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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場、大樂趣——西門市場
大邱的原意是「大丘」，這個廣闊的地區曾有著朝鮮時代全國第三大的市

場，今日則有大邱規模最大的「大市場」——西門市場。市場內共分為五

大區（共3萬4,944平方公尺），擁有乾魚貨市場、名牌精品購物中心等五千

餘間生意興隆的品牌店面。西門市場曾獲選為「2017 韓國觀光之星（Korea 

Tourism Awards）」，是擁有超越血拼樂趣的購物天堂。

 第一區	
2樓 韓服、飾品、居家服飾、寢具、窗簾及窗簾配件

1樓 各種布料、韓服、居家服飾、寢具、乾魚貨、堅果類、肉品等

 第二區    

頂樓 管理辦公室、男女休息室、哺乳室、空中花園	 	 	

4樓 各種布料、進口高級西裝、訂製西裝店面、天然染色、女裝装   

3樓 各種布料批發零售、進口高級西裝、西裝布料批發零售、登山服布料   

2樓
襪子、內衣、窗簾、蕾絲、棉被、產婦用品、天然染色、登山服、
各種布料 

  

1樓 淑女服飾、男裝、童裝、韓服、飾品、鞋包、咖啡廳、各種布料    

B1 服飾時尚城、美食城、衣服修改城   
B2～
B3 停車場、自助繳費機

 第五區 

2樓 大量服飾批發发

1樓 各種碗盤、服飾、各種工藝品、甕器、水果 

B1 停車場

	東山商街 

頂樓 	 	 	

3樓 服飾、飾品、皮包、鞋子

2樓 服飾、雜貨、皮包、襪子、飾品、毛皮類、鞋子

1樓 服飾、寢具、雜貨、飾品、嬰幼兒用品、碗盤、鞋子、工藝品

B1 廚房用品、結婚用品、清潔打掃用品

 幸福購物（退稅店Tax Refund Shop）    

4樓 咖啡專賣店、天台、休息區	 	 	

3樓 結婚用品、手工藝品、窗簾大型賣場

2樓 訂製女裝、淑女包、修改衣服 

1樓 童裝、毛巾、女裝、皮包、帽子、內衣 

 乾魚貨海產商場

乾魚貨海產、堅果類、塑膠用品、拋棄式用品、肉鋪

 Ajin商場	
服飾及皮包配件、毛織絲、線、帽子、手套、衣服修改

 第四區    

4樓 各種布料批發零售、進口高級西裝、西裝布料批發零售、天然染色、裁縫室、更衣室   

3樓 服飾、天然染色、皮包、領帶、鞋子   

2樓 寢具、布料、訂製西裝、窗簾、婚禮韓服綢緞貨品、天然染色、手工藝品   

1樓 工藝品、韓服、內衣、西裝布料、飾品、鐘錶、眼鏡、鞋子、裝飾小物、生活雜貨   
B1～
B4 停車場

 大邱地鐵3號線西門市場站3號出口

 途經 及 共用東大邱站的市區公車

西門立體停車場 

1樓顧客服務中心設有宅配中心、

休息區、兒童遊戲房等。

西門韓屋Guesthouse

三層樓的韓屋Guesthouse，1樓是咖啡廳，2～3

樓總共有七間房，可容納30名旅客。（提供早

餐，韓屋庭院可供舉辦夜間派對）

 大邱廣域市中區大場路24街26

 +82-53-424-5800 (英)   www.dmg.or.kr (中．英．日)

西門市場旅遊諮詢處

備有各種旅遊資訊宣傳物品，也可以透過解說人員

獲得西門市場觀光的相關資訊。

 白天10:00～17:00／晚上19:00～22:00（週五～日）

 +82-53-661-3288 (中．英．日)

 電動手扶梯

 電梯

 洗手間

 哺乳室

 嬰兒車租借

 保管置物櫃

 ATM金融提款機

 休息空間

 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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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651

滿滿歡樂不分晝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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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西門市場的大邱散步旅遊路線

1  慶尚監營公園-達城街
（3.25公里／步行需約2小時30分鐘）

有如樹大根深般開枝散葉的歷史城市——大邱，這座城市在過去又

擁有何種面貌呢？來趟多采多姿的時光之旅，追尋大邱古地名「達

句伐」的起源、朝鮮時代行政中心都市的模樣與近代產業發展等。

2  近代文化街 （1.64公里／步行需約2小時）

這條路線以留藏在大邱巷弄內充滿活力的近代文化為主題，路線

始於傳遞著殷切期盼獨立萬歲聲的3．1萬歲運動路、哥德式建築

打造的近代文化產物「桂山天主教堂」，到以400年歷史為傲的

藥令市等，從中能體會韓國人的熱情與智慧。

3  時尚韓方街 （2.65公里／步行需約2小時）

透過這條路線，能見識到自古以來韓醫市場繁榮興盛，以及紡織與

珠寶產業蓬勃發展的大邱。珠寶飾品的製作與銷售位於同一棟建築

物內，打造出一條龍式的珠寶專賣城，還有曾是韓國最大藥令市所

在的藥廛街，讓我們在大邱最繁華的東城路見識大邱的華麗。

 路線  慶尚監營公園 ➡ 大邱近代歷史館 ➡ 香村洞、香村文化館 ➡ 北城路 ➡ 鍾路小學（崔濟愚樹） ➡ 

達西門址 ➡ 李相和故居 ➡ 三星商會舊址 ➡ 達城公園

 路線  東山青蘿丘 ➡ 3．1萬歲運動路 ➡ 桂山天主教堂 ➡ 李相和・徐相教古宅 ➡ 桑樹巷 ➡ 藥令市 ➡ 

韓醫藥博物館 ➡ 嶺南大路 ➡ 鍾路 ➡ 長巷 ➡ 華僑小學

 路線  校洞珠寶街 ➡ 珠寶專賣城 ➡ 東城路 ➡ 南城路藥廛街（藥令市）➡ 西門市場

 大邱城市觀光巴士-夜景路線

搭乘城市觀光巴士遊覽長久以來受到歡迎的大邱名勝，透

過這條特別的旅遊路線欣賞更適合夜晚浪漫的景點。

 4～10月︰ 新南站 ➡ 追憶金光石路 ➡ 前山觀景臺 ➡ 壽城池 ➡ 新南站

 11～3月︰新南站 ➡ 追憶金光石路 ➡ E WORLD 83塔 ➡ 青蘿丘 ➡ 新南站

 新南站2號出口城市觀光巴士站

 週五、六（18:00）

 大邱市觀光協會 +82-53-627-8900

 www.daegucitytour.com   

西門市場商家聯合會会  大邱廣域市中區大場路26街45   +82-53-256-6341

西門市場夜市  www.nightseomun.com



第一區

第四區

第二區

第五區

應有盡有的生活雜貨

除了各種布料與韓服以外，還有泳

裝、登山服等機能性服飾，以及帽

子、雨傘、皮包等雜貨，都可以在這

裡買到。另外，這裡也有齊全的寢

具、裝飾小物、工藝品等，是座擁有

五花八門商品的綜合購物商場。

匯集了紡織布料、

傳統與現代韓服的商場

大邱是韓國紡織業中心，擁有符合其

龐大市場規模的各種紡織布料與服

飾、配件、韓服等為主所構成的商

場。 

遇見各形各色器皿及

合理價格服飾

從嫁妝用器皿到維持實用性的家庭

用、營業用器皿碗盤，幾乎可以買到

所有種類的餐具，還可以用合理的批

發價格購買各種服飾。

琳瑯滿目的服飾、

配件與飾品商店

規模達五層樓的大型時尚商場，設有

衣服修改室，進一步提升了購物滿意

度。此外，美食廣場的各種食品也增

加了逛街的樂趣。

西門市場夜市西門市場夜市

每次前往必會受到嶄新魅力吸引的韓國最大夜市
這是韓國最大的夜市，不僅能享受購買獨特手工製品的樂趣，還能大啖各種

美食，因此又有「美食天堂」的別稱。激起眾人興致的文化活動與體驗型活

動是其魅力之處。

美食天堂
西門市場又被稱為「美食天堂」，包含樹葉餃子、烤牛皺

胃、調味魚板等大邱知名美食在內，還有烤豬肋排、泰式

炒金邊粉、港式肉乾等異國美食，以及起司牛肉餅排、奶

油炒年糕等改良式美食。 潮流藝術
優秀現代藝術與生氣蓬勃的市場相得益彰，展現出全

新的藝術。還有投射在建築物外牆帶來靈感的光雕藝

術（mediafacade），以及照亮夜市攤車的精彩媒體

藝術。

動感公演
可以欣賞B-boying、街頭藝術家等精彩的演出，手裡拿著美食自在地四處觀看

表演的感覺很特別。這裡還有虛擬實境（VR, virtual reality）體驗、現場

體驗活動、攤車盡頭處的拍照區等，增添了不少樂趣。

SEOM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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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餐廳（美食）街
如果想好好享受美食飽餐一頓，推薦這條位於名牌

精品購物中心同側的美食街，這裡聚集了販賣烤

魚、辣燉排骨、火鍋、鍋物等配上可口小菜的餐

廳。 

5  小吃街
西門市場處處都有各種街頭小吃，

更增添了購物的樂趣。除了辣炒年

糕、血腸、炸物、魚板、海苔飯捲

等暢銷美食之外，還有堅果糖餅、

牛肉餅串、三角餃子等西門市場著

名小吃。

幸福購物（退税商店）

西門市場免稅店「幸福

購物」可以立即退稅給

外國遊客，韓國人只要

加入會員就能享有折扣

優惠。

 09:00~19:00

購買美麗服飾配件後，
再拿去做服飾修改

以各種服飾及服飾配件出名的商場，商場樓

下的修改巷內聚集了衣服修改店面及販售鈕

扣、裝飾用珠子等服飾配件的零售店家。

「全新開幕的美食街，
餐後可以在咖啡廳內來
杯咖啡稍作休息。」

「滿足CP值與食
品安全的各式小

吃林立。」

內含免稅店的簡約氣氛
高品質購物中心

販售在設計與品質上獲評為最高級

別的名牌服飾，還有名牌化妝品與

韓流明星品牌雜貨、眼鏡、帽子、

飾品等。 

低價販售優質乾魚貨！

匯集了海苔、海帶、昆布、

鯷魚、乾魷魚、乾明太魚等

乾魚貨海產的商場，可以

用較低廉的價格購買風味濃

郁、品質優良的乾魚貨海

產。

西門市場購物的特殊樂趣
在歷史悠久的西門市場內購物，可同時接觸到韓國的傳統與最新流行時尚。

「辣燉排骨搭配香噴
噴的清麴醬，可以配

完一碗白飯！」

魅力四射

販售提升時尚感的服飾、皮包等，還有美
麗的廚房用品！

陳列著女裝、男裝、童裝等服飾，以及鞋包

等的時尚城，能在這裡感受最新時尚潮流，

搭配出屬於自己的流行風格。另外，地下室

還販售各種廚房用品。

 東山商街铺

 名牌精品購物中心

 乾魚貨海產商場 

 Ajin商場

1  美食城
（Food court）

位於西門市場第二區地下室的美

食城，韓式、西式、日式、中

式、小吃等多樣化美食吸引眾

人駐足。尤其是手製炸豬排、

壽司、刀疙瘩、海鮮湯等最有

名，也有很多適合享受餐後甜

點的咖啡廳。

「Q彈的刀疙瘩配
上熱呼呼的香醇湯頭，

其美味令人讚不絕口！」

營業時間

3～11月 平日、週日：19:00～23:30／週五、六：19:00～24:00

12～2月 平日、週日：19:00～22:30／週五、六：19:00～23:00

1

「新鮮蔬菜遇上麥飯，
為您送來美味又健康的

禮物！」

西門市場內一定要品嚐的美食
說到市場就不能忘記享受美食的樂趣，

多位韓流明星也曾來到西門市場品嚐大邱的美食。 

4  麥飯街
麥飯街位於西門市場大型立體停車場後

方，瀰漫著香油與辣椒醬的香氣。在麥

飯上頭放入各種蔬菜與香油，用辣中帶

甜的辣椒醬拌著吃最對味。 

2  刀切麵街
西門市場第一區與第四區間聚集了許多露

天型刀切麵（麵條）攤販，坐在長長的木

頭椅子上等不到5分鐘，刀切麵混合著麵

疙瘩的刀疙瘩就端上桌了，依照個人喜好

放入調味料即可大快朵頤。

趣味十足！ 美味滿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