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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地本愿寺 

"大石头寺庙"

筑地本愿寺成立于1617年在东京的吉原地区。经过1657年的大火之后，迁至
筑地。现在的建筑物与印度的印度教风格相类似，由大田太郎于1935年设计
。曾经是五十多座寺庙的主要建筑群，筑地本愿寺被誉为日本最大的寺庙完
全由石头制成。一位着名的江户时代艺术家Hoitsu
Sakai（1761-1828）被埋葬在这里。

 +81 3 3541 1131  www.tsukijihongwanji.jp/tsukiji/
index_e.html

 3-15-1 Tsukiji, 东京

 by Taiju Muto   

爱宕神社 

"爬上斜坡"

东京的爱宕自京都着名的岚山（Mount Atago）岚山（Atago）之后命名，可
以欣赏到海湾的美景。在江户时代，它也是樱花的选择地点。要走近山坡神
殿，您必须在两套楼梯之间做出选择 - 简单而难度很大！你会发现池塘中心
的Ben神殿。另外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休息和茶点丰富的茶馆。

 +81 3 3431 0327  www.atago-jinja.com/  1-5-3 Atago, 东京

 by Daderot   

Hie神殿 

"确保宫殿的好运"

这座着名的东京神社可以追溯到1478年，最初建在江户城堡（现在的故宫）
内，是为了保护它免受敌人的侵袭。它在1659年被移到现在的地方，其作为
宫殿的守护者的角色不变。虽然外立面是微不足道的混凝土，但牌坊有猴子
的图像 -
靖国神的使者。神社博物馆还展出了曾经在三诺节游行的德川刀剑神像。

 +81 3 3581 2471  www.hiejinja.net/englis
h/index.html

 koho2@hiejinja.net  2-10-5 Nagatacho, Chiyoda
City, 东京

 by Wiiii   

靖国神社 

"神社"

这个经典的神道建筑的典范建于1869年，致力于日本的战争。日本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战败的纪念日，每年8月15日都引起了争议，当国家的高层官员来
到二战期间受到日本受害的邻国的抗议时，向死去的英雄们祈祷。靖国神社
和平的国家。当这个地方让人想起这么多的战争和悲伤时，这是一个讽刺。

 +81 3 326 8326  www.yasukuni.or.jp/  3-1-1 Kudankita,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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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enjamin Krause   

Myogonji寺庙（丰川稻荷神社） 

"禅和神道认识的地方"

禅寺和神社（致力于稻荷神社稻荷神社）在这个网站上共存。直到明治维新
，寺庙和神社正式分开为止，这种情况很常见。为了纪念江户时代的管理者
大田忠助，这里是一个小型神社。主要寺庙的两个狐狸雕像侧面，受到许多
小稻田神社的保护。

 +81 3 3408 3414  www.toyokawainari-
tokyo.jp/index.html

 1-4-7 Moto-Akasaka, 东京

 by jreysp   

东京浅草寺 

"著名的雷门"

这座引人注目的佛教寺庙东京都内最古老的寺庙，始建于公元645年，是为了
供奉观音。传说在公元628年，两兄弟在在隅田川中发现了观音像，认为是观
音显灵， 于是，人们在当地修建寺院，供奉观音。雄伟的雷门,守护金龙山
浅草寺，最著名的要数门前悬挂的那盏巨大的灯笼，远远可见黑底白边的雷
门二字，赫然醒目。再往前是仲见世商业街，这条小路两旁是各种的摊位，
出售传统工艺品和小吃。寺庙本身就是一个宏伟的景点，正殿的装饰风格非
常精致，巨大的纸灯笼挂在高耸的柱子垂下，为浅草寺增添不少气派。与一
座五重塔并列的是浅草神社，造型典雅，雕刻优美，也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
寺庙之一。原来的寺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现有的结构是最
近新增的。

 +81 3 3842 0181  www.senso-ji.jp/  2-3-1 Off Umamichi dori Street,
Asakusa, 东京

 by Kakidai   

浅草寺 

"东京最著名的寺"

传说一千年前，渡嘉敷兄弟在他们的渔网中找到了观音的雕像（观音是慈善
菩萨—可以清净人们的心灵，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幸福），因此村长就为此建
造了浅草寺。浅草寺建于1649年，另外在这个传说中出现过的三个人都同时
被封为神，因此，这里也叫做三神寺。浅草寺无疑是东京最著名的寺庙，每
年五月这里都会举行三社祭。

 +81 3 3844 1575  www.asakusajinja.jp/en/
english/

 info@asakusajinja.jp  2-3-1 Asakusa, Taito City,
东京

 by Manishprabhune   

龟户天神（Kameido Tenmangu
Shrine） 

"神社，葡萄藤和桥梁"

为了纪念菅原道真言（日本人之父天神），在福冈市设有主要的神社。然而
，龟户地方神社本身是一个受欢迎的地方参观。花园和心形池塘都很漂亮。
花园以两座传统鼓楼桥旁的紫藤树的藤蔓而闻名。

 +81 3 3681 0010  kameidotenjin.or.jp/  kameidotenjinsha25@almon
d.ocn.ne.jp

 3-6-1 Kameido, Koto City,
东京

 by Public Domain   

Imado Jinja神社 

"婚姻的力量斑点"

Imado Jinja Shrine建于1083年。这座神殿因战争和地震而遭受破坏，但每
次都重建。今井神社是一个着名的婚姻的地方，许多人想在这里找到真正的
爱的访问。这个神社是“Manekineko”的发源地，这个形象像一只被称为繁
荣和幸福的象征的猫。

 +81 3 3872 2703  imadojinja1063.crayonsite.net/  1-5-22 Imado,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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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azunori Matsuo   

花园神社 

"一个家禽节的地点"

这个稻荷神社位于新宿商业区的中心。 Hanazono家庭最初提供了他们的花园
作为这个神社的地点。之前位于伊势丹百货公司附近，神社后来搬到现在的
地盘。花坂野是不寻常的，因为它每年举行一次“鸟的节日”（tori no
ichi），这通常不会在稻荷神社庆祝。

 +81 3 3209 5265  www.hanazono-
jinja.or.jp/mt/top/

 info@hanazono-
jinja.or.jp

 5-17-3 Shinjuku, 东京

 by Kakidai   

明治神宫 

"献给明治王的神宫"

这座神社是为明治天皇和昭宪皇太后的神灵而建的，始建于1920年，位于一
座鸢尾园花园的遗址上，这座花园被认为是皇室夫妇所喜爱。明治天皇于186
7年登基，正值明治维新的鼎盛时期，将日本从封建主义中拉入现代。采用传
统流造风格，建造在一片茂密的绿色森林中，森林里有来自日本各地的一万
多棵树；这是人民捐赠的感恩之物。明治神宫古朴而优雅，隔绝城市的喧嚣
，翠绿的树荫下，使东京这座充满活力的大都市柔和起来。 附近是迷人的花
御花园，每当六月，就可以看到一片鸢尾花盛开。靖国神社的皇家宝库还展
出了加冕马车和其他一些有趣的明治皇帝和昭宪皇太后的纪念品。今天矗立
的神龛是对原物的重建，追溯到1958年，它的前身在二战期间被摧毁。

 +81 3 3379 5511  www.meijijingu.or.jp/english/ind
ex.html

 1-1 Off Metropolitan Expressway
Route Number 4, Yoyogikamizonocho,
Shinjuku Line,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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