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Guide
Map

1

3
4
5 6
2
3
4
5

1

6 2
3

5
2 4
6 5
1
2
1

6

5

5 2
1
6
1 5 34
2

4

4

Area1 海云台 &机张
4 面食家

1 朴达家

4 Umaido 长箭洞

2 海云台的人气烤牛肉店

5 饭店 Song Jung Jip

2 大吉辣烤猪肉

5 卡帕多细亚

3 汤头爽口诱人的韩式鳕鱼汤店

6 原产鲜肉

3 龟浦村面家

6 久瑞八爪鱼

2

4

Area6 光复&南浦&中央

1 桥店

4 老奶奶蚬汤

1 李家炒年糕

4 Yi Jea Mo Pizza

2 Alcheon血肠小肠火锅

5 草原河豚汤 大渊洞总店

2 百合羊肠店 (南浦店)

5 18号馄炖店

3 釜山彦阳韩式牛肉

6 宫厥韩式菜包饭

3 元祖拌粉条

6 胖子家

Area3 西面&杨亭&门岘

3

Area5 金井山城&梵鱼寺&釜山大学

1 锦绣韩式河豚汤
（总店）

Area2 南川&广安& 庆星大学

6

3
1

5

46
3

6 1 2
3

Area7 釜山站&太宗台

1 芥末生鱼片

4 OSTERIA BUBU Secondo

1 三进鱼糕(釜山站店)

4 著名的烤猪肉家常套餐食堂

2 急行庄

5 HwaJeon面店

2 新发园

5 平山屋

3 马山小肠

6 桃山

3 唐老鸭

6 常盛香

Area4 东莱&温泉场

Area8 沙下&松岛

1 三代烤猪肉店

4 元祖朝纺章鱼

1 福星饭店

4 Daetimoolgong

2 Olive Jangjak

5 铜盆炖猪肉

2 海州冷面

5 大阪

3 东云饭店

6 著名的注文津荞麦凉面

3 第一石板小肠

6 东方炸猪排

Contents
06 Area

1

海云台, 机张
锦绣韩式河豚汤
（总店）
, 海云台的人气烤牛肉店, 汤头爽口诱人的韩式鳕鱼汤店, 面食家,
饭店 Song Jung Jip, 原产鲜肉

08 Area

2

南川, 广安, 庆星大学

10

Area

3

西面, 杨亭, 门岘

12

Area

4

东莱, 温泉场

14

Area

5

金井山城, 梵鱼寺, 釜山大学

16

Area

6

光复, 南浦, 中央

18

Area

7

釜山站, 太宗台

20 Area

8

22
26
28
30

·资料提供：

桥店, Alcheon血肠小肠火锅, 釜山彦阳韩式牛肉, 老奶奶蚬汤, 草原河豚汤 大渊洞总店, 宫厥韩式菜包饭

芥末生鱼片, 急行场, 马山小肠, OSTERIA BUBU Secondo, HwaJeon面店, 桃山

三代烤猪肉店, Olive Jangjak, 东云饭店, 元祖朝纺章鱼, 铜盆炖猪肉, 著名的注文津荞麦凉面

朴达家, 大吉辣烤猪肉, 龟浦村面家, Umaido 长箭洞, 卡帕多细亚, 久瑞八爪鱼

李家炒年糕, 百合羊肠店 (南浦店), 元祖拌粉条, Yi Jea Mo Pizza, 18号馄炖店, 胖子家

SamJin 鱼饼店(釜山站店), 新发园, 唐老鸭, 著名的烤猪肉家常套餐食堂, 平山屋, 常盛香

沙下, 松岛
福星饭店, 海州冷面, 第一石板小肠, Daetimoolgong, 大阪, 东方炸猪排

釜山4大代表饮食
釜山有名的面包店 / 釜山有名的炸鸡店
釜山有名的生鱼片店 / 釜山有名的甜点咖啡馆
釜山旅游咨询处, 釜山“同一个亚洲”文化节

·供图： 釜山姐姐(www.facebook.com/bssister)

※食神是以250万使用者的评论数据与1亿2千万个访问数据为基础，提供国内与海外美食店信息的应用程序。

Area1

海云台，
机张

锦绣韩式河豚汤（总店）

汤头爽口诱人的韩式鳕鱼汤店

饭店 Song Jung Jip

人气招牌菜 | 韩式河豚清汤 10,000-35,000韩币 /

人气招牌菜 | 韩式鳕鱼汤 10,000韩币 / 鱼卵卷 6,000韩币

人气招牌菜 | 生
 紫菜包饭 2,800韩币 / 蒸饺 4,000韩币 /

河豚生鱼片
（小）60,000韩币
海云台区中洞一路四三番街23号
051-742-3600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Dalmaji-gil六十二番街28号
051-744-0238

釜山广域 海云台区松亭广鱼谷路59号

全天营业

全天营业

拥有四十六年传统的河
豚料理名店，是韩式河
豚汤店的鼻祖。餐厅所
提供的所有小菜、腌菜
及酱料都根据独家秘方
制作，可以安心食用。
咀嚼肥美鲜嫩的河豚肉
可以体验到它独一无二
的弹性，若想要喝辣一点的汤，可以加入
店家配备的酱料。若点河豚套餐的
话，可以一并尝到河豚沙拉、炖河
豚、凉拌河豚皮、炸河豚等料理。

泡菜汤面 5,000韩币

051-704-0577

该店的人气料理为鱼肉脆弹且汤头清爽可口的韩式鳕鱼
汤，其中鳕鱼清汤的白色
汤头味道鲜甜，喝起来非
常顺口，有解酒功效。“
鱼卵卷”也是该店的人气
美食之一，放入了大量颗
粒饱满的鳕鱼卵以及拥有
独特香气的苏子叶。该店
二十四小时营业，因此有
很多宿醉的人会来光顾。
喜欢鱼子的人请注意！只要额外多付一千韩币便可尝到
新鲜的鱼子了。

11:50 – 20:30

该店的面条是独家制作的，
米也是亲自捣臼的。一直坚
持现点现做的方式，虽然食
物端上桌所需时间较长，但
是可以吃到健康的饭菜。在
牛腱汤里放入泡菜和面条做
成料理又辣又爽口，很适合
与生紫菜包饭一起食用。该店的食物注重于食材原本的
味道，口味偏清淡也是一大特点。

面食家
海云台的人气烤牛肉店
人气招牌菜 | 酱
 汁牛排肉 32,000韩币 / 生牛排肉 38,000韩币 /
韩式铁板牛肉 28,000韩币

人气招牌菜 | 什
 锦海鲜炒码面 7,000韩元 /
铁板五花肉炒面 8,000韩元 / 铁板牛肉炒饭 7,000韩元

人气招牌菜 | 泡菜汤

（大份）40,000韩元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迎月路193号
051-747-4611

辣炒猪肉（大份）40,000韩元

11:30 – 21:30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海云台路608号街36号

海云台区中洞二路十番街32-10号
051-746-0033

11:00 – 22:00

该店由传统韩屋改造，
有很多的单间，可以在
比较幽静的氛围下享用
美食。该店严选食材，
只采用韩式母牛排骨
肉，最热卖料理也是炭
烤韩牛肉。未经酱料腌
制的生牛排骨肉通常会
在中午前售罄，建议提早到店。与其他店家相比，该店
的酱汁牛排烤肉可以更好的体验到上等牛排肉原有的鲜
甜口味，烤肉后可以品尝在浓郁汤头中煮食的土豆面
条，也是本店的一大特色美食。预约人数：最少六人。
点餐截止下午9点。
6 大街小巷釜山美食店

原产鲜肉

051-731-0683

10:00 – 04:00

面食家位于海云台迎
月岭，是每天宾客盈
门的人气美食店。内
部呈开放式厨房结
构，不仅美食可口，
环境也干净卫生。除

是位于釜山海云台的鲜肉美食店。店面入口侧的开放式
厨房，体现了对于清洁方面的自信与精诚。餐厅内外
总有一大帮人排
队等候。在等候

了各种铁板炒饭与铁
板炒面菜肴之外，每
桌必备的泡菜和辅佐特制酱料的切丝腌萝卜，也是这家
店的特色风味之一。招牌菜有“什锦海鲜炒码面”与“
五花肉炒面”。“什锦海鲜炒码面”使用各种海鲜熬制
而成的高汤，不仅汤味浓厚爽口，面条也劲道十足。“
五花肉炒面”中的炭烤调味五花肉，不仅肉厚细嫩，与
面条和蔬菜和谐相融，口味绝佳。店内所有菜单均可外
卖，敬请参考。

期间，还能亲自
制作煎鸡蛋并食
用。以新鲜优质
鲜肉和醇厚风味
为一绝的泡菜汤
和令人上瘾的辣
炒猪肉，是这家店的招牌菜。此外，精心制作的泡菜、
酱菜、野菜等家庭式小菜均可无限续添，非常适合饮开
胃酒，是持续广受各年龄段顾客欢迎的美食店。
海云台 & 机张 7

Area2

南川，
广安，
庆星大学

桥店
人气招牌菜 | 韩
 式炒年糕（一人份）2,600韩币 /
炸鱿鱼
（3个）3,000韩币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水营路四六四番街7号
051-625-0130

釜山彦阳韩式牛肉

草原河豚汤 大渊洞总店

人气招牌菜 | 韩式碳烤铁板牛肉 27,000韩币

人气招牌菜 | 河
 豚辣汤 银河豚 10,000韩币 / 深海河豚 18,000韩币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南川海路三三番街 8

釜山广域市南区荒岭大路四九二番街30号

051-754-1004

051-628-3935

11:00–22:00

09:00–21:30

12:00–22:00 节假日休息

用厚实的长条年糕做成的韩式炒年糕和炸鱿鱼是该店的
人气美食。将Q弹可口的年糕放入鱼饼汤内松软提味，
因呈长条状，所以需要根据个人喜好用剪刀断开来吃。
炒年糕甜辣酱偏甜而不辣，炸鱿鱼蘸炒年糕的甜辣酱味
道更美。

用酱油与大蒜调味过的韩式牛肉是该店的人气料理，与
其他韩式牛肉不同，没有多余的酱汁，直接用碳火烧
烤。因为牛肉偏薄，所以要注意火候，以免烤焦。牛肉
烤熟之后，可以和韩式白泡菜一起吃，店家免费送的韩
式泡菜汤也不容错过。

该店由父子一同经营，父亲
拥有50年日式料理的丰富
经验，儿子是釜山市第一个
持有河豚烹饪资格的厨师。
香气扑鼻的河豚辣汤、河豚
清汤、河豚生鱼片、河豚火
锅、蒸河豚、水煮河豚等，
各种河豚料理应有尽有。尤其是河豚清汤里放有豆芽，
有解酒提神的显著功效，强烈推荐。

宫厥韩式菜包饭
人气招牌菜 | 宫
 廷菜包饭 9,000韩元

Alcheon血肠小肠火锅

老奶奶蚬汤

人气招牌菜 | 血
 肠小肠火锅 11，
000韩元/份

人气招牌菜 | 韩
 式蚬肉定食 7,000韩币 / 韩式蚬浓汤 11,000韩币

釜山广域市南区龙沼路七番街 88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广南路一二零番街8号

051-612-5952

051-751-7658

11:00–21:50

点米肠大肠火锅的话，店
家会端出米肠作为小菜 ，
该店米肠味道叫人赞口不
绝。米肠都是该店当天现
做的，可以品尝到更加健
康美味的米肠。米肠大肠
火锅中放入些许芝麻粉来
提味，最后剩下的汤头用
来炒饭也是一大特色。

8 大街小巷釜山美食店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广南路一四二番街8号
051-754-6160

11:30–22:00

全天营业

该店从1950年开始
营业，清爽可口的蚬
汤以及与大酱配套的
韩式蚬盖饭也是人气
美食。点任何一种食
物，都会免费送上一
碗热腾腾的蚬汤。蚬
汤的汤底偏白，蚬肉量足，放入了韭菜提鲜，汤的味道
十分清爽且温润滋补。

该店从农家直接订购十多种新鲜时令蔬菜，其中包括芥
菜、油菜、胡萝卜、神仙草、生菜、苣菜、小白菜等。
多种蔬菜配套的韩式鸭肉包饭定食是该店的人气美食，
也有猪肉、炒章鱼、韩式牛肉等主食，可满足不同顾客
的口味。

南川 & 广安 & 庆星大学 9

Area3

西面，
杨亭，
门岘

芥末生鱼片

马山小肠

HwaJeon面店

人气招牌菜 | 泥蚶定食（人）14,000 韩币

人气招牌菜 | 小肠火锅 9,000韩元

人气招牌菜 | 温
 面 2,000韩币 / 牛肉汤饭 3，
000韩币

釜山市南区子城路148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新川大路290号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中央大路七零二番街27-4号

051-643-7972

051- 804 - 7416

051-806-2259

11:30–20:40 (休息时间 15:30 ~ 17:00)

起初是一家生鱼片料理店，后来由于泥蚶定食人气高涨变
成了泥蚶定食专卖店。该店招牌是泥蚶定食和泥蚶加酱油
生蟹定食两样，小菜包括煎鱼和热汤，菜式丰盛。泥蚶定
食可在三种烹调方式（煮泥蚶、辣拌泥蚶、特制酱拌你还
能）里任意选择一样，可无限续碗。该店不接受预约，马
路对面的大楼二层也是同一店家，空间宽敞。

15:00–24:00 每月第一、第三个周日休息

以小肠火锅闻名的马山小肠餐
厅，位于釜山釜岩洞市民公园
附近。作为釜山著名的小肠美
食店，每天都有众多客人手持
号码牌排队等候。招牌菜小肠
火锅辣爽且油腻适中，火锅内
的小肠不仅量多，而且口感筋
道，嚼劲十足。根据个人喜好，还可添加拉面或刀切面。
以实惠的价格享受丰盛一餐是这家店的一大优势。除小肠
火锅之外，章鱼小肠火锅也是人气菜单。通过添加新鲜章
鱼，使火锅的口感更佳爽口。与微辣的火锅绝配的鸡蛋卷
也是这家的特色美食，量多价廉，不容错过。

11:00–21:30 每月第一、第三周日休息

只花两千韩币就可以吃
到美味的面条，任何单
品均不超过三千韩币，
可谓是“味美价廉”。
该店的招牌是温面和牛
肉汤饭，与韩式萝卜泡
菜一起吃，非常美味。
牛肉汤饭的汤底温润
而浓醇，牛肉量足且软
嫩，放入了豆芽菜和葱
花，非常适合解酒，早上人群络绎不绝。

OSTERIA BUBU Secondo

桃山

人气招牌菜 | 湿式熟成韩牛里脊排 35,000韩元 /

人气招牌菜 | 乐天套餐

182,000韩元 / 桃山套餐 230,000韩元

意大利面套餐（午餐）15,000韩元 /
牛排套餐（午餐）35,000韩元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伽倻大路772号43层
051-810-6360

12:00–22:00 (休息时间 15:00 -18:00)

釜山市釜山镇区伽倻大路784号街46-6

急行庄

051-819-6190

人气招牌菜 | 特级韩牛拼盘

32,000 韩币 / 韩牛外脊 27,000 韩币

11:30 – 24:00 / 周日 11:30 - 22:00 (休息时间周一至周六 15:00 ~16:30)

釜山广域市 釜山镇区 西面文化路 4
051-809-2100

10:30–22:00

该店是釜山现存牛肉店中历
史最久的一家，严选一等级
韩牛肉，公开牛肉等级证书
给客人看，使客人安心食
用。肉薄且富有口感的牛胸
肉和清淡口味的牛肉生鱼片
的味道也独具一格。若点上
特级韩牛拼盘，可以一次性
尝遍牛外脊、霜降肉、隔膜
肉、牛肩肉等稀有部位。

10 大街小巷釜山美食店

位于西面乐天百货店商店后侧的美食店。摆满葡萄酒杯与葡
萄酒的店面，演绎出温馨典雅的氛围。在这里可以品尝到传
统意式料理和精品葡萄酒，是颇受情侣们欢迎的人气约会场
所。午餐套餐中，可以以实惠地价格享用每日浓汤以及意大
利面、湿式熟成牛里脊排或和牛肋眼牛排中的任意一种。将
牛肉、猪肉与鸡肉磨碎后配茄汁熬煮，最后放入烘烤的披萨
饼内食用的意式料理Putchia，是这里的人气招牌菜。

桃山是位于釜山西面乐天酒店第43层的乐天酒店日式餐
厅。不仅可以欣赏优美全景，还能享受传统日式套餐料
理“怀石料理”。在寿司柜台享用的“主厨推荐寿司”
是这里的人气菜单。由主厨制作并提供用当天最新鲜的
食材制成的寿司。此外，桃山的另一大特色是向客人推
荐用手享用寿司。这样一来，既能防止饭粒松散，还能
均匀涂抹酱油。在这里，还能以比较实惠的价格，享受
五星级酒店的精品寿司。亲切的服务态度也让人印象深
刻。空中酒吧营业至凌晨1点，敬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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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4

东莱，
温泉场

三代烤猪肉店

东云饭店

铜盆炖猪肉

人气招牌菜 | 原味烤猪肉 9,000韩币 / 酱汁烤猪肉 9,000韩币

人气招牌菜 | 海鲜辣汤面

6,000韩币 / 糖醋里脊
（小）10,000韩币

人气招牌菜 | 炖猪肉

10,000韩币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社稷北路二八番街197号

釜山广域市 东莱区 温泉场路 一一九番街 48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忠烈大路一八一番街47-5号

051-505-0388

051-556-9135

051-553-0948

12:00 – 22:00 第一个周一休息

“对食物尽心尽力，绝
不可马虎对待”是这家
店的经营哲学，令人印
象深刻。该店的招牌是
原味烤猪肉和酱汁烤猪
肉，猪肉用虎耳草腌制
过，放入梨汁增加甜
味，毫不添加人工调味
料，风味十足。

12:00–22:00 第一个周一休息

11:00 - 02:00

该店只选用韩国产的猪肉，招
牌料理为铜盆炖猪肉和炖韩
牛。猪肉挑选比较肥美的部
位，不添加刺激的调味剂，使
用辣椒粉、酱油、辣味酱油来
腌制。辣味炖猪肉没有汤底，
可自由调节辣度，吃完主食一
定要记得留点汤汁用来炒饭。
是釜山三大海鲜辣汤面店之一，海鲜辣汤面的汤底辛辣
度恰到好处，手擀面口感劲道顺滑，海鲜与猪肉满足味
蕾，给人饱足感。该店的招牌除了海鲜辣汤面以外，还
有火味炒饭以及添加柚子酱的糖醋里脊。

Olive Jangjak

著名的注文津荞麦凉面

人气招牌菜 | 精选午餐A，B 16,000韩元 /

人气招牌菜 | 荞麦凉面

6,500韩元 / 拌荞麦凉面 7,000韩元

奶油培根意大利面 12,900韩元 /
戈贡佐拉披萨 15,300韩元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温泉川路137号

元祖朝纺章鱼

051-552-3773

人气招牌菜 | 辣炒章鱼 8,000韩元

11:00 - 23:00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社稷路58号街8号
051-501-7856

10:30 - 22:00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明伦洞94号街37号

是釜山知名的火炉
披萨餐厅，曾在
《周三美食汇》节
目中入选为打烊
前必去的火炉披萨
美食店。本店坚守
Homemade方式，
通过在开放式厨房使用亲自准备的食材制作料理，加深
顾客对餐厅的信赖度。使用天然风干的午餐肉、橄榄油
以及各种香草制作料理，使顾客享用更加轻松健康的饮
食。招牌菜有加入丰盛的蘑菇、培根与新鲜芝麻菜的芝
麻菜披萨，以及用戈贡佐拉、帕尔马干酪、马苏里拉、
布拉塔等4种奶酪制作而成的风味浓厚的Quattro Formagio披萨。除了火炉披萨之外，新鲜美味的意大利面
与沙拉也是人气菜单。
12 大街小巷釜山美食店

051-555-7763

10:00 - 22:00

位于釜山东莱区厅
附近的元祖朝纺章
鱼，不仅广受当地
居民的欢迎，还曾
出演综艺节目《白
宗元的三大天王》
之章鱼篇，是公认
的章鱼美食店。在用章鱼及各种蔬菜熬制的高汤内放入
熟成调料酱而成的章鱼料理，不仅汤味醇香，新鲜肉厚
的章鱼也十分美味。根据个人喜好，可以选择章鱼鲜
虾、章鱼小肠或章鱼鲜虾小肠等各种搭配，也可单选章
鱼。将章鱼拌饭食用后，在剩下的调料汤底内加入面条
食用，其美味堪称一绝。

位于釜山社稷洞，是始于1991年的规模较大的荞麦凉
面专门店。主要菜单有荞麦凉面、拌荞麦凉面、刀切
面、年糕汤和白切肉。其中招牌菜为清凉面汤与荞麦面
条、香芝麻、紫菜粉完美结合的荞麦凉面和酸甜可口的
拌荞麦凉面，可以享受丰盛美味的一餐。这里的白切肉
也非常有名，将药膳味入味的白切肉配以鲽鱼酱食用，
其风味无以伦比。鲽鱼酱可免费续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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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5

金井山城，
梵鱼寺，
釜山大学

朴达家

龟浦村面家

卡帕多细亚

人气招牌菜 | 朴达家套餐 43,000韩元

人气招牌菜 | 龟浦村面条（普通）4,000韩元 / 双份 4,500韩元 /

人气招牌菜 | 午餐套餐 9,500韩元 / 土耳其鸡肉卷 9,500韩元

釜山广域市金井区金井路377号
051-515-9879

09:30 - 21:00

超大份 5,000韩元
釜山广域市金井区南山路35号
051-515-1751

“朴达家”位于釜山市
金井区，其历史最早可
追溯至1920年。由第
一代创始人Park Yeos o o k 奶奶以成川馆商
号开始销售狗肉汤。如
今，由其第四代后人Im
Seung-baek先生继承传统运营店面，是一家狗肉汤
专门店。“朴达家”只使用黄狗与金井山200米深的地
下夹心岩水。通过一年365天24小时全天候熬煮，完
成并出售精熬狗肉汤。本店开发的传统狗肉汤、白切狗
肉以及狗肉套餐等，深受狗肉控们的喜爱。最近，还为
不吃狗肉的顾客推出了牛肉养生汤。

大吉辣烤猪肉
人气招牌菜 | 辣椒酱烤猪肉 4,000韩元

釜山广域市金井区琴端路123-9号
051-515-5981

11:30 - 20:30

10:30 - 19:00

位于釜山南山洞的龟浦村面家，是可以品尝30年传统
匠人厨艺的面条专门店。这里的鳀鱼汤面风味绝佳，广
受周边地区居民的欢迎。因顾客较多，每到用餐时间都
要排队等候。店内只出售面条，根据量的大小价格相差
500韩元。点餐后，会提供满满一壶鳀鱼高汤，加一点
剁青阳辣椒享用，风味更佳。一碗面由微粗的龙须面加
三种装饰菜和调料酱而成。因面条微凉，加入热高汤便
会温度适中，宜于食用。

是位于釜山伊斯兰圣院附近的土耳其餐厅。内部充满了
异国风情，由土耳其主厨运营。除了比较熟悉的皮塔饼
和土耳其卷饼之外，还有各种平时无法品尝到的土耳其
料理。这里的人气菜单Dana Guvec是将牛肉与各种蔬
菜用茄汁翻炒后，用奶酪点缀的料理。与异域的名称形
成鲜明对比，其味道比较熟悉且美味。除了主食之外，
还能品尝正宗土耳其式甜点，是可以享受美食与独特体
验的釜山美食店。

釜山广域市金井区长箭路47号
051-516-4707

久瑞八爪鱼

10:00 - 22:30

Umaido 长箭洞
人气招牌菜 | 特制日式拉面 8,000韩币 / 饺子 2，
500韩币
釜山广域市金井区釜山大学路六三番街9号
051-514-8785

位于釜山大学附近，是以4,000韩元的低廉价格而闻名的
辣椒酱烤猪肉专门店。大吉辣烤猪肉是将调味猪肉进行轻
微炭烤后，放入平底锅与卷心菜等蔬菜一起炒制的料理。
因猪肉已轻微炭烤，在卷心菜发蔫的时候即可食用。辣中
带甜的烤猪肉不仅是一道不错的下饭菜，同时也是上好的
下酒菜。吃完烤猪肉后，加入米饭、香油、紫菜粉，再切
点生菜、苏子叶而成的炒饭，是不可错过的美味。
14 大街小巷釜山美食店

人气招牌菜 | 健康八爪鱼 11,000韩元 /
石锅八爪鱼套餐午餐 7,500韩元
釜山广域市金井区中央大路1841号街39号Yongjin-citytel
051-517-1555

11:30–23:00 节假日第一、第二天休息

11:00–22:00(午休 14:30 - 16:30)

该店的日式拉面面条
是手工擀制的，可额
外添加猪肉片，凉掉
的猪肉片可浸泡在拉
面汤里加热食用。拉
面可调节辣度，辣度
有一到三，可自由挑
选。汤底浓醇的日式
腌菜拉面，汤底和面条两者分别上桌，将面条适量浸泡
在汤汁后食用。

位于釜山久瑞站附近，是
以实惠的价格享受丰盛
一餐的八爪鱼料理美食
店。放入辣味调料酱与韭
菜、豆芽而成的八爪鱼料
理，不仅量多，其筋道
的口感堪称一绝。由铁板
八爪鱼、石锅饭和大酱汤组成的精选午餐“石锅八爪鱼
套餐”
，因其实惠的价格与美味，是本店的人气招牌菜。
可口的石锅饭、香浓大酱汤和饭后自制的锅巴，独具风
味。吃完八爪鱼后，即食铁板炒饭也一定不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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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6

光复，
南浦，
中央

李家炒年糕

元祖拌粉条

18号馄炖店

人气招牌菜 | 炒年糕（一人份）3,000 韩币 /

人气招牌菜 | 拌粉条 4,500韩元 / 油豆腐火锅 4,000韩元

人气招牌菜 | 馄钝

6,500韩元 / 荞麦面 6,500韩元

炸物（一人份）3,000 韩币 / 热狗 1,000 韩币
釜山广域市中区富坪一街40号
051-245-0413(订餐电话)

釜山广域市中区富平1街66-8号

釜山广域市中区BIFF广场路31号

051-254-4240

051-245-0018

10:30 - 20:30

是在富平洞市场营
业60年以上的拌
粉条专门店。在煮
熟的地瓜淀粉粉条
上，依次加入切丝
的鱼糕和腌萝卜、
焯韭菜、调料酱而
成的拌粉条，是本
店的代表菜单。咸中带辣且味道鲜香，适合在参观市场
的途中简单充饥。此外，饱含鳀鱼高汤香味与萝卜清香
的油豆腐包也是人气菜单。用胡椒与食盐调味的油豆腐
包与鱼糕，是冬季暖身之首选。除此之外，还有紫菜包
饭、乌冬面、热面条等多种菜单。

位于BIFF广场的18
号馄炖店，是拥有
60多年传统历史的
美食店。招牌菜有
以薄皮清汤之美味而
闻名的馄钝，根据个
人喜好，还可搭配乌
冬面或面条等一起享
用。此外，丰盛的牛肉、鸡蛋与甜中带咸的酱汁和谐相
融的牛肉盖饭也是本店的人气菜单。

百合羊肠店 (南浦店)

Yi Jea Mo Pizza

胖子家

人气招牌菜 | 羊肥肠

（辣味或盐烤）300克 25,000 韩币 /

人气招牌菜 | Yi Jea Mo芝士卷边披萨M 22,000韩币 /

人气招牌菜 | 菜包肉

（大份）17,000韩元 / 烤八爪鱼 12,000韩元 /

该店位于釜山金属罐市场内，以炒年糕著名，曾在《白
钟元的三大天王》美食节目中荣获炒年糕店第一名。该
店只选用天然材料制作的辣椒酱，炒年糕的味道不油
腻、酱料味醇，加热
时也拒绝用单纯的热
水，用白萝卜汁来炒
热，颇具特色。因基
本酱料非常美味，推
荐点上几块炸物一起
拌着吃。

炒饭 2个 12,000 韩币

土豆披萨M 18,000韩币

黄豆芽饭 3,000韩元

釜山广域市中区札嘎其路二三番街6号

釜山广域市中区光复中央路31号

釜山广域市中区中央大路41号街3号

051-245-0105

051-245-1478

051-246-7466

12:00–22:00 每周第一、第三个周日休息

11:00–22:00 周日休息

该店选用韩国内任实地区芝
士，是釜山颇有名气的披萨
专卖店。在肉上面撒上满满
芝士的奶油牛肉意面和芝士
脆皮披萨饼是该店的招牌美
食，浓郁的层层芝士味融入
在厚实的饼皮上，可体味到
香酥的披萨味。
拥有五十年传统，将大蒜和海盐调味的盐烤羊肠和红色
调味的辣烤羊肠是该店的招牌美食。盐烤羊肠用炭火直
接烧烤，店员将上前为客人提供烧烤服务，盐烤羊肠比
辣烤羊肠更有人气。调味肥肠一定要加点乌冬面，吃完
肥肠后的炒饭也是一大美味。
16 大街小巷釜山美食店

10:30–21:30 (春节、中秋节当天 12:00 - 21:30)

11:00 – 20:00 周日休息

11:30–22:50 每月第四周周一休息

是位于釜山中央洞的
菜包肉专门店。除菜
包肉以外的八爪鱼、
黄豆芽饭等其他菜单
也非常有名。用放入
豆腐与坚果的泡菜卷
包肉食用，其美味让
人一品难忘。鲜脆微
甜的整颗白菜泡菜与香嫩的白切肉，堪称一绝。甜辣适
中且口感鲜脆的炭烤八爪鱼，也是本店人气菜单。此
外，本店绝无仅有的碎牛肉黄豆芽饭也是人气菜单之
一。除了与酱油一起搅拌食用外，放入微辣的八爪鱼调
料也极其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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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7

釜山站，
太宗台

三进鱼糕
（釜山站店）

唐老鸭

平山屋

人气招牌菜 | 炸鱼糕

1,200 韩币 / 1箱 6,900韩元

人气招牌菜 | 即食辣炒年糕 1,500韩元 / 另加拉面、筋面 600韩元 /

人气招牌菜 | 白切肉1份

9,000韩元 / 面条 3,000韩元

釜山广域市东区中央大路206号（釜山站二楼）
070-5055-4033

06:30 - 22:30

釜山广域市影岛区南港新苗街9号
051-413-9990

最有人气的单品是六种口味的炸鱼糕，分别有芝士、虾
子、咖喱、辣椒、土豆、地瓜。其他的鱼糕都整齐摆列
在柜台上可自由挑选，亦可打包带走。该店厨房的玻璃
透明通透，顾客可随意观看鱼糕制造的全过程，放心购
买。高级手工鱼糕和鱼糕粉丝很适合当伴手礼，也可购
买到炒菜用的鱼糕片。

釜山广域市东区草梁中路26号
051-468-6255

10:00–21:00 周日休息

11:30–20:30, 周日 12:10–20:00 周四休息

是位于釜山影岛区新
仙洞的30年传统即食
辣炒年糕专门店。也
是釜山三大辣炒年糕
店之一。招牌菜有使
人上瘾的即食辣炒年
糕与甜蜜的爆米花冰激凌。在用虾、鳀鱼、昆布等海鲜
与各种蔬菜熬制的高汤内，放入由辣椒面、糖稀、食盐
等制成的甜辣调料酱作为汤底。需至少点2人份辣炒年
糕与另加材料。在两个爆米花之间放入冰激凌的爆米花
冰激凌甜点也颇有人气。本店谢绝外带食品，且不售饮
料酒水。

位于釜山站附近草
梁洞中华街，是拥
有100多年传统的
白切猪肉专门美食
店。为支援独立运
动资金而创业至
今，已流传到了第
四代。本店仅专注于白切肉与面条两个菜单。性价比超
高的平山屋白切肉，搭配本店特制“麦芽酱”，其美
味堪称一绝。采用120年技术秘诀制作的平山屋白切猪
肉，选用各种不同部位。煮熟后不但没有杂味，而且还
保留了猪皮的口感、肥肉的香味以及瘦肉的嫩香。在煮
白切肉的高汤内放入猪骨熬制而成的面条清汤香浓可
口，夏季菜单萝卜缨泡菜面也非常美味。

新发园

著名的烤猪肉家常套餐食堂

常盛香

人气招牌菜 | 肉馅饺子

5,000韩元 / 煎饺 5,000韩元

人气招牌菜 | 烤猪肉家常套餐 7,000韩元 / 猪肉锅 7,000韩元

人气招牌菜 | 煎饺（小）

6,000 韩币

釜山广域市东区大瀛路243号街62号

釜山广域市东区草梁路36号

釜山广域市东区大瀛路二四三番街29号

051-467-0177

051-464-0846

051-467-4496

11:30 - 20:00

位于釜山站对面的中华街，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中式
饼与饺子专门店。曾介绍于电视节目《白宗元的三大天
王》。招牌菜有饱含汤汁的手工肉馅饺子和香脆煎饺。
肉馅饺子的馅料由萝卜、姜、葱、猪肉制成，煎饺独
有的韭菜香味让人印象深刻。此外，油条蘸豆浆的吃法
也新鲜美味。本店还出售月饼、豆浆油条、麻花、油盐
饼、油饼、鸡蛋饼、豆沙饼等。
18 大街小巷釜山美食店

爆米花冰激凌 500韩元

24小时营业

是位于釜山草梁洞的司机食堂，俗名草梁烤猪肉家常套
餐食堂。除了司机以外，也深受普通顾客们的欢迎。内
部分上下2层，提供8种小菜，点2人份以上烤猪肉家常
套餐时赠送一份大酱汤。除了烤猪肉家常套餐之外，还
有乡村套餐、鱼糕套餐、鳕鱼汤等各种菜单。猪肉丰盛
的猪肉锅也是人气菜单。

12:00 - 21:00

位于釜山草梁唐人街，是电影《老男孩》的拍摄地点。
个大料足的煎饺是该店的第一人气美食，口感酥脆且肉
汁饱满，榨菜也非常美味。炸酱面里放入了大块的猪
肉、虾肉口感丰富且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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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下，
松岛

福星饭店

第一石板小肠

人气招牌菜 | 韩式海鲜辣汤面 6,000韩币 /

人气招牌菜 | 石板小肠火锅 9,000韩元 / 烤小肠 14,000韩元

川味海鲜辣汤面 8,000韩币
釜山广域市沙下区下新中央路 289
051-291-7834

釜山广域市沙下区洛东大路535号街4号
051-202-1137

11:00–20:00 每周二休息

是拥有35年以上传统的中餐厅。最近通过出演《白宗
元的三大天王》炒码面篇而人气大增。“福星饭店”的
炒码面以丰盛的海鲜而著名。比起火烤味和辣爽味，更
加突显海鲜高汤与原味。将面条充分浸汤后食用，才能
品尝地道的风味。

人气招牌菜 | 日式汉堡肉排

7,000韩币 /
日式煎饼 5,000韩币 / 炸土豆饼
（一个）1,000韩币
釜山广域市沙下区洛东大路34街2号
051-205-8408

是拥有33年传统与历史的釜山烤牛百叶和石板小肠火
锅专门店。共2层结构的餐厅内部宽敞且装修精简。除
了特级烤牛百叶以外，均使用韩国产韩牛等新鲜优质食
材，是值得信赖的美食店。飘香无腥味的小肠，搭配本
店特制的调料酱享用，风味更佳。本店人气招牌菜小肠
火锅辣爽适中，在吃完烧烤后食用可缓解油腻。此外，
物美价廉的小肠以及基本提供的拉面和粉条，体现着婆
婆的丰厚人情。

11:30-21:30（午休 15:00-17:00）

该店由日本人经营，是
一家日本家庭料理店。
一楼是日式酒屋的风
格，二楼是餐厅，可以
食用日式拉面、日式盖
板、咖喱、回转寿司等
美食，本店的人气招牌
是土豆炸饼和日式煎饼。 若洋白菜沙拉配着炸土豆饼
味道更佳，日式汉堡肉排也是主打招牌之一。

海州冷面

Daetimoolgong

东方炸猪排

人气招牌菜 | 平壤冷面 8,000韩币 / 咸兴冷面 8,000韩币

人气招牌菜 | 蒸安康鱼（中）28,000韩币 /

人气招牌菜 | 炸猪排

6,000韩元

釜山广域市沙下区洛东大路三二四番街5号
051-291-4841

11:30–21:00 每月第二、第四个周一休息

蒸鳕鱼头（中）28,000韩币
釜山广域市沙下区洛东大路一三五番街15号
051-203-4425

该店招牌美食是用地瓜粉制作的咸兴冷面和用麦粉制作
的平壤冷面，但也可以尝到釜山传统冷面——小麦面。
尤其地瓜粉擀出的面条口感劲道爽滑且细长，拌酱也独
具风味。水拌小麦面的汤头甜味足，有浓郁的肉香，非
常美味。

20 大街小巷釜山美食店

09:00 – 23:00 周一休息

大阪

釜山广域市西区忠武大路43
051-255-3209

10:00–21:30 每月第二、四个周日休息

12:00 - 22:00

该店以蒸安康鱼和蒸鳕鱼头闻名，香气芬芳的水芹和脆
口的豆芽摆在蒸鱼的上面，又辣又爽口。可以根据个人
喜好调节辛辣程度，各种凉拌菜和韩式传统小菜也非常
可口，酱料充足的话可以点一份土豆来一起享用。

该店招牌为炸猪排、炸鸡排、地瓜芝士炸猪排、炸牛肉
芝士排，还有二十多种美食可任君挑选。该店均选用一
等级的肉类，现点现炸的各种炸物口感酥脆，肉汁饱
满。可任食自助区内配备的通心粉、沙拉、炒年糕、拉
炒面等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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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可少的“真正釜山”之风味！

釜山4大代表饮食
釜山小麦冷面

猪肉汤饭
在用猪骨经长时间熬出的肉汤中, 放入猪肉煮熟的猪肉, 再泡上饭食用。众所
周知, 这道菜是釜山 和庆尚南道地区具代表性的本土特色菜肴。在汤泡饭里
加入辣椒粉、捣碎的调味料、虾酱、香脆的韭菜泡菜等一起吃, 一顿饭会吃得
相当饱。这道菜起源于1950年, 在韩国战争时期, 当时来釜山躲避战乱的人们
曾用来自美军部队的猪骨做成菜肴来食用。

小麦冷面是釜山本土特色菜肴之一, 这道美食是把面粉搭配上土豆、番薯淀粉等, 制作
成面条, 在把面条放入使用各种草药、蔬菜、猪腿骨等食材熬成的肉汤中, 吃起来很爽
口。据说, 韩国6.25战争时期, 从咸兴和平壤等地区的难民们到南方来短避战乱时起,
小麦冷面开始流传开来。小麦冷面的面条又筋道又软滑, 吃起来很香, 而去价格也不贵,
男女老少都喜欢。在炎热的夏日, 放入凉爽的薄冰再食用, 连心情都会变得爽起来。

内湖冷面
人气招牌菜 | 冷面、拌冷面（小份）8,000韩元
釜山广域市南区牛岩繁荣路26号街17号

宋氏三代猪肉汤饭
白切肉定食 8,000 韩币

不起眼的小巷内，却仍门庭若市，吸引着众多寻访麦面元祖

10:00 - 20:00

门店。也是釜山3大麦面店之一。在用地瓜淀粉和面粉混合

淀粉制作面团。为了面汤的醇厚口感，还使用一级母韩牛牛

而成的筋道的面条上，配以辣椒酱料和爽口高汤的麦面是本

始于1946年，至今已有70余年历史，是农林水产食品部认

骨和后鞧中肉精心熬制的高汤。本店曾出演众多电视节目，

店的代表菜单。拌麦面中会放入鳐鱼生鱼片，冷麦面则放入

证的历史最悠久的猪肉汤饭美食店。作为釜山西面猪肉汤饭

还曾介绍于许英万作家的漫画《食客》
（第135集）中。

白切肉，并附上切丝黄瓜和半颗煮鸡蛋。此外，还有另加白

新昌汤饭

能吃到元祖风味，本店还在网上出售包装制品。

加耶麦面
人气招牌菜 | 冷麦面、拌麦面 5,000韩元

人气招牌菜 | 猪肉汤饭

7,000韩元 / 白切肉家常套餐 9,000韩元
釜山广域市东区中央大路214号街3-4号
051-465-7180

切肉菜单供量少的顾客选择。为了让忙碌的现代人在家里也

24小时营业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加耶大路546号街16号
051-891-2483

10:30 - 20:00

是釜山3大麦面美食店之一加耶麦面的加耶洞总店。拥有40

饭、杂碎汤饭、牛骨汤饭、白切肉家常套餐等。由于24小

位于釜山站附近，是拥有50多年传统的猪肉汤饭专门店。

年以上历史，曾有“麦面非加耶莫属”一说。本店使用自制

时营业，因此广受周围批发市场商人们的欢迎。提供拌菜、

与普通清汤不同，本店的汤呈清褐色，起到促进食欲的作

荞麦与面粉混合而成的面条，面汤也清淡醇厚。喜欢辣味的

洋葱、辣椒等各种新鲜小菜，其中苏子叶拌韭菜是本店的特

用。并使用100%韩国产猪肉，以及长时间精心熬制的猪骨

顾客更喜欢拌麦面，而喜欢清淡汤味的顾客则偏好冷麦面，

殊美味。就汤饭食用或直接放入汤饭碗内都可，汤饭内的猪

高汤，味道清淡可口。本店的白切肉与血肠也十分有名，肥

因此两种都是本店人气菜单。具有酸、甜、辣等各种口味

肉香嫩可口，味道绝美。想要品尝更多猪肉的话，强力推荐

瘦适中的白切肉细嫩味美，內料丰盛的血肠没有一点膻味，

的调料酱让人印象深刻。虽然位于偏僻的小巷内，但100个

分别提供汤、饭和白切肉的白切肉家常套餐。

口感柔滑且味道醇正。

坐席始终全部爆满。去釜山的话，推荐一定品尝加耶麦面。

22 大街小巷釜山美食店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加耶大路483号街9-4号
051-892-3466

筋道美味的拌麦面。为了面条的筋道口感，使用面粉与地瓜

24小时营业，节假日休息

人气招牌菜 | 猪肉汤饭 6,000韩元 / 白切肉家常套餐 8,000韩元

而著名的釜山也是数一数二的人气美食店。菜单有猪肉汤

人气招牌菜 | 冷麦面、拌麦面（中份） 6,000韩元

的美食家们前来。本店代表人气菜单有清凉爽口的冷麦面和

马山食堂

是位于釜山凡一洞朝纺前街的猪肉汤饭美食店。在以猪肉汤

开琴麦面

是自1966年以来，在开琴街巷市场营业50年以上的麦面专

街的老当家，本店最大的特点是在汤饭内放入龙须面。

24小时营业，节假日休息

始于1952年，是釜山历史最悠久的麦面专门店。素有“釜
山麦面元祖”
、
“麦面发祥地”之美誉。虽然位于牛岩市场内

051-806-5722

051-631-6906

09:00 - 21:00

人气招牌菜 | 猪肉、血肠、内脏汤饭

6,000 韩币 /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西面路六八番街29号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自由平和路19

051-635-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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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莱葱饼

猪蹄冷盘

东莱葱饼的起源要追溯到朝鲜时期, 据传原先是献给君王的进贡食物。把米
粉搅拌成糊状, 再放入鸡蛋, 然后放入新鲜的小香葱和长蛸、虾、牡蛎、海虹
等各种新鲜的海鲜和蔬菜, 煎成东莱葱饼。这道菜健康味美, 是一道具代表性
的绿色健康菜肴。自朝鲜时期末年起, 这道菜开始成为普通大众们常吃的菜
肴, 如今这道菜成为了东莱地区的本土特色菜肴, 一直都深受大众的喜爱。

著名的东莱葱煎饼
人气招牌菜 | 东莱葱煎饼

12,000韩元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金刚公园路55号
051-553-5464

10:00 - 21:00 / 每月第一、第三个周一休息

曾以东莱葱煎饼美食店出演《白宗元的三大天王》电视节目，
位于金刚公园对面的东莱葱煎饼一条街。在面浆上铺一层香葱
与鱿鱼、虾、贻贝等各种海鲜与猪肉，最后打一个鸡蛋煎制
的东莱葱煎饼是本店代表人气菜单。煎出外酥里嫩的口感是重
点，微具咸味，但是蘸醋辣酱可享受另一番美味。与其他蘸酱
油的煎饼不同，东莱葱煎饼需搭配醋辣酱升级风味。香葱的
清香与海鲜风味相结合的东莱葱煎饼是马格利酒的黄金搭档。

凡一绿豆煎饼
人气招牌菜 | 绿豆煎饼

7,000韩元 / 葱煎饼 9,000韩元

东莱老奶奶葱煎饼
人气招牌菜 | 东莱葱煎饼（小）20,000韩币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明伦路九四番街 43-10号
051-552-0792

12:00 - 22:00 / 每周一休息

釜山广域市东区中央大路519号
051-646-0081

15:00 - 24:00 / 每月第一个周日休息

主营绿豆煎饼和葱煎饼的30年传统绿豆煎饼美食店。将过去
的小店铺进行了扩建，可以更加舒适的用餐。金黄色的绿豆煎

猪蹄冷盘在釜山的众多美食中首屈一指。在微辣的芥末沙司上，搭配胡萝
卜、黄瓜等各种蔬菜和海蜇一起食用，味道更佳。即使是吃不了油腻的年轻
女性，也可以借芥末沙司和蔬菜的爽口风味儿尽情享用。在猪蹄冷盘诞生的
富平洞猪蹄一条街，聚集着众多诸如此类的猪蹄餐厅。

元祖釜山猪蹄
人气招牌菜 | 猪蹄、猪蹄冷盘（中）35,000韩元
釜山广域市中区光复路17-1号
051-245-5359

10:00 - 01:00

是位于釜山南浦东猪蹄一条街的著名猪蹄美食店。主营猪蹄、
猪蹄冷盘和酱肉，是最初开发猪蹄冷盘和酱肉的餐厅。本店内
所有材料均为韩国产。本店内人气最高的是猪蹄冷盘，将猪蹄
配黄瓜、鸡蛋丝、拌菜等装饰菜一起食用，味道更佳。猪蹄冷
盘要比普通猪蹄切得更薄一些，以便制作冷盘后方便食用。赠
送的迷你猪蹄也十分美味，虽然肉不多，但口感筋道且味香，
蘸冷盘调料食用也非常美味。

红烧猪蹄
人气招牌菜 | 猪蹄（大份）40,000韩元 / 猪蹄冷盘
（大份）40,000韩元

汉阳猪蹄（南浦分店）
人气招牌菜 | 猪蹄、猪蹄冷盘（中）35,000韩元
釜山广域市中区中区路23号街13号
051-246-3039

11:30 - 00:00

釜山广域市中区光复路21-3号
051-257-2575

12:00 - 24:00

是位于富平洞猪蹄一条街入口处的猪蹄餐厅。就连基本提供的
海藻大酱汤也让人不禁想起烧酒。本店以猪蹄冷盘而闻名，普
通猪蹄也是人气菜单。选用放入韩药材与新鲜食材的韩国传统

饼，以外酥里嫩的口感而著名。绿豆的香味与猪肉相结合，提

是始于1980年的釜山猪蹄美食店。店铺呈宽敞舒适的双层结

熬制方法，煮熟后的猪蹄筋道且香嫩。将猪蹄与各种蔬菜配以

在韩式大锅盖上，撒上带有葱的面糊，放上牛肉或海鲜，用传

高了整体的风味。含有丰盛的海鲜、胡萝卜、洋葱、鸡蛋等材

构，是附近上班族们的会餐首选地。本店招牌菜猪蹄，选用桂

芥末沙司凉拌的猪蹄冷盘也别具一格。柔嫩的肉质与筋道的猪

统的方式烹调。与一般葱煎饼不同，口感犹如年糕一般松软，

料的葱煎饼也是人气菜单之一。青葱与辣椒的辣爽风味，适合

皮、大枣等纯正韩药材进行熬煮，肉质香嫩且猪皮筋道，嫩滑

皮堪称一绝，配凉拌海蜇与黄瓜一起食用，其口感与猪蹄完美

适合蘸辣椒酱吃。石锅拌饭和泥鳅鱼汤也很有人气，甜点推荐

与马格利酒一起享用。在下雨天，这里更会门庭若市，人气爆

的瘦肉与肥肉的比例适中，味道绝佳。此外，夏季优选猪蹄冷

和谐，风味十足。普通猪蹄搭配酸甜可口的荞麦凉面食用也十

南瓜米酿和韩式年糕。

棚。店内菜单可打包，敬请参考。

盘也是热气菜单，丰盛的凉拌海蜇让猪蹄的口感更升一级。

分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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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
有名的
面包店

釜山OPS面包（海云台店）

巨人炸鸡

人气招牌菜 | 泡芙 2300韩币、上课饼 1300韩币

人气招牌菜 | 原味炸鸡

16,000 韩币 /
甜辣酱炸鸡 17,000 韩币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中洞一路31号
051-747-6886

釜山广域市中区中区路四七番街34号

08:00–23:00

051-246-6079

釜山的三大人气炸鸡店之一，位于富坪市场内，在
韩式传统锅中炸出的原味炸鸡是该店的招牌美食。
此外，咖喱味炸鸡的外皮酥脆，催人食欲，与啤酒
堪称绝配。该店也有拼装炸鸡套餐，顾客可以挑选
两种口味的炸鸡。

BNC

NEW碳烤鸡肉

人气招牌菜 | 沙拉面包 4,000韩元 / 红豆蛋糕8个 12,000韩元

人气招牌菜 | 炸鸡

15,000韩币 /
甜辣酱炸鸡 16,000韩币

釜山广域市中区九德路34号街3-1号
051-245-2361

10:00 – 22:00

BNC始于1983年，是拥有30多年传统的釜山BIFF广
场附近的西饼店。曾荣获釜山代表面包征集赛大奖。店
铺规模不算大，出售100多种各式各样的面包、蛋糕、
三明治、曲奇饼干等。印有海鸥图案的煎饼、酥皮与红
豆沙美妙相融的红豆夹心蛋糕以及奶酪与木薯制成的奶
酪火锅是本店的代表菜单。此外，加入满满的黄瓜与土
豆沙拉的怀旧口味沙拉面包和利用丝柔黑巧克力制作的
卡斯提拉人气最佳。在这里，可以同时品尝到老年人喜
爱的老式面包以及年轻人喜爱的时尚西点。

白鸠堂
人气招牌菜 | Croison 4,500韩元 / 核桃法式面包 4,500韩元
釜山广域市中区中央大路81号街3号
051-465-0109

08:00–22:30 / 周六 08:00–22:00 /

周日 09:00–22:30 / 节假日 09:00–18:00

是拥有50多年历史的釜山3大面包房之一。采用了象征
釜山的海鸥商标。虽然不时髦，但是保留着昔日风味，
不由勾起人们的怀乡之情。白鸠堂主要出售麻花、打糕
甜甜圈、奶油奶酪千层酥等零食类甜品以及可乐饼、蔬
菜面包、披萨吐司等美味面包。含新鲜奶油的松软巧克
力派和内含玉米粒并用板栗糖粉点缀的Croison是本店
人气产品。店内还另外备有享用面包的坐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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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23:00 周日休息

广受欢迎的OPS面包店，最近在首尔明洞开设了分
店。该店的人气产品就是个头饱满的泡芙，皮酥且美
味的泡芙面皮里面注满了天然香草奶油，味道鲜甜且
松软，足以激起人们的食欲。名为“上课前”的卡斯
特拉蛋糕也是该店的人气产品，松软味美，适合孩子
们的口味，让人回想起“儿时上课前妈妈亲手烘焙的
卡斯特拉蛋糕”。

釜山广域市金井区金刚路三三五番街46号
051-514-3885

16:00 – 24:00 周日休息

经压力锅油炸，口感皮薄酥脆，有咖喱香和胡椒粉
香，与炸鸡是天作之合。炸鸡上面还放上0.5厘米
薄如丝绸的炸土豆片，土豆片与炸鸡的结合，是店
家的独特尝试。因该店只选用1.3公斤大的鸡肉，
分量不够的问题绝对不用担心。

釜山
有名的
炸鸡店

希望炸鸡
人气招牌菜 | 烤全鸡

15,000韩元 /
原味、调味各一半 15,000韩元
釜山市东莱区明伦路98号街94号
051-555-0073

10:00~00:30 每周一休息

始于1983年，是以“釜山3大炸鸡”之一闻名的炸
鸡店。将酸甜萝卜与卷心菜切丝后与番茄酱一起搅
拌的旧式方法让人印象深刻。香脆的原味炸鸡与微
辣的调味炸鸡人气较旺，稍微调味后油炸的酥脆鸡
胗是本店的特殊风味。另外，炸鸡挂糊中会添加咖
喱粉，油炸过程中散发的咖喱香味不仅能够去除杂
味，还能使炸鸡更美味。而且，本店的炸鸡挂糊比
较轻薄且筋道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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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名牌生鱼片店
人气招牌菜 | 生鱼片家常套餐

（1人份）33,000韩元 /
特级生鱼片家常套餐（1人份）45,000韩元
釜山广域市中区札嘎其海岸路55-1号
051-245-7617

9:00~22:00 节假日休息

札嘎其市场内的老字号釜山名牌生鱼片店，以独特的“
生鱼片家常套餐”菜单，长期受到釜山市民的爱戴。生
鱼片家常套餐顾名思义是指家常套餐中赠送生鱼片的菜
单。将大个的鲜鱼按一人份的量现切并出售。并用经过
熟成的鲜鱼生鱼片提升风味。本店最大的特点是醋辣
酱，电视节目“周三美食汇”中还将其评价为“终极醋
辣酱”。较稀且甜味略强的醋辣酱为本店绝无仅有的风
味，同时也是吸引众多顾客的一等功臣。美中不足的一
点是价格略贵，作为一顿饭难免有些负担。

SAMSAM生鱼片
人气招牌菜 | 生鱼片人均

25,000韩币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广安海边路 278
051-753-7333

釜山
有名的
生鱼片店

12:00 – 22:00 年中无休

人均消费25,000韩币可以挑选三种生鱼片（鲷鱼、比
目鱼、鲈鱼或者鲻鱼），可切成生鱼片或者做成寿司来
食用。经过调味的米饭上面放上厚实的生鱼片，若在上
面再加上凉拌蔬菜一起享用，可谓是人间美味。

人气招牌菜 | 布丁 5,000韩元 / 冰激凌 3,800韩元
釜山沙下区甘川洞10-3号

七星生鱼片店
人气招牌菜 | 角木叶鲽带骨生鱼片

（大份）50,000韩元 /
牙鮃、石斑鱼 30,000韩元
釜山市水营区广安海边路263号
051-753-3704

12:00–23:00 节假日休息

位于2楼的生鱼片店，可一览横跨广安里前海的广安大
桥。在日落时分，还能欣赏广安大桥醉人的夕阳夜景。
景色秀丽的窗边位置，会早早被客人占满。店内装修气
派且环境优美，家族集体访问釜山时值得一去。菜单有
带骨生鱼片、牙鮃、石斑鱼等各种新鲜生鱼片。与其他

10:30–21:00

咖啡馆的远景优美，可一眼瞭望釜山首选旅游地甘川文化村。适合在阳
台携一杯咖啡一起享受悠闲时光，是访问甘川文化村的游客们的必经之
地。座席主要分布于阳台，宽敞的室内和精简的设计引人瞩目。室内的
座席较少，适合享受舒适的悠闲。本店有咖啡、汽水、果昔、沙冰、
啤酒、甜品等各种菜单可供选择。可以在阳台享受美景与各种美食的
Avant Garde咖啡馆，不仅吸引着众多游客，同时也是广受当地人
喜爱的釜山热点场所。

山坡上的白色房子
人气招牌菜 | 美式咖啡 + 切块蛋糕 9,500韩元
釜山市西区岩南洞山151-2号
051-241-8862

12:00 – 00:00

位于釜山松岛岩南公园，是可以透过落地窗欣赏海景的安静且充满悠
闲的咖啡馆。有各种鲜果汁、咖啡以及红茶、菊花茶、香草茶、青梅茶
等各种茶饮料，还有芝士蛋糕等甜点、芭菲和红豆刨冰以及鸡尾酒、啤
酒和各种下酒菜，可根据个人喜好随意选择。晚上还会进行现场表演，
与夜景一起营造出优美氛围，是能让眼睛与耳朵尽情享受的咖啡馆。

烘焙咖啡的咖啡树
人气招牌菜 | 美式咖啡 2,500韩元（冰美式 3,000韩元）/
冰滴咖啡 3,500~4,000韩元
釜山广域市沙下区洛东南路1406号街5号
051-202-2814

店面不同，本店不提供基本小菜，但是生鱼片的新鲜度
与味道非常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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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
有名的
甜点
咖啡馆

Avant Garde咖啡馆

平日 08:00–21:30 / 周末 10:00–21:30

烘焙咖啡的咖啡树位于下端小学附近，是以优雅的环境与美味的咖啡
而闻名的咖啡馆。可以以实惠的价格品尝各种优质咖啡。内部用各种
小巧可爱的道具进行了装饰，营造出古典且温暖的氛围，可在温馨的
空间享受咖啡。本店人气菜单有柔滑的拿铁、醇正的美式咖啡和汽水
类、以及清凉的冰滴咖啡。店内还将冰滴咖啡瓶装（500ml）出售，
因其醇正的风味，很多人专程前来购买。

MOMOS COFFEE
人气招牌菜 | 今日咖啡 4,000韩元 / 水果茶 5,000韩元
釜山广域市金井区乌岘路20号
051-512-7036

07:30–23:00

是以精致的室内装修与咖啡、点心而出名的釜山咖啡馆。前身为4坪
大小的外卖咖啡店。其外观类似韩式餐厅。店内以低廉的价格提供每
天都不同的今日咖啡。庭园内的小型竹林让人印象深刻，在外面也设
置了座椅。咖啡馆内还有烘焙空间，可亲眼参观咖啡豆烘焙过程。亲
自烘焙的咖啡豆与亲制的面包和蛋糕，与这里的咖啡味道十分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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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旅游咨询处 Busan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韩流的全球盛典

釜山“同一个亚洲”文化节

釜山综合旅游咨询处

中区 九德路 31

051-253-8253

国际旅客码头旅游咨询处 ￼

中区 忠壮大路 24

051-465-3471

金海机场(国际航线)旅游咨询处 ￼

江西路 机场进入路 108

051-973-2800

金海机场(国内航线)旅游咨询处 ￼

江西路 机场进入路 108

051-973-4607

韩流已不再是全球的一种潮流,其已成为全球文化之一;釜山也正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性城市。今年

老圃洞旅游咨询处

金井区 中央大路 2238

051-502-7399

起,在这座全球性的城市中将举行釜山“同一 个亚洲”文化节活动。今年首次举办的釜山“同一

BEXCO国际会展中心咨询处

海云台区 APEC路 55

051-740-7399

个亚洲”文化节有望成为向世界展示韩国文化、韩流热度的超大规模韩流庆典活动。

釜山站旅游咨询处

东区 中央大路 206

051-441-6565

太宗台旅游咨询处

影岛区 展望路 316(太宗台游园地入口)

051-860-7876

昌善旅游咨询处

中区 光复中央路 3

051-242-8253

上海街旅游咨询处

东区 大荣路243街 38

051-441-3121

松亭旅游咨询处

海云台区 松亭海边路 62

051-749-5800

海云台综合旅游咨询处

海云台区 海云台海边路 264

051-749-5700

迎月路旅游咨询处 ￼

海云台区 迎月路 190

051-749-5710

广安里 U-旅游咨询处 ￼

水营区 广安海边路 219

051-610-4216

医疗观光综合咨询中心 ￼

釜山镇区 伽倻大路 785

051-818-1330

海波蓝路旅游咨询处 ￼

南区 五六岛路 137

051-607-6395

甘川文化村服务中心 ￼

沙下区甘内2路 203

051-204-1444

文化观光讲解 向游客提供关于本地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等的通 俗易懂的
讲解服务。
预订及咨询 : 釜山观光公社 051-780-2177 / 釜山广域市观光振兴课 051-888-5192

2016
ONE-ASIA
Festival

24小时旅游翻译服务1330 旅游翻译服务1330针对外国游客提供英
语、日语、汉语等旅游翻译服务。在就餐、乘坐出租车等情况下、如需要简单
的翻译服务、可拨打1330 。
I 电 话 费 I 一般电话的基本话费

I 服务时间 I 24小时

I 使用方法 I ·在釜山时,拨打1330
·在国外时,拨打82+除0以外的城市区号+1330
(例:在美国可拨打釜山服务电话82+51+1330)
·在釜山拨打非釜山地区的服务电话时,城市区号+1330

日期 : 10. 1.~10.23.

地点 : 海云台BEXCO等

咨询 : www.bof.or.kr
以“韩流与亚洲文化,在釜山感受”为主题举办的本次庆典中,除最新的韩流内容外,还可以接触到其他
亚洲各国的多样文化。主要活动有韩流明星参加演出的K-pop演唱会、人气电视剧主题曲/插曲演唱歌
手及演员一同参加的电视剧音乐演唱会,以及超越K-pop限制的New Currents演唱会等各类音乐演出,可
满足对新音乐的渴求,同时可感受亚洲各国独特音乐与文化的亚洲传统音乐演唱会也值得一看。

(例:在釜山可拨打首尔服务电话02+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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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文化观光官网

ctour.busan.go.kr

釜山广域市官博

fushan2010

釜山广域市官方微信

ID : busantour

釜山观光公社官网

bto.or.kr/ch

旅游咨询

交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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