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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的宴會料理

宮

SURIME

慶州 鮑石亭

慶州南山慶州
傳閔哀王陵

景德王陵

新慶州站

宮廷料理與全州美味的調和 

宮
  位在韓國美食之鄉－全州的「宮」，使用湖南（意指全羅南北道）地區優

質食材與天然調味料，展現出蘊含濃厚豐富滋味的宮廷料理。「宮」在師承自

故 黃慧性老師的傳統宮廷料理中，添加屬於全州地區特有美味，其所有料理

皆使用重要無形文化財－李鳳周老師的有機器皿裝盛。「宮」位於UNESCO指定

飲食創意之都－全州的韓屋村內，讓賓客同時能擁有品嚐600年歷史的宮廷料

理與鄉土美食的雙重體驗。

www.gooong.co.kr

• 預約諮詢 +82-63-227-0844,  

         +82-63-226-0844

• 地址 全羅北道全州市完山區天蠶路337

• 交通方式 距離全州大學的正門有6分鐘的步行路程    

•�營業時間 午餐 11:30~14:30,  

         晚餐 17:30~21:00

• 公休日 農曆春節及中秋前後三天連假

主要菜單

•氣 :�120,000韓元

•地 :�200,000韓元

•流 :�240,000韓元

•雲 :�280,000韓元

•合 :�480,000韓元

※ 以上套餐均为4人份标准

千年古都呈現的宮廷美味

SURIME
  UNESCO世界文化遺產的慶州南山像屏風般圍繞著「SURIME（韓文意指人們

匯聚的山）」，「SURIME」是由朝鮮王朝宮廷料理進修者－朴美淑院長親自掌廚

的宮廷料理餐廳。僅使用SURIME農園所栽培的新鮮食材與天然調味料，除了呈

現出宮廷料理自然風味之外，還不斷致力於透過各種飲食體驗活動宣揚宮廷

料理。在「SURIME」能透過眼睛欣賞新羅王朝千年古都－慶州之美，還可品嚐享

受朝鮮王朝的美食。

主要菜單

•修鏡堂－子�:�100,000韓元

•修鏡堂－單�:�70,000韓元

•修鏡堂－品�:�55,000韓元

•修鏡堂－饌�:�35,000韓元 

•午餐特選（限平日）:�15,000韓元

慶州崔富者傳承300年的傳統手藝 

瑤石宮
  瑤石宮為新羅武烈王的女兒瑤石公主居住的宮殿，為朝鮮時代慶州的崔

富者打下了根基，此宮為崔富者的後代子孫親手經營的韓定食餐廳。瑤石宮

在2005年以後，進行了幾年的修復工程後才再次重新開幕。經過12代的後代子

孫所傳承下來的料理既可口又清爽，並且堅持所有的食材皆使用有機食材，不

添加任何的化學調味料，因此，韓國在接待國際上的重要賓客時，喜好選擇瑤

石宮的晚宴料理，招待各國的總統、總理、大使等貴賓時，做為歡迎貴賓享用

的晚餐招待，讓各國嘉賓了解美麗的韓國文化，以此作為象徵性的傳統餐廳，

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www.yosokkoong.com

• 預約諮詢 +82-54-772-3347

• 地址 慶北慶州市教村安路 19-4

• 交通方式 慶州站,

          從高速轉運站搭乘計程車５分鐘，

          從新慶州站須花15分鐘

•�營業時間 午餐 11:30~15:30

           晚餐 17:00~21:00

 •�公休日 春節, 中秋節(當日公休)

主要菜單

•半月定食 :�39,000韓元

•桂林定食 :�69,000韓元

•雁鴨定食 :�99,000韓元

•瑤石定食 :�159,000韓元

※ 以上菜單由於韓式餐點特性上之緣故，

  有可能會根據情況調整與變更。

   所有價格皆以一人為基準。(瑤石定食需四人以上點餐)

帶有大自然風味的清爽食感及幽雅的氛圍  

韓彩堂
  韓彩堂是一家結合韓國傳統及現代美感的宮廷料理專業餐廳。可以感受

到大自然風味的清爽感及幽雅的氛圍，包含著韓國風味、精心調理的高格調

宮廷料理，讓您感受到韓彩堂優雅的品格。以大自然的美及韓屋的美為重點

打造的韓彩堂，總是盡最大的心意努力呈現出健康、高貴、高尚的韓國傳統風

味料理。

www.hanchaedang.co.kr 

• 預約諮詢 +82-31-792-8880, 

          +82-31-791-8880

• 地址 京畿道河南市渼沙洞 297番地

• 交通方式 地鐵五號線上一站3號出口

           搭乘計程車、

           搭乘公車須在漕艇競技場入口

           下車後步行10分鐘

• 營業時間 午餐 11:30~15:00

           晚餐 17:00~22:00

主要菜單

•兩班桌�:�35,000韓元

•士大夫桌�:�45,000韓元

•宮廷桌�:�67,000韓元

•真味桌�:�110,000韓元

•水刺桌�:�150,000韓元

桂林森林

國立慶州
博物館

半月城

瑤石宮

宮廷的日常料理

   據史料記載，朝鮮王朝宮廷的日常料理

包括早晚餐的水刺床(御膳)、清晨的初朝

飯、中午的晝物床等不同的順序。清晨(早

上7點前)以粥搭配乾的小菜，早晚餐的御

膳則以12盤小菜加上圓盤(桌)、邊桌、煎骨

床(火鍋桌)等三張飯桌組成。飯則有白飯

及紅豆飯兩種。小菜則是利用肉類、蔬菜、

海鮮等多種食材配合不同料理方式，並準

備泡菜與醬料等。 

大圓盤

① 白飯(白水剌)

② 海帶湯(藿湯)

③ 大醬

④ 醬油

⑤ 醋醬油

⑥ 醋辣椒醬

⑦ 燒烤蔬食

⑧ 熱燒烤

⑨ 生肉片

⑩ 醬瓜

⑪ 生菜

⑫ 熟菜

⑬ 半熟蛋

⑭ 煎油花

⑮ 蝦醬

⑯ 鹹魚

⑰ 紅燒

⑱ 白切肉

⑲ 蘿蔔塊泡菜

⑳ 蝦醬汁泡菜

㉑ 鹽水蘿蔔泡菜

㉒ 燉品

㉓ 大醬湯

㉔ 蝦醬湯

小圓盤

①  紅豆飯 
(紅豆水剌)

② 精熬牛骨湯

③ 空碗

④ 空盤

⑤ 茶碗

⑥ 茶水

⑦ 茶罐

方桌盤

① 芝麻油

② 肉

③ 雞蛋

④ 蔬菜

⑤ 清湯

宮廷料理－
韓國飲食文化的
精髓

   如果說朝鮮時代是韓國王權中心開花結果的時期，那韓國傳統飲食文

化的結晶便是「宮廷料理」。宮廷料理利用各地進貢的物品，經由料理技術

出色的廚房尚宮們卓越的手藝傳承至今。

   由於當時是將各地區特產與當季新鮮食材進貢給君王，宮廷料理則是

韓國各地新鮮特殊風味與季節、年節飲食發揚光大的成果。

   宮廷料理為經由宮中尚宮與王孫們口耳相傳，並根據宮廷筵席紀錄所

傳承下來的韓國飲食文化精髓。 

   宮廷每當國王或王妃生日、花甲、世子冊封等王族喜事或外國使節訪問時

會準備宴會料理。依宴席的規模與禮序可以分為進宴、進饌、進爵、受爵等，所

有的宴會皆由都監進行規劃並準備物資，儀式的程序與呈才(宮廷歌舞)也需多

次彩排，並另外製作記錄宴會規模、種類、菜名等的膳品單子。

   呈給王族的套餐都有30~40道菜，並有用紙或綢緞所製成的床花作為裝

飾。宴會時高排床上的食物是另外準備的，國王及王族並不會食用。宴會時除

了與會的客人外，到場的樂工、舞者、士兵等也會依照地位高低備有不同的套

餐，在宴會結束後所有的食物則會分送至宗親或臣子的家。

彌沙里
賽艇場

河南綜合運動場吉洞，千戶洞

上一站

韓彩堂

水剌桌配置圖 方桌盤

小圓盤

火鍋爐

大圓盤

   宮廷料理是由從小徹底接受料理訓練的宮女們及男性廚師－熟手所準備。

全國各地會將海鮮、肉類、蔬菜、穀物等特產配合生產時節，以新鮮食材或加

工食品方式進貢至宮內，因此宮廷料理種類繁多且料理方式極富多樣化。此

外，製作料理時基於君王期許政治公平正義的理念，絕不使用外貌缺陷的蔬菜

或生鮮，僅選擇擁有端正樣貌的食材與最為美味的部分，發揮食材最極致的風

味與精髓。宮廷料理不使用刺激的辛香料，避免較鹹的盤菜及辛辣或味道較重

的菜餚等刺激性的味道，皆以食材天然清淡風味料理。

   依照如此嚴格的規矩及法則、製作過程條理嚴謹的「朝鮮王朝宮廷料理」

為國家指定重要無形文化財，自曾服侍朝鮮王朝末代兩位君王－高宗(在位時

間：1863~1907年)與純宗(在位：1907~1910年)的韓熙順(第1代技術持有者，

1889~1971年)廚房尚宮起，由黃慧性(第2代技術持有者，1920~2006年)老師

接受傳授繼承，現在則由第3代技術持有者－韓福麗(1947年~)老師與鄭吉子

(1948年~)老師接續傳承。

宮廷料理的傳承

宣廟朝諸宰慶壽宴圖

全州大學的後門

全州大學的正門

全州高中永生



 

王的御膳－ 
為您準備朝鮮王朝

六百年的美味 延續宮廷料理傳統

池花子
 〈池花子〉為韓國國家重要無形文化財第38號《朝鮮王朝宮廷料理》之技能

保有者，即故黃慧性教授的長女—韓福麗院長（第3代技能保持者）之黃慧性

大師家族所經營的宮廷料理專業餐廳，1991年於國內開業，重現韓國傳統宮廷

料理的美味。〈池花子〉提供以誠摯的心所烹煮的餐點與服務，來店用餐的韓

國.外國人皆可領略韓國卓越的飲食文化—宮廷料理的精隨。

www.jihwajafood.co.kr

• 預約諮詢 +82-2-2269-5834

• 地址 首爾市鍾路區紫霞門路125

      (鍾路區清雲洞48號)

• 交通方式 於地鐵3號線景福宮站3號出口步行20分鐘， 

　　　　　 或於地鐵景福宮站的巴士停靠站搭乘

　　　　　 1711號、7016號、7018號後，

　　　　　 於京畿商業高中站下車。

• 營業時間 午餐 11:30~15:00

           晚餐 17:30~22:00

• 公休日 農曆春節與中秋當天

主要菜單

•宮廷晚餐�:�195,000韓元

•進御別晚餐�:�150,000韓元 

•長今晚餐�:�115,000韓元

•一品料理(九折坂, 宮廷神仙爐等)�:�

           40,000~60,000韓元

體驗真正的韓國風味

韓國之家
  位於首爾市中心的「韓國之家」，為能同時享受宮廷料理、傳統藝術公

演、傳統文化體驗及傳統婚禮等韓國之美的複合文化空間，是國內外遊客不

容錯過的必訪之處。「韓國之家」的宮廷料理目前受朝鮮王朝宮廷料理技術持

有者－韓福麗監督指導，並由於各種料理競賽中屢獲大獎的「韓國之家」料理

團隊重現絕佳美味。

www.kh.or.kr

•�預約諮詢 +82-2-2266-9101

•�地址 首爾市中區退溪路36街10   

•��交通方式 地鐵3、4號線忠武路站

           3號出口，步行約3分鐘

•�營業時間 午餐 12:00~14:00 

          晚餐第1時段 17:00~18:30

          晚餐第2時段 19:00~20:30

•�公休日 每月第三週週一、農曆春節與中秋當天 

•�其他 傳統藝術公演、傳統文化體驗等  

     固定演出及體驗項目

主要菜單

•大長今定食�:�250,000韓元

•御真正餐�:�150,000韓元

•海鄰定食�:�122,000韓元

•聽雨定食�:�88,000韓元

•綠吟定食�:�68,200韓元

•午餐特選(大長今定食、迷你宮廷韓定食等)�:�

  18,000~55,000韓元

※ 宗家料理飮食知味方菜單販售中：55,000韓元

南山谷韓屋村

韓國之家

大韓
戲院

➍
➌

➋
➊

透過感官體驗宮廷料理與韓國文化

蓬萊軒
  位在玫菲爾飯店內的「蓬萊軒」宮廷料理餐廳，其建築外貌融合了宮闕的

柔和屋簷曲線與韓國五方色（黃、青、白、赤、黑共五色）的華麗丹青，完全沒

有使用鐵釘的傳統建造方式，完整呈現了韓國精美建築文化。餐廳內可見穿

著朝鮮時代宮女服飾的職員隨侍在側；富有27年經驗的韓食專門主廚，使用

飯店直營忠南禮山農場出產的當令食材及傳統方式釀製的醬料，烹煮出清新

高格調的宮廷料理。蓬萊軒不僅提供韓式料理，還有韓屋、韓服等能透過全身

感官體驗韓國傳統文化，讓賓客充分感受有如化身成為君王的高貴氣氛。

www.mayfield.co.kr 

• 預約諮詢  +82-2-2660-9020

• 地址 首爾市江西區傍花大路94   

• 交通方式 地鐵5號線、9號線、 

         機場地鐵－金浦機場站，

          搭乘飯店接駁巴士需約

           5~10分鐘

• 營業時間 午餐 12:00~15:00,  

         晚餐 18:00~22:00

• 公休日 農曆春節及中秋連假 

※ 料理照片出處 ：《Hotel Avia》月刊

主要菜單

•蓬萊�:�210,000韓元

•風樂�:�150,000韓元

•金剛�:�115,000韓元

•水剌桌套餐�:�100,000韓元

•進宴套餐�:�85,000韓元

•�季節特選（午餐定食、蘑菇石鍋拌飯套餐等）:�

���37,000~65,000韓元 

※ 價格可能因應飯店情況進行部分調整。

景福宮
昌德宮

三清閣

成均馆
大学 

三清公園

君王之父－興宣大院君所愛別莊

石坡廊
  朝鮮末代王高宗的父親為非常懂得享受當下的興宣大院君。「石坡廊」是

將興宣大院君的別莊「石坡亭」舍廊房原封不動移建之處。正如其做為權貴美

麗別莊的名聲，踏進「石坡廊」大門後，映入眼簾的即是重現朝鮮末期樣式的

庭園及三幢古意盎然的韓屋。「石坡廊」的宮廷料理使用嚴選食材與自家釀製

醬料，大幅提升其料理的精誠與氣韻，亦可同時品嚐到全國各地師傅們所釀

造的傳統酒。

www.seokparang.co.kr

•�預約諮詢 +82-2-395-2500

•�地址 首爾市鍾路區紫霞門路309   

•��交通方式 地鐵3號縣景福宮站3號出口， 

         乘車需約10分鐘   

•�營業時間 午餐 12:00~15:00, 

           晚餐 18:00~22:00

•�公休日 農曆春節及中秋連假

主要菜單

•宮廷水剌�:�160,000韓元

•石坡�:�130,000韓元

•萬歲�:�110,000韓元

•�午餐套餐（塵緣、進饌、壽福）:�

���66,000~110,000韓元

石坡廊

洗劍亭

祥明大學

洗劍亭
三岔路口

祥明大學
附設小學

  現今韓國的宮廷料理是傳承五千年歷史、歷經

數個朝代，直至朝鮮王朝才匯集而成，以最為璀璨的

面貌所呈現的結晶。

韓國觀光公社精心挑選出十間最能完整呈現並繼承

韓國飲食文化精髓－宮廷料理的餐廳，希望能讓更多

人享受宮廷料理的美味及文化。

  一國之君的膳食，是從全國各地進貢而來的特產

中，嚴選出最好的物品或是富含當令新鮮美味香氣

的優質食材，以代代相傳的料理技術精心張羅而成。

現在馬上來體驗那尊貴的美味與華麗的筵席吧！

傳統韓國美味與現代風味的結合 

大長今
  宮廷韓式料理專門店—大長今承襲了朝鮮王朝宮廷料理的傳統及韓國美

味，以現代風味重新詮釋其奧妙。

大長今採用韓國國產豆類親自醃漬的醬類與泡菜、親自製成的天然調味料，

再加上來自各知名產地的珍貴食材，烹調出充滿皇室與兩班貴族品味的傳統

美食。除此之外，本店特以韓國文化遺產螺釉漆器匠李振浩大師的蓮花島作

品、第五代鐵匠車仁揆大師的小型作品等，以及裝飾朝鮮王室御座的日月五峰

圖，將店內打造成現代式的文化空間，供來訪用餐者欣賞參觀。

www.daejanggeumkorea.com

•�預約諮詢 +82-2-3213-4534

�•�地址 首爾市松坡區新川洞奧林匹克路300

      樂天世界購物城5樓

•��交通方式 地鐵2號線、

          8號線蠶室站1、2、10、11號出口

•�營業時間 10:30~24:00 

•�公休日 全年無休

主要菜單

•午餐特選�:�宮廷香辣牛肉湯 17,000韓元

•特選定食�:�傳統調味排骨定食 29,000韓元, 

            宮廷麥黃花魚定食 33,000韓元

•傳統御膳�:（味）39,000韓元, 

           (眞）54,000韓元

•豐富韓定食�:�進饌御膳 78,000韓元, 

              進宴御膳 88,000韓元

※ 以上菜單由於韓式餐點特性上之緣故，

   有可能會根據情況調整與變更。

忠武路站

能同時享受宮廷料理的韓流文化空間

三清閣

www.samcheonggak.or.kr

• 預約諮詢 +82-2-765-3700

• 地址 首爾市城北區大使館路3   

• 交通方式 從光化門乘車需約10分鐘

          (接駁巴士運行)   

• 營業時間 10:00~22:00

• 公休日 無 

•�其他 茶禮、工藝、繪畫、 

     武藝等各種傳統文化體驗活動

主要菜單

•宮廷水剌�:�209,000韓元

•三清水剌�:�154,000韓元

•健康蔬食�:�64,900韓元

•飯桌料理�:�35,200~49,500韓元

•一品料理�:�16,500~132,000韓元

  融合了自然、藝術，且能體驗韓國傳統風姿韻味的「三清閣」，是為了7·4

南北會談所打造的歷史性場所（1972年南北韓發表南北共同聲明後，南北紅十

字代表享用晚餐之處）。因為擁有自然恩惠的美麗環境與古色古香的韓屋建

築，三清閣不僅是許多正式宴會的場所，亦為著名連續劇拍攝地。「三清閣」

的宮廷料理在保有傳統風味的同時，以現代方式重新詮釋各類菜色。古樸的

韓屋與戶外廣場亦會舉辦宴會、公演及體驗項目等，可感受各式各樣的文化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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