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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画停電対象エリア 

 

第４グループ 

【秋田県】 

横手市 

大森町猿田，大森町牛中島，大森町袴形，大森町坂部，大森町上溝，大

森町町回，大森町八沢木，大森町板井田，雄物川町字沼館，雄物川町会

塚，雄物川町今宿，雄物川町砂子田，雄物川町常野，雄物川町深井，雄

物川町西野，雄物川町造山，雄物川町造山，雄物川町大沢，雄物川町東

里，雄物川町道地，雄物川町南形，雄物川町二井山，雄物川町柏木，雄

物川町薄井，雄物川町矢神，十文字町あざ字曙町，十文字町字十五野新

田，十文字町植田，十文字町越前，十文字町海道下，十文字町源太左馬，

十文字町佐賀会，十文字町字栄町，十文字町字海道下，十文字町字十文

字，十文字町字西下，十文字町字西上，十文字町上鍋倉，十文字町植田，

十文字町西下，十文字町西原１番町，十文字町西原２番町，十文字町浅

舞，十文字町谷地新田，十文字町鼎字，十文字町宝竜１丁目，十文字町

宝竜２丁目，十文字町睦合，十文字町睦合，十文字町梨木，十文字町腕

越，十文字植田，十文字仁井田，大雄字高津野，大雄字三村，大雄字阿

気，大雄字一ノ関東，大雄字下狐塚，大雄字下田町，大雄字宮小路，大

雄字傾城塚，大雄字向，大雄字江原，大雄字高津野，大雄字根田谷地西，

大雄字桜森，大雄字四ツ屋東，大雄字耳取，大雄字上田村，大雄字西四

津屋，大雄字折橋南，大雄字田根森，大雄字福島，大雄字野崎，大雄字

野崎東，大雄字野中，大雄字六町，大雄上田村，大雄本庄道，平鹿町下

吉田，平鹿町下鍋倉，平鹿町上吉田，平鹿町浅舞，平鹿町醍醐，平鹿町

醍醐，平鹿町樽見，平鹿町中吉田，増田町戸波，増田町亀田，増田町三

又字，増田町増田，増田町八木，旭川１丁目，旭川２丁目，旭川３丁目，

安田原町，安田字ブンナ沢，安田字越廻，安田字堰端，安田字堰添，安

田字向田，安田字大台，安田字谷地岸，安田字堂山，安田字縄手添，安

田字馬場，安田字八王子，安田字八王寺，安田字樋渡，安田字柳堤，安

田谷地岸，安田堂山，安田縄手添，安本字安本，安本字下御所野，安本

字御所野，安本字中御所野，安本字中谷地，安本字南御所野，安本字尼

辺，安本字北御所野，安本字本田下，安本南御所野，羽黒町，駅前町１

１丁目，駅前町１２丁目，駅前町１３丁目，駅前町２丁目，駅前町３丁

目，駅前町６丁目，駅前町７丁目，駅南１丁目，駅南２丁目，横山町１

丁目，横山町３丁目，横山町４丁目，横山町７丁目，横手町下真山，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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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町四の口，横手町字一の口，横手町字下真山，横手町字下飛瀬，横手

町字三ノ口，横手町字上真山，横手町字大関越，横手町字六ノ口，卸町，

下境字関合，下境字荒田，下境字根田川，下境字太郎小屋，下境字大橋

脇，下境字中村，下境字日向，下境字馬場，下境字八気，下境字板小屋，

下八丁字下明永，下八丁字中明永，下八丁字南樋掛，外ノ目字下桜沢，

外ノ目字後村，外ノ目字後呂山，外ノ目字上桜沢，外ノ目字前村，外ノ

目字大谷地，金沢中野根小屋，金沢中野三貫堰，金沢中野字下矢来沢，

金沢中野字権五郎塚，金沢中野字根小屋，金沢中野字三貫堰，金沢中野

字上矢来沢，金沢中野字厨川，金沢中野字西法寺，金沢中野字青葉田，

金沢中野字長持，金沢中野字蛭沢，金沢中野字物見，金沢中野長持，金

沢本町字荒町，金沢本町字田町，金沢本町字本町，金沢本町字立石，幸

町１丁目，幸町３丁目，黒川字悪戸，黒川字一本木，黒川字浦島，黒川

字下和野，黒川字牛柳，黒川字寺村，黒川字上和野，黒川字千本野，黒

川字川原，黒川字川南，黒川字鶴巻田，黒川字田中，黒川字二本柳，黒

川字福島，黒川字余ノ目，黒川字落合，黒沢字越上，黒沢字下黒沢，黒

沢字蒲坂，黒沢字丸志田，黒沢字上ノ山，黒沢字上黒沢，黒沢字瀬野ケ

台，黒沢上黒沢，根岸町，砂子田下谷地，坂部字開，三ツ又字貝沢，三

ツ又字松沢，三ツ又字上野，三本柳字家間，三本柳字街道下，三本柳字

寺田，三枚橋１丁目，三又字甲下村，三又字松沢，三又字本田，山内黒

沢字田代沢口，山内三ツ又字甲下村，山内小松川字小松川，山内大松川

字妹平，山内大沢字下長瀞，山内土渕字軽井沢，山内土渕字菅生，山内

土渕字板井沢，山内南郷字大平，山内筏字山神，山内平野沢字相野々，

山内平野沢字武道，山内平野沢南相野々，四日町，蛇の崎町，蛇の崎町

３丁目，寿町１４丁目，寿町３丁目，寿町６丁目，寿町７丁目，寿町９

丁目，十日町字剣花，十日町字神成，十日町字西二ツ森，十日町字東二

ツ森，十日町字藤田，十日町字苗代下，十日町字剱花，十文字町越前，

十文字町佐賀会字伊賀利，十文字町字曙町，十文字町字西上，十文字町

字本町，十文字町十五野新田，十文字町上佐吉開，十文字町上鍋，十文

字町上鍋倉，十文字町植田，十文字町仁井田，十文字町谷地新田，十文

字町鼎字新処，十文字町鼎字柳原，十文字町睦合，十文字町睦合，十文

字町木下，十文字町梨木，十文字町腕越，小松川字女取，小松川字李原，

小松川字六郎台，松原町，上吉田，上吉田間内，上吉田字朴田，上吉田

字朴田西，上吉田車長根，上境字間明田，上境字館，上境字上間明田，

上境字石田，上境字大上境，上境字谷地中，上境字中悪戸，上境字登津

羅町，上境字白幡，上境字番匠田，上佐吉開，上内町，上八丁字上小屋，

上八丁字村東，上八丁字天神町，城山町，城西町，城南町，城南町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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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目，城南町１２丁目，城南町６丁目，条里１丁目，条里２丁目，条里

３丁目，新坂町，新坂町，新藤柳田字笹崎，新藤柳田字持田，新藤柳田

字新藤，新藤柳田字柳田，神明町１０丁目，神明町１３丁目，神明町２

丁目，神明町４丁目，神明町６丁目，神明町７丁目，杉沢字吉沢，杉沢

字見入野，杉沢字鍵沢，杉沢字糠塚，杉沢字上台，杉沢字谷地中，杉沢

字中杉沢，杉沢字中島，杉沢字鶴ケ首，杉沢字鶴谷地，杉沢字弥勒，杉

沢字狼の沢，杉目字街道下，杉目字七日市，杉目字前通，杉目字村後，

杉目字塚腰，杉目字堤下，杉目字二タ子下，杉目字福小屋，杉目字野中，

清水町新田字萱原，清水町新田字宮下，清水町新田字宮東，清水町新田

字郷口，清水町新田字皿川端，清水町新田字薬師前，清川町２丁目，清

川町５丁目，清川町８丁目，静町字赤口，静町字村東，静町字長田，静

町字北小屋，赤坂字郷士館，赤坂字後野，赤坂字荒沼，赤坂字上後野，

赤坂字城野岡，赤坂字仁坂，赤坂字甚吉森，赤坂字赤坂，赤坂字大沼下，

赤坂字大道向，赤坂字大道添，赤坂字沢口，赤坂字中山，赤坂字伏山，

赤坂大道添，赤川字村ノ前，赤川字野際，前郷一番町１０丁目，前郷一

番町１丁目，前郷一番町７丁目，前郷字下横山，前郷字下三枚橋，前郷

字上在家，前郷字上三枚橋，前郷字上松原，前郷字大乗院塚，前郷字大

乗院塚，前郷字東松原，前郷字兀山，前郷上在家，前郷上三枚橋，前郷

大乗院塚，前郷二番町２丁目，前郷二番町４丁目，前郷二番町７丁目，

増田伊勢堂，増田中町，増田町亀田，増田町戸波，台所町，大屋寺内字

寺村，大屋寺内字寺内，大屋寺内字漆原，大屋寺内字堀ノ内，大屋新町

鬼嵐，大屋新町牛首戸，大屋新町字鬼嵐，大屋新町字牛首戸，大屋新町

字小松原，大屋新町字新町，大屋新町字大平，大屋新町字中野，大屋新

町字中里，大屋新町字堂ノ前，大屋新町字白坂，大屋新町字仏ケ沢，大

屋新町字平林，大屋新町字法竜，大屋新町大平，大屋新町中野，大屋新

町中里，大屋新町平林，大松川字下松川，大松川字下垂，大松川字松川，

大松川字上松川，大松川字上台，大松川字霜焼野，大松川字日影，大松

川字落合，大松川上台，大森町字佐渡，大森町字持向，大森町字真山，

大森町字菅生田，大森町字西中島，大森町字西野，大森町字大森，大森

町字大中島，大森町字中島，大森町字町廻，大森町字町田，大森町字東

中島，大森町字湯ノ島，大森字峠町頭，大森町猿田，大森町袴形，大森

町坂部金井神，大森町十日町，大森町上溝，大森町大森，大森町大中島，

大森町八沢木，大森町板井田，大水戸町１丁目，大水戸町２丁目，大水

戸町３丁目，大沢下片倉，大沢字羽根山，大沢字下長瀞，大沢字下庭当

田，大沢字回立，大沢字山下，大沢字沼山，大沢字上庭当田，大沢字新

道，大沢字真木，大沢字西野，大沢字折橋沢，大沢字前田，大沢字大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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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沢字長持，大沢字長谷堂，大沢字鳶ケ沢，大沢沼山，大沢前田，大町

３丁目，大町５丁目，大町９丁目，大鳥町，大雄字一ノ関，大雄字下根

田谷地，大雄字狐塚，大雄字根田谷地，大雄字根田谷地東，大雄字根田

谷地南，大雄字三村，大雄字山王，大雄字四ツ屋，大雄字耳取，大雄字

耳取西，大雄字小林，大雄字上堰東，大雄字上桜森，大雄字上田村，大

雄字上田村東，大雄字乗阿気，大雄字乗阿気，大雄字剰水，大雄字新処，

大雄字新町，大雄字新町，大雄字新町西，大雄字新町東，大雄字新町南，

大雄字新町北，大雄字菅生田，大雄字精兵西，大雄字精兵村，大雄字精

兵村，大雄字西館合，大雄字西中島，大雄字西野，大雄字石持，大雄字

折橋，大雄字大慈寺前，大雄字大慈寺谷地，大雄字大森，大雄字大谷地，

大雄字鶴巻田，大雄字伝蔵村，大雄字田根森東，大雄字田村，大雄字田

町，大雄字東高津野，大雄字東桜森，大雄字東四津屋，大雄字東中島，

大雄字藤巻，大雄字藤巻西，大雄字柏木，大雄字柏木下，大雄字八柏，

大雄字八柏下村，大雄字八柏家間，大雄字八柏中村，大雄字樋脇，大雄

字文蔵開，大雄字平柳，大雄字本郷，大雄字木戸口，大雄字野中，大雄

田根森，大雄田根森字，醍醐家ノ前，醍醐字荒町，鍛冶町１丁目，鍛冶

町７丁目，鍛冶町８丁目，中央町４丁目，中央町６丁目，中央町７丁目，

猪岡字萱原，猪岡字山神下，猪岡字沼下，猪岡字水上，猪岡字中猪岡，

猪岡字中野，猪岡字長瀞，猪岡字樋脇，朝倉町，朝倉町３丁目，朝倉町

５丁目，朝倉町６丁目，朝日が丘１丁目，朝日が丘２丁目，朝日が丘３

丁目，朝日が丘４丁目，追廻１丁目，追廻２丁目，追廻３丁目，塚掘字

塚腰，田中町，土渕字君ケ原，土渕字根子，土渕字小田，土渕字小目倉

沢，土渕字中島，土渕字鶴ケ池，土渕字内渕，土渕字二瀬，土渕字平石，

南郷字下南郷，南郷字下雄勝川，南郷字三ツ屋，南郷字赤渕，南郷字中

南郷，南郷字南郷坂，南郷字畑南郷，南町１０丁目，南町１５丁目，南

町２１丁目，南町２３丁目，南町２５丁目，南町２丁目，南町８丁目，

二葉町，梅の木町，八幡字十二柳，八幡字上長田，八幡字上鶴田，八幡

字石町，八幡字石町，八幡字長者町，八幡字八幡，八幡字八幡，八幡上

長田，八幡石町，八幡石町，八幡田，筏字久保，筏字橋野沢，筏字小野，

筏字植田表，筏字大場沢，筏字沢田，筏字力石，百万刈字下根田，百万

刈字百万刈，百万刈字落合，婦気大堤，婦気大堤字下久保，婦気大堤字

街道下，婦気大堤字高ノ森，婦気大堤字西野，婦気大堤字谷地添，婦気

大堤字中田，婦気大堤字堤下，婦気大堤字田久保，婦気大堤字田久保下，

婦気大堤字南巻，婦気大堤字婦気，婦気大堤字婦気前，婦気大堤字平林，

婦気大堤谷地添，婦気大堤中田，婦気大堤田久保下，婦気大堤婦気前，

平鹿町下吉田，平鹿町下鍋倉，平鹿町上吉田，平鹿町上吉田，平鹿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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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朴田，平鹿町浅舞，平鹿町醍醐，平鹿町樽見内，平鹿町中吉田，平

城町１０丁目，平城町１１丁目，平城町２丁目，平城町３丁目，平城町

９丁目，平野沢字下タ村，平野沢字吉谷地，平野沢字小安沢，平野沢字

田野沢，平野沢字南相野々，平野沢字桧沢，平野沢字北相野々，平野沢

字檜沢，平野沢相野々，平和町１２丁目，平和町１３丁目，平和町１５

丁目，平和町１丁目，平和町３丁目，平和町５丁目，睦成字関根，睦成

字吉沢上台，睦成字久保ノ目，睦成字三原，睦成字七日市，睦成字城付，

睦成字大谷地，睦成字大鳥井山下，睦成字長坂，睦成字鶴巻，睦成字鶴

谷地，睦成字碇，睦成字八幡田，睦成字柳沢，睦成城付，睦成八幡田，

本郷町，本町，本町７丁目，本町８丁目，明永町，明永町，柳田字，雄

物川町会塚，雄物川町今宿，雄物川町砂子田，雄物川町沼舘，雄物川町

常野，雄物川町西野，雄物川町造山，雄物川町大沢，雄物川町谷地新田，

雄物川町東里，雄物川町道地家東，雄物川町南形，雄物川町二井山，雄

物川町薄井 

 

湯沢市 

カックイ沢山，愛宕町１丁目，愛宕町２丁目，愛宕町３丁目，愛宕町４

丁目，愛宕町５丁目，旭田，稲庭町字稲庭，稲庭町字下川原，稲庭町字

下桃倉，稲庭町字岩城，稲庭町字三嶋，稲庭町字梺，稲庭町下桃倉，稲

庭町字小沢，稲庭町字早坂，稲庭町字大森沢，稲庭町字大谷，稲庭町字

鍛治屋布，稲庭町字二階，稲庭町字琵琶倉，稲庭町新処，稲庭町大森沢，

稲庭町沢口台，稲庭町南ヶ沢，宇留院内字観音下，宇留院内字山根，宇

留院内字葭長，宇留院内平林，栄田，横堀字塞ノ神，横堀字板橋，横堀

下朝日町，横堀塞ノ神，横堀字旭町，横堀字押宮，横堀字下柴田，横堀

字下新田，横堀字寺沢，横堀字小田中，横堀字赤塚，横堀字大田中，横

堀字中屋敷，横堀字白銀町，横堀板橋，横堀六郎川原，黄金原，岡田町，

沖鶴，沖田，下院内字槻沢，下院内字立浪，下院内下馬場，下院内笈形，

下院内字下馬場，下院内字笈形町，下院内字新馬場，下院内字町後，下

院内字田用橋，下院内字湯ノ尻山，下院内字柳原，下院内常盤町，下院

内新馬場，下院内田用橋，下院内柳原，下角間，下関，下山谷，下中川

原，下二井田，皆瀬字下落合，皆瀬字痩長根，皆瀬字滝ノ原，皆瀬字沢

梨台，皆瀬字羽場，皆瀬字沖ノ沢，皆瀬字下タ野，皆瀬字下菅生，皆瀬

字下生内，皆瀬字下村，皆瀬字俄坂，皆瀬字貝沼，皆瀬字寒沢，皆瀬字

寄合畑，皆瀬字宮田，皆瀬字桂沢，皆瀬字桁倉，皆瀬字向野，皆瀬字坂

ノ上，皆瀬字皿小屋，皆瀬字市野，皆瀬字小安，皆瀬字小湯ノ上，皆瀬

字新処，皆瀬字真坂，皆瀬字瀬野ケ沢，皆瀬字生内，皆瀬字川向，皆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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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村尻，皆瀬字滝の原，皆瀬字滝の上，皆瀬字滝向，皆瀬字竹ノ子沢，

皆瀬字中ノ台，皆瀬字中村，皆瀬字長石田，皆瀬字鳥谷，皆瀬字湯元，

皆瀬字藤倉，皆瀬字峠ノ沢，皆瀬字二ツ石，皆瀬字白沢，皆瀬字板戸，

皆瀬字落合，皆瀬字林，皆瀬藤倉，角間字小中島，角間字上角間，角間

字中川原，角間字馬場，角間上角間，角間沢，関口字関口，関口字宮田，

関口字戸沢，関口字寺沢，関口字除柳，関口字小田川原，関口字上寺沢，

関口字新山田，関口字聖ケ沢，関口字中崎，関口字田沢，関口字土樋，

関口字道地，関口寺沢，関口除柳，関口沼樋，関口上寺沢，関口新山田，

関口道地，岩ノ沢山，岩崎，岩崎字下川原，岩崎字岩崎，岩崎字三条，

岩崎字山崎，岩崎字小森山，岩崎字松浦，岩崎字上宿，岩崎字森合，岩

崎字千年，岩崎字袖森合，岩崎字壇ノ上，岩崎字長野，岩崎字馬場尻，

岩崎字北一条，岩崎千年，岩崎壇ノ上，岩崎壇の上，岩崎南四条，岩崎

二井田線，岩崎北一条，金谷字樋口，駒形町字八面，桑ヶ崎御返事，桑

ヶ崎三ッ村，桑ヶ崎上谷地，桑ヶ崎中泊，桑ヶ崎平城，桑崎字木ノ下，

元清水１丁目，元清水２丁目，元清水３丁目，元清水４丁目，古館町，

御囲地町，御嶽山，幸町１丁目，広沢山，荒町，高松字下ノ岱，高松字

下新田，高松字久根合，高松字戸平，高松字高野，高松字三途川，高松

字沼ノ沢，高松字上地，高松字中屋敷，高松字中村，高松字中泊，高松

字泥湯，高松字天矢場，高松字湯尻村下，高松字八乙女，高松字坊ケ沢，

高松上新田，佐竹町，材木町１丁目，材木町２丁目，桜通り，三梨町字

下ノ宿，三梨字字烏帽子橋，三梨町字，三梨町字羽竜，三梨町字下羽竜，

三梨町字下宿，三梨町字宮田，三梨町字京政，三梨町字熊の堂，三梨町

字上久保，三梨町字上宿，三梨町字上堀，三梨町字清水小屋，三梨町字

大沢，三梨町字樽の木，三梨町字飯田，三梨町字百目木，三梨町字菻田，

三梨町上久保，三梨町白旗，三梨町飯田，三梨町菻田，山谷，山田下宿

川原，山田字ヌクミダイ，山田字下二井田，山田字下六日町，山田字松

ノ木，山田字松の木，山田字上荻生田，山田字上二井田，山田字川原，

山田字中屋敷，山田字田ノ沢，山田字堂ケ沢，山田字二井田，山田字樋

ノ口，山田字蛭川，山田字布目，山田字福島，山田字福島開，山田字福

島尻，岩崎字北三条，岩崎字北二条，岩崎字野尻，岩崎松浦，岩崎寝連

沢，岩崎森合，岩崎千年，岩崎壇ノ上，岩崎壇の上，岩崎南四条，岩崎

二井田線，岩崎北一条，金谷字樋口，駒形町字三又，駒形町字大倉，駒

形町字大門，駒形町字東福寺，駒形町字八面，駒形町大門大，桑ヶ崎御

返事，桑ヶ崎三ッ村，桑ヶ崎上谷地，桑ヶ崎中泊，桑ヶ崎平城，桑崎字

御返事，桑崎字平城，桑崎字木ノ下，元清水１丁目，元清水２丁目，元

清水３丁目，元清水４丁目，古館町，御囲地町，御嶽山，幸町１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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広沢山，荒町，高松字下ノ岱，高松字下新田，高松字久根合，高松字戸

平，高松字高野，高松字三途川，高松字沼ノ沢，高松字上地，高松字中

屋敷，高松字中村，高松字中泊，高松字泥湯，高松字天矢場，高松字湯

尻村下，高松字八乙女，高松字坊ケ沢，高松上新田，佐竹町，材木町１

丁目，材木町２丁目，桜通り，三梨町字下ノ宿，三梨字字烏帽子橋，三

梨町字羽竜，三梨町字下羽竜，三梨町字下宿，三梨町字宮田，三梨町字

京政，三梨町字熊の堂，三梨町字上久保，三梨町字上宿，三梨町字上堀，

三梨町字清水小屋，三梨町字大沢，三梨町字樽の木，三梨町字飯田，三

梨町字百目木，三梨町字菻田，三梨町上久保，三梨町白旗，三梨町飯田，

三梨町菻田，山谷，山田下宿川原，山田字ヌクミダイ，山田字下二井田，

山田字下六日町，山田字松ノ木，山田字松の木，山田字上荻生田，山田

字上二井田，山田字川原，山田字中屋敷，山田字田ノ沢，山田字堂ケ沢，

山田字二井田，山田字樋ノ口，山田字蛭川，山田字布目，山田字福島，

山田字福島開，山田字福島尻，山田字勇が岡，山田字蓮台寺，山田字六

日町，山田字筬ノ目，山田松ノ木，山田上ノ宿，山田上荻生田，山田上

堂ケ沢，山田川原，山田中屋敷，山田土沢，山田南土沢，山田萩生田，

山田福島尻，山田北土沢，山田蓮台寺，山田連台寺，字沖鶴，字沖田，

字高屋敷，字前島，字中野，字鶴館，字万石，字両神，字萬石，寺沢字

大沢口，寺沢字館堀，寺沢字御岳前，寺沢字中川原，寺沢字田中，寺沢

字堀ノ内，蛇野，若葉町，酒蒔字下川原，酒蒔字山岸，酒蒔字酒蒔ノ里，

秋ノ宮字堰ノ口，秋ノ宮字下巾，秋ノ宮字岳下，秋ノ宮字椛山，秋ノ宮

字桑沢，秋ノ宮字山岸，秋ノ宮字城ノ内，秋ノ宮字磯，秋ノ宮字根木，

秋ノ宮字山居野，秋ノ宮字小沢，秋ノ宮字上野，秋ノ宮字真木，秋ノ宮

字川井，秋ノ宮字川原，秋ノ宮字川連，秋ノ宮字浅萩，秋ノ宮字沢，秋

ノ宮字中山，秋ノ宮字中島，秋ノ宮字殿上，上院内新雄勝，上院内町後，

上院内長倉，上院内南沢，上院内八丁，上院内落合，上角間，上関字浦

町，上関字横上，上関字新処，上関字堂ノ前，上関字道下，上関字道目

木，上関字鍋ケ沢，上関漆原，上関上川端，上関二ツ橋，上二井田，新

町，森字熊ノ堂，森字上野，森字大屋敷，森字大島，森字嶽ノ下，深堀

宮伝，深堀高屋敷，深堀字下川原，深堀字鎌切，深堀字宮伝，深堀字深

堀，深堀字中川原，深堀字門ノ目，深堀字雄勝田，深堀中川原，深堀渕

ノ上，吹張１丁目，吹張２丁目，杉沢戸石崎，杉沢後ケ沢山，杉沢字戸

石崎，杉沢字森道下，秋ノ宮字湯ノ岱，秋ノ宮字畑，秋ノ宮字野中，秋

ノ宮字役内，秋ノ宮漆沢，秋ノ宮小杉山，秋ノ宮小渕ヶ沢，秋ノ宮城ノ

内，秋ノ宮新屋敷，秋ノ宮清水川原，秋ノ宮中島，秋ノ宮湯ノ岱，秋ノ

宮薄久内，秋ノ宮夜牛，祝田，小豆田，小野字宮内，小野字橋本，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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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桐木田，小野字寺町，小野字小野，小野字諏訪，小野字西古戸，小野

字西堺，小野字西水口，小野字大滝沢，小野字大沢田，小野字町田，小

野字東古戸，小野字東堺，小野字東水口，小野字飯塚，小野先達坂，松

岡間字木ノ沢，松岡字外堀，松岡字切畑，松岡字坊中，松岡新城，松岡

八幡林，沼桶，鉦打沢，上院内釜の上，上院内岩井堂，上院内荒町，上

院内字窪田，上院内字荒町，上院内字山ノ田，上院内字小沢，上院内字

松根，上院内字八丁新町，上院内松根，上院内新雄勝，上院内町後，上

院内長倉，上院内南沢，上院内八丁，上院内落合，上角間，上関字浦町，

上関字横上，上関字新処，上関字堂ノ前，上関字道下，上関字道目木，

上関字鍋ケ沢，上関漆原，上関上川端，上関二ツ橋，上二井田，新町，

森字熊ノ堂，森字上野，森字大屋敷，森字大島，森字嶽ノ下，深堀宮伝，

深堀高屋敷，深堀字下川原，深堀字鎌切，深堀字宮伝，深堀字深堀，深

堀字中川原，深堀字門ノ目，深堀字雄勝田，深堀中川原，深堀渕ノ上，

吹張１丁目，吹張２丁目，杉沢戸石崎，杉沢後ケ沢山，杉沢字戸石崎，

杉沢字森道下，杉沢字森道上，杉沢字野々沢，杉沢新所字沢田，杉沢新

所沢田，杉沢新所頭首沢，杉沢森道下，杉沢野々沢，成沢字上堤，成沢

字中ノ沢，成沢字堤端，清水町１丁目，清水町２丁目，清水町３丁目，

清水町４丁目，清水町５丁目，清水町６丁目，西愛宕町，西新町，石塚

字，赤土，千石町１丁目，千石町２丁目，千石町３丁目，千石町４丁目，

川連町字道上，川連町字野村，川連町峨境長根，川連町久保，川連町字

下平城，川連町字久保，川連町字欠上り，川連町字欠上リ，川連町字高

橋，川連町字上平城，川連町字上野，川連町字川連，川連町字大田面，

川連町字中久保，川連町字田屋面，川連町字平城下，川連町字万九郎屋，

川連町字麓，川連町上平城，川連町大舘，川連町中久保，泉沢屋形川原，

泉沢下山崎，泉沢欠下，泉沢古城下，泉沢清水向，泉沢泉ノ里，泉沢殿

川原，前森１丁目，前森２丁目，前森３丁目，前森４丁目，前島，倉内

字根開，倉内字三ツ田，倉内字四ツ屋，倉内字岡田，倉内字柿在家，倉

内字熊ノ堂，倉内字五反田，倉内字三ツ屋，倉内字山ノ神，相川字十文

字，相川字中山，相川乙中田，相川字外ノ目，相川字新処，相川字新木

野，相川字須川，相川字川口，相川字田畑，相川字麓，相川新木野，太

田字新田，太田字真木，太田字石神，太田惣行，太田築地，太田町永代，

太田町横沢，太田町駒場，太田町国見，太田町三本扇，太田町斉内，太

田町川口，太田町川口中村，太田町太田，太田町中里，大町１丁目，大

町２丁目，大島町，中川原，中野，中野々目，中里字二十町，鶴館，田

町１丁目，田町２丁目，東今泉，湯の原１丁目，湯の原２丁目，内館町，

内舘町，内町，南台，二井田字長瀞，二井田字道下，二井田字道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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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字二ノ掵，二井田字掵ノ上，二井田上二井田，二井田掵ノ上，二井

田掵上，八幡字伊勢堂，八幡字京塚，八幡字古館，八幡字高屋敷，八幡

字新田，八幡字前田，八幡字中島，八幡字木原，板見内堰口，板見内字

長仙寺，板見内千刈田，表町１丁目，表町２丁目，表町３丁目，表町４

丁目，北荒町，万石，柳町１丁目，柳町２丁目，柳田字田中，柳田字堀

廻，雄勝町，裏門１丁目，裏門２丁目，裏門３丁目，両神，蓮台寺，髙

松 

 

由利本荘市 

東由利黒淵，東由利館合，東由利蔵，東由利田代，桶屋町，岩渕下，出

戸字小猿田，出戸字新林，出戸字孫七山，出戸字土花，出戸字二ツ森，

出戸字浜山，出戸字堀切，出戸字里道，出戸上高屋，沼田乙助渕，沼田

字新道下，沼田字西潟，沼田字弁天前，沼田若松町，沼田新道下，沼田

西潟，沼田弁天前，西目字井岡，西目字潟保，西目字上中沢，西目字清

水沢，西目字大森，西目字大西目，西目字中ノ道，西目字中沢，西目字

田高，西目町出戸，西目町沼田，西目町西目，西目町大西目，石脇下タ

畑，石脇下長老沼，石脇今町，石脇三軒町，石脇字今町，石脇字山ノ神，

石脇字上ノ山，石脇字上長老沼，石脇字石ノ花，石脇字石脇，石脇字中

浜，石脇字田尻，石脇字田尻野，石脇字田中，石脇字田頭，石脇字尾花

沢，石脇字弁慶川，石脇字竜巻，石脇上ノ山，石脇赤兀，石脇大浦，石

脇竜巻，川口字下野，川口字家後，川口字新田，川口字川原，巣組，大

浦家後，大浦字下久保，大浦字家後，大浦字八ッ走，大浦中谷地，鳥海

町猿倉，鳥海町下笹子，鳥海町下川内，鳥海町栗沢，鳥海町才之神，鳥

海町小川，鳥海町上笹子，鳥海町上川内，鳥海町上直根，鳥海町中直根，

鳥海町百宅，鳥海町伏見，東由利老方 

 

にかほ市 

金浦花潟，伊勢居地山道，伊勢居地字グミノ木森，伊勢居地字桂坂，伊

勢居地字中ノ揚地内，伊勢居地字南野，伊勢居地十二ノ前，伊勢居地東

畑，伊勢居地南野，院内下横根，院内下坂，院内字カナヤ，院内字ヒシ

カタ，院内字下横根，院内字上横根，院内字上杉山，院内字杉山，院内

字滝尻，院内字畑ヶ田，院内上横根，院内城前，院内堂ノ後，院内蕨崎，

釜ヶ台字下谷地，釜ケ台字堂ノ下，釜ヶ台字門遠，芹田字高磯，芹田中

道，芹田六坊，金浦塩焚浜，金浦下竹島潟，金浦花潟，金浦海老谷地，

金浦字塩焚浜，金浦字花潟，金浦字金浦，金浦字頃田，金浦字上林，金

浦字長倉谷地，金浦字鳥長根，金浦字南金浦，金浦字木ノ浦山，金浦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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轌町，金浦十二林，金浦町岡ノ谷地，金浦町黒川，金浦町赤石，金浦町

前川，金浦町大竹，金浦町鳥長根，金浦浜ノ田，金浦堀切，黒川三嶽前，

黒川字三嶽前，黒川字竹島潟，黒川千刈，黒川八幡，三森オオビラキ，

三森沖田，三森高田，三森字午ノ浜，三森字水上，三森字大苗代，三森

字中道，三森字浜田，寺田字寺田，小国字下腰，小国上小国，象潟町１

丁目，象潟町２丁目，象潟町３丁目，象潟町４丁目，象潟町５丁目，象

潟町関字村の上，象潟町一本木，象潟町堰免，象潟町横岡，象潟町横山，

象潟町沖の田，象潟町屋敷田，象潟町下浜山，象潟町家の後，象潟町蒲

谷地，象潟町釜字砂山，象潟町冠石下，象潟町関，象潟町丸山，象潟町

琴和喜，象潟町金浦，象潟町源蔵潟，象潟町狐森，象潟町後田，象潟町

向山，象潟町荒屋下，象潟町荒屋妻，象潟町才ノ神，象潟町四隅池，象

潟町字曲山，象潟町字狐森，象潟町字後田，象潟町字四隅池，象潟町字

上狐森，象潟町字浜山，象潟町字武道島，象潟町字弁天島，象潟町小烏

島，象潟町小砂川，象潟町小滝，象潟町象潟，象潟町上谷地，象潟町西

中野沢，象潟町川袋，象潟町洗釜，象潟町前川，象潟町続島，象潟町太

郎島，象潟町大塩越，象潟町大砂川，象潟町大須郷，象潟町大谷地，象

潟町大飯郷，象潟町大飯郷堂の前，象潟町大門先，象潟町狸森，象潟町

中橋町，象潟町中谷地，象潟町長岡，象潟町鳥の海，象潟町田ノ神，象

潟町島，象潟町入湖の澗，象潟町入道島，象潟町畑字，象潟町浜の田，

象潟町浜山，象潟町浜畑，象潟町武道島，象潟町弁天島，象潟町本郷，

象潟町木戸口，象潟町立石，象潟町林の下，水沢堤ノ下，西沢，前川久

根添，前川居ノ前，前川字ソリマチ地内，前川字久根添，前川反船，大

竹下後，大竹字下後，大竹字前谷地，大竹水叩，中三地橋本，中三地金

井森，中三地三日市，中三地字十文字，中三地字中ノ庭，中三地字中ノ

堀，中三地字中野，中三地字堀ノ内，中三地神田，中三地中村，中三地

八幡堂，中三地野手添，中三地立居地，長象潟町岡字，鳥森，田抓小荒

田，田抓石田，田抓中嶋，田抓北野，田抓木ノ下，馬場字曲師，馬場字

細久保，馬場字坂ノ下，馬場字冬師，畑一本木下，畑横森，畑字横森，

畑字石畑，畑字長畑，畑字畑野，畑字福田，畑字脇ノ沢，畑大谷地，飛

下竹島潟，飛字下竹島潟，飛字餅田，飛上竹島潟，飛飛ケ崎，樋目野下

山，樋目野堺，樋目野中山，樋目野堂ノ本，樋目野樋ノ口，樋目野百目

木，平沢旭町，平沢井戸尻，平沢家ノ後，平沢家妻，平沢画書面，平沢

館ケ森，平沢宮ノ前，平沢琴浦，平沢古里，平沢狐森，平沢幸ノ木森，

平沢鴻ノ巣，平沢坂ノ下，平沢堺田，平沢山王森，平沢字井戸尻，平沢

字屋敷田，平沢字家ノ後，平沢字家妻，平沢字画書面，平沢字館ケ森，

平沢字琴浦，平沢字幸ノ木森，平沢字行ヒ森，平沢字坂ノ下，平沢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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ケ沢，平沢字松ヶ沢，平沢字上町，平沢字上町田，平沢字新町，平沢字

深谷地，平沢字清水，平沢字清水尻，平沢字石橋，平沢字前谷地，平沢

字前田，平沢字町田，平沢字長磯，平沢字長表，平沢字鳥ノ子渕，平沢

字鳥森，平沢字坪貝，平沢字田角森，平沢字平森，平沢字平石，平沢字

立沢，平沢舟橋，平沢上町，平沢上町田，平沢大水口，平沢団子坂，平

沢中町，平沢天ヶ町，平沢樋ノ口，両前寺家ノ浦，両前寺狐森，両前寺

字阿部堂，両前寺字谷地，両前寺字浜中 

 

羽後町 

下仙道字棚場，下仙道字田ノ沢，貝沢字稲荷，貝沢字貝沢，貝沢字外鳥

居，貝沢字拾三本塚，貝沢字雀田，貝沢字柏野，貝沢字六日市，貝沢字

掵ノ上，郡山字下郡，郡山字四ツ屋，軽井沢井出道，軽井沢下井出，軽

井沢下牛ノ沢，軽井沢下除野山，軽井沢牛ノ沢，軽井沢字井出，軽井沢

字岩瀬，軽井沢字軽井沢，軽井沢字山根，軽井沢字上杉沢，軽井沢字上

村，軽井沢字杉沢，軽井沢上井ノ沢，軽井沢田茂ノ沢，軽井沢明神前，

元西，糠塚字家岸，高尾田字家ノ下，三輪，軽井沢字十二ノ前，杉宮，

西馬音内字川原田，字南元西，南西馬音内，上仙道字約束沢，鹿内字杉

沢，鹿内字平林，床舞字古館，床舞字後野，床舞字坂ノ下，床舞字十分

一，床舞字新処，床舞字中村，床舞字明通，床舞字門前，上仙道字仙道

沢，上仙道字中村，上仙道字桧山，上仙道新処，上仙道西又，上仙道仙

道沢，上仙道中村，上仙道桧山，上到米宇都ノ沢，上到米蒲生，上到米

砂田，上到米坂ノ下，上到米字古米沢，上到米字鴻屋，上到米字上ノ沢，

上到米上野山，上到米唐松，新町最上山，新町字鵜巣，新町字塩出，新

町字京塚野，新町字高寺，新町字桜沢山，新町字新町，新町字道地，新

町字辺栗，新町字野町，新町上鵜巣，水沢字水沢，杉ノ宮字元稲田，杉

ノ宮字宿，杉ノ宮字上野，杉ノ宮字大門，杉ノ宮字張田野，杉ノ宮大門，

杉宮字元稲田，杉宮字宿，杉宮字上野，杉宮字田畑，杉宮字柏原，杉宮

柏原，西杉宮，西馬音内字掘回，西馬音内字宮廻，西馬音内字橋場，西

馬音内字五把田，西馬音内字祭ノ神，西馬音内字桜井，西馬音内字小松，

西馬音内字川原田，西馬音内字大山，西馬音内字中町，西馬音内字中野，

西馬音内字町田，西馬音内字湯ノ崎，西馬音内字南西馬音内，西馬音内

字福田，西馬音内字本町，西馬音内字裏町，西馬音内上川原，西馬音内

川原田，西馬音内大戸道，西馬音内濁田，赤袴字下中野，赤袴字向，赤

袴字赤袴，赤袴字門前，足田字安良町，足田字後田，足田字大谷地，足

田字谷地中，足田字福田野，足田字福島，足田字福嶋，大久保字大久保，

大久保字柏原，大戸字横枕，大戸字浅井，大戸字大戸，大沢，中仙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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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沢，中仙道字堀内，中仙道杉ノ下，田代字猿子沢，田代字下菅生，田

代字山ノ口，田代字天王，田代字尼沢，田代字畑中，田代字明通，田代

字門前，田代字梺，田代七曲山，田代七曲峠，田沢字下田沢，田沢字桂

沢，田沢字山花，嶋田新田，杉宮字東腰廻，南西馬音内，柏原，飯沢院

ケ台，飯沢字笹井野，飯沢字山ノ内，飯沢字院ケ台，飯沢字小山，飯沢

字中神，払体字クミノ木前，払体字池田，睦合字頭塚，堀内字上楽，堀

内字堀内，野中字内沢田，野中字野中，林崎字五林坂，林崎字林崎 

 

大仙市 

太田町横沢，横堀上村，横堀表木，太田市駒場，高梨上野田，高梨繁昌，

太田町国見，土川今泉，太田町三本扇，太田町小神成，上野田，太田町

太田，清水，太田町斉内，仙北町，川口字大台，川口字幅，川口内ノ沢，

板見内続橋，板見内長仙寺，払田下川原，払田館前，払田高柳，払田字

森崎，払田字鳥ノ木，払田真山，堀田 

 

美郷町 

安城寺，下野際，街道筋，境田字下鼠田，境田字上鼠田，境田字上中野

町，金沢字鞍掛，金沢字茨島，金沢字下館，金沢字下石神，金沢字下野

際，金沢字元東根，金沢字狐森，金沢字溝田，金沢字高畑，金沢字合野，

金沢字坂ノ下，金沢字榊柳，金沢字寺田，金沢字十二所，金沢字上野際，

金沢字乗り上，金沢字西長岡森，金沢字川原保，金沢字谷地中，金沢字

地蔵堂，金沢字中関，金沢字中石神，金沢字中野際，金沢字長岡森，金

沢字南田中，金沢字南明田地，金沢字入海田，金沢字米ノ口，金沢字野

中，金沢西根字下笹巻，金沢西根字下万願寺，金沢西根字下菻沢，金沢

西根字釜蓋，金沢西根字元村，金沢西根字上糠渕，金沢西根字上四ツ谷，

金沢西根字上石町，金沢西根字上万願寺，金沢西根字新田，金沢西根字

菅谷地，金沢西根字西熊堂，金沢西根字西今泉，金沢西根字中笹巻，金

沢西根字中大久保，金沢西根字中町田，金沢西根字南今泉，金沢西根字

南本田，金沢西根字二ツ柳，金沢西根字八卦，金沢西根字北今泉，金沢

西根字北本田，金沢中野際，金沢番匠谷地，佐野字下佐野，佐野字倉合，

佐野字中村，十二，女神山，小荒川，上深井字耳取，上深井字松葉野，

上深井字谷地中，上深井字八矧殿，上深井字老形，新町，千屋，大雄字

下根田谷地，大雄字根田谷地，大雄字根田谷地東，大雄字根田谷地南，

大雄字佐加里，大雄字新町北，大雄字精兵村，大雄字田村，大雄字田村

街道西，大雄字田村街道東，大雄字福島，大雄字本庄道北，大雄田村街

道東，中野，天神堂字潟尻，天神堂字耳取，天神堂字小出，天神堂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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ノ木，天神堂字天神堂，天神堂字天川，天神堂字木原，土崎，嶋ノ越，

南町字扇田，南町字鼠田，畑屋，飯詰字水上，飯詰字東山本，飯詰字東

西法寺，飯詰字南谷地，飯詰字南中島，飯詰字披，飯詰字北中島，飯詰

字北飯詰，飯詰字矢口，飯詰字轌町，宝門清水，野荒町字街道ノ上，野

荒町字町ノ内，野荒町字籠林，野荒町字籠林後，野中，鑓田，六郷角館

街道西，六郷字熊野，六郷字中村，六郷字馬場，六郷字北明天地，六郷

新町，六郷町，六郷東根，六郷馬町，六郷米町，六郷宝門清水，六郷本

道町 

 

【新潟県】 

魚沼市 

青島，赤土，穴沢，池平，池平新田，泉沢，伊勢島，板木，稲荷町１丁

目，井口新田，今泉，芋鞘，宇津野，浦町１丁目，江口，江口新田，大

石の一部，大芋川，大浦，大浦新田，大倉，大倉沢，大沢，大白川，大

塚新田，大栃山，大原新田，大湯温泉，岡新田，小平尾，親柄，折立又

新田，金ヶ沢，上折立，上長鳥新田，上原，清本，栗山，小出島，古新

田，小庭名，小庭名新田，佐梨，下倉の一部，渋川，下折立，下田，新

保，新保新田，須川，須原，諏訪町１丁目，高倉，田小屋，田尻，田戸

の一部，田中，中家，中家今新田，中家新田，中子沢，道島新田，十日

町，中島，中島新田，長鳥，中ノ島，中原，長堀新田，七日市，七日市

新田，並柳，西名，西名新田，原虫野，東中，東野名，一日市，干溝，

平野又，日渡新田，福田新田，福山新田，細野，本町１丁目，本町２丁

目，本町３丁目，松川，水沢，三ツ又，蓑和田，三淵沢，宮沢新田，宮

椿新田，葎沢，虫野，茂沢，柳原１丁目，山口，山田，湯之谷芋川，横

瀬，横町１丁目，横町２丁目，横根，吉田，吉平，吉原，四日町，米沢，

連日，和田 

南魚沼市 

全域(ただし，市野江乙，市野江丙は除く) 

長岡市 

荒屋，岩出原，貝之沢，川口相川，川口牛ヶ島，川口田麦山，川口荒谷，

川口中山の一部，川口武道窪の一部，川口和南津の一部，西川口の一部，

原新田，東川口，山古志池谷，山古志大内，山古志桂谷，山古志小松倉，

山古志下村，山古志菖蒲，山古志竹沢，山古志東竹沢，山古志種苧原，

山古志楢木，山古志南平，山古志間内平，山古志山中，山古志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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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千谷市 

朝日，旭町１丁目，旭町４丁目，旭町７丁目，旭町８丁目，芋坂，芋坂

時之島，岩間木，内ヶ巻，浦柄，上片貝の一部，川井の一部，川井内ヶ

巻，川井新田，川井本田，木津，首沢，小栗山，小栗山朝日，小栗山寺

沢，小栗山中山，塩谷，塩谷池ノ谷，塩谷十二平，塩殿，塩殿字上ノ原，

塩殿甲，塩殿細島，信濃町，千谷川１丁目の一部，津山団地，津山町，

寺沢，東栄１丁目，東栄２丁目，東栄３丁目，時ノ島，中山，荷頃，稗

生，稗生字大清水，稗生字北上殿乙，稗生旭町，稗生大原，稗生乙，稗

生木津，稗生木津団地，稗生甲，稗生甲木津，稗生信濃町，稗生滝原町，

稗生中央通，稗生津山町，稗生同所新田，稗生東大通，稗生丙，稗生本

村，稗生南原，稗生元中子，稗生山寺，細島，本町１丁目の一部，真皿，

真人町の一部，真人町石名坂，真人町芋坂，真人町上沢，真人本村，真

人町丁，真人町時之島，真人町中山，真人町干三，真人町本村，南荷頃，

南荷頃岩間木，南荷頃首沢，南荷頃荷頃，南荷頃蘭木，元中子，元町の

一部，山寺，山本の一部，横渡，蘭木 

 

湯沢町 

全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