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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神社に行くと、誰もがくぐる鳥居。それがある意味は？ 起源から、古代日本文化における神と鳥と
柱の関係、日本全国の風変わりな

2017年10月27日 . 佐賀，眾神庇佑的國度。會這麼覺得，是因為這趟佐賀5日遊，讓人印象
深刻的，除了職人手作的古樸陶燒，就是眾多神社「獨特」的鳥居了。 位.
2017年8月22日 . 大家到日本的神社參觀，一定有看過各式各樣的「鳥居」，代表神社的大
門，但是你知道有哪些不枉千里迢迢也必訪必看的嗎？「樂吃購！日本」尋找全國各大神

社，整理出以所在地、造型、或數量特殊值得一探究竟的鳥居，現在就一起跟著我們來看
看哪十大特殊鳥居吧！
私たちが神社にお参りをするとき、まず鳥居を目にします。鳥居は神社を表示し、また神社の神聖さ
を象徴する建造物ともいえます。鳥居は神社の内と外を分ける境に立てられ、鳥居の内は神様が
お鎮まりになる御神域として尊ばれます。また、特定の神殿（本殿）を持たず、山など自然物を御神
体、または依代（よりしろ）としてお祀りしている神社の中.
Moovit幫助你找到乘搭公共交通前往小鳥居的最佳路線，為你提供Taipei巴士, 輕鐵的最
新服務時間。
2017年12月27日 . 京都市伏見稻荷大社圖片：一直排上山的鳥居- 快來看看TripAdvisor 會
員拍攝的50152 張/部伏見稻荷大社真實照片和影片.
2017年9月26日 . 以伏見稻荷神社的地理位置來說，從大阪梅田或是京都市區坐車過來的
時間其實不會差太多，所以不論你住宿的地點是大阪或是京都，都很適合安排半天的行
程到伏見稻荷神社！！順道中午安排在【伏見稻荷神社前.街頭美食市集】享用午餐，享受
一下日式街頭小吃，也是很好的體驗參拜前洗淨手、口，再進入神社參拜是.
稻荷大社的鳥居是由千座紅色鳥居組成，似乎看不見盡頭的廊道最讓人印象深刻，幾乎
佔滿整座稻荷山，一個接一個，形成長長的隧道奇觀。 【神戶北野異人館散策】 隨著神戶
港於1867年開放，許多外國人前來日本定居，他們以母國為範本。在可以下望神戶港口風
景優美的山手北野一帶，沿波道搭建許多宛如童話城堡般的木造屋宅，再加.
出雲大社の神域の荒垣正門にたちます。この碧銅の鳥居は、寛文六(1666)年六月毛利輝元の
孫綱広の寄進になるものです。 境内のご案内. 御本殿 · 拝殿 · 神祜殿（宝物殿） · 神楽殿 · 国
造館 · 千家國造館 · 結婚式場 · おくにがえり会館 · 祖霊社 · 銅鳥居 · 摂末社 · サイトマップ ·
交通アクセス · プライバシーポリシー · リンク集 · よくあるご質問.
說到京都對我來說的第一個印象絕對是和服和一堆大大小小的神社但其中我最有興趣的
神社莫過於這裡！伏。見。稻。荷。大。社。 繼昨天一整天在大阪的奔波後，今日我們換地
點在京都奔跑（誤） 來到日本的日子，每.
廣島縣|宮島嚴島神社神之島上的浪漫與煩惱大概沒有一座神社像嚴島神社一樣,參拜前
要先看看潮汐表的,它那朱紅色的壯觀鳥居,轟立在湛藍色的海平面上,是許多人對日本最
深刻的文化印象。來說說嚴島神社的尊貴與美麗。嚴島神社是海上神社,座落在神仙居住
的宮島,距廣島市中心約二十公里,一千四百年前,島上供奉起三位海洋女神,.
2015年3月7日 . 原址重建預算二百萬年底前修復台中公園已有上百年歷史，在日治時代
曾興建神社，現今神社已不復見，神社前鳥居則是躺臥在台中公園，市長林佳龍六日前往
視察，表示會在年底前修復鳥居，預算約二百萬，讓鳥居重新站起來，重拾城市光榮感。
這是京都伏見稻荷大社的大鳥居，鳥居上方剛好有鳥群飛過，是神的使者降臨了嗎？ 前
些日子，癮士在【日本文化物語】MIYA姐的流言版上看到有人在問鳥居的問題，一時手癢
就簡單回答了一下。在搜尋資料的時候發現，國內的網路上關於神社的資料不但少，而且
抄來抄去也不出那幾篇。其中有些資料是直接翻譯某日文網站（其實資料很.
2016年12月6日 . 1.在鳥居前彎腰一鞠躬如同到別人家裡拜訪、在玄關處先打聲招呼再入
內，是一樣的道理。更何況神社是神明所在的聖域，在穿過鳥居之前，一定要先停下腳步
行一鞠躬。
2016年3月25日 . 走入千本鳥居的未知世界『伏見稻荷大社』 來到京都旅行的人，大部份一
定會到清水寺、金閣寺，還有離京都車站很近的伏見稻荷大社而在著名電影「藝妓回藝
錄」中出現後，這裡更吸引了許多外國觀光客Ma.
佐賀太良也有海上鳥居，每當退潮時大魚神社的紅色「海中鳥居」出現了，不論是搭配上
夕陽或海景，景色都超美，近期吸引許多攝影愛好者特地前來取景。而大魚神社的傳說是
在約300年前惡代官被懲罰，被當地的居民灌醉棄置島上，滿潮時島會沈沒於海中，惡代
官求助龍神，結果出現大魚相助，因此建立了「大魚神社」感謝救.
2016年11月23日 . 鳥居| 鳥居是神社的象徵，聳立於神社的入口處，主要功能為區分「人住

的地方」和「神住的地方」，鳥居以內的神社境內、屬於神明居地之地，因此在通過鳥居時、
人們要稍微鞠躬敬禮再通過，以表示對神明的尊敬。
從京都到稻荷坐JR不到10分鐘吧且一下車站就是稻荷神社大門口溜原來我們這麼近阿入
口處就有巨大的鳥居主要祭祀的則為稻荷神也就是保佑商業與農業的神明而他們時常以
狐狸的樣貌出現狐狸被視為是祂的使.
2017年1月31日 . 日前在臉書社群專頁上分享了在京都街頭散步時，時常會遇到小鳥居一
事，引發讀者朋友對於「為什麼設置小鳥居」以及「為什麼稱為鳥居」的好奇。關於後者的
由來，與一則神話故事有關，我認為挺有趣的。綜合參考了神社相關的日文書刊、日本神
話故事以及維基百科上面的資料，特地整理如下。本人並不是民俗、宗教與.
3 天前 . 幼年的小百合開心地在長長千鳥居間奔跑，為愛情許願&hellip; 穿越這道無窮盡
的鳥居，在道通的盡頭蛻變成人，她體驗到一生中最深刻的愛，正是為了愛不惜放棄一
切，成為藝妓。 電影「藝妓回憶錄.
2016年4月29日 . 稻荷大社是稻荷山的門面，大社後方的千本鳥居是最知名的景點；過了
千本鳥居，雜沓漸稀的石階沿著山路而上，才是稻荷「山」的部分。數以千計的朱紅色鳥居
蜿蜒了數百公尺的魔幻寫實，搭成一個幽邃小口，神國就在鳥居門內閃耀光芒；如在夢
中，又像是掉進了動漫或電玩的場景，是每個觀光客必定會駐足留影的.
座落於豐裡村中山路與民權街交叉路口，型狀如牌樓之建物為「鳥居」。鳥居為進入日本
神社的指標建物，也是神界和人間的劃分－當你踏進鳥居，就代表你已經進入神的世界，
所有的行為舉止都必須注意，也不可以亂講話。鳥居建材，一般均為木造型式，臺灣目前
所見鳥居，大都為水洗石（水泥），係因考量本島颱風、地震，以及海風侵蝕等.
Notice. 住京都，要去奈良玩，要把伏見稻荷插進行程裡，我沒意見。 但是住大阪，盡量不
要把伏見稻荷插進奈良的行程裡，距離很遠的。 說到京都， 我個人認為京都有幾個景點
是一定要來的 1.哲學之道(包含蹴上、南禪寺、銀閣寺) 2.金閣寺 3.清水寺(包含二年坂、三
年坂附近) 4.伏見稻荷 5.八坂神社(含圓山公園). 以上，是我認為最經典的.
鳥居是神社的象徵，聳立於神社的入口處，表明從此處開始進入神聖地帶。其基本形狀
是：用4根圓木作為兩根柱子，在上面再通過2根樑成形。最近，鳥居不使用木頭，而是使用
水泥和石頭。 鳥居的基本上所有都是這個形狀，但設計則變化多端。位於三重縣的伊勢神
宮的「神明鳥居」是最具歷史的鳥居。有些鳥居按照順序排列為一鳥居、二.
雖然日本京都有許多千年神社，但是小盛其實並沒有特別指定一定要去那間，唯讀伏見
稻荷大社是在我這次旅行前在出發前就指定一定要造訪的神社，因為伏見稻荷有著最特
別的稻荷神，也就是狐狸廟，所以非常吸引我，
2017年10月24日 . 曾到訪日本神社的人大概也會知道，參拜過程中有很多規則要遵守，但
原來禮數之嚴連步入鳥居時的動作也有講究，部份日本神社禮儀連當地人都未必清楚。
這天大叔難得跟好久不見的高中同學聚會因為老實說大叔台北還沒有很熟(? 這次就讓同
學來幫大叔帶路啦而根據同學的介紹就來到位於捷運忠孝敦化站附近的這間燒烤居酒
屋- 鳥居(家) 其實鳥居就是鳥家，只是.
沪江日语单词库提供鳥居是什么意思、鳥居的中文翻译、鳥居是什么意思及用法日语翻
译成中文、日文翻译中文、日文怎么读、日文怎么写、例句等信息，是最专业的在线日文翻
译中文网站.
2016年6月30日 . 講著名日本鳥居，除了京都伏見及繼持續人氣的宮島嚴島神社海中大鳥
居，近期熱話仲有被CNN 選為日本31 個最靚地點之一、山口縣乃隅稻成神社的123 座崖
上鳥居！其實除此之外，日本各處尚有不少沿海的鳥居絕景，出發前不妨上網搜尋一下，
可能原來絕景就在行程間不遠處！
2016年12月5日 . 漫步神的庭園：鳥居內側即為神域。走在參拜道上，務必謹守規矩，保持
平靜，並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向前走。神社是神聖的空間，也就是「聖域、神域」。到神社
參拜時，務必要遵守既定的禮儀和規矩。這些禮節和規矩執行起來一點也不困難，只要正
確理解其中含意，自然就懂得該採取什麼樣的言行舉止；一旦學會，就不會.
2015年4月23日 . 到京都很多次了，但第一次來到伏見區的伏見稻荷大社。 伏見稻荷大社

是遍及日本全國各地約四萬多所的稻荷神社之總本山，境內所擁有的「千本鳥居」聞名世
界。 整個建築以朱紅色為主，尤其是千本鳥居特別的醒目.
2016年8月3日 . 日本唯一的「埋沒鳥居」就在櫻島。所謂「埋沒鳥居」，就是鳥居被埋在火山
灰下，只剩下頭頂。 1914年的大正大噴火噴出的火山灰和輕石噴發至高空8000米，有人說
火山灰甚至飄至堪察加半島。這個位於「黑神地區」的「腹五社神社」鳥居，在「大正噴火」
後1日已經完全被火山灰覆蓋。鳥居原本高3米，後來決定挖出鳥居.
2017年8月21日 . 去東京不要再只排購物行程，身為有內涵的文青少女，也是要接受一下
文化的洗禮！說到日本的文化，不免提到他們獨特的宗教以及美麗的神社。這回要來介
紹三座位於東京，有著迷你版「千本鳥居」之稱，擁有鳥居長廊的美麗神社。女孩們！讓我
們擺脫購物狂的封號，大聲說出「拜託！去東京才不是只有逛街、血拚！」.
奉納代表跟神明祈求的願望而奉獻一座鳥居-今天就要帶大家去伏見稻荷大社來看看千
本鳥居搭乘JR 奈良線約15分搭綠色列車就有停了還沒到大社就感受到大社的氣氛了雖然
是個超大的景.
257k Posts - See Instagram photos and videos from '鳥居' hashtag.
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 小項目事典 - 鳥居の用語解説 - 神社の参道に立てて神域を示す一
種の門。その起源や語源については定説がない。基本的には2本の柱と2本の横木で構成される。
横木のうち柱上に渡すものを笠木 (かさぎ) ，柱の途中を連結するものを貫 (ぬき) ，笠木の下に重
ねる横木を島木 (し.
2017年5月30日 . 這天下國六埔里交流道就看到"鳥居"大大的廣告招牌介紹於是小玉兒就
這樣沿路依循著廣告招牌指引來到了"鳥居" △入口處就看到鳥居，讓人立馬就感受到日
式風情.
2009年3月25日 . 在日本的地圖上，就是以 來表示神社的所在地；鳥居還有. 分兩種類型，
「明神鳥居」跟「神明鳥居」，圖樣分別是，. 而接下來要介紹的伏見稻荷大社是屬於明神鳥
居，這種分法是依據. 居住者的喜好而分類的。 伏見稻荷神社是以千本鳥居為著名。只要
提到全國鳥居最多的地方. 大部份都會指向伏見稻荷神社，而全國供奉稻.
提到「朱紅色鳥居」，人們馬上就會聯想到「稻荷神社」，赤紅的色彩已深植人心。 據說原
本稻荷神社的鳥居與神殿同樣被稱為「稻荷塗」，使用朱砂來上色已成為其習俗。 諸如赤
紅、明亮、茜紅等，帶有日文「Ake」的詞彙，語感中皆帶有明亮希望之意，而這種色彩亦承
載著對於擁有生命、大地、生產力量的稻荷大神「御靈」功績的強烈信仰。
2017年5月30日 . 廣島的世界文化遺產嚴島神社的水上紅色鳥居是日本觀光的必去景點之
一。但是大家知不知道，日本的水上鳥居不只嚴島神社1個唷！這裡就為大家介紹日本全
國的水上鳥居！一、廣島-嚴島神社廣島的嚴島神社於日本全國水上鳥居中知名度首屈一
指，有1400年以上歷.
2016年11月13日 . 神社等入口處的“鳥居”，據說是區分神域與人所居住的俗世的門。通過
這道門可以祓除身上的汙穢，做好進入神域的準備。有大量鳥居的伏見稻荷大社、在海上
建鳥居的嚴島神社等等，日本因鳥居而聞名的神社數不勝數。或許是對祭祀神明的神聖
場所的思緒，創造出了如.
2017年6月15日 . 前來稻荷神社許願的人們會捐款在神境內豎立鳥居，表達對神明的敬
意，這個習俗起源於江戶時代，也使得現今的伏見稻荷大社有著數量非常驚人的鳥居，約
有一萬座左右，大大小小綿延至稻荷山上，當中以密集度最高的「千本鳥居」聞名海內外，
是必拍的定番照片，綿延看不見盡頭的鳥居好似走了進去就會到另一個.
2017年7月12日 . 去參拜神社，或者是遊覽參觀的時候，大家是否注意到神社前，猶如門一
樣的建築物呢。那就是鳥居。那為什麼神社前都建有鳥居呢？它有什麼意義呢？讓我們
一起來瞭解下日本的鳥居，以及有名或者奇特的鳥居吧。
神社鳥居的由來和習俗我們在前往日本神社時，會先通過神社前方的「鳥居」，接著走往
正殿進行參拜，那麼，這個「鳥居」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名字又是怎麼來的呢？ 「鳥居」主
要功能為區分「人住的地方」和「神住的地方」，鳥居以內的神社境內、屬於神明居地之地，
因此在通過鳥居時、我們要稍微鞠躬敬禮再通過，以表示對神明的尊敬。

Foto de Togakushi Shrine Chusha, Nagano: 鳥居 - Confira as 4.508 fotos e vídeos reais dos
membros do TripAdvisor de Togakushi Shrine Chusha.
Etymology[edit]. Compound of 鳥 (tori, “bird”) + 居 (i, “abode”). From old legends about
birds possessed by kami and sitting on tree branches. Pronunciation[edit]. Kun'yomi. (Tokyo)
とりい [tòríí] (Heiban – [0]); IPA: [to̞ɾii]. Noun[edit]. 鳥居 (hiragana とりい, rōmaji torii,
historical hiragana とりゐ). a torii: a symbolic gate to a.
2016年5月4日 . 京都景點／ 伏見稻荷大社穿越1萬多座「千本鳥居」 走進《藝伎回憶錄》場
景. 上午4:55 不羈 0 Comments. 初見伏見稻荷大社，是在電影《藝伎回憶錄》場景（似乎有
點孤陋寡聞），女主角小時候在神社內千本鳥居中奔跑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因此第一次
訪京都說什麼也要走一回。縈繞整座山頭的數萬座鳥居，就像是條看.
2017年7月8日 . 鳥居Torii 喫茶食堂(點此連結官方粉絲團) 地址:南投市埔里鎮公誠路86號
TEL:049-2991882 營業時間:中午時段11:30-14:00 晚餐時段17:30.
元乃隅稻成神社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紅色鳥居。人稱全日本最難放入香油錢的神社，其
原因是？
整條路上總共有三個鳥居,從由比之漬開始依序稱作「第一鳥居」 ˋ 「第二鳥居」和「第三鳥
居」'同時也入選為「日本道路百選」及「神奈川風景 50 選」之一。附近並有鎌倉著名的「觀
光人力車」吸引遊客的目光‵乘坐車夫拉著的人力車,用不同的速度和律動體驗古都不同的
風情,也是浸遊鎌倉不錯的選擇 0 da【all___ _l 地|眒奈川縣鎌倉市小町.
2017年1月6日 . 日本神社入口處都有設立鳥居，用來提醒人們當踏進鳥居就開始是神聖
神明居住的領域了，只要穿過了鳥居就要注意言行，小心不要大聲嬉鬧，有提醒人們要懷
有敬意的遵守神社禮儀的作用。 ---------------------------- 然後最早的鳥居出現在日本神話
「古事記」裡面， 這個可愛的日本神話是這樣的：（可以畫到日本古神的.
礁溪花鳥居民宿(原溫泉家),溫泉家民宿,溫泉家宜蘭民宿,礁溪溫泉,民宿,宜蘭民宿,宜蘭住
宿,宜蘭旅遊,宜蘭合法民宿,國民旅遊卡民宿,宜蘭旅遊資訊.
2009年7月24日 . 既然住在蘆之湖邊,就不會錯過這座已經有一千兩百多年歷史的神社,更
要去看看建立在水中的平和鳥居. 一大早吃過早餐,我們從箱根飯店check out,把行李寄放
在飯店,在飯店前搭乘箱根登山巴士到"元箱根"站.....下車走到湖邊可以看到左方遠處是
海賊船乘船處,那裡是登山巴士的前一站---"元箱根港"站, 離我們較近的.
2017年6月22日 . 這個位於日本京都市伏見區內的伏見稻荷大社，是遍及日本全國各地的
稻荷神社之總本社. 伏見稻荷大社最有名的就是「千本鳥居」，交通方式可以坐巴士、京阪
電車或JR 奈良線. 主要祀奉的是以宇迦之御魂大神為首的諸位稻荷神，自古以來就是農
業與商業的神明. 來到伏見稻荷大社，推薦可以購買各式各樣的狐狸.
今日，便來說說這個伏見稻荷大社。 本篇先不提稻荷大社本殿及歷史故事，這篇先來說說
稻荷山的尋訪之路吧！以及我超推薦一定要帶一個小鳥居回家，這可是真的去走稻荷山
才能買到呢，因為山下稻荷大社的小鳥居繪馬我覺.
2016年10月26日 . 日月潭推出，穿日本浴衣搭纜車由日月潭活動，纜車站前還有鳥居建
築，十足日本風，引發遊客兩極看法，有人認為模仿日本，半吊子，不如發展自己的特色，
有人覺得，多了景點拍照也不錯，九族文化村表示，因為日月潭與日本濱名湖締結姊妹
湖，特別推出的活動。
2017年6月12日 . 一小時前的我們，不消幾分鐘就吃完了創業百年的穴子魚弁当，雖然還
在回味醬汁的香味， 但我們就像古代人一樣，嘴角帶著滿足的飯粒，馬不停蹄繼續前往渡
船口，搭船啦～ 總共有兩種渡船口（Ｊ.
2016年6月22日 . 日本的神社多如繁星，每間神社或神宮都會有鳥居，所謂的鳥居，傳說是
連接神明居住的神域與人類居住的俗世之通道，也是神社或神宮的入口。大部份的鳥居
都是以兩根支柱與一至二根橫樑構成，而且以紅色為主，但其實只要看看資料，就能發現
不少日本特色鳥居，以下就為大家介紹其中的7 個。
呼~潔白無暇的日式鳥居，就座落在那有著美麗自然景色的國境之南~牡丹鄉.. 接續上次
的元旦連假孝親之旅(其實根本是塞車之旅，啥也沒玩到，就這唯一景點XD)，西姐繼續往

那國境之南探尋心目中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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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am. 12am. Jun 25, 2017. 8:24am. Begin. Begin. ❄. bird6bg7; All plurks. 寶鳥居之森
@bird6bg7. not stating / other. Taipei, Taiwan. 官網.
2014年4月11日 . 今天又來到弘光科技大學的後山這應該是拜訪夜景的第三間了! 要來看
看鳥居跟其他地點有什麼不同的風格『鳥居夜景咖啡』 總覺得來這邊看夜景很討厭眼前
的高壓電塔和電線.
何謂鳥居？其作用為何？ □ 日治時期的台灣歷史文物No.022 ○ 日治時期放置地：台北公
園(新公園)內○ 終戰後放置地點：二二八和平公園內○ 製造時間： ○ 古蹟等級：市定○ 所在
位置：台北市中正區二二八和平公園○ 鳥居：鳥居大都座落在日本神社前面的入口處及內
部，與參拜道上兩旁的石燈籠相互排列，非常具有東洋風味，鳥居.
2017年9月29日 . 鳥居一個人與神之間的結界一處歷史及現代的交界一段旅人與在地的浪
漫情懷就在埔里鳥居Torii 喫茶食堂一個神靈依舊庇護的好所在原台糖小公園日治遙拜所
公.
2017年8月24日 . 「伏見稻荷大社」算是京都幾大必去景點中，縱使遊客多又喧囂，我仍很
喜歡的地方，走進整排的紅色千本鳥居時，真的會覺得很震撼，覺得剛剛爬這麼久的階梯
都值得了！（提供交通方式、必買伴手禮、稻荷大社怎麼走，有什麼必看景點）
2017年10月23日 . 繼上次介紹完有關人形娃娃的淡嶋神社，我想應該也很多人想知道其他
特別的神社吧！ 這次介紹的是位於神奈川縣箱根町，蘆之湖南端的箱根神社！！這座神
社非常的特別，位處於森林中，最特別的是這邊的鳥居（とりい / TO RI I）可是位於水
上！！！！而且他有一個微微延伸的石頭路，這讓更多人可以更加地接近這個.
[20131128]距離上野車站不過2KM，根津神社沉靜的氛圍，彷彿地處深山中一般，相當適
合散步途中放空、歇歇腿。 從上野~谷中方向，往根津方向一路散步過來，如果從上野車
站直達是另一種選擇！ 顯示詳.
Also futabashira torii 二柱鳥居. A generic name for a Shinto gate *torii 鳥居, that has straight

horizontal members. The simplest type of torii comprised of four circular members: two
pillars normally set perpendicular to the ground but sometimes with slight inward incline
*uchikorobi 内転, a top lintel *kasagi 笠木, and a tie.
5 天前 . 2011人去過，308人要去伏見稻荷大社（千本鳥居） 伏見稻荷大社為日本四萬多個
稻荷神社的總社。其供奉的稻荷神，能保佑五穀豐收與生意興隆，長年香火鼎盛。因為狐
狸是稻荷神的使者，社內亦有狐狸供人敬拜。始於江戶時期傳統，人們許願捐贈的大大小
小鳥居蔚為奇觀，故也以「千本鳥居」聞名。更多資訊，請上旅行.
2017年7月8日 . 「咦？這裡竟然有鳥居！」日本境內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宮島的嚴島神社鳥
居了，但其實，在許多地方都藏著美度毫不遜色的鳥居景致。.
1914年（大正3年）の大爆発により、完全な島だった桜島と大隅半島が陸続きになりましたが、その
際埋もれてしまった鳥居です。高さ3メートルもあった腹五社神社（黒神神社）の鳥居が笠木だけ残
して埋没し、人の背丈以下になっています。その時の噴火では１ヶ月にわたって計30億トン以上もの
溶岩が噴出し、神社のあった黒神村全687戸も同時に.
2017年6月8日 . 日本人相信，鳥居是人間和天界的入口，通過了鳥居，就來到了神的領域。
日本最有名的水上鳥居，莫過於廣島的嚴島神社，每年總是吸引許多觀光客前來。但你知
道日本的水上鳥居不是只有嚴島神社嗎？
鳥居是日本神社用來區分神域與人間界的一種結界,它同時也是通往神域的「門」,歷史越
久遠的神宮或神社,其鳥居往往高聳入雲,代表著神與人的門就越寬廣,霧島神宮的地位之
崇高,從祂的鳥居可以略知一二,祂的鳥居高達 224 公尺、兩柱間隔 16 公尺,是日本第二高
的鳥居,那第一高的鳥居呢?熊野的那智大社鳥居是日本第一高,有 34 公尺.
2013年1月25日 . 【京都】數也數不完的千本鳥居。伏見稻荷大社. 這兩人也不知道在演些
什麼.... 喔！我想起來了！ 25說要試一下鏡頭 然後我想說反正是試鏡頭也就隨便他拍結
果竟然拍成痴呆狀.... 伏見稻荷是來京都錯過好幾次的景點這回總算有時間造訪通常只

要搭車超過10分鐘小露就會畫圖 我就會研究一下週圍景點喔～順道.
2017年7月15日 . 終於也輪到我來廣島看超級特別的海上鳥居啦~~ 宮島海上鳥居 是有名
的日本三景之一 日本三景最早的起源被認為是日本儒學者林春齋於1643年著作的《日本
國事跡考》， 其中一段寫到「丹後天橋立，陸奧松島，安藝嚴島，為三處奇觀」，此後此三地
變成為日本三景。 目前這段話已分別被記在三景當地的紀念碑上(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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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伏見】伏見稻荷大社╱必賞千本鳥居. 伏見-02. 京都，一位攝影人不能錯過的城市，
與其這樣說，不如說是我自己好喜歡京都！ 不知道為什麼，對於京都的歷史、建築、人文
風景都有著深刻的印象，可能受到卡通的影響？ 總之，第二次訪京都，還是一樣的喜歡，
這回一起參觀「伏見稻荷大社」. 伏見稻荷大社1. 搭乘京阪電鐵路線至伏見.
2014年2月7日 . 京都自由行必去的景點，我想，我會推薦伏見稻荷神社吧，因為那壯觀的
千本鳥居，真的特別，而且前往伏見稻荷神社的交通方式也很簡單，從京都駅..(繼續閱讀)
鳥居（鳥居，とりい）是日本神社的建築之一，傳說是連接神明居住的神域與人類居住的俗
世之通道，屬「結界」的一種。鳥居有多種形狀，但大多均以兩根支柱與一至二根橫樑構
成，部分鳥居在橫樑中央有牌匾。 目录. [隐藏]. 1 概要; 2 图片集; 3 参考资料; 4 參見; 5 外
部链接. 概要[编辑]. 鳥居的形状. 鳥居種類. A「神明鳥居（Shinmei torii）」
2016年9月8日 . 據說這裡是青森縣內祈求五穀豐收、海上安全、商賣繁盛最靈驗的神社。
更讓此處出名的還有在日式庭園中豎立的兩百多座鳥居，從遠方看去仿佛是一條長長的
紅色拱廊，蜿蜒的鳥居勾勒出一條美麗的弧線。庭園跟鳥居的組合在日本國內也相當少
見，即使是日本人也留下了「一走進就像去到了不可思議的異世界」的驚訝.
埔里新亮點，門口有著超大的鳥居，濃濃的日式風情與庭園造景，還有祈福神鼓、愛情傘、
日式神社、貨櫃屋、禪風建築，處處散發的日式風味，也是台灣僅存遙拜所。 位在埔里的
新亮點「鳥居Torii 喫茶食堂」，以.
2016年10月24日 . 日月潭纜車日前在臉書上PO一張仿日式的鳥居建築照，還有兩位女性
穿著日本浴衣，再配上「浴衣+ 日月潭纜車站+ 年輕飛揚的心= 今日我最美。」的宣傳標
語。此照片一出，卻慘遭到網友批評。日月潭纜車在這張照片中，可見兩名女性穿著日本
浴衣，但卻有穿著襪子，有網友批評，「浴衣不穿襪子的喔.下擺的位置也穿錯.
2017年5月15日 . 何時埔里隱藏著這樣日本風的地方？那一座大大的鳥居，好像真的在日
本一樣耶！ 看地址其實我心裡就有譜了，那就是以前小時候學校都會帶去郊遊的台糖副
產加工廠的公園綠地，對面就是埔里酒廠的後方；我們回去的時候就趁機順道去嘗鮮一
番，現在趕緊搶先報導這充滿濃濃日本風的新餐廳~鳥居文創餐飲。
京都市伏見稻荷大社圖片：不同鳥居的價格- 快來看看TripAdvisor 會員拍攝的50119 張/
部伏見稻荷大社真實照片和影片.
2017年5月20日 . 伏見稻荷大社最著名的景點就是千本鳥居，也是電影【藝妓回憶錄】中，
年輕的千代奔跑的地方。(2012.4.4) 2012年日本自由行回來， shine因為眼疾和腰酸背痛緣
故，所以不敢再拼命po文，因此很多.
See Tweets about #千鳥居on Twitter. See what people are saying and join the conversation.
如同金閣寺、清水寺一樣，伏見稻荷大社也是第一次來到京都的旅人必達景點。原因無
它，就是這個名聞遐邇的千本鳥居。看過藝妓.

2016年12月15日 . 鳥居”是建在神社的入口處，進入神社之前必定經過，有“鳥居”即有神
社。至於“鳥居”的意思，那是神界和人間的劃分。當你踏進“鳥居”，就代表你已經進入神的
世界，所有的行為舉止都必須注意，就好像我們跨進了廟的大門後就不可以亂講話一樣。
(有些地方可以看到樹木被白紙圍繞著，那就是代表那棵樹是神木。) 大部份.
提到日本的海上鳥居，大多人都會先想到廣島的嚴島神社，但其實在佐賀的大魚神社也
有超級夢幻的海上鳥居喔！而且這裡離車站很近，只要花個十幾分鐘就可以慢慢散步抵
達，本篇文章就要幫你整理出抵達大魚神社的各種交通方法！
鳥居, 澳門. 4724 likes · 2 talking about this. 鳥居是一間專業提供拉麵、便當、丼、刺身及壽

司，即叫即做，外賣及堂食的日本餐專門店.
台灣各地有許多日治時代遺留下來的建築遺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神社和鳥居，彷彿走
進多啦A夢的任意門，置身日本的氛圍中。
2017年8月19日 . 鳥居」（日語：torii）是日本神道信仰中一個非常特色的建築物，基本上在
每個神社中都會找到至少一座。鳥居被認為是劃分「神界」與「人界」的一道門——在進入
鳥居後，就代表是神社的領域，進入神所居住的地方。禮貌上，在進入鳥居前，都應該誠心
鞠躬告訴神明來訪；而在離開走出鳥居後，則應再鞠躬告訴神明即將離開.
Torii-Kuguru酒店在2013年7月開業，提供免費無線網絡連接、自行車出租服務和一個洗衣
店。這家無菸酒店設有一個花園和一個共用廚房，距離JR岡山站有10分鐘的步行路程。客
人可以在一個設有酒吧的共用休息室放鬆身心。.
26 Nov 2015 - 1 min - Uploaded by 李忠洲Travel／Japan (Osaka+Kyoto) 伏見稻荷大社～千
鳥居！！。大阪京都自由行 .
美式工業鄉村風設計. 近安平古堡/安平老街. 近正興商圈/花園夜市/赤崁樓. 歡迎來到主
人的家，用新的眼光，看看被遺忘的風景，穿過夢公園和典雅的市集街道。如鳥飛翔的遠
行，異地一宿的蟄居，原來譜出的是歸鄉的前奏曲!原本坐落於台南市中西區一棟屋齡近
40 年的老房子，經由有方公寓設計師潘俊元重新設計規劃，賦予新的面貌。
2014年12月23日 . 京都可以說是一個「神社之城」，具歷史價值的神社寺廟多得很，看得太
多其實會有點麻木，所以建議大家挑幾個特別的去看看，而今次介紹的很有特色，是擁有
數千個鳥居的伏見稻荷大社。 乘JR來到稻荷站，一出就是神社的入.
Fushimi Inari-taisha Shrine, Kyoto Picture: 伏見稻荷大社千本鳥居- Check out TripAdvisor

members' 50073 candid photos and videos of Fushimi Inari-taisha Shrine.
2016年4月24日 . [日本京都] 伏見稻荷大社來去千本鳥居找狐狸. (圖片截取網路). 伏見稻
荷大社. 地址：京都市伏見区深草薮之内町68. 時間：8:30〜 16:30（全年無休）. 交通：搭乘
JR奈良線至「稻荷」下車，步行約10分鐘；或搭乘京阪電車京阪本線至「伏見稻荷」下車，步
行約15分鐘.
2015年5月29日 . 最受外國遊客歡迎的旅遊景點是京都的伏見稻荷大社。根據全球最大的
旅遊社區和評論網站「TripAdvisor」所做的調查，在2014年「最受外國人歡迎的日本旅遊景
點」中，伏見稻荷大社赫然位列第一。 Share? 簡單視圖/ 列印. 穿梭在「千本鳥居」（「千本」
意思是一千座，比喻鳥居數目眾多——譯註）的外國觀光客. 「千本鳥居.
2014年3月18日 . 在京都還有一個必訪的大景點: 就是擁有數以千計的鳥居綿延山麓的伏
見稻荷大社(Fushimi Inari Taisha) 每年都會有大量的遊客、公司行號前來神社祭拜，祈求
生意興隆、交通安全從江戶時代就.
2014年7月19日 . 到底有幾座鳥居？這個問題似乎困擾著每個前來參拜的遊客，坦白說沒
有正確的答案，也沒有計算的必要性，從第一座鳥居開始，整片鳥居步道橫跨整座稻荷
山，從山下一路沿著鳥居隧道往上爬，至少要將近一個小時才會走到山頂，到了山頂又赫
然發現，連旁邊的山頭也蓋滿了鳥居。況且，隨時有個人或企業不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