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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场、大乐趣！西门市场
“大邱”，顾名思义就是高高的山丘。在这块广阔的田野上，坐落着

朝鲜三大市场之一，同时也是当今大邱规模最大的“大市场”── 西门市

场。市场占地面积34,944平米，共分5个区域，海鲜干货市场和名牌大厦等

5千多个商铺鳞次栉比。除了购物之外，这里还有很多乐趣，难怪被评选为

“2017旅游之星”。

 1区 
2层 韩服，首饰，家纺，窗帘及窗帘配件

1层 各种布料，韩服，家纺，床品，海鲜干货，坚果，肉类等

 2区    

屋顶 管理办公室，男、女休息室，哺乳室，蓝天公园   

4层 各种布料，进口高级西服，西服定制店，天然染色，女装   

3层 批零各种布料，进口高级西服，批零西服布料，户外装布料   

2层
袜子，内衣，窗帘，蕾丝，被褥，孕产用品，天然染色，户外装，

各种布料
  

1层 服装，韩服，首饰，箱包，鞋品，咖啡店，各种布料   
地下
1层 服装城，小吃城，改衣区   
地下

2～3层 停车场，自动付款机

 5区 

2层 大规模服装批发

1层 餐饮具，服饰，工艺品，瓮器，水果 
地下
1层 停车场

 东山商铺 

屋顶    

3层 服饰，首饰，箱包，鞋品

2层 服饰，时尚配件，箱包，袜子，首饰，皮草类，鞋品

1层 服饰，床品，时尚配件，首饰，幼儿用品，餐饮具，鞋品，工艺品
地下
1层 厨房用品，婚嫁用品，清洁用品

 名牌大厦    

4层 咖啡店，露台，休息区   

3层 婚嫁被褥，刺绣、编织，幸福购物（退税商店）

2层 定制女装，女包，改衣 

1层 童装，毛巾，女装，箱包，帽子，内衣

 海鲜干货店
海鲜干货，坚果类，塑料，一次性用品，肉类

 Ajin商铺 
服装及箱包配件，毛线，纱线，帽子，手套，改衣

 4区    

4层 批零各种布料，进口高级西装，批零西装布料，天然染色，裁剪室，更衣室   

3层 服装，天然染色，箱包，领带，鞋品   

2层 床品，布料，西装定制，窗帘，韩服，婚嫁用品，天然染色，刺绣、编织   

1层 工艺品，韩服，内衣，西装布料，首饰，钟表，眼镜，鞋品，家饰，日用品   
地下

1～4层 停车场

 大邱地铁3号线西门市场站3号出口

 在 东大邱站经停的公交车

   西门停车楼 

1层设有附带快递中心、休息区、幼儿

游乐场等设施的客服中心。

西门韩屋Guesthouse

共3层，1层是咖啡店，2～3层设有7间客

房，可容纳 30人。（提供早餐，晚间韩屋庭院可

作为派对场所使用）

 大邱广域市中区大场路24街26
 +82-53-424-5800 (英)   www.dmg.or.kr (中·英·日)

西门市场旅游咨询处

备有各种旅游资料，还可以通过咨询员了

解各种信息。

 白天10:00～17:00   夜间19:00～22:00（周五～日）
 +82-53-661-3288 (中·英·日)

 扶梯

 直梯

 洗手间

 哺乳室

 婴儿车租借

 物品保管箱

 自动柜员机

 休息区

 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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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不间断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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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市场一带大邱漫步旅行路线

1  庆尚监营-达城路（3.25公里，步行约需2个半小时）

大邱的历史源远流长，过去的大邱是什么样子呢？通过

这条路线您可以踏寻古老大邱──“达句伐”的源头，了解

朝鲜时代行政中心城市的面貌以及商业发展历史。 

2  庆尚监营-达城路（1.64公里/步行约需2小时）

大邱的大街小巷里还留有近代文化的痕迹，这是一条以充

满活力的近代文化为主题的路线。曾经填满独立呼声的3·1万

岁运动路，近代文化的代表作、哥特样式的桂山天主教堂，

拥有400年历史的药令市充满着韩国人的热情和智慧。

3  时尚韩方路（2.65公里，步行约需2小时）

大邱地区的韩方市场自古呈现繁荣的景象，纺织和珠宝

行业也十分发达。本路线中包括了集制造、销售位于一身的

首饰城，曾经是韩国最大药材市场的药廛一条街，大邱最繁

华的商业街──东城路，带您领略大邱绚丽多彩的风姿。

 路线  庆尚监营公园 ➡ 大邱近代历史馆 ➡ 香村洞、香村文化馆 ➡ 北城路 ➡ 钟路小学（崔济愚木） 
➡ 达西门址 ➡ 李相和故居 ➡ 三星商会旧址 ➡ 达城公园

 路线  东山青萝丘 ➡ 3.1万岁运动路 ➡ 桂山天主教堂 ➡ 李相和、徐相敦故居 ➡ 桑树巷 ➡ 药令市 
➡ 韩医药博物馆 ➡ 岭南大路 ➡ 钟路 ➡ 长巷 ➡ 华侨小学

 路线  校洞珠宝一条街  ➡ 珠宝专卖城 ➡ 东城路 ➡ 南城路药廛一条街（药令市） ➡ 西门市场

 大邱市区游之夜景路线

浪漫夜景路线，乘坐市区游巴士游览长期以来梦寐以求
的大邱景点！

 夏季（4～10月）: 新南站 ➡ 追忆金光石之路 ➡ 前山观景台 ➡ 寿城池 ➡ 新南站

 冬季（11～3月）: 新南站 ➡ 追忆金光石之路 ➡ E WORLD 83塔 ➡ 青萝丘 ➡ 新南站

 新南站2号出口市区游巴士站

 每周五、六（18:00）

 大邱市旅游协会 +82-53-627-8900

 www.daegucitytour.com   

西门市场商铺联合会  大邱广域市中区大场路26街45   +82-53-256-6341
西门市场夜市	  www.nightseom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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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品一应俱全！

各种布料和韩服不用说，还有泳

衣、户外装等功能性服装和帽子、雨

伞、箱包等配饰。除此之外还销售床

品、家饰用品和工艺品，是一个综合购

物中心。

传统韩服、
现代韩服以及各种布料应有尽有！

大邱是韩国纺织行业的中心，而

西门市场则是韩国最大规模的纺织品市

场，从各种布料到服装、配件以及韩服

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

种类繁多的碗碟和
价格合理的服饰

从婚嫁用的餐具到强调实用性的家

用碗碟以及餐厅专用餐具，这里各种餐

具应有尽有，还可以用批发价购买各种

服装。

服装、配件、
首饰商铺层出不穷！

上下5层的服装大楼，设有改衣

店，让购物的满足感更上一层楼，再加

上美食区令人食欲大振的各种美味小

吃，把快乐推向极致。

西门市场夜市西门市场夜市

韩国最大规模夜市，新颖风格令人流连忘返
是韩国最大规模的夜市，不仅有风格独特的手工艺品，还有各种美味小

吃，被称为“美食天堂”。除此之外还常年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体验活动，吸

引着各地游客。

美食天堂
西门市场被称为“美食天堂”是因为这里囊括各种

特色美食。树叶饺子、烤牛皱胃、调味鱼糕等大邱特色

美食外，还有美式烤肋骨、泰式炒河粉、香港肉干等各

国小吃和烤奶酪牛肉饼、奶油炒年糕等无国界料理。 科技+艺术
前卫的现代艺术与活力四射的市场相结合，展现出独

具风格的景象。用灯光在建筑物墙壁上展现艺术形象的媒

体立面和照亮各个商铺的媒体艺术是这里的一大亮点。

精彩演出
b-boying街舞、街头表演等精彩表演令人目不暇接。

边吃边逛边看不失为一种难得的享受，再加上虚拟现实体

验、各种现场参与体验更是趣味横生。商铺的尽头还有拍

照区，为您捕捉难以忘怀的记忆。

SEOMUN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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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食一条街
如果想正式饱餐一顿，建议您前往名牌大厦附近

的美食胡同。这里汇集了烤鱼、辣炖排骨、韩式火锅

和各种汤锅餐厅。

5  小吃一条街
西门市场处处都有路边小吃，在

购物之余品尝小吃，乐趣不言而喻。辣

炒年糕、血肠、鱼糕、紫菜卷饭等国民

小吃自不用说，还有坚果糖饼、牛肉饼

串、三角饺子等西门市场的特色小吃。

幸福购物（退税商店）

坐落于西门市场内的幸

福购物是一家退税商店，外

国游客在这里消费后可享受

即刻退税服务，韩国顾客加

入会员也能得到各种优惠。 

 09:00~19:00

买漂亮的服装配件找Ajin，
修衣改衣也到Ajin！

这里是出名的服装及配件商铺，商铺下面

的改衣胡同里汇集了改衣店和销售扣子和珠子

的小商店。

“这条美食街最近才建成，
品尝各种美食后可以再到

咖啡店坐坐。”

“性价比、心价比
两相皆宜”

物美价廉的海鲜干货
尽在这里！

这里销售海苔、海带、昆

布、干鱿鱼、干明太鱼等各种

海鲜干货，不仅商品齐全，还

物美价廉。

西门市场独有的乐趣
 拥有悠久历史的西门市场，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传统和现代共存，带给您满满的乐趣。好玩！

魅力四射

时尚潮流的服装、箱包和漂亮的厨房用品
琳琅满目！

这里汇集了男装、女装、童装、鞋帽和箱

包。这里是流行的前沿，无须移步就可以完成

个人独特的风格。大厦地下是厨房用品专区，

为消费者提供各种样式的厨具。

 东山商铺

时尚高端的环境，
还有免税店！ 

这里有名牌服装、化妆品和

韩流明星商品以及各种眼镜、帽

子、首饰等。

 名牌大厦

 海鲜干货商铺 

 Ajin商铺

1  美食城
西门市场2区地下的美食

城汇总了韩餐、西餐、中餐、

日餐以及各种小吃，手工炸猪

排、寿司、面片汤和海鲜汤尤

为出名。饱餐之后，可以随便

找一家咖啡厅，享受饭后闲暇

时光。

“筋道的面片和鲜美的汤头
十分搭配、相得益彰。”

2  刀切面一条街
西门市场1区和4区之间有很多刀切

面（面条）地摊。坐到木制长板凳上，

不到5分钟就为您盛上一碗热腾腾的面片

汤，这是将刀切面和面片混在一起煮成的

特色美食，可以按照喜好放入调味料后食

用。

营业时间 全年无休

3～11月 周一至周四以及周日（19:00～23:30），周五、六（19:00～00:00）

12～2月 周一至周四以及周日（19:00～22:30），周五、六（19:00～23:00）

1

  “新鲜的素菜和富含
营养的大麦相搭配，
营养味道两不误！”

西门市场必吃

一提到市场，小吃便是最大亮点。就连韩流明星都常常
前来西门市场品尝美味小吃。

4  大麦饭一条街
西门市场大型停车楼后侧的大麦饭

胡同里鲜香的辣椒酱味和香浓的香油味

飘香四溢。热气腾腾的大麦饭上放入各

种素菜，用香油和辣椒酱一拌，又美味

又健康 。

“辣炖排骨和清麹
酱最下饭，一碗饭

转眼就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