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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画停電対象エリア 

 

平成２３年 ３月１８日（金）９時～１２時  停電必要量：100 万ｋＷ 

第１グループ 

【山形県】 

米沢市 

アルカディア１丁目，梓川，栄町，駅前１丁目，駅前２丁目，駅前３丁

目，駅前４丁目，遠山町，塩井町，下花沢，下花沢１丁目，下花沢２丁

目，下花沢３丁目，下字川井，下小管，下新田，花沢松木台下，花沢新

屋敷，花沢町，花沢町１丁目，花沢鉄砲町，花沢八木橋，花沢八木橋東

５丁目，花沢八木橋東６丁目，関，関高湯，関高崩，関根，関根三沢，

関蛇の沢，関小白布，関新高湯，関杉の下，関清水裏，関大白布，関中

関，関町，関湯ノ入沢，関道神，関白布温泉，関木場河原，関竜田，舘

山，舘山１丁目，舘山２丁目，舘山３丁目，舘山４丁目，舘山５丁目，

舘山６丁目，舘山矢子町，丸の内１丁目，丸の内２丁目，金池１丁目，

金池２丁目，金池３丁目，金池４丁目，金池５丁目，金池６丁目，金池

７丁目，金池８丁目，窪田町，古志田町，戸板，吾妻町，吾妻町３丁目，

吾妻町６丁目，吾妻町９丁目，御廟１丁目，御廟１丁目，御廟２丁目，

御廟２丁目，御廟３丁目，口田沢，広幡町，綱木，佐沢，桜木町，笹野，

笹野金原，笹野山，笹野町，笹野町赤坂，笹野粕平，笹野八幡原，笹野

本町，三沢，時田中洗，春日１丁目，春日２丁目，春日３丁目，春日４

丁目，春日５丁目，諸仏町，小野川町，松が岬１丁目，松が岬２丁目，

松が岬３丁目，上新田，上浅川，城西１丁目,城西２丁目，城西３丁目，

城西４丁目，城南１丁目，城南２丁目，城南３丁目，城南４丁目，城南

５丁目，城北１丁目，城北２丁目，信夫町，神原，吹屋敷町，杉の目町，

成島町１丁目，成島町２丁目，成島町３丁目，西大通１丁目，西大通２

丁目，赤芝町，赤崩，川井，泉町１丁目，泉町２丁目，浅川，相生町，

相生町２丁目，太田町１丁目，太田町２丁目，太田町３丁目，太田町４

丁目，太田町５丁目，大字梓川道上，大字下新田，大字花沢，大字関，

大字関根，大字関町，大字口田沢，大字綱木，大字笹野，大字三沢，大

字上新田，大字神原，大字赤崩，大字川井，大字浅川，大字大沢，大字

大平，大字竹井，大字長手，大字芳泉町，大字木和田，大字李山，大字

立石，大字簗沢，大小屋，大沢，大沢屋敷裏，大町１丁目，大町２丁目，

大町３丁目，大町４丁目，大町５丁目，大白布，大平，鍛冶町，竹井，

中央１丁目，中央２丁目，中央４丁目，中央５丁目，中央６丁目，中央

７丁目，中田町，長手，直江石堤，直江町，通町１丁目，通町２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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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町３丁目，通町４丁目，通町５丁目，通町６丁目，通町７丁目，通町

８丁目，東１丁目，東２丁目，東３丁目，東江股，東大通１丁目，東大

通２丁目，東大通３丁目，徳町，南原，入田沢，白旗，白布高湯，八幡

原，八幡原１丁目，八幡原２丁目，八幡原３丁目，八幡原４丁目，八幡

原５丁目，板谷鉢森，福田町１丁目，福田町２丁目，芳泉町，堀川町，

堀川町２丁目，本町１丁目，本町２丁目，本町３丁目，万世町，木場町，

門東町，門東町１丁目，門東町２丁目，門東町３丁目，矢野目，矢来１

丁目，矢来２丁目，矢来３丁目，李山，立石，立沢，立町，林泉寺１丁

目，林泉寺２丁目，林泉寺３丁目，六郷，六郷町西江股，簗沢 

長井市 

あら町，ままの上，芦沢，栄町，横町，屋城町，下伊佐沢甲，歌丸，歌

丸一本木，歌丸下歌丸，歌丸界斉，歌丸仲道，歌丸町，歌丸東，河井，

花作町，館町南，館町北，宮，宮野川，九野本，九野本館，九野本窪，

九野本川窪，九野本川窪，九野本善並，九野本大屋敷，九野本谷地寺，

九野本長渡，五十川，五十川岡鼠原，五十川宮内地内石堰，五十川穴堰，

五十川蛇塚，五十川酒町，五十川柏林，五十川八反田，幸町，高野町１

丁目，高野町２丁目，今泉，今泉，今泉山田，今泉新田，今泉新田二，

今泉中，今泉緑町，今泉緑町，四ツ谷１丁目，四ツ谷２丁目，寺泉，寺

泉五祭所，寺泉高堰，寺泉山岸，寺泉上郷，寺泉上野，寺泉谷地，寺泉

中ノ目，寺泉中野目，寺泉福田，寺泉平田，時庭，時庭向，時庭向，時

庭諏訪，時庭水口，時庭田仲，時庭白川駅，舟場，十日町１丁目，十日

町２丁目，小出，小出金井神，小出塔婆沢，上伊佐沢，上伊佐沢山の神，

上伊佐沢上，上伊佐沢上の台，上伊佐沢石見前原，上伊佐沢赤坂，上伊

佐沢袖山，上伊佐沢大石，上伊佐沢南前，新町，森，森上，森中，森入，

神明町，成田，成田下宿，成田館，成田久保町，成田三島，成田字在家

下，成田新町，成田南東，成田芳野，成田芳野川，成田北東，成田本宿，

清水町１丁目，清水町２丁目，川原沢，川原沢南，泉，泉羽黒，泉八景，

泉福田，草岡，草岡西，草岡草岡西，草岡草西，草岡中里，草岡板野，

台町，大町，中伊佐沢，中道１丁目，中道２丁目，長井市河井，長井市

今泉，東町，日ノ出町，八景，平山，平野，片田町，本町１丁目，本町

２丁目，緑町 

南陽市 

羽付，羽付南窪，沖田，荻，荻下荻，荻下荻中，荻宮の下，荻筋，荻酒

町，荻新屋敷，荻赤山，荻東向，下荻，蒲生田，釜渡戸，関根，関根寺

橋，宮崎，宮崎ニシカワタ，宮崎沼台，宮崎中島東，宮内，宮内旭町，

宮内羽付，宮内横町，宮内黄金町，宮内吉野町，宮内吉野町下，宮内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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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町上，宮内久保，宮内宮町，宮内錦町，宮内向山，宮内砂子田，宮内

桜田，宮内三番縄，宮内菖蒲沢町，宮内新丁，宮内新町，宮内水林，宮

内斉藤，宮内足軽町，宮内大亘，宮内池黒，宮内竹原，宮内田町，宮内

田町下，宮内東町，宮内東町下，宮内東町上，宮内内原，宮内内原五，

宮内南町下，宮内南町上，宮内富貴田，宮内別所町，宮内本町，宮内柳

町，宮内柳町下，宮内柳町中，宮内梨郷粡町，宮内六角町，宮内和泉町，

宮内粡町，金山，金山原，金山黒在家，金山小入沢口，金山川中島，金

山地蔵岩，金山中里，金山中里前，金山尾嶋，金山片岡，金沢，金沢大

小屋，金沢北浦，郡山，郡山西，元中山，元中山諏訪原，高梨，高梨富

塚，砂塚，砂塚東辻柳，砂塚中野，砂塚東川前，坂井，坂井稲荷，坂井

屋敷，三間通，三間通桜木町二，三間通成梨，三間通東六角，時沢，漆

山，漆山羽付，漆山下平田，漆山曽利橋灯，漆山池黒，漆山中道，漆山

備後塚，漆山塚原，若狭郷屋，小岩沢，小滝，小滝居残沢，小滝小滝下，

小滝小滝上，小滝上，小滝中，松沢，松沢，松沢宮原，上野，上野北ノ

沢山，新田，新田銀山，新田五十刃，新田清水，新田長清水，深沼，西

落合，西落合，赤湯，赤湯旭町，赤湯栄町，赤湯横町，赤湯花見町，赤

湯森先，赤湯森前，赤湯清水町，赤湯川尻，赤湯扇平山，赤湯湯尻，赤

湯二色根，赤湯表町，赤湯北町，赤湯本町，赤湯妹背，赤湯緑町，赤湯

椚塚，川桶平石，川樋，川樋加藤屋敷，川樋鹿間小屋，川樋大谷地，川

樋大洞山，太郎，太郎大森山，太郎南，太郎北，大橋，池黒，池黒二組，

竹原，竹原下加津木沢，竹原神社前，竹原土平，竹原堂坂，竹森，中ノ

目，中ノ目中田，中ノ目東屋敷，中落合，中落合，中落合南の西，長岡，

長瀞，長瀞，島貫，島貫，島貫阿弥陀前，鍋田，二色根，二色根妹背，

萩生田，法師柳，法師柳，梨郷，梨郷巻，梨郷酒町，梨郷上町，梨郷中

巻，梨郷粡町，露橋，露橋西宅地，露橋鎮守堂，和田，和田西和田，和

田東和田，俎柳，椚塚，椚塚，椚塚，椚塚押出，椚塚渋田，椚塚中谷地

三，椚塚李ノ木， 

高畠町 

石岡，梓川，安久津，一本柳，塩森，塩森飯森，屋代，屋代川向，下町，

下和田，下和田南，下和田北，夏茂，夏茂夏刈，夏茂元夏刈，夏茂元夏

刈中瀬，夏茂中瀬，夏茂津久茂，亀岡，亀岡一，亀岡将鑑，金原，金原

新田，金原中ノ目，金原風呂山，元和田，糠野目，糠野目石岡，高安，

高畠，高畠旭町，高畠安久津，高畠横町，高畠金原，高畠元町，高畠幸

町，高畠荒町一，高畠，高畠桜木町，高畠石ヶ森，高畠大町，高畠町屋

代，高畠北目，高畠弥生町，根岸，根岸狐塚，佐沢，佐沢南佐沢，三条

目，三条目東，山崎，山崎元山崎，時沢，時沢向山，時沢宝沢，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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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郡山，小倉，上新田，上平柳，上平柳沢口，上和田，深沼，石岡，川

井，川沼，川沼道北，泉岡，泉岡中道，船橋，相森，大字糠野目，大字

高畠，大字佐沢，大字入生田，大字露藤，竹井，竹森，中島，中島，二

井宿，入生田，馬頭，馬頭西，馬頭東，柏木目，福沢，福沢山神，福沢

西町，福沢南，福沢南，北目，木和田，露藤，露藤露藤下，露藤露藤上，

和田 

川西町 

掘金，高山，高豆蒄，黒川，黒川下黒川，黒川宿，時田，洲島，小松，

上奥田，上奥田上，上奥田大手ヶ沢，上小松，西大塚，川西町，大舟，

大舟下在家，大舟光沢，大舟上，大舟中の沢，大舟別当，大塚元宿，大

塚，大塚西新田，大塚東新田，大塚林崎，中小松，中小松関場，中小松

三日町，中小松片町，中小松六角，添川袋谷，東小松，東大塚，東大塚

町田，東大塚門之目，尾長島，尾長島上河原，尾長島西小屋，尾長島堤，

尾長島尾長島東，朴沢，朴沢平林，朴沢北沢，朴沢門前，堀金，堀金熊

之堂，堀金坂町，莅，髙山 

飯豊町 

宇津沢，荻生三本柳，下屋地，下小松，岩倉，岩倉岳谷，岩倉高造路，

岩倉上岩倉，広河原，高造路，高峰，高峰橋本，高峰橋本七，高峰西向，

高峰西高峰，高峰赤岩，高峰赤岩線６東１７，高峰中通，高峰東向，黒

沢，黒沢，黒沢旭，黒沢深渕，黒沢谷地田，黒沢二本松，手の子，手の

子荻，手の子荻袋，手の子向原，手の子向原三，手の子向原北，手の子

町下，手の子町中，手の子堂ヶ沢，手の子豊川，手の子矢の沢，手の子

落合，手の子兀の下，小屋，小屋若宮前，小坂，小白川，小白川下野，

小白川観音前，小白川十文字，小白川上郷，小白川中郷，松原，松原下，

松原上，松原南町，松原文殊前，沼沢宇津館，沼沢東杉立，上屋地，上

原，上原松林，須郷，数馬，川内戸，遅谷，中，中酒町，中中西，中津

川，中津川岩倉，中津川上原，中津川白川，中南新田，中北新田，眺山，

椿，椿下椿，椿小原，椿諏訪，椿添川，添川，添川下町，添川行人沢，

添川昭和，添川上代，添川上町，添川前小屋，添川大旦，添川中洞，添

川東山，萩生，萩生芦沢，萩生高野，萩生小山，萩生石原，萩生中，萩

生中ノ目北，萩生中南新田，萩生町上，萩生町東，萩生坊屋敷，白川，

矢渕 

上山市 

中山，中山栗柄山，中山栗柄山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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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潟県】 

新潟市中央区 

愛宕１丁目，愛宕２丁目，愛宕３丁目，卸新町３丁目，下所島１丁目，

下所島２丁目，花園１丁目，久蔵興野，近江１丁目，近江２丁目，近江

３丁目，湖南，幸西１丁目，幸西２丁目，幸西３丁目，幸西４丁目，幸

町，高美町，桜木町，紫竹山，紫竹山１丁目，紫竹山２丁目，紫竹山４

丁目，紫竹山５丁目，紫竹山６丁目，紫竹山７丁目，出来島，出来島１

丁目，出来島１丁目，出来島２丁目，出来島２丁目，出来島２丁目，春

日町，女池，女池１丁目，女池２丁目，女池３丁目，女池４丁目，女池

５丁目，女池６丁目，女池７丁目，女池８丁目，女池上山１丁目，女池

上山２丁目，女池上山３丁目，女池上山４丁目，女池上山５丁目，女池

神明，女池神明１丁目，女池神明２丁目，女池神明３丁目，女池西１丁

目，女池西２丁目，女池西２丁目，女池西前沢，女池東１丁目，女池南

１丁目，女池南２丁目，女池南３丁目，女池北１丁目，小張木１丁目，

小張木２丁目，小張木３丁目，沼垂東２丁目，鐘木，鐘木，上近江，上

近江１丁目，上近江２丁目，上近江３丁目，上近江４丁目，上所１丁目，

上所２丁目，上所３丁目，上所上１丁目，上所上２丁目，上所上３丁目，

上所中１丁目，上所中２丁目，上所中３丁目，上沼，新光町，新和１丁

目，新和２丁目，新和３丁目，新和４丁目，神道寺１丁目，神道寺２丁

目，神道寺３丁目，神道寺南１丁目，神道寺南２丁目，親松，水島町，

清五郎，太右エ門新田，大島，大島字割前，長潟１丁目，長潟２丁目，

鳥屋野 

鳥屋野１丁目，鳥屋野２丁目，鳥屋野３丁目，鳥屋野４丁目，鳥屋野字

中沼，天神１丁目，天神２丁目，天神尾１丁目，天神尾２丁目，東幸町，

東出来島，東大通，東大通１丁目，東大通２丁目，鐙１丁目，鐙西１丁

目，鐙西２丁目，鍋潟新田，鍋潟新田，南笹口１丁目，南笹口２丁目，

南出来島１丁目，南出来島２丁目，南万代町，八千代１丁目，八千代２

丁目，美咲町１丁目，美咲町２丁目，俵柳，浜浦町１丁目，米山，米山

１丁目，米山２丁目，米山３丁目，米山４丁目，米山５丁目，米山６丁

目，弁天１丁目，弁天２丁目，弁天３丁目，弁天橋通１丁目，堀之内，

堀之内南１丁目，堀之内南２丁目，堀之内南３丁目，万代１丁目，万代

２丁目，万代３丁目，万代４丁目，万代５丁目，網川原１丁目，網川原

２丁目，和合町１丁目，和合町２丁目，和合町３丁目 

新潟市東区 

もえぎ野１丁目，もえぎ野２丁目，もえぎ野３丁目，粟山１丁目，粟山

２丁目，粟山３丁目，粟山南中谷内，卸新町１丁目，卸新町２丁目，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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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町３丁目，江南１丁目，江南２丁目，江南３丁目，江南４丁目，江南

５丁目，江南６丁目，山二ツ２丁目，山二ツ５丁目，山木戸２丁目，紫

竹，紫竹３丁目，紫竹４丁目，紫竹５丁目，紫竹６丁目，紫竹７丁目，

紫竹卸新町，時田，時田中洗，新石山４丁目，新石山５丁目，石山１丁

目，石山２丁目，石山３丁目，石山４丁目，石山５丁目，石山６丁目，

竹尾２丁目，中山１丁目，中山２丁目，中山４丁目，中山５丁目，中山

６丁目，中山７丁目，中山８丁目，東明１丁目，東明２丁目，東明３丁

目，東明４丁目，東明５丁目，東明６丁目，東明７丁目，東明８丁目，

南紫竹１丁目，南紫竹２丁目，南紫竹２丁目，北山，本馬越２丁目 

新潟市西区 

ときめき西１丁目，ときめき西２丁目，ときめき西３丁目，ときめき西

４丁目，ときめき東１丁目，みずき野１丁目，みずき野２丁目，みずき

野４丁目，みずき野５丁目，みずき野６丁目，浦山１丁目，浦山２丁目，

浦山３丁目，浦山４丁目，越前浜，下谷内，笠木，勘助郷屋，関屋堀割

町，亀貝，金巻，五十嵐二の町，五十嵐一の町，五十嵐三の町，五十嵐

一の町，五十嵐一の町，五十嵐下崎山，五十嵐三の町西，五十嵐三の町

中，五十嵐三の町東，五十嵐三の町南，五十嵐三の町北，五十嵐上崎山，

五十嵐西，五十嵐中島１丁目，五十嵐中島２丁目，五十嵐中島３丁目，

五十嵐中島４丁目，五十嵐中島５丁目，五十嵐東１丁目，五十嵐東２丁

目，五十嵐東３丁目，高山，黒鳥，坂井，坂井１丁目，坂井２丁目，坂

井３丁目，坂井砂山１丁目，坂井砂山２丁目，坂井砂山３丁目，坂井砂

山４丁目，坂井東１丁目，坂井東２丁目，坂井東３丁目，坂井東４丁目，

坂井東５丁目，坂井東６丁目，坂田，山崎，山田，四ツ郷屋，寺地，寺

尾，寺尾上１丁目，寺尾上２丁目，寺尾上３丁目，寺尾上４丁目，寺尾

上５丁目，寺尾上６丁目，寺尾西１丁目，寺尾西２丁目，寺尾西３丁目，

寺尾西４丁目，寺尾西５丁目，寺尾前通１丁目，寺尾前通２丁目，寺尾

前通３丁目，寺尾台１丁目，寺尾台２丁目，寺尾台３丁目，寺尾朝日通，

寺尾東１丁目，寺尾東２丁目，寺尾東３丁目，寺尾北１丁目，寺尾北２

丁目，緒立流通１丁目，緒立流通２丁目，小見郷屋，小新，小新１丁目，

小新２丁目，小新３丁目，小新４丁目，小新西１丁目，小新西２丁目，

小新西３丁目，小新大通１丁目，小新大通２丁目，小新南１丁目，小新

南２丁目，小針，小針１丁目，小針２丁目，小針３丁目，小針４丁目，

小針５丁目，小針６丁目，小針７丁目，小針８丁目，小針が丘，小針上

山，小針西１丁目，小針西２丁目，小針台，小針藤山，小針南，小針南

台，小瀬，小平方，松海が丘１丁目，松海が丘２丁目，松海が丘３丁目，

松海が丘４丁目，松美台，松美台４丁目，上山田，上新栄町１丁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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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栄町２丁目，上新栄町３丁目，上新栄町４丁目，上新栄町５丁目，上

新栄町６丁目，上新町，上新田，新中浜１丁目，新中浜２丁目，新中浜

３丁目，新中浜４丁目，新中浜５丁目，新中浜６丁目，新通，新通金鉢，

新通西１丁目，新通西２丁目，新通仲才，新通南，新通南１丁目，新通

南２丁目，新通南３丁目，新田，真砂１丁目，真砂２丁目，真砂３丁目，

真砂４丁目，真砂町１丁目，神山，神谷内，須賀，西小針台１丁目，西

小針台２丁目，西小針台３丁目，西有明町，青山１丁目，青山２丁目，

青山３丁目，青山４丁目，青山５丁目，青山６丁目，青山７丁目，青山

８丁目，青山新町，青山水道，赤塚，赤塚２区，赤塚４区，赤塚８区，

赤塚稲葉，赤塚山崎，赤塚散水，赤塚神山，赤塚５区，赤塚６区，前野

外新田，善久，曽和，早潟，大学南１丁目，大学南２丁目，大潟，大野，

大野興野，大野仲町，大野町，大友，大友道河原，谷地，谷内，中権寺 

中野小屋，鳥原，鳥原新田，鳥原成巻，鳥原前川原，鳥原大明，鳥原蓮

方，的場，的場流通１丁目，的場流通２丁目，田潟，田島，東山，東青

山１丁目，東青山２丁目，藤蔵新田，藤野木，道河原，内野，内野潟端，

内野関場，内野戸中才，内野五十嵐下崎山，内野崎山，内野山手１丁目，

内野山手２丁目，内野上新町，内野西１丁目，内野西２丁目，内野西３

丁目，内野早角，内野町，内野町浜倉酒造角，板井，板井四番組，平島，

平島１丁目，平島２丁目，平島３丁目，保古野木，北潟，北場，槙尾，

槙尾，明田，木山，木場，木場上組，木場新田，木場川前，木場堤，木

場，木場下組，木場上組，木場新田，木場川前，木場八割，有明町，立

仏，流通センター，流通センター１丁目，流通センター２丁目，流通セ

ンター３丁目，流通センター４丁目，流通センター５丁目，流通センタ

ー６丁目，槇尾 

新潟市江南区 

粟山，嘉木，丸潟新田，亀田向陽３丁目，酒屋町，鐘木，上和田，清五

郎，曽川，曽野木１丁目，曽野木２丁目，楚川，祖父興野，天野，天野

１丁目，天野２丁目，天野３丁目，天野新田宮浦，鍋潟新田，俵柳，舞

潟，舞潟平賀，平賀，北山，和田 

新潟市南区 

下塩俵，下山崎上塩俵，下鷲ノ木，下鷲ノ木新田，居宿，山崎興野，松

橋，上塩俵，新山崎町３丁目，大字鷲ノ木新田，大通１丁目，大通２丁

目，大通４丁目，大通黄金１丁目，大通黄金２丁目，大通黄金３丁目，

大通黄金４丁目，大通黄金５丁目，大通黄金６丁目，大通黄金７丁目，

大通西，大通南１丁目，大通南２丁目，大通南３丁目，大通南４丁目，

大通南５丁目，中塩俵，中鷲ノ木，田尾，東笠巻，北田中，鷲ノ木桜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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鷲ノ木新田，獺ヶ通 

新潟市西蒲区 

今井，新保新月，曽根９番町，安尻，安尻，井随，稲島，茨島，羽田，

羽田，卯八郎，卯八郎受，浦組，浦村，浦浜，栄，栄町，栄本，越前浜，

越前浜，越前浜下，越前浜区長，越前浜道下，猿ヶ瀬，遠藤，遠藤新田，

押付，横戸，横江，横曽根，下山，下組，下組，下木島，下和納，下和

納，夏井，河井，貝柄，貝柄新田，鎧潟，柿島，柿島鎌田，角海浜，角

田，角田浜，角田浜，潟上，潟東村，潟東美里，潟頭，割前，巻，巻１

０区，巻１２区，巻６区，巻稲島，巻栄町，巻乙，巻甲，巻甲，巻甲，

巻甲１０区，巻甲１１区，巻甲１２区，巻甲１３区，巻甲１区，巻甲２

区，巻甲５区，巻甲６区，巻甲７区，巻甲８区，巻甲９区，巻甲桔梗ヶ

丘，巻甲東６区，巻大原，巻町稲島，巻町越前浜，巻町下木島，巻町下

和納，巻町下和納字諏訪，巻町河井，巻町河井字寺田，巻町河井中屋敷，

巻町柿島，巻町角田浜，巻町潟頭，巻町割前，巻町巻，巻町巻３区，巻

町巻乙，巻町巻乙３区，巻町巻乙堀山団地，巻町巻甲，巻町巻甲１０区，

巻町巻甲１１区，巻町巻甲１２区，巻町巻甲１２区，巻町巻甲１３区，

巻町巻甲２区，巻町巻甲３区，巻町巻甲４区，巻町巻甲５区，巻町巻甲

７区，巻町巻甲８区，巻町巻甲９区，巻町巻上木島，巻町高橋，巻町桜

林，巻町松郷屋，巻町上木島，巻町赤鏥，巻町大字巻乙，巻町竹野町，

巻町津雲田，巻町天神町，巻町堀山新田，巻町堀山団地，巻町和納，巻

町和納１区，巻町和納３区，巻町鷲ノ木，巻町鷲ノ木１６７４，巻東６

区，巻東町，巻東町，間瀬，間瀬，間瀬１０区，間瀬１区，間瀬２区，

間瀬３区，間瀬４区，間瀬５区，間瀬６区，間瀬７区，間瀬浦浜，間瀬

高屋，間瀬田ノ浦，間瀬田ノ浦，岩室，岩室温泉，岩室村，岩室村間瀬

３区，岩室村久保田，岩室村橋本，岩室村金池，岩室村西中，岩室村西

長島，岩室村石瀬，岩室村白鳥，岩室村樋曽，旗屋，桔梗ヶ丘，久保田，

橋本，金池，熊谷，桑山，見帯，原，五ヶ浜，五之上，庚午団地，荒江，

高橋，高畑，国見，国見南，今井，桜林，三角野新田，三方，山島，山

島村新田，四ツ郷屋，漆山，漆山，漆山１ノ丁，漆山２ノ丁，漆山３ノ

丁，漆山４ノ丁，漆山５ノ丁，漆山６ノ丁，漆山７ノ丁，漆山８ノ丁，

漆山庚塚，漆山四十歩割，主膳川原乙，舟戸，十二原，升岡，升岡新田，

升潟，松郷屋，松崎，松山，松野尾，称名，上泉，上木島，植野，植野

新田，新川，新谷，新保，真田，真田，仁箇，仁箇，水沢新田，西沙上，

西船越，西中，西中島，西長島，石瀬，赤塚，赤鏥，赤鏥，赤鏥島，川

崎，川西，前田，善光寺，善光寺村受，曽根，曽根２番町，曽根３番町，

曽根４番町，曽根５番町，曽根６番町，曽根７番町，曽根８番町，曽根



 9 

六分，打越，打越乙，打越丙，大潟，大関，大字稲島，大字越前浜，大

字横戸，大字巻乙，大字五ヶ浜，大字高橋，大字仁箇，大字石瀬，大字

竹野町，大字白鳥，大字福井，大曽根，大曽根，大曽根甲，大曽根出来

山，沢海，竹野町，竹野町，竹野町，中郷屋，中郷屋，中作，中組，中

村，中島，町組，津雲田，天竺堂，天神町，東汰上，東町，東町地，藤

見町，堂ノ腰，道上，南谷内，納８区，馬掘，馬堀下組，馬堀十二原，

馬堀上組，馬堀西下組，白鳥，番屋，番屋，樋曽，美里，美里，美里団

地，富岡，布目，伏部，福井，兵右衛門新田，平沢，平野，並岡，並岡，

峰岡，北野，堀山新田，堀山新田３区，堀山団地，堀上，堀上新田，槙

島，槙島団地，木場新田，矢島，油島，与兵衛野，与兵衛野新田，葉萱

場，六分，和納，和納，和納１０区，和納１１区，和納１区，和納２区，

和納３区，和納４区，和納５区，和納６区，和納７区，和納８区，和納

９区，和納三田，和納川原，鷲ノ木，鷲ノ木千刈，鱸，鱸１区，鱸２区，

鱸３区，髙畑 

阿賀町 

あが野南，雲和田，栄，栄山，花立，角島，岩谷，岩津，吉津，京ノ瀬，

九島，九島長木，熊渡，五十沢，五十島，向鹿瀬，広沢，広谷，行地山，

黒岩，黒岩大字谷花，三郷，三宝分乙，三宝分甲，三宝分丙，三方乙，

三方乙黒谷，三方乙谷地，三方甲，三方相高島，鹿瀬，鹿瀬鳥場山，七

名，室谷，取上，小花地，小手茂，小出，小出武須沢入，小石取，小石

取石間，小野戸，上ノ山，上戸谷渡，上戸谷渡熊渡，上戸谷渡取上，上

戸谷渡石戸，上戸谷渡長谷，上渡谷割，常浪甲，神谷乙，神谷乙鍵取，

神谷広瀬，神谷甲，神谷甲鍵取，神谷室谷，神谷丙，諏訪峠西，清川，

西，西赤岩，石間，石戸，赤岩，赤崎山，倉ノ平，太田，大字津川，大

倉乙，大倉甲，大蔵乙土井，大牧，谷花，谷花乙，谷花乙黒岩，谷花谷

沢，谷沢，長谷，長谷字峠，長木街灯，鳥井，鳥場山，津川，津川１２

区，津川１区，津川２区，津川４区，津川５区，津川６区，津川芦沢，

津川奥田，津川小野戸，釣浜，天満，田沢，兎山倉，東岐街灯，東山，

東山広手，東山字土倉，東山中山，日野川乙，日野川原，日野川甲，日

野川高出，日野川丙，白髭山，八ツ田，八木山，福取，福取大字鳥井，

払川，平掘，豊川乙，豊川乙東川，豊川甲，豊川石畑，豊川太田，豊川

丙，野村，野中，両郷，両郷乙，両郷甲，両郷高清水，両郷野中 

阿賀野市 

かがやき，安田町，庵地，庵地安田町，庵地小路，羽多屋，越御堂，横

町，下学校町，下赤坂，下町，貝喰，丸山，岩野，久保，久保戸谷，久

保字上ノ代，宮町，境新，興野，掘越，熊居新田，原，原中屋，原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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戸谷，御城町，江端道，今板，砂山，坂町，笹神村，笹鼻，笹鼻地内，

山崎，山寺，山本新，市野山，寺社，寺社乙，寺社甲，寺社物見山町，

七浦，七石，十二神，出湯，小境，小松，小浮，小路，上江端，上山田，

上小中山，上町，上南郷，上福岡字清蔵前，新栄町，新座，新保，新保

駒込，水原，水原町，赤坂，切梅新田，切梅新田地内，千刈町，千唐仁，

草水，村杉，大字貝喰，大字山寺笹鼻，大字新保，大字大室，大字分田，

大字保田，大字篭田字中山，大字六野瀬，大室，大室貝喰，大室字栗木

平，大室十二神，大室真光寺，大室村杉，大室大日，大日，大和地区，

沢田，沢田竜下，中潟，中山，中町，中南郷，田中，渡場，渡場家浦，

渡場字赤坂，渡場地先，都辺田，島瀬，東町，東部産業団地内，南郷，

二本松，稗川原場，布目，福井，福井字風除林，福永，福永山荘団地，

福永地内，福永竜下，物見山，物見山町，分田，片町，保田，保田庵地，

保田栄町，保田横町，保田下学校町，保田下町，保田岩野，保田宮町，

保田原町，保田御城町，保田砂山，保田字中山，保田小路，保田上学校

町，保田上町，保田上野林，保田新栄町，保田新町，保田千刈町，保田

中山，保田中町，保田都辺田，保田東学校町，保田南郷，保田二本松，

保田片町，保田門前，牧島，堀越，本町，門前，野地城，野田，竜下，

篭田，篭田家添，六ノ瀬，六野瀬，籠田，籠田中山 

長岡市 

寺泊野積，阿弥陀瀬，下小島谷，下沼新田，下富岡，吉田，荒巻，黒坂，

根小屋，坂谷，三瀬ヶ谷，寺泊，寺泊磯町，寺泊引岡，寺泊烏帽子平，

寺泊円上寺，寺泊下桐，寺泊下荒町，寺泊下荒町，寺泊下曽根，寺泊下

中條，寺泊夏戸，寺泊花立，寺泊海浜公園，寺泊岩方，寺泊吉，寺泊求

草，寺泊京ケ入，寺泊郷本，寺泊金山，寺泊戸崎，寺泊五分一，寺泊荒

町，寺泊高内，寺泊坂井町，寺泊山田，寺泊志戸橋，寺泊七ツ石，寺泊

蛇塚，寺泊小屋場，寺泊小川町，寺泊小豆曽根，寺泊松沢町，寺泊松沢

町１丁目，寺泊松沢町２丁目，寺泊松田，寺泊上荒町，寺泊上田町，寺

泊上片町，寺泊新長，寺泊新道，寺泊赤坂，寺泊川崎，寺泊蔵場町，寺

泊大地，寺泊大町，寺泊大和田，寺泊竹森，寺泊中曽根，寺泊町軽井，

寺泊田尻，寺泊田町，寺泊田頭，寺泊渡部，寺泊当新田，寺泊敦ヶ曽根，

寺泊二ノ関，寺泊入軽井，寺泊年友，寺泊年友本村，寺泊白岩，寺泊硲

田，寺泊平野新村新田，寺泊片町，寺泊弁才天，寺泊法崎，寺泊北曽根，

寺泊本山，寺泊本弁，寺泊万善寺，寺泊箕輪，寺泊湊町，寺泊明ヶ谷，

寺泊木島，寺泊野積，寺泊矢田，寺泊有信，寺泊鰐口，寺泊藪田，若野

浦，小谷，小島谷，上桐，上小島谷，城之丘，信条西，西野，村田，大

字根小屋，大字島崎，大字保内，大沼新田，中小島谷，中条新田，中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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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島，中之島西野，島崎，島崎下町，島崎法善町，東保内，日野浦，

日野浦赤田，梅田，与板町下与板，与板町岩方，与板町東与板，与板町

馬越，与板町本与板，与板町与板，落水，李崎町，両高，和島高畑，和

島中沢，和島北野 

三条市 

上須頃 

燕市 

粟生津，井土巻，一ノ山，一ノ山１丁目，一ノ山２丁目，栄町，燕，燕

宮町，燕西燕町，燕仲町，横田，荻野，下粟生津，下佐善，下諏訪，下

曽根，下組，下太田，花見，花見西燕町，館野，吉栄，吉田，吉田旭町

１丁目，吉田旭町２丁目，吉田旭町３丁目，吉田旭町４丁目，吉田栄町，

吉田下佐善，吉田下中野，吉田下町，吉田学校町，吉田吉栄，吉田宮小

路，吉田幸町，吉田鴻巣，吉田鴻巣４丁目，吉田鴻巣工場団地，吉田佐

善，吉田四十石，吉田若生町，吉田若生町３丁目，吉田寿町，吉田春日

町，吉田春日町７丁目，吉田曙町，吉田松岡新田，吉田松岡町，吉田上

町，吉田新町，吉田新町１丁目，吉田新田町，吉田神明町，吉田水道町，

吉田水道町５丁目，吉田西太田，吉田大保，吉田大保町，吉田中町，吉

田中町５丁目，吉田町，吉田町溝，吉田堤町，吉田堤町７丁目，吉田堤

町９丁目，吉田田中新田，吉田東栄町，吉田東栄町５丁目，吉田東栄町

６丁目，吉田東栄町８丁目，吉田東町，吉田桃山町，吉田日之出町，吉

田樋ノ口，吉田浜首町，吉田文京町，吉田法花堂，吉田法花堂新田前，

吉田本所，吉田本町，吉田弥生町，吉田弥生町１丁目，宮町，笈ヶ島，

笈掛石，興野，熊ノ森，熊森，源八，源八新田，五千石，五千石荒川，

五千石荒川１丁目，五千石荒川２丁目，五千石地先，五千石町住，庚塚，

溝，高木，国上，国上石湊，佐善，佐渡山，砂子塚，桜町，桜林，笹曲，

寺郷屋，寿町，秋葉町，秋葉町１丁目，秋葉町２丁目，秋葉町３丁目，

秋葉町４丁目，曙町，小関，小関緑町，小高，小池，小池新町，小池前

田，小池中通，小島，松橋，上粟生津，上河原，上佐善，上佐善，上諏

訪町，新栄町，新興野，新堀，真木山，水道町，水道町１丁目，水道町

２丁目，水道町３丁目，水道町４丁目，杉名，杉柳，雀森，西燕町，西

槇，泉新，前郷屋，蔵関，太田，大関，大曲，大川津，大川津分，大武

新田，大保，地蔵堂，地蔵堂本町１丁目，地蔵堂本町２丁目，地蔵堂本

町３丁目，竹ヶ花，中央通４丁目，中央通５，中左善，中条新田，中諏

訪町，中太田，中島，中島上表，仲町，町畑，長崎，長所，長辰，殿島，

殿島１丁目，殿島２丁目，田中，田中新，渡部，東太田，東太田寿町，

道金，南，南１丁目，廿六木，廿六木１区，廿六木３区，廿六木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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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堀，白山町，白山町１丁目，白山町２丁目，白山町３丁目，八王寺，

美山，富永，物流センタ－，物流センタ－１丁目，物流センタ－２丁目，

物流センタ－２丁目，物流センター４丁目，分水あけぼの１丁目，分水

旭町１丁目，分水旭町２丁目，分水旭町３丁目，分水旭町４丁目，分水

旭町５丁目，分水栄町，分水学校町，分水学校町１丁目，分水学校町２

丁目，分水向山１丁目，分水向山２丁目，分水向陽，分水桜町１丁目，

分水桜町２丁目，分水桜町３丁目，分水新町，分水新町１丁目，分水新

町２丁目，分水新町３丁目，分水新町４丁目，分水新町上，分水大武１

丁目，分水大武２丁目，分水大武３丁目，分水大武４丁目，分水大武５

丁目，分水町，分水町横田，分水町砂子塚，分水町大川津，分水東学校

町，分水東学校町１丁目，分水東学校町２丁目，分水東学校町３丁目，

分水文京町，米納津，米納津稲葉，米納津乙組，米納津甲組，米納津四

十石，米納津字八幡，米納津新保，米納津南組，峰見，牧ヶ花，本町，

本町１丁目，本町下町，幕島，野中，野中才，野本，柳山，柳山前畑，

緑町，杣木，杣木前郷屋，杣木中道下，杣木廿六木，杣木廿六木３区，

栁山 

出雲崎町 

乙茂，柿ノ木，吉川，久田，出雲崎，出雲崎中条，小谷，上条，上中条，

神条，大字乙茂，大字神条，大字沢田，大寺，滝谷，沢田，中条，藤巻，

馬草 

弥彦村 

井田，一の坂，荻野，観音寺，観音寺猿ケ馬場，境江，熊ケ谷，工場団

地，山岸，山崎，上泉，川崎，走出，村山，大戸，大石原，中山，中山

団地，田中新田，二松団地，美山，浜首，平野，峰見，弥彦，弥彦１０

区，弥彦１１区，弥彦１２区，弥彦１３区，弥彦１区，弥彦２区，弥彦

３区，弥彦５区，弥彦６区，弥彦７区，弥彦８区，弥彦９区，弥彦山，

弥彦山居，弥彦山頂，矢作，矢作柿ノ浦，矢作工場団地，矢楯，矢立，

麓，麓１区，麓２区，麓２区，麓中田，魵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