花 “丰年制果”巧克力派

豆芽汤饭

斑鳐五花切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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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主要美食分布图 (P27-31)

济州岛美味伴手礼

济州岛

济州黑猪面

黑猪五花肉

键盘华夫饼

花蟹炒码面

鲍鱼排骨锅
绿茶冰淇淋

汉拿峰柑橘 济州汉拿峰巧克力 OSULLOC 济州绿茶 油菜花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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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韩国美食Classic Taste of Korea

01 全州拌饭（비빔밥）
拌饭是古朝鲜时代 3 大美食之一，仅仅这一道美食就融入了天然条件下产出的多种优质食材，均匀含有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而且看上

去五颜六色，很是养眼。全州拌饭可谓拌饭中的拌饭，做法非常讲究，简简单单一碗就可富含 30 种以上食材，用传统工艺制成的美味

酱料也是一绝。拌饭时要用筷子而非勺子，若想知道它美味的秘密，不妨亲自来全州尝尝吧！

推荐品尝餐厅 韩国馆（한국관）

  全罗北道全州市德津区金岩 1 洞 712-3（전라북도 전주시 덕진구 금암 1 동 712-3）

  11:00~21:00
  063-272-9229
  1 人份传统生牛肉全州拌饭（전통육회비빔밥）13,000 韩元

  全州市外巴士公用客运站（전주시외버스공용터미널）下车后直走约 100 米，在金岩广场十字路口（금암광장사거리）处左转直行 400 米

  独门配方辣椒酱添加人参、青梅子等中药材及水果，口感独到！

仅从美食的名字就能得知，
用地名来彰显美食正宗程度的韩国南部可谓是传统韩国料理的大本营，

南部人民诚实勤恳，保存了千年饮食文化的精髓所在，
这是他们的骄傲。想品味最地道最实惠的韩国美食，韩国南部绝不会让你失望。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康怡

吃货必尝 南部地道料理

to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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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丽水酱蟹（여수게장）
丽水酱蟹美名远扬，号称韩国首屈一指的“偷饭贼”——就着喷

香的大米饭吃，不一会儿一碗米饭就见底了，绝对是找回食欲的

好帮手，据说很多游客冒着变质的风险也想把这份美味带走。丽

水酱蟹的做法是将新鲜捕捉到的螃蟹洗净除水，放入酱油、辣酱

各种调料并使用独门中药配方发酵 3 天，做出来的蟹肉嫩而不涩，

鲜而不腥。酱蟹一般分为两种，酱油蟹和辣酱蟹，前者咸香，鲜

嫩无比；后者麻辣，趣味无穷。

推荐品尝餐厅 丽水石蟹（여수돌게）

  全罗南道丽水市凤山洞 265-24（전라남도 여수시 봉산동 265-24）

  9:00~21:00
  061-644-0818
  1 人份酱蟹定食（게장정식）8,000 韩元

  从丽水 EXPO 站步行至丽水 EXPO-L 巴士站（여수엑스포역 -L 
     정류장）乘坐 111 号巴士至庆号药店（경호약국앞）站下车直走

     300 米

  有酱油蟹和辣酱蟹可选，酱蟹美味可无限续盘

03 安东酱鸡（안동찜닭）
安东酱鸡是庆尚北道安东市最著名的地道风味料理，虽然仅由鸡

肉、粉条、土豆、胡萝卜、大葱几味简单的食材组合而成，却酱

香四溢，美味无限。餐厅一般半只起点，上菜后建议在粉条与汤

汁黏化前先吃粉条，吸收了鸡汁油水和土豆鲜美味道的粉条口感

Q 滑饱满有弹性，之后再将土豆、胡萝卜和鸡肉剪成小块，浸在

酱汤里就着米饭吃。安东酱鸡味美不辣，老少皆宜，非常下饭，

是家庭就餐佳选。

推荐品尝餐厅 元祖安东酱鸡（원조안동찜닭）

  庆尚北道安东市南门洞 181-7（경상북도 안동시 남문동 181-7）

  8:00~22:00
  054- 855- 8903
  2~3 人份中盘安东酱鸡（안동찜닭）25,000 韩元

  安东火车站出站后直走 100 米左转进入安东文化街（안동문화의
     거리），一直走到街尾段安东酱鸡胡同（안동찜닭골목），餐厅

      位于胡同十字路口处左侧 2 楼，步行约 7 分钟

  安东酱鸡胡同的第一家酱鸡店，近 35 年历史无愧元祖称号

04 釜山鱼糕（부산어묵）
鱼糕是韩国颇具代表性的平价国民小吃，被称为“炒年糕最佳搭

档”，街边小巷随处都是鱼糕的帐篷摊位，鱼糕可以搭配热气腾

腾的用洋葱、萝卜、葱、海带煮成的鱼糕清汤吃，鱼糕下肚后顿

觉暖上心头，滋味甚美。而鱼糕最好吃的地方莫过于釜山，釜山

的鱼糕比其他地区售卖的鱼糕色泽更白嫩，更有弹性且更耐煮，

海鲜味道也更浓。

推荐品尝地 釜山地区各路边摊位

  鱼糕 500~1,000 韩元 /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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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游客眼里，韩国是一个浪漫满分的国度，
这份暖暖的浪漫情怀多少都要归功于一部部唯美的人气韩剧。

韩剧里的每个场景都拍摄得如梦似幻，这多要托福于那些或有特色情调或有得天独厚环境的咖啡馆了。
韩国的咖啡馆几乎家家都有免费 WiFi，店员们多为俊男美女，为人彬彬有礼，服务细致体贴，脸上微笑常在。

想要寻找异国浪漫，回味韩剧经典，就随我去这些咖啡馆坐坐吧。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康怡

韩迷必品 韩剧取景咖啡馆

top4

01 HOLLYS COFFEE——《听见你的声音》取景地
《听见你的声音》让清秀脱俗、拥有灵动双眸和诱人红唇的李

钟硕成为新一代韩剧男神，而这家位于釜山海云台海水浴场的

HOLLYS COFFEE（할리스 커피）和李钟硕同学的格调蛮搭哦！

除了拥有室内 3 层的超大空间，第 4 层还设置了大面积的观景阳

台，可将釜山十里海岸风景尽收眼底，阳台上舒适的沙发、吊椅

等也可让前来度假的游客最大限度放松，享受美好时光，怪不得

剧中的李钟硕要和和朋友们到这里来聊天呢。要问这家咖啡馆的

饮品好不好喝，看花絮中无论停机开机都一直在猛喝的李同学就

知道啦，看来味道是有保证的！

  釜山市海云台区松亭洞 443- 5（부산광역시 해운대구 송정동 443- 5）

  24 小时营业

  070- 8885- 6879
  咖啡 3,800 韩元起

  在釜山火车站乘坐出租车前往，车程约 40 分钟，费用约 20,000 韩元

  www.hollys.co.kr/store/store_01_view.asp?idx=506（英、韩）

02 C’est La Vie 音乐茶座——《爱情雨》取景地
C’est La Vie 音乐茶座（음악다방 세라비）的名字取自法国人

喜欢嘴边的一句话——“这就是生活”。一踏入咖啡馆大门，年

代感十足的装修风格就会带你穿越到了韩国上世纪 70 年代，而

这里就是专为人气韩剧《爱情雨》打造的 1970 复古风格的音乐

茶座（韩国早期的咖啡馆刚兴起时多称为“茶座”，通常会放一

些迪斯科音乐，成为当时年轻人约会的时尚场所），拍摄结束后

便对游人开放参观。剧中众多场面皆取景于此，是主人公青春浪

漫的友情、爱情故事发芽开花之地。“爱情似雨”，你听到了吗？

  庆尚北道大邱市中区东山洞 244 号（경상북도 대구광역시 중구 
     동산동 244）

  10:00~18:00（周一、公休日闭馆）

  053- 255- 8308
  门票 5,000 韩元（含饮品）

  大邱地铁 2 号线西门市场（서문시장）站 5 号出口出站后往桂山

      圣堂（계산성당）方向步行约 8 分钟，茶座就在圣堂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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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瑞妍之家咖啡馆——《建筑学概论》取景地
瑞妍之家咖啡馆（카페 서연의집）是文艺青年的最爱，可以说，

来这里的人 90% 以上都是为了一部曾经在一个秋天给全韩人民心

中重新烙上初恋印迹的电影——《建筑学概论》。坐在电影中最

令人难忘的推拉全海景窗户旁，慢慢抿上一口咖啡，感受迎面吹

来的咸咸的海风，这亦苦亦咸的神奇魔法可以化解每个人心头的

躁郁。你可以随手抽出一张印有“Café”的纸巾，提笔写下脑海

中浮现的诗句，也可以面朝大海，伴着夕阳，书写一张张寄给远

方亲友的明信片，无论如何都可以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度过一个属

于自己的下午。而当我们在青春渐行渐远的时候来到这里，是否

又能回忆起剧中还是女学生的瑞妍那段甜蜜又苦涩的初恋呢？

  济州岛西归浦市南元邑为美里 2975 号（제주특별자치도 서귀포
     시 남원읍 위미리 2975）

  10:30~21:30（最后点餐时间截至 21:00）

  064- 764- 7894
  咖啡 4,000 韩元起

  在西归浦市外巴士站（서귀포시외버스터미널）乘坐 730 号巴士

      在大化洞（대화동）站下车后步行 510 米

04 Mint——《花样男子》取景地
准确地说，Mint（민트）其实是一家环境高雅的艺术西餐厅，但大多数游客都是因《花样男子》而千里迢迢前来这里品尝主人公在这里

喝过的咖啡，金贤重饰演的智厚和具惠善饰演的金丝草坐过的桌子上还竖着他们的剧照提示小卡片，大家去了不妨仔细找一找，学着主

人公剧中的样子摆个 Pose 过把韩剧瘾。Mint 是济州岛小有名气的意大利美食餐厅，主打意式西餐，餐厅的无敌海景和静雅的用餐环境

可以给顾客带来阳光好心情。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消费要支付 10% 的附加税哦！

  济州岛西归浦市城山邑古城里 127-2 号 Phoenix Island 2 层（제주특별자치도 서귀포시 성산읍 고성리 127-2 번지 휘닉스 아일랜드 2 층）

  周一至周四、周日 12:00~21:00；周五至周六 12:00~22:00
  064- 731- 7000
  单点咖啡 9,000 韩元起（如在此用餐则只要 5,000 韩元）

  在济州综合市外巴士站（제주종합시외버스터미널）乘坐

  www.phoenixisland.co.kr/pFacility/restaurant/rMint.aspx（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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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的韩国特色美食主题街受到了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韩国旅游发展局的大力支持，
在这里，你可以尝到最地道、最原始、最质朴的韩国风味美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特色美食主题街市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整条街通常都只出售一样最有名的料理，
各家有各家的独门配方，制作方式略有不同。

酒香不怕巷子深，真正的美食不需要宣传也能声名远扬，特色美食街市哪家强？更多美味等你来！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康怡

达人必去 特色美食街市

top4

01 Anjilang 烤牛小肠街（안지랑 곱창거리）
如果要问庆尚北道大邱市的代表性美食是什么，答案毫无疑问是

嚼劲十足、五味俱全的烤小肠！来到大邱被喻为“烤牛小肠之天

堂”的 Anjilang 美食街，大家就放开肚皮吃起来吧，看着炭火上

正在烤制的金黄油亮小肠发出轻微的爆油声，飘香四溢，还没烤

好就让人垂涎三尺。因为每家蘸料不同，烤牛小肠吃起来味道也

不同，有“肚量”的吃货不妨多试几家，肯定会给你带来不同的

味蕾享受！

推荐品尝餐厅：大发烤肠（대박곱창）

  庆尚北道大邱市南区大明洞 872-1（경상북도 대구광역시 남구 
     대명동 872-1）

  15:00~3:00（每月第 1、3 周周日休业）

  053-655-5645
  烤牛小肠（소곱창）11,000 韩元 /500g
  大邱地铁 1 号线 Anjilang（안지랑）站下车后进入 Anjilang 烤牛

     小肠街

  特色酱料腌制的牛小肠烤制金黄后香飘千里，百嚼不厌

02 札嘎其市场（자갈치시장）
札嘎其市场被称为“釜山的心脏”，主要出售海产品和鱼干等，

规模之大令人感叹！在市场上，商贩们的釜山方言叫卖声此起彼

伏，听上去声调幽默，很有喜感。市场的龙虾、霸王蟹价格相对

便宜实惠，在札嘎其市场生鱼片部还可挑选新鲜生鱼现场制作成

生鱼片，然后提到楼上海景餐厅另付座位费即可边看海景，边吃

个痛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想吃什么鱼，最好先在市场内货

比三家，确定后向店家说明种类，快速谈好价格，否则快人快语

的釜山大妈就要跟你急啦！

推荐品尝餐厅 札嘎其市场生鱼片部（자갈치시장 회센터부）

  釜山市中区札嘎其海岸路 52 号（부산광역시 중구 자갈치해안 52）

  6:00~22:00（每月最后一个周二休业）

  051-245-2594~5
  人均 20,000 韩元；座位费（包含基本小菜）4,000/ 人

  釜山地铁 1 号线札嘎其（자갈치）站 10 号出口出来直走至十字

      路口处左转进入札嘎其市场

  可自己挑选活鱼，让釜山大妈帮你做成新鲜美味的生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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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盈德郡竹蟹街（영덕군 대게거리）
中国有“阳澄湖大闸蟹”，韩国则有“盈德竹蟹”，盈德竹蟹因

蟹脚极长如竹、腿部肉质丰富而得名。盈德郡竹蟹街位于庆尚北

道东海岸，这条沿着江口形成的美食街上汇聚着大大小小 170 多

家竹蟹餐厅，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顾客前来亲自挑选竹蟹，店家

会用专门的蒸锅清蒸竹蟹，保持蟹肉温香有嚼劲。而在享用鲜美

蟹肉的同时，你不仅可以吃到传统的蟹壳炒饭，还能尝到滋补的

竹蟹汤！这里出产的盈德竹蟹古时曾是进贡给君王享用的美食，

每年 3~4 月的时候还会举办热闹非凡的竹蟹节。

推荐品尝餐厅 大蟹宫（대게궁）

  庆尚北道盈德郡江口面江口大蟹路 29 号（경상북도 영덕군 강구
    면 강구대게길 29）

  10:00~22:00
  054-734-5001
  人均约 50,000 韩元起

  在盈德市外巴士站（영덕시외버스터미널）乘坐盈德 - 牛谷（영덕 -
     우곡）或盈德 - 中和（영덕-중화）方向的巴士至江口市外巴士站（강
     구시외버스터미널）下车后步行 500 米

  门口大到夸张的竹蟹招牌告诉你它就是这条街上的霸主，土豪们

     的绝佳选择，这里能满足你对蟹类美食的所有幻想

04 潭阳郡竹笋美食村（담양군 죽순 푸드 빌리지）
全罗南道的潭阳是韩国竹子的故乡，十几年来，随着到竹绿园赏

竹的游客越来越多，附近的潭阳郡竹笋美食村内出售竹笋料理和

竹筒饭的餐厅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村民们亲手制作竹筒，再将

大米、板栗、大枣、松子等一起塞入蒸出带有竹子清香的竹筒饭，

而竹笋则与各类蔬菜及辣酱拌在一起做成清脆爽口的拌菜，配着

年糕牛排和特制虾酱包入菜叶里，可谓最佳风土美食。

推荐品尝餐厅 韩祥根竹筒饭店（한상근대통밥집）

  全罗南道潭阳郡月山面围墙路 113 号（전라남도 담양군 월산면 
     담장로 113）

  10:00~22:00
  061-382-1999
  1 人份竹筒饭（대통밥）11,000 韩元

  在潭阳旅客巴士客运站（담양여객버스터미널）乘坐 50-1、

     50-2、50-3 号巴士至凤鸣里（봉명리）站下车后步行 170 米

  潭阳最早的竹筒饭店，所用竹子均为店家亲自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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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餐饮文化必知 & 餐桌礼仪 12 禁

Do’s 韩国餐饮文化必知

摆桌文化／韩国摆餐桌的特色是将所有饮食一同摆出，古时摆桌

上菜时会分为 3 碟、5 碟、7 碟、9 碟、12 碟（除了饭、汤、泡

菜、作料以外的菜肴碟数）这 5 种不同规格，3 碟为一般平民家

庭的菜肴数，5 碟是富裕家族，7 碟是新郎、新娘的结婚喜宴，9

碟是民间可进行的最高级宴请，而 12 碟则是宫廷国王的御膳级

待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韩国餐饮文化的不断创新，现今的韩定

食菜肴碟数更多取决于就餐人数，分量一般都较少，优点是每样

都可以尝一点不会造成浪费。除此之外，各种五花八门风味的不

同泡菜也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们的欢迎，满桌色彩斑斓的小菜看

上去非常有食欲，最棒的是泡菜可免费无限续盘。

饭和汤／饭与汤的摆法在韩国很有讲究，吃饭时一定要“左饭右

汤”。因为在韩国只有祭祀给祖先摆放贡品时才会将汤摆放在左

边，所以如果摆反了长辈们会觉得很不吉利。再者，平时很多人

都喜欢把饭泡在汤里吃，方便又省时，但如果在正式场合这样做

是不礼貌的，如果参加婚宴或商务宴会，一般还是一口汤一口饭

分开吃。

酒文化／韩国人无论男女老少喝烧酒前都喜欢先摇一摇，这是因

为他们认为酒放置时间长了会分层，为了喝得更美味而通过摇晃

来“醒酒”；另外喝酒时需要等别人给自己倒酒和劝酒，所以最

好不要给自己倒酒，为对方倒酒时倒至杯子的七至八分满即可，

这是出于“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的儒家中庸之道。

餐厅营业时间／韩国早餐业不太发达，大部分韩国人早上都喜欢

在家里吃米饭就汤和小菜或到店里买面包、吐司，而很多炸鸡店、

烤肉店等餐厅都是下午才开始营业，传统美食市场也有自己的休

息日，所以在去心仪的餐厅前一定要了解好营业时间。

外卖文化／韩国外卖文化非常发达，从傍晚开始，为了让大家避

免在晚上遭受饥饿的折磨，国民美食韩式炸酱面号称在哪里都能

点，哪里都能送，有机会不妨体验一回。

饮食文化趣闻 1 ／假如情侣一起去吃拌饭，男生通常会先帮女生

拌好再吃自己的以表绅士，如果女生吃不完男生则必须接过来全

部吃尽，代表男生对女生的爱情，象征以后生活里可以同甘苦共

患难，不过也时也有饭量惊人的女汉子帮男友吃拌饭的搞笑状况

发生。

饮食文化趣闻 2 ／韩国年轻人非常爱吃鸡类料理，所以他们将 9

月 9 日定位“咕咕日”（韩语 9 的发音与鸡叫声相似），一到 9

月 9 日就会成群结伴去吃炸鸡、烤鸡、炒鸡排、参鸡汤、白水煮

鸡等鸡类美食，店家通常也会在此期间举行各种促销活动。

Don’ts 餐桌礼仪 12 禁

1 ／长辈未入座前不可以先行入座。

2 ／长辈未动筷前不可以先动筷。

3 ／长辈未取的食物不可以碰。

4 ／尽量少说话，因为韩国人认为吃饭是一种休息，没必要谈太

多费神伤脑筋的话题。

5 ／取桌上的食物时必须使用筷子，不可以使用汤匙。

6 ／吃饭时必须使用汤匙，不可以使用筷子。

7 ／汤匙和筷子不可以同时使用。

8 ／吃饭时不可以将碗托起，因为在韩国人的观念里，只有街边

行乞的人才会拿着碗讨饭吃，所以不太吉利。

9 ／汤匙和筷子不可以直接放到器皿上，用完后应该像使用前一

样摆放在桌面上。

10 ／长辈未离桌前不可以擅自离开餐桌。

11 ／在长辈面前不可以吸烟。

12 ／同长辈喝酒时不可以正对着长辈喝，而是要侧着身，一边

用手掩饰酒杯一边喝，敬酒时要用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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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韩国美食 / 南部篇Explore Taste of Korea

庆尚道有韩国第一大港口城市釜山，东南西北遍布美食，札嘎其市场海鲜美味名扬，
国际市场从街头吃到街尾小吃不重样，极具地域特色的美味在这里茁壮成长。
庆尚道被分为庆尚南道与庆尚北道，这两个地方都可谓美食强手。
庆尚南道地区有迷人的海岛风光，各式特色风味海鲜料理，经典民俗小吃层出不穷。
庆尚北道地区则有魅力城市大邱，各式烧烤料理撑起一片天空，无酒肉不欢；千年微笑古都庆州，传统大气的韩定
食王者风范霸气十足。
庆尚道适合爱浪漫、喜新奇、勇冒险的朋友，无论美景还是美食，都能时刻满足你！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康怡

舌尖上的庆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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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胞胎猪肉汤饭（쌍둥이 돼지국밥）
双胞胎猪肉汤饭是釜山一家小有历史的猪肉汤饭传统名店，说起釜山金牌代表美食，那

就少不了猪肉汤饭。一碗猪肉汤饭的好坏绝大多数取决于肉质是否含有土腥气味、汤头

是否浓郁等，这家店的猪肉汤饭中的猪肉非但毫无腥气还嫩而不腻，汤在细品之下温润

滋补大有乾坤，每天慕名来访的食客络绎不绝，如果你在吃饭高峰期来，可要提前做好

排队的准备哦！

  釜山市南区大渊 1 洞 887-1（부산광역시 남구 대연 1 동 887-1）

  11:00~0:00
  051-502-0995
  1 人份猪肉汤饭（돼지국밥）6,000 韩元

  釜山地铁 2 号线大渊（대연）站 3 号出口

东来奶奶葱饼（동래 할매 파전）
一部《来自星星的你》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初雪的日子要吃炸鸡啤酒，其实在韩国还有一

种习俗，那就是下雨天一定不能少了葱饼配马格利酒或东东酒。釜山有家从 1940 年开

业至今的东来奶奶葱饼店，将新鲜的鱿鱼、蛤蜊等海鲜剁碎，然后选用新鲜的小葱切段

混上合好的面糊煎成香气四溢的饼，你可以品尝到最传统的古早味。倘若能约上三两好

友一起尝葱饼品米酒，岂不妙哉！

  釜山市东来区富川洞 367-2（부산광역시 동래구 복천동 367-2）

  12:00~22:00
  051-552-0792
  中号葱饼（파전）30,000 韩元；马格利酒（막걸리）、东东酒（동동술）7,000 韩元 / 瓶

  釜山地铁 1 号线东来（동래）站 2 号出口

民乐生鱼片中心（민락회타운）
民乐生鱼片中心坐落在釜山美丽的

广安里海水浴场旁，这里一楼是贩

售海鲜的摊位，楼上则是一家家可

看到无敌海景的海鲜餐厅，在一楼

挑好鱼后，商贩会直接告诉你同他

合作的饭店名称，鱼处理好会送上

去， 当 你 上 楼 找 到 饭 店 后， 可 简

单跟店家交代下想吃的口味，然后

就可以边看海景边等美味海鲜大餐

了。来釜山，享受味觉盛宴非此莫

属，各种生鱼片、生章鱼、顶级大

龙虾、帝王蟹将随时恭候你的大驾。

  釜山市水营区民乐洞 181-84（부
    산광역시 수영구 민락동 181-84）

  9:00~2:00
  051-757-3000
  生章鱼（생낙지）5,000 韩元 / 条；

     帝王蟹（킹크랩）130,000 韩元 /
     公斤；饭店加工费为 4,000 韩元 /
     人（根据品种与季节变化价格会

     有差异，建议货比三家）

  釜山地铁 2 号线广安（광안）站 3
      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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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达家（박달집）
狗肉在古朝鲜被誉为“上天最鲜美的恩赐”，近百年历史、四代相传的朴达家则是釜山

地区首屈一指的专家级狗肉料理店，主打的狗肉汤也称“保身汤”，意在吃后可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随着近年来保护动物的观念意识加强，很多狗肉老店已经消失不见，唯独朴

达家生意兴隆，若在饭点时前来还需要排队。这家狗肉料理店会将狗肉切块配以多种食

材大火熬煮，高蛋白肉质鲜嫩补钙，皮则富含胶原蛋白色如白玉，小菜有生姜丝、韭菜、

辣椒、苏子叶、腌萝卜块等，搭配着吃大补暖身，是名副其实的元气料理。

  釜山市金井区久瑞 2 洞 1026-7（부산광역시 금정구 구서 2 동 1026-7）

  9:00~21:00
  051-515-9879
  1 人份滋补汤（보신탕）9,000 韩元

  釜山地铁 1 号线斗实（두실）站 2 号出口

大叔种子糖饼
（아저씨 씨앗호떡）
来到釜山国际市场的街道上，你远

远就能看见人们站了几十米的队伍

在耐心等待，他们都在排一家元祖

路边小吃摊——大叔种子糖饼。这

里的糖饼是用花生、核桃、瓜子仁

等混合糖浆做陷儿烘焙而成的传统

小吃，在气温偏低的秋冬季节来上

一口，酥皮下的各色坚果香与烫烫

的糖浆会顺着舌头流进心里，瞬间

被暖暖的幸福感包围。大叔家的糖

饼内陷足足有 7 种坚果组成，分量

也给得特别实惠，满到都要溢出来，

非常值得一吃。

  釜山市中区光复洞国际市场（부
    산광역시 중구 광복동 국제시장）

  10:00~19:00
  种子糖饼（씨앗호떡）1,000 韩

     元 / 个

  010-2558-4064
  釜山地铁 1 号线札嘎其（자갈치）

     站 7 号出口

姐姐家铁网八爪鱼 & 绿豆煎饼（희야네석쇠 쭈꾸미 & 빈대떡）
姐姐家铁网八爪鱼 & 绿豆煎饼同首尔的詹姆士芝士排骨（제임즈 치즈 등갈비）齐名，

分店火速开遍全韩国，颇受韩国年轻人的青睐。八爪鱼可改善贫血及缓解疲劳，绿豆则

可养颜、降血压、补充维生素，因此这种既能吃饱又能下酒还不长胖的店着实不容错过。

待顾客入座，服务员就会询问所需要的辣度，紧接着 12 只趴在铁网上辣酱裹身、Q 弹

可口的八爪鱼就会被送上来，就着香酥美味的招牌小吃绿豆煎饼吃再好不过。更赞的是，

他家还有开放式自助沙拉吧，里面的小菜、鸡蛋等都可无限享用。

  釜山市中区富平洞 1 街 36-12（부산광역시 중구 부평동 1 가 36-12）

  17:00~5:00
  051-248-0815
  1 人份铁网八爪鱼（석쇠 쭈꾸미）11,000 韩元；绿豆煎饼（빈대떡）10,000 韩元 / 份

  釜山地铁 1 号线札嘎其（자갈치）站 7 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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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营名家（통영명가）
靠海吃海，离海边只有 10 分钟步

行距离的统营食堂专营韩国特色传

统海鲜料理，能吃到首尔等地吃不

到的诸多偏门小吃。店内满满全是

明星签名，是韩国人非常认可的海

鲜料理店，主打的牡蛎饭、牡蛎海

草粥、牡蛎汤、海鞘拌饭等都是营

养价值极高、补气血的好选择，定

食类则包括煎鱼、酱蟹等 12 种小

菜无限续盘，鲜味十足。

  庆尚南道统营市西湖洞 163-95 
    （경상남도 통영시 서호동 163-95）

  11:00~21:00
  055-649-0533
  1 人份海鞘拌饭（멍게비빔밥）

     12,000 韩元 / 碗

  在统营市外巴士站（통영시외버
     스터미널）乘坐 101、301、231
     号巴士至文化广场（문화마당）

     站下车后步行 210 米

统营乌炸粥（통영우짜 죽）
这家叫做“统营乌炸粥”的小店最拿手的招牌主食是乌冬炸酱面和各类传统粥，如果你

想知道日式乌冬面和韩式炸酱面这两者结合到一起会是什么味道，不妨就来尝尝他家的

乌冬炸酱面吧！当热气腾腾、满满的乌冬炸酱面端上来，你可以先喝一口清汤，让汤头

的韵味在口中散开清爽美味，然后再将火红的辣椒、翠绿的葱花、浓黑的炸酱与乌冬面

搅匀，半清半黑犹如太极，既不太淡又不太咸，口感正好合拍。如此一道新奇有趣的料理，

吃起来会格外带劲！

  庆尚南道统营市港南洞 79-24（경상남도 통영시 항남동 79-24）

  周一至周五 10:00~18:00；周六至周日 9:00~18:00
  055-645-7909
  1 人份乌冬炸酱面（우짜면）4,000 韩元

  在统营市外巴士站（통영 시외버스터미널）乘坐 101、301、231 号巴士至文化广场（문
     화마당）站下车后步行 116 米

妈妈手忠武紫菜包饭（엄마손충무김밥）
忠武紫菜包饭与常见的紫菜包饭有很大的区别，内无蔬菜火腿腌萝卜鸡蛋等，只是用紫

菜将米饭卷成手指般粗细，再单独配上辣泡菜、萝卜块和凉拌辣鱿鱼一起食用，口感简

单明了，咸辣过瘾。这家妈妈手忠武紫菜包饭店有《两天一夜》等诸多综艺节目前来取景，

在当地小有名气，面朝统营大海，旁边就是神龙龟型战船，地理位置绝佳，关键是无论

紫菜包饭还是辣泡菜、凉拌鱿鱼，如果觉得不够，善良的店家都会帮你续菜到饱哦！

  庆尚南道统营市港南洞 79-4（경상남도 통영시 항남동 79-4）

  8:00~20:30
  055-641-9144
  1 人份忠武紫菜包饭（충무김밥）4,500 韩元

  在统营市外巴士站（통영 시외버스터미널）乘坐 101、301、231 号巴士至文化广场（문
     화마당）站下车后步行 8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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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成河豚（미성복어불고기）
很多人都说最美味不过河豚肉，可是河豚

的毒性常常又令人望而却步，让大家早已

忘记了河豚肉的味道。大邱市的美成河豚

是名副其实的河豚料理霸主，这里的厨师

都严格持有河豚专门料理资格证，招牌菜

豆芽炒河豚会用四方形铁板锅盛好一同上

桌，伴随着劈哩啪啦油花四溅，口感鲜美

爽辣，非常适合配饭下酒。

  庆尚北道大邱市寿城区上洞 12-7（경상
    북도 대구광역시 수성구 상동 12-7）

  9:00~0:00（春节、中秋休业两天）

  053-767-8877
  1 人份豆芽炒河豚（복어불고기）

     13,000 韩元

  大邱火车站出站后乘坐出租车前往，车

      程约 20 分钟，费用约 9,000 韩元

所有全（두루온）
在大邱的 83 塔上有个高级改良韩国料理旋转餐厅，名字叫做“所有全”，意为顾客对菜

品的所有丰富需求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餐厅装修古朴而时尚典雅，菜品色香味俱全，

营养搭配合理，韩国料理与西餐结合得恰到好处。这家餐厅位于塔的 76 层位置，拥有无

敌夜景，被誉为“能够得到天空”，适合商务宴请、婚宴、浪漫约会等各种场合。

  庆尚北道大邱市达西区头流洞山 302-11 E-world 83 塔 76 层（경상북도 대구광역시 달
     서구 두류동 산 302-11 이월드 83 타워 76 층）

  11:00~22:00
  053-620-0076
  1 人份韩定食（한정식）29,000 韩元起

  乘坐大邱地铁 1 号线至半月堂（반월당）站换乘地铁 2 号线至内堂（내당）站下车后步行

      1 公里上山至 83 塔，乘坐直达电梯至 76 层

罗善斋（라선재）
罗善斋是整个庆北地区鼎鼎有名的

祖师爷级别古新罗传统营养韩定食

餐厅，同时提供各种地道韩国传统

料理的学习，古香古色的庭院占地

规模十分大。店内的韩定食均严格

选用庆州大米及各类山野菜，所有

的餐具都是古时君王宴席的规格，

更有重达 4~5 斤的青瓦片做盘子，

非常讲究，亮相惊艳。基于有助消

化吸收的养生原则，这里遵循吃完

一道上一道的上菜程序，重视每一

个小细节，就连餐后水果也会刻成

精美的莲花，甚是赏心悦目。需要

注意的是，餐厅一直以来都只接受

预订就餐，因此去之前一定记得要

预约哦！

  庆尚北道庆州市新坪洞 375-3（경
    상북도 경주시 신평동 375-3）

  11:30~19:00
  054-771-6040
  1 人份韩定食（한정식）55,000

     韩元起

  在庆州火车站下车后步行 240 米

     至庆高地下道（경고지하도）巴士

     站，乘坐 10 号巴士至六部村前（육
    부촌앞）站下车后步行 7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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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边延伸旅游

海云台海水浴场（해운대해수욕장）
来到釜山就一定要前往“釜山最美海滩”海云台签到，这里视野辽阔，景色迷人，水质清澈，

沙滩细绵，游人如织，海鸥成群，每年都有趣味横生的海云台沙雕艺术节吸引大批游客

前来。每逢夜晚降临，这里就会有大批各个国家、不同肤色的国际友人在这里悠闲聊天，

街头艺人们在这里浅吟低唱，狗儿沿着海边撒欢奔跑，此情此景可让身体和心灵都能得

到极好的放松。另外，大名鼎鼎的釜山电影节及很多大型活动都曾在此举办哦！

  釜山市海云台区中 1 洞 1015 号（부산광역시 해운대구 중 1 동 1015）

  釜山地铁 2 号线海云台（해운대）站 5 号出口

  www.haeundae.go.kr（中、英、日、韩）

广安里海水浴场（광안리해수욕장）
相比游人如织的海云台，广安里则多了一份大气与静谧，这里有许多咖啡馆、KTV、汗

蒸幕，这些场所的共同好处就是可以让游客在娱乐放松的同时随时看到大海。向远方眺望，

你可以看到海天之间有座雄伟大气的桥梁连接了水营区和海云台区，这便是广安里最著

名的地标性建筑——广安大桥。在丝绒般的深夜，璀璨夺目的霓虹灯会映亮远处的天空。

在这里举行的节庆也逢场丰富，除了新年庆典，10 月末的釜山国际烟花节也在广安里海

水浴场盛大举行，届时华丽的烟花绚烂多彩，如花似锦，浪漫而令人陶醉。

  釜山市水营区广安 2 洞 192-20（부산시 수영구 광안 2 동 192-20）

  地铁 2 号线广安（광안）站 3 号出口

40 台阶文化观光主题街
（40계단 문화관광 테마거리）
韩 国 国 民 综 艺 节 目 Runing Man

里有期超爆笑的扔鞋大战，大家争

先恐后地用脚将鞋扔上指定的台

阶，顺便挤掉别人的鞋子，不仅是

成员们完成任务的表现很是精彩，

那高耸的台阶和演奏手风琴的老绅

士铜像也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

印象。那里就是位于釜山市的一条

主题街，充满历史文化色彩，街边

的许多铜像都逼真地刻画了旧时韩

国人民的生活写照，复古的味道通

过这里的一草一木慢慢渗透出来，

2009 年上映的韩国动作喜剧电影

《田禹治》也曾在此拍摄，喜欢文

艺小清新拍照的朋友一定要来哦！

  釜山市中区中央洞 5 街一带（부
    산광역시 중구 중앙동 5 가 일대）

  釜山地铁 1 号线中央（중앙）站

     11 号出口

  40stair.bsjunggu.go.kr（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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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蛇岛（장사도）
长蛇岛因在岛上空观测的岛形蜿蜒犹如长蛇而得名，这里美如仙境，是《来自星星的你》

中都教授与千颂伊瞬间移动私奔来到的世外桃源小岛。岛上生长着数十万颗百年老树，

颇具神秘色彩，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繁花似锦似梦，令人流连忘返。另外，长蛇岛上还

售有美味可口的绿叶冰淇淋，只需 2,000 韩元就能瞬间带走炎夏的所有烦恼。

  庆尚南道统营市闲山面每竹里山 4-1（경상남도 통영시 한산면 매죽리 산 4-1）

  长蛇岛：4~9 月：8:00~19:00；10~3 月：8:00~17:00
     去程船班：周一至周五 10:30、14:00；周六、周日及公休日 9:30、11:00、13:00、

     14:30；

     返程班船：根据去时船员通知的回程时间抵达码头即可，约为登岛后 2 小时，末班船时间

     为 17:00
  长蛇岛：成人 8,500 韩元；青少年 7,000 韩元；儿童 5,000 韩元（购买船票时一起购买）

     往返船票：周一至周五：成人 22,000 韩元；儿童 14,000 韩元

     周六、周日及公休日：成人 23,000 韩元；儿童 15,000 韩元

  乘坐长蛇岛加背游览船（장사도가배유람선）至长蛇岛海上公园（장사도해상공원）

  www.jangsado.co.kr（中、韩）

东皮郎壁画村（동피랑 마을）
统营市的东皮郎壁画村非常有名，

号称“童话之国”“韩国最美的彩

绘村”。当地政府每隔两年都会在

这里面举办一次漫画大赛，然后

选出获奖冠军并给予一项特殊权

利——将这里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房

子当作画布随意发挥，大展伸手，

久而久之，这里便出现了电影、动

画片里那熟悉的一幕幕场景，以及

各种独具创作感的狂想漫画，这些

壁画风格迥异，五颜六色交织在一

起，汇聚成一个有故事的彩色梦之

城。走在这里，你会突然发现，只

要有一颗未泯的童心，你就能在这

里找回失去的童年。

  庆尚南道统营市东湖洞（경상남
     도 통영시 동호동）

  在统营市外巴士站（통영 시외버
     스터미널）乘坐 101、301、231
     号巴士至道城站（토성고개）站

     下车后步行 400 米

  www.cittaslow.krwww.
     dongpirang.org（韩）

83 塔（83 Tower）
83 塔位于欧洲风情主题都市花园 E-world 内，是大邱著名的地标建筑物。83 塔吸取了

古代新罗时期宝塔的精华，再现韩国传统建筑之美。塔内设有展望台、各种娱乐设施、

儿童乐园、高级餐厅及咖啡馆等，是综合旅游观景及娱乐的绝佳去处，据说这里也是情

侣们的告白圣地哦！

  庆尚北道大邱市达西区头流洞山 302-11 E-world 83 塔（경상북도 대구광역시 달서구 두
    류동 산 302-11 이월드 83 타워）

  周一至周五 9:00~20:00；周六至周日 9:00~22:00
  成人 14,000 韩元；65 岁以上老人、青少年 9,500 韩元；儿童 8,000 韩元

  乘坐大邱地铁 1 号线至半月堂（반월당）站换乘地铁 2 号线至内堂（내당）站下车后步行

     1 公里上山至 83 塔

  www.83tower.kr/index.htm（韩）



Qunar 骆驼书  |  21

庆尚道必买美味伴手礼

鱿鱼干（건오징어）
只要有一只大鱿鱼干、一瓶烧酒、一锅拉

面，两个釜山人就可以边吃边喝聊一夜。

在釜山海里捕捞出鱿鱼后在釜山海边晾晒

而成的鱿鱼干味道新鲜，腥味小，鱼肉实

在，不仅加工简单，还方便保存，买回家

放在铁网上用火微微一烤至鱿鱼卷起后即

可撕片食用，特别适合下酒，或闲来无事

时当零食吃。

  釜山各大特产超市、札嘎其市场

  10,000 韩元 /3 片

蜂蜜果子（꼴빵）
蜂蜜果子是庆尚南道统营市的传统代表美

味小吃之一，做法是用发酵好的面团包上

红薯或豆沙夹心放到油锅里炸，外皮酥脆

后浇上喷香的蜂蜜，最后趁热在碎坚果粒

和芝麻上滚一下。圆滚滚的外形看上去非

常可爱，虽然吃着有点粘牙，却越嚼越香。

坐在统营海边，闻着大海的味道，吃着甜

蜜的蜂蜜果子，你会感觉生活无限美好！

  统营中央市场、蜂蜜果子直营店

  5,000 韩元 / 盒（6 个）

柚子饼（유자빵）
柚子饼是庆尚南道近年来颇受欢迎的改良

点心之一，开袋后柚香四溢，吃起来更像

蛋糕，里面的蜂蜜柚子内陷非常给力，实

实在在能吃到大颗粒的柚子果肉和柚子果

皮，口味清新得很是讨喜。

  庆南地区各大特产超市

  10,000 韩元 / 盒（4 个）

庆州饼（경주빵）
如果你到庆州旅游，说什么都要尝的一道美食就是庆州饼了，由于庆州饼最早起源于庆

州市皇南洞，所以又称为“皇南饼”。品质好的庆州饼光泽诱人，一口咬下饼皮如少女

皮肤般细滑，豆沙内陷敦实，细如粉末，毫无大块颗粒。别看庆州饼只由简单的鸡蛋、

面粉、红豆沙制成，味道可是会好到让你吃起来便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每颗做好的庆

州饼表面都盖有一个菊花纹样，外表朴实，很有地域特色。

  庆州各大特产超市、庆州各大饼铺、庆州火车站

  12,000 韩元 / 盒（20 个）

佛国饼（불국빵）
庆州市最有名的景点之一就是佛国寺，佛

国寺周围出产一种素饼就叫做“佛国饼”，

相传是由很久以前佛国寺的一位僧人偶然

用松花粉、松针叶与大麦磨碎后蒸煮而制

得的一味美食演变而来，佛国饼采用庆州

本地最好的大麦粉制成，吃起来口感很像

西餐里的早餐蛋饼，却又能嗅到一丝大麦

的天然香气，松软可口，老少皆宜。

  庆州各大特产超市、各佛国饼铺

  10,000 韩元 / 盒（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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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罗道有着“温暖的南国”“韩定食的故乡”之美誉，由全罗北道和全罗南道组成。
全罗北道蕴含韩国本土味道与趣味，是体验文化、修养身心、细品传统韩定食的福地。
而全罗南道的饮食则被称为“味之艺术”的最高境界，手艺绝佳，人情味浓厚，
此外这里还有未被破坏和污染的最原始的自然风光，
视线每停留一处都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意境十足，吃什么都兴致盎然！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康怡

舌尖上的全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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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罗道饮食故事（전라도음식이야기）
这家名字颇像韩剧名称的餐厅用华丽精致的韩定食表达了它对传统韩国料理的绝对自信，

韩定食色彩搭配巧妙绝伦，营养食材养胃养生，摆盘艺术讲究，雕花活灵活现，一碟碟

餐盘就像厨师们的画布，一道道美食仿佛在讲述令人着迷的故事，精美得让人不忍下筷，

着实对得住店门口大石块上“全州之味”四个字。一顿吃下来赏心悦目，旅行自然就有

好心情，连Running Man的成员也抵挡不住这里美食的诱惑，纷纷对这家店大加称赞呢！

  全罗北道全州市德津区牛牙洞 2 街 899-1（전라북도 전주시 덕진구 우아동 2 가 899-1）

  11:30~22:00
  063-244-4477
  1 人份韩定食（한정식）25,000 韩元起（2 人份以上起点）

  在全州火车站下车后乘坐出租车前往，车程约 5 分钟

韩一馆（한일관）
韩一馆是韩国人非常认可的全州豆芽

汤饭名家。店家会将砂锅中放入米饭

和豆芽，烹煮至汤咕噜咕噜时上桌，

趁热滑入生鸡蛋，再倒入葱花、白芝

麻盐、辣椒末，稍等片刻即可食用。

这道料理看似简单，想要做好却需要

一定的功夫，韩一馆的汤头入口清香

四溢，微辣爽口，无愧“解酒神汤第

1 名”（神奇的豆芽汤饭是韩国人宿

醉之后的灵丹妙药，很多人喝完后第

二天就能神采奕奕地去上班）！

  全罗北道全州市完山区中华山洞 2
     街 4-34（전라북도 전주시 완산
    구 중화산동 2 가 4-34）

  6:00~21:30（周日休业）

  063-226-1569
  1 人份豆芽汤饭（콩나물국밥）

      6,000 韩元

  在全州火车站下车后乘坐出租车

      前往，车程约 17 分钟

爱之茶饭（다솜차반）
发酵斑鳐可谓韩国料理界的奇葩，爱它的人痴

之若狂，恨它的人避之不及。对于喜欢它的韩

国人来说，发酵斑鳐其实就是非正式泡菜的一

种，其意义就如同芝士对于外国人。爱之茶饭

是全罗北道的一家乡土饮食获奖餐厅，制作的

斑鳐闻起来极臭，吃起来却很香，与臭豆腐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店家将发酵斑鳐搭配香喷喷

的五花切肉，这样一起吃既能降低斑鳐的臭度，

又可减少五花肉的肥腻，令这道美食层次分明

有嚼头，口感锦上添花，独具特色。

  全罗北道金堤市金沟面大化里 595-7（전라북
    도김제시 금구면 대화리 595-7）

  11:30~21:00
  063-546-5565
  中份斑鳐五花切肉（홍어삼합）30,000 韩元

  在金堤公用巴士客运站（김제공용버스터미널）

     下车后乘坐出租车前往，车程约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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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仁馆（덕인관）
潭阳的年糕排骨土生土长的全罗南道好料理！这家位于潭阳的美食名家德仁馆 50 年来精

选上好牛肋排，坚持采用传统古法亲自用刀绞碎牛肉，然后与调料搅拌好揉成圆饼状放

置一日后烤制成年糕牛排，这样做出来的牛排既嫩又有嚼劲，口感 Q 弹，肉汁丰富，搭

配竹筒饭食用感觉很赞，难怪吸引众多美食节目及综艺节目前往拍摄。上菜时更是肉香

扑鼻，令人垂涎三尺，往往等不及拍照就想开动啦！

  全罗南道潭阳郡潭阳镇竹香大道 1121 号（전라남도 담양군 담양읍 죽향대로 1121）

  11:00~22:00
  061-381-7881
  2~3 人份德仁年糕排骨（덕인떡갈비）27,000 韩元

  在潭阳旅客巴士客运站（담양여객버스터미널）下车后沿竹香大路步行约 1 公里

桃园境（도원경）
全罗南道的特产泥蚶虽然个头小、肉少，营养价值却非常高，而且吃起来特别香，是配

饭下酒的好助手。泥蚶定食是全罗南道不可多得的地地道道的泥蚶专门料理，非常值得

一尝。桃园境是全罗南道顺天市内的一家知名韩国料理餐厅，泥蚶定食便是这家餐厅的

主打招牌料理，由凉拌生鱼片、大酱汤、酱油泥蚶、辣拌泥蚶、煎饼等数十道美食组合

而成，海鲜营养滋味十足，味道之好是当地人都公认的，更难得的是价格还很实惠。此外，

餐厅就位于顺天湾自然生态公园附近，可望见山、江、海融为一体的著名极美湿地顺天湾，

风景好似一幅优美迷人的水彩画，在这里就餐，大饱眼福的同时还能大饱嘴福，何乐而

不为呢？

  全罗南道顺天市顺天湾路 309 号（전라남도 순천시 순천만길 309）

  10:00~21:00
  061-744-5566
  1 人份泥蚶定食（꼬막정식）15,000 韩元

  在顺天综合巴士客运站（순천종합버스터미널）乘坐 66、67 号巴士至东尼站（동너）站

      下车后步行 126 米

学耳餐厅（이학식당）
酒香不怕巷子深，学耳餐厅是全罗

南道海盐产地曾岛最有名的餐厅之

一，据说只要是来玩的游客都会前

来这里品尝一下。大弹涂鱼汤是这

家餐厅的特色料理，用大弹涂鱼结

合蔬菜辣酱切成大块入石锅熬煮后

即 可 食 用， 鱼 肉 白 而 细 嫩， 汤 汁

鲜美浓稠。只在滩涂上栖息的大弹

涂鱼是首尔等城市很难看到及吃到

的，是不可多得的进补食品。

  全罗南道新安郡曾岛邑曾岛中央

     路 39 号（전라남도 신안군 증도
     면 증도중앙길 39）

  9:30~20:00
  061-271-7800
  1 人份大弹涂鱼汤（짱똥어탕）

     10,000 韩元 / 碗

  在智岛旅客巴士客运站（지도여
     객자동차터미널）乘坐开往曾岛

      的巴士，车程约 25 分钟，抵达 
      曾岛后步行 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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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边延伸旅游

全州韩屋村（전주한옥마을）
全州韩屋村是由 700 多所韩屋组成的极有趣的村落，村内设有酒文化博物馆、传统韩纸院、

韩方文化中心等展览馆，可见识到不少韩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屹立中央的殿洞天主教堂

瑰丽雄伟，街边各种极富诗意的咖啡馆、茶馆也很吸引人，非常适合家庭及情侣前来度假，

轻松又惬意。你一定要去探访原汁原味的韩屋民宿，住上一晚亲身体验韩屋特色生活，

让人感觉仿佛一下穿越回了朝鲜时代。

  全罗北道全州市完山区老松广场路 10 街（전라북도 전주시 완산구 노송광장로 10 길）

  在全州高速巴士客运站 ( 전주고속버스터미널 ) 乘坐 119、535、551 号巴士至殿洞圣堂·韩
     屋村（전동성당 . 한옥마을）站，车程约 35 分钟

  hanok.jeonju.go.kr（中、英、日、韩）

蟾津江火车村（섬진강기차마을）
全罗南道谷城郡的蟾津江火车村完美地保留了上世纪 60 年代的古老蒸汽机火车（증기기관
차），火车每天缓缓行驶三次，吸引了很多喜欢复古和想要寻找儿时回忆的人前来游玩。此

外，火车村推出的铁路自行车（레일바이크）项目也很受欢迎，体验路线是从寝谷站到柯亭站，

单程长达 5.1 公里，因铁轨相对平坦，可以 15~20 公里的时速骑行，不费力就可尽情欣赏

蟾津江的风景。在春天风和日丽时，空气中弥漫着花香，你可以和心爱的人或朋友一起，一

路唱歌、聊天、拍照，非常惬意。铁路自行车一天运营 5 次，有双人自行车及 4 人自行车可选。

  全罗南道谷城郡梧谷面寝谷里 45-1（전라남도 곡성군 오곡면 침곡리 45-1）

  蒸汽机车：9:00~18:00（购票时间截至 17:30）；铁路自行车：9:00~17:00
  蒸汽机车：4~10 月：成人 3,000 韩元；儿童、老者 2,500 韩元；

     11~3 月：成人 2,000 韩元；儿童、老者 1,000 韩元

      铁路自行车：2 人座 16,000 韩元；4 人座 23,000 韩元

  在谷城巴士客运站（곡성버스터미널）乘坐出租车前往，车程约 9 分钟

  www.gstrain.co.kr（韩）

顺天湾自然生态公园
（순천만자연생태공원）
顺天湾自然生态公园有着 8000 年

的历史，是韩国最大的自然保护湿

地公园，这里是 25 种珍惜保护动

物及 220 多种飞禽最安全的家园，

S 型水路上“落霞与万鹜齐飞，秋

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令人无法忘

怀。在这里，你可以用五感体验、

领悟大自然真正的和谐，留下最美

好的回忆，来一场珍贵的生态之旅，

摄影爱好者尤其不能错过！

  全罗南道顺天市顺天湾路 513-25 
     ( 전라남도 순천시 순천만길 513-25)

  日出 2 小时前 ~ 日落

  成人 7,000 韩元；青少年 5,000
     韩元；儿童 3,000 韩元

  在顺天综合巴士客运站（순천종
     합버스터미널）乘坐 66、67 号巴

     士至顺天湾（순천만）站

  www.suncheonbay.go.kr（中、

     英、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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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姜酒（이강주）
全州不仅是历史名城、韩国拌饭之乡，还

是有名的米酒之都，来到这里，你一定要

带几瓶民宿好酒回去。全州特产米酒梨姜

酒是自朝鲜时代传承下来的韩国传统无形

文化遗产民俗酒，也是韩国 5 大名酒之一，

曾在 1998 年获得总统表彰。梨姜酒是采

用全州特产的多汁梨和生姜汁混合成为梨

酱膏，再结合桂皮、蜂蜜、郁金等中药材

与白米与绿豆发酵制成。梨姜酒往往拥有

最华丽的包装，酒瓶采用历史悠久、技术

卓越的青瓷技艺烧制，外观精致，小巧玲

珑，无论送礼还是收藏，都是极好的。

  全州各大超市、特产商品店、全州韩屋

     村酒博物馆

  24,000 韩元 / 瓶（750ml）

珍岛红酒（진도홍주）
珍岛红酒是全罗南道珍岛郡的特产传统好

酒，原本是从药酒发展而来，采用药用价

值极高的芝草制成，适当饮用可促进钙吸

收，对预防糖尿、保护肠胃、消脂减肥都很

有很好的帮助。珍岛红酒的历史非常悠久，

从高丽时代流传至今，酒瓶身上的广告词

“我等了一千年，只为遇见你”令人难忘，

如此这般美酒，千年等一回，怎容错过？

  全州各大超市、特产商品店、全州韩屋

     村酒博物馆

  3,000 韩元 / 瓶（50ml）

母爱麻花（전주모정꽈배기）
美食如其名，母爱麻花就像家里的妈妈为

了孩子们的健康而制作的家庭小零食，满

满都是母爱，工艺简单却用料扎实。母爱

麻花是全州韩屋村美食街的著名排队小吃

之一，店里面的韩国妈妈们都扎着头巾，

认认真真地制作每一条麻花，虽然看着不

太好看，口感却脆爽不输天津十八街麻花，

为了保证前来的人都能享用到美食，购买

人数多时每人限购 2 袋。

  全州韩屋村美食街

  2,000 韩元 / 袋

“丰年制果”巧克力派
（풍년제과 초코파이）
丰年制果是 1969 年开张的韩国老字号饼

干点心店，其制作的点心味道一绝，远近

闻名，陪伴了很多韩国人的美好童年。丰

年制果的主打点心是采用全罗道土生土长

的麦子制成的健康巧克力派，内含各种营

养豆类，卡路里低又解馋，常温下可保存

一周，冷藏则最长可保存一个月，吃货们

可多屯一点儿回家慢慢享用。

  丰年制果各直营店、全州韩屋村

  1,600 韩元 / 个

全罗道必买美味伴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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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被誉为“韩国夏威夷”，并入选为“世界新七大自然景观”，
这里有“三多”——风多、石多、女人多，还有“三无”——无乞丐、无小偷、无大门。
济州岛的饮食生活很丰富，
淳朴济州人种植的绿茶、汉拿峰柑橘、捕捞的新鲜海鲜、养殖的特产黑猪等都是岛上代表美食。
在这里，你能品味到由最原汁原味的天然食材带来的味蕾震撼。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康怡

舌尖上的济州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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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面条会馆（삼대국수회관）
三代面条会馆顾名思义，至今已有三代人经营。这家面馆的济州黑猪面是浓浓济州乡土

风味的代表美食，乍一看略像日式拉面，其实味道大不相同。一大碗面条端上来分量惊

人，雪白的猪骨汤头十分浓郁，3 大片济州岛黑猪肉片整整齐齐地码在面条上，此外还

撒有橙红的胡萝卜细丝、翠绿的碎葱花、刀工了得的煎鸡蛋丝、特制的芝麻红辣椒酱等。

桌上配有调料小罐，顾客可自行调味！

  济州岛济州市三星路 41 号（제주특별자치도 제주시 삼성로 41）

  9:00~18:00
  064-759-6644
  1 人份济州黑猪面（고기국수）6,000 韩元

  在济州国际机场搭乘 100 号巴士至光阳（광양）站下车后直行 540 米

火炉乡（화로향）
济州黑毛猪的外表同一般的猪不太一样，身批黑色长毛，油光发亮，个

大肚圆，在济州农场随处可见。位于济州黑猪肉一条街上的这家餐厅主

打济州黑猪颈肉、黑猪后腿肉和黑猪五花肉等，济州岛黑猪肉的肉质厚实，

弹性十足，口感极佳，更可贵的是无激素纯天然成长，是不可多得的健

康美味。烤猪皮则是女生的最爱，外焦里嫩，胶原蛋白满分，对从内及

外滋润皮肤及增加肌肤弹性都有很好的帮助，吃完一夜变女神哦！

  济州岛济州市健入洞 1399-2（제주특별자치도 제주시 건입동 1399-2）

  12:00~3:00
  064-724-4050
  1 人份黑猪五花肉（흑돼지 생오겹）15,000 韩元

  在济州国际机场搭乘 100 号巴士至东门转盘（동문로터리）站下车后步

     行 330 米

Int.
Int. 餐厅位于 NEXON 电脑博物馆

地下 1 层，是一家设计感、空间感、

现代感十足的餐厅。餐厅每天限量

提供的鼠标面包和键盘华夫饼让这

里天天座无虚席，听餐厅经理说，

全韩国为了品尝他家的键盘华夫饼

而冲到济州岛的大有人在。键盘华

夫饼是采用与真键盘 1:1 的大小做

成，烤至外脆里嫩，配有混合莓酱、

松软的香草冰淇淋及鲜奶奶油 3 种

蘸料，绝对会是你这辈子吃过的最

有特色也最难忘的华夫饼。

  济州岛济州市 1100 路 3198-8（제
    주특별자치도 제주시 1100 로 
     3198-8）

  6~8 月 10:00~20:00；9~5 月

     10:00~18:00
  064-745-1994
  键盘华夫饼（키보드와풀）

     15,000 韩元 / 份

  在济州国际机场搭乘 90 号巴士至

     济州高中（제주고등학교）站下

     车后步行 28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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徳盛园中文洞店（덕성원 중문동점）
来到济州就要吃点儿特色的，这家德胜园是韩式改良的中华料理店，以花蟹炒马面而小

有名气。刚上菜时，你也许就会直接被面上造型超霸气的螃蟹瞪得笑出来，面条劲道，

分量实惠，洋葱炒到爆香，螃蟹丝、鱿鱼丝等鲜美辣爽，望着窗外海天一色之美景，一

碗面下肚吃得舒舒服服，同盘子上印的“吉祥如意”四字相得益彰。老板是为人厚道、

待人亲切的中国人，欢迎用中文点单聊天！

  济州岛西归浦市中文洞 2446 号（제주특별자치도 서귀포시 중문동 2446）

  11:00~21:00
  064-738-0750
  1 人份花蟹炒码面（꽃게짱뽕）7,000 韩元

  在济州国际机场搭乘出租车前往，车程约 1 小时

善良鲍鱼济州中文店（착한전복 제주중문점）
善良鲍鱼济州中文店是济州市模范餐厅，也是众多明星良心推荐的人气餐厅。餐厅的招

牌美味是鲍鱼排骨锅，营养的王排骨汤和鲜味鲍鱼完美结合，一看就有种很大补的感觉，

餐厅采用的鲍鱼 100% 使用活海鲜，排骨也是精选最贵的王排骨，吃起来简单干净，肉

极易与骨头分离，不用担心吃相不雅观，此外汤中还添加有粉丝、葱花及少许配菜，可

谓是山珍海味一道全，大家来吃保准会吃得干干净净，一口都不剩！

  济州岛西归浦市塞达洞 2481-10（제주특별자치도 서귀포시 색달동 2481-10）

  11:00~22:00
  064-738-8455
  1 人份鲍鱼排骨锅（전복갈비탕）14,000 韩元

  在济州国际机场搭乘出租车前往，车程约 1 小时

OSULLOC 茶博物馆
（오설록티뮤지엄）
OSULLOC 茶博物馆是济州岛的

第一家茶文化博物馆，在这里，你

不仅可以了解绿茶的历史文化知

识、购买新炒制出的茶叶，同时还

可在博物馆的 Cafe 里畅怀享用各

种济州岛绿茶、花茶饮品，并品尝

绵密细软的绿茶蛋糕、口感醇厚的

绿茶冰淇淋、茶香四溢的绿茶拿铁

等，味道天然，口感极其纯正。窗

外马路对面就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茶

园，泡茶、品茶和赏茶可以一并进

行，如有空闲时间，不妨就在这里

慢慢度过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美好

午后吧！

  济州岛西归浦市安德面西广里

     1253-3（제주특별자치도 서귀포
     시 안덕면 서광리 1235-3）

  春、夏、秋季 10:00~18:00；冬

     季 10:00~17:00
  064-794-531
  绿茶冰淇淋（녹차아스크림）4,500

     韩元起 / 份

  在济州国际机场搭乘 755 号巴士

     至 OSULLOC（오설록）站下车

     后步行 12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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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边延伸旅游

城山日出峰（성산일출봉）
城山日出峰是“济州 10 大绝景”之一，2007 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山顶段的 99 个

岩峰像围城般环绕在火山口周边，中间形成了 10 万多平方米的神秘盆地草原。山脚下则

是辛勤劳作的海女们身着胶皮衣亲自下海捕捞海产的地方，海女奶奶们每天会用济州方

言唱着歌表演并出售打捞上来的海鲜。每逢新年，很多人都会来这里观看日出并许下新

年愿望。

  济州岛西归浦市城山邑城山里 114 号（제주특별자치도 서귀포시 성산읍 성산리 114）

  4:00~19:30（开放时间根据日出日落可能会有变动）

  成人 2,000 韩元；青少年、儿童 1,000 韩元

  在济州国际机场乘坐 1132 号巴士至城山（성산）站下车

  jejuwnh.jeju.go.kr/contents/index.php?mid=020202&sso=ok（中、英、日、韩）

牛岛（우도）
这里有波光潋滟的蔚蓝大海，有造型奇特的山峰，还有由绵延不绝的珊瑚碎组成的第一

美景“西浜白沙摊”，《人鱼公主》 《触不到的恋人》等人气韩剧及电影都曾在此拍摄

取景。岛上居民淳朴好客，非常热情，在这里，你可以闲庭信步，乘马慢游，也可以租

辆自行车，将这个美丽小岛的每个角落都转个遍。

  济州岛济州市牛岛路 153 号（제주특별자치도 제주시 우도로 153）

  1、2、11、12 月 8:00~16:30；3、10 月 8:00~17:00；

     4、9 月 8:00~17:30；5~8 月 8:00~18:00（轮渡每小时一班）

  轮渡单程（含门票）：成人 3,500 韩元；中学生 3,100 韩元；小学生 1,500 韩元；老年人、     
     残疾人 2,000 韩元；2~6 岁儿童 700 韩元

     轮渡往返（含门票）：成人 5,500 韩元；中学生 5,100 韩元；小学生 2,200 韩元；老年人、 
     残疾人 4,000 韩元；2~6 岁儿童 1,400 韩元

  从城山港前往牛岛乘船约 15 分钟，往返票价为 5,500 韩元

信不信由你博物馆
（믿거나말거나박물관）
你相信这世界上有“三只脚的绅

士”“长着狗毛的人”“用头发织成

的画”吗？不妨来信不信由你博物

馆看看吧，博物馆是由美国新闻记

者兼漫画家出身的冒险家罗伯特·里

普利在周游世界 198 个国家时收集

的世界最不可思议的 700 件藏品的

大汇集，12 个展馆共同展示了各种

匪夷所思、离奇怪诞的人与事，大

千世界无奇不有，信不信由你！

  济州岛西归浦市中文观光路 110
     号街 32 号（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

     浦市中文观光路 110 号街 32）

  春、夏、冬季 9:00~20:00；夏季

     9:00~22:00（入场截至关馆前1小时）

  成人 9,000 韩元；中学生 8,000
     韩元；儿童 7,000 韩元

  在济州国际机场搭乘 600 号巴士

      至亚美地（여미지입구）站下车

      后步行 13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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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拿峰柑橘（한라봉 감귤）
汉拿峰柑橘是济州岛西归浦市的独特水

果，似橙非橙，类橘非橘，外貌接近橙

子，又比橙子多了一个突起的小山峰似的

小包，众所周知，济州岛海拔第一的山是

汉拿山， “汉拿峰”便因此而得名。汉

拿峰柑橘的口感类似一般的柑橘却更胜一

筹，肉质柔软多汁，可保存的时间非常长，

是去济州岛旅游的必买伴手礼。

  济州岛特产店、济州水果店、济州传统

     市场

  10,000 韩元 /3 个（根据品种不同价格

      会有差异）

油菜花蜂蜜（유채꿀）
其实济州岛除了风多、石多、女人多，还

有一样东西也很多，那就是美丽的油菜花

了。从每年 4 月中旬开始，济州岛遍布

的油菜花就会开成一片片花海，景色美不

胜收，吸收了充分日晒和雨露的油菜花蜂

蜜格外甘甜，味道清新怡人，冲泡时还有

花香阵阵扑鼻，是泡茶和制作甜点的最佳

小帮手，此外还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作

为回国的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绝对会是不

错的选择。

  济州岛各大超市、特产商品店

  15,000 韩元 / 瓶（1kg）

济州汉拿峰巧克力
（제주 한라봉 초콜릿）
济州柑橘甜度高，维生素营养丰富，香气

清新，被誉为韩国的“国民维生素”。济

州柑橘的周边产品也是五花八门，有柑橘

香水、柑橘马格丽米酒、柑橘巧克力等，

其中销量最好的是柑橘巧克力，口感不会

过甜，还散发出柑橘原有的淡淡清香，有

的巧克力还被制成济州岛石头爷爷的形

状，深受小朋友们的喜欢。

  济州岛各大超市、特产商品店

  5,000 韩元 /12 个（根据品牌不同价格

     会有差异）

OSULLOC 济州绿茶（제주 녹차）
韩国大部分优质茶叶都产自南部，其中济

州岛的绿茶生长条件格外优越。济州岛上

有很多天然无公害茶园，茶品种类繁多，

其中规模最大又拥有极优品质的茶叶品牌

是 OSULLOC，这是韩国第一化妆品帝

国爱茉莉太平洋旗下的著名品牌，他家有

很多绿茶结合济州樱花、柑橘、汉拿峰柑

橘等众多花草植物制成的混合花果茶，口

感清爽芳香，极受欢迎，是非常适合年轻

人口味的茶品。

  OSULLOC 济州总店、OSULLOC 各

     分店

  济州汉兰香绿茶（제주 한란향녹차）

     15,000 韩元 / 盒（10 小包）

济州岛必买美味伴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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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聪明、最接地气的出境游便携指南
由当地旅游达人带路的优质行程

必玩体验、住宿、美食、购物、交通、24Hrs 特色游玩路线
以及私享深度路线

让你的境外游玩绝不是一条平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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