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50-01 成島町262-1 昭51.1.1 －5.2 －5.5 ＋0.8 －3.4 ＋0.8 －12.5 －137.1 －4.2 22.5078 昭50.11 埋設

50-02 仲町2384-1 昭51.1.1 －4.5 －4.2 ＋2.4 －5.1 ＋3.0 －8.4 －93.8 －2.8 24.2271 昭50.11 埋設

50-03 足次町174-2 昭51.1.1 －4.2 －6.1 ＋3.8 －4.3 ＋0.7 －10.1 －55.2 －1.7 21.0339 昭50.12 埋設

50-04 細内町1016 昭51.1.1 －6.3 －1.3 ＋1.4 －3.7 ＋0.7 －9.2 －67.7 －2.1 20.0705 昭50.12 埋設

50-05 楠町1930 昭51.1.1 －5.0 －3.0 ＋2.9 －1.2 －2.2 －8.5 －59.9 －1.8 19.6757 昭50.12 埋設

50-06 赤生田町1956-1 昭51.1.1 －4.2 －3.0 －1.0 －0.1 ＋2.9 －5.4 －87.8 －2.7 18.7214 昭50.12 埋設

50-10 青柳町1751-78 昭51.1.1 －4.4 －8.6 －0.9 －1.9 －1.0 －16.8 －244.8 －7.4 19.2264 昭50.12 埋設

50-17 上三林町599 昭51.1.1 －3.0 －6.1 －2.9 －2.9 ＋0.5 －14.4 －225.1 －6.8 19.6068 昭50.12 埋設

50-18 野辺町754 昭51.1.1 －2.6 －5.1 －1.2 －4.0 ＋2.0 －10.9 －153.9 －4.7 20.9206 昭50.12 埋設

50-20 大谷町625 昭51.1.1 －2.5 －7.1 －0.6 －1.8 －2.0 －14.0 －213.6 －6.5 23.7171 昭50.11 埋設

53-01 成島町1165 昭54.1.1 －2.2 －4.7 －4.3 －0.3 －2.5 －14.0 －172.5 －5.7 25.6461 昭53.11 埋設

53-04 高根町401 昭54.1.1 －2.3 －2.5 －1.5 ＋0.1 －2.1 －8.3 －89.4 －3.0 23.3716 昭53.11 埋設

59-01 上赤生田町3810 昭60.1.1 －4.5 －4.7 －3.0 －1.7 ＋2.3 －11.6 －117.1 －4.9 18.5072 昭59.11 埋設

59-02 千塚町118 昭60.1.1 －7.7 －3.8 ＋3.1 －4.2 －1.0 －13.6 －72.3 －3.0 18.8023 昭59.11 埋設

59-03 大島町2278-1 昭60.1.1 －10.8 －2.9 ＋2.8 －6.0 －2.0 －18.9 －164.4 －6.8 17.1470 昭59.11 埋設

5-08 入ヶ谷町118 平 6.1.1 －6.1 －13.0 －0.7 －8.5 －0.9 －29.2 －117.9 －7.9 18.2640 平 5.12 埋設

6-01 城町1-1 平 7.1.1 －6.9 －2.9 ＋3.0 －4.7 ＋2.2 －9.3 －13.3 －1.0 19.7985 平 6.11 埋設

6-02 赤生田町772-1 平 7.1.1 －5.9 －5.5 －1.2 －2.7 ＋1.7 －13.6 －37.3 －2.7 15.8143 平 6.11 埋設

6-03 四ツ谷町365 平 7.1.1 －6.3 －3.4 ＋2.7 －2.5 －0.9 －10.4 －21.7 －1.5 16.5201 平 6.11 埋設

6-04 下早川田町883-6 平 7.1.1 －4.7 －5.1 ＋0.4 －3.7 －1.5 －14.6 －47.6 －3.4 20.3332 平 6.11 埋設

水準点

番   号

変動量（mm）

年平均値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備　　考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館 林 市 （２５地点）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町  （ 字 )  名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6-05 上早川田町311 平 7.1.1 －5.5 －3.4 ＋0.1 －3.9 －3.9 －16.6 －39.1 －2.8 20.4150 平 6.11 埋設

6-06 木戸町522 平 7.1.1 －2.8 －2.9 －2.4 －0.4 －4.3 －12.8 －48.6 －3.5 22.5137 平 6.11 埋設

平 7.1.1 - － － - - 平 6.11 埋設

平12.1.1 －4.7 －6.7 －1.4 －3.1 - - － - - 平11.12 埋設

6-08 苗木町2487 平 7.1.1 －4.5 －10.2 ＋1.2 －4.5 - - － - - 平 6.11 埋設

6-09 新宿二丁目15-1 平 7.1.1 －5.3 －6.9 ＋0.1 －4.1 ＋1.5 －14.7 －44.8 －3.2 21.6686 平 6.11 埋設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館 林 市 （２５地点）

水準点

番   号
町  （ 字 )  名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6-07 松沼町5-12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備　　考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年平均値

変動量（mm）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50-11 大字籾谷2118-1 昭51.1.1 －7.0 －3.7 ＋1.3 －1.8 －2.4 －13.6 －133.9 －4.1 17.8936 昭50.11 埋設

50-12 大字板倉2770 昭51.1.1 －8.5 －6.2 ＋0.1 －2.1 －3.8 －20.5 －303.0 －9.2 15.2817 昭50.12 埋設

50-13 大字板倉1412 昭51.1.1 －7.4 －4.5 －1.6 ＋2.7 －4.5 －15.3 －262.8 －8.0 16.5409 昭50.12 埋設

50-14 大字大高島1696 昭51.1.1 －7.7 －6.5 －1.5 －2.2 －1.2 －19.1 －247.0 －7.5 15.8488 昭50.12 埋設

50-15 大字飯野1655 昭51.1.1 －7.5 －6.2 －2.8 －1.8 －0.7 －19.0 －273.9 －8.3 16.9664 昭50.12 埋設

59-04 大字西岡395 昭60.1.1 －6.5 ±0.0 ＋1.1 －3.3 －1.1 －9.8 －134.8 －5.6 22.6326 昭59.11 埋設

59-05 大字細谷616 昭60.1.1 －6.5 ＋0.3 －0.1 －2.5 －1.2 －10.0 －128.7 －5.4 14.1743 昭59.11 埋設

59-06 大字海老瀬2829-54 昭60.1.1 －10.9 －4.0 －6.2 －0.9 －7.0 －29.0 －260.3 －10.8 14.9538 昭59.11 埋設

5-01 大字大高島424 平 6.1.1 －11.3 －10.7 －2.0 －6.2 －5.7 －35.9 －137.2 －9.1 15.2881 平 5.12 埋設

5-02 大字下五箇21-1 平 6.1.1 －10.9 －7.1 －5.2 －5.1 －4.7 －33.0 －134.7 －9.0 15.1926 平 5.12 埋設

大字海老瀬694-1 平 6.1.1 - - - - - 平 5.12 埋設

大字海老瀬 平12.1.1 －12.5 －4.1 －5.1 －7.9 －5.9 －35.5 －59.1 －6.6 15.2810 平11.12 埋設

5-04 大字海老瀬7368 平 6.1.1 －8.8 ＋0.2 －3.5 －1.9 －2.7 －16.7 －70.3 －4.7 21.2045 平 5.12 埋設

5-05 大字離988 平 6.1.1 －7.8 －1.2 －1.1 －3.1 －1.0 －14.2 －70.6 －4.7 14.7345 平 5.12 埋設

5-06 大字大曲444 平 6.1.1 －7.7 －1.5 －0.5 －4.1 - - - - - 平 5.12 埋設

10-01 朝日野一丁目26-1 平11.1.1 －14.6 －6.4 －5.7 －5.6 －7.1 －39.4 －39.9 －6.7 14.7997 平10.12 埋設

11-01 大字下五箇724-1 平12.1.1 －11.2 －5.8 －6.0 －4.9 －4.5 －32.4 －56.2 －6.2 14.4745 平11.12 埋設

11-02 大字大蔵16 平12.1.1 －8.7 －3.7 －4.2 ＋1.7 －5.5 －20.4 －31.4 －3.5 13.8117 平11.12 埋設

11-03 大字籾谷甲1431 平12.1.1 －5.4 －2.5 ＋3.1 －2.1 －1.5 －8.4 －12.6 －1.4 17.7749 平11.12 埋設

5-03

備　　考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板 倉 町 （１８地点）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町  （ 字 )  名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水準点

番   号 年平均値

変動量（mm）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50-07 千津井293 昭51.1.1 －5.2 －6.7 －0.5 －4.3 ＋1.1 －15.6 －212.0 －6.4 17.7765 昭50.12 埋設

昭51.1.1 －9.7 －9.3 - - - - - 昭50.12 埋設

平19.1.1 *-2.6 －5.9 ＋0.7 －24.2 －425.1 －13.3 18.2909 平 18. 3 埋設

50-09 大佐貫93 昭51.1.1 －4.8 －10.3 －2.5 －5.1 －0.4 －23.1 －380.6 －11.5 18.8565 昭50.12 埋設

50-16 斗合田132 昭51.1.1 －5.3 －7.7 ±0.0 －3.1 ±0.0 －16.1 －207.8 －6.3 17.3883 昭50.12 埋設

53-12 須賀63-1 昭54.1.1 －3.9 －9.6 －3.2 －4.6 －1.4 －22.7 －326.8 －10.9 18.8816 昭53.11 埋設

4-07 南大島660 平 5.1.1 －7.8 －5.6 －3.5 －4.1 ＋1.0 －20.0 －110.5 －6.9 17.4315 平 5. 2 埋設

4-08 大輪236-10 平 5.1.1 －6.2 －8.2 －3.8 －6.2 －2.2 －26.6 －162.1 －10.1 19.2652 平 5. 2 埋設

4-09 川俣26-1 平 5.1.1 －2.7 －10.0 －2.6 －6.2 ＋0.3 －21.2 －120.2 －7.5 19.5461 平 5. 2 埋設

5-07 梅原799-3 平 6.1.1 －8.6 －12.4 －0.8 －7.3 －0.9 －30.0 －146.2 －9.7 18.5372 平 5.12 埋設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変動量（mm）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年平均値
備　　考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新里28850-08

明 和 町 (９地点）

水準点

番   号
町  （ 字 )  名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50-21 大字赤岩2471-2 昭51.1.1 －1.3 －4.6 －2.0 ＋1.6 －2.8 －9.1 －84.1 －2.5 22.9916 昭50.12 埋設

50-22 大字新福寺525 昭51.1.1 －0.5 －5.9 －2.2 ＋0.2 - - - - - 昭50.12 埋設

53-13 大字下中森72-1 昭54.1.1 －3.9 －7.6 －1.1 －4.7 －1.7 －19.0 －277.2 －9.2 20.2747 昭53.11 埋設

53-14 大字上中森甲1137 昭54.1.1 －4.2 －6.7 －1.3 －4.4 －1.5 －18.1 －196.6 －6.6 21.1886 昭53.11 埋設

53-15 大字上五箇240-1 昭54.1.1 －3.4 －7.4 ±0.0 －17.2 －2.5 －30.5 －145.9 －4.9 22.0562 昭53.11 埋設

53-16 大字萱野1195 昭54.1.1 －2.0 －6.5 －0.2 －4.3 - - - - - 昭53.11 埋設

53-17 大字瀬戸井797-7 昭54.1.1 －1.3 －6.3 －0.3 －3.0 －0.3 －11.2 －89.8 －3.0 22.3029 昭53.11 埋設

53-18 大字赤岩193-5 昭54.1.1 －0.3 －5.9 －0.7 －1.5 －0.3 －8.7 －73.5 －2.4 24.0895 昭53.11 埋設

53-19 大字舞木甲897 昭54.1.1 ＋0.4 －6.0 －1.4 －0.2 ＋0.3 －6.9 －66.2 －2.2 26.1899 昭53.11 埋設

6-10 大字赤岩1705-3 平 7.1.1 －1.4 －5.7 －2.0 －0.6 －1.3 －11.0 －30.6 －2.2 21.8493 平 6.11 埋設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変動量（mm）

年平均値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千 代 田 町 (１０地点）

水準点

番   号
町  （ 字 )  名 備　　考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50-19 大字赤堀510 昭61.1.1 －4.0 －5.7 －4.1 －2.3 －2.3 －18.4 －286.3 －8.9 22.1156 昭60.10 埋設

50-25 大字篠塚2583-2 昭51.1.1 －3.7 －2.4 －6.4 ＋2.1 －7.0 －17.4 －229.2 －6.9 26.0668 昭50.12 埋設

50-26 大字篠塚1277 昭51.1.1 －3.0 －2.4 －5.7 ＋1.7 －5.2 －14.6 －205.0 －6.2 24.6742 昭50.12 埋設

53-02 大字中野127 昭54.1.1 －5.2 －4.7 －4.1 ＋1.5 －4.4 －16.9 －288.2 －9.6 23.4143 昭53.11 埋設

53-03 大字鶉250 昭54.1.1 －6.5 －3.0 －5.3 ＋0.1 －3.3 －18.0 －282.3 －9.4 25.7605 昭53.11 埋設

53-05 大字中野2371 昭54.1.1 －7.3 －2.7 －8.6 ＋0.6 －5.3 －23.3 －303.9 －10.1 25.1064 昭53.11 埋設

53-06 大字藤川33-1 昭54.1.1 －5.8 －3.4 －6.8 ＋1.0 －4.7 －19.7 －288.1 －9.6 25.5618 昭53.11 埋設

53-07 大字中野3572 昭54.1.1 －7.2 －3.8 －6.7 －0.5 －5.0 －23.2 －348.8 －11.6 23.8050 昭53.11 埋設

53-10 大字藤川1599-2 昭54.1.1 －2.9 －1.0 －4.7 ＋3.6 －2.7 －7.7 －136.8 －4.6 26.5478 昭53.11 埋設

53-11 大字石打1050-丁 昭54.1.1 －5.1 －2.1 －5.9 ＋3.4 －4.4 －14.1 －182.8 －6.1 26.1124 昭53.11 埋設

邑 13 大字中野3047 平 5.1.1 －5.7 －4.1 －6.2 ＋1.3 －4.5 －19.2 －128.4 －8.0 25.0581 平 １. 4 埋設

邑 21 大字篠塚3217 平 5.1.1 －2.0 －2.8 －6.1 ＋2.6 －6.9 －15.2 －97.1 －6.1 25.9822 平 １. 4 埋設

4-10 大字坪谷 平 5.1.1 －2.7 －2.2 －4.9 ＋2.1 －6.0 －13.7 －76.1 －4.8 25.3324 平 5. 2 埋設

邑 15 大字中野字江尻5403 平 7.1.1 －4.7 －4.2 －3.1 ＋1.1 －3.9 －14.8 －65.9 －4.7 22.1646 平 １. 4 埋設

邑 16 大字中野字蛭沼580-3 平 7.1.1 －4.8 －2.1 －6.1 ＋1.8 - - - - - 平 １. 4 埋設

邑 32 大字赤堀字十軒1372-1 平 7.1.1 －1.8 －3.3 －3.5 ＋3.0 －4.1 －9.7 －36.6 －2.6 23.6666 平 １. 4 埋設

邑 35 大字赤堀(町道2-35号線) 平 7.1.1 －4.3 －6.4 －4.3 －3.8 －1.1 －19.9 －90.1 －6.4 18.9270 平 １. 4 埋設

水準点

番   号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備　　考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邑 楽 町 （１７地点）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町  （ 字 )  名
年平均値

変動量（mm）



太 田 市 （旧太田市）（２４地点）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53-09 龍舞町3830-4 昭54.1.1 ＋0.1 ＋0.7 －3.5 ＋4.3 －1.5 ＋0.1 －21.6 －0.7 33.6236 昭53.11 埋設

53-21 古戸町197 昭54.1.1 ＋1.3 －6.2 －0.7 ＋1.5 －1.3 －5.4 －122.1 －4.1 29.0307 昭53.11 埋設

53-24 内ヶ島町589 昭54.1.1 －1.8 －2.9 －1.6 ＋1.2 ＋0.5 －4.6 －58.2 －1.9 36.8809 昭53.11 埋設

53-25 飯塚町1460 昭54.1.1 －0.8 －3.2 －1.4 －0.7 －0.6 －6.7 －63.4 －2.1 38.5353 昭53.11 埋設

53-26 藤久良町50 昭54.1.1 ±0.0 －0.5 －0.9 －1.4 －1.7 －4.5 －59.2 －2.0 44.5206 昭53.11 埋設

53-27 大島町707-2 昭54.1.1 －0.9 ±0.0 ＋0.7 －1.8 ＋0.3 －1.7 －2.4 －0.1 47.0990 昭53.11 埋設

53-28 熊野町23-25 昭54.1.1 ＋0.7 －0.8 ＋0.7 －0.9 －0.3 －0.6 －6.3 －0.2 49.0231 昭53.11 埋設

53-29 東長岡町1402-1 昭54.1.1 ＋0.1 －0.1 ±0.0 ＋0.2 －0.3 －0.1 －0.1 ±0.0 45.2246 昭53.11 埋設

53-30 茂木町甲726 昭54.1.1 －1.6 －1.3 －1.2 ＋1.1 －0.4 －3.4 －15.1 －0.5 36.2983 昭53.11 埋設

53-31 高林南町774 昭54.1.1 ＋3.9 －9.0 －1.1 ＋3.9 －2.2 －4.5 －126.3 －4.2 34.9206 昭53.11 埋設

53-32 福沢町256-1 昭54.1.1 ＋2.5 －7.9 －1.3 ＋2.3 －1.6 －6.0 －137.1 －4.6 35.4570 昭53.11 埋設

昭54.1.1 - - - - - 昭53.11 埋設

平12.1.1 －0.8 －5.5 ＋0.1 －0.8 －1.3 －8.3 －158.0 －5.3 41.2630 平12. 6 埋設

53-35 中根町526 昭54.1.1 ＋2.4 －5.4 －2.5 ＋2.6 - - - - - 昭53.11 埋設

53-36 上田島町372 昭54.1.1 －0.1 －3.8 －1.2 ＋2.2 ＋0.5 －2.4 －78.0 －2.6 40.5913 昭53.11 埋設

53-47 別所町247-1 昭54.1.1 ＋0.9 －2.8 －0.1 －0.6 －0.8 －3.4 －68.5 －2.3 47.7165 昭53.11 埋設

55-01
(群基1)

安良岡町51 昭56.1.1 ±0.0 ±0.0 ±0.0 ±0.0 ±0.0 ±0.0 －0.9 ±0.0 45.1404 昭55.12 埋設

7-03 東別所町517-36 平 8.1.1 －0.2 －4.1 －1.4 ＋2.1 ＋0.3 －3.3 －16.5 －1.3 36.1816 平 7.11 埋設

7-04 古戸町191-2 平 8.1.1 ＋3.9 －7.8 －0.2 ＋2.1 －2.2 －4.2 －43.7 －3.4 33.4761 平 7.11 埋設

7-05 下浜田町1088-1 平 8.1.1 －2.7 －3.1 －1.3 －1.4 －0.9 －9.4 －28.5 －2.2 40.2038 平 7.11 埋設

年平均値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町  （ 字 )  名
水準点

番   号

変動量（mm）

53-33 細谷町1511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備　　考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太 田 市 （旧太田市）（２４地点）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10-02 鶴生田町733-55 平11.1.1 －1.1 －0.2 －0.4 －1.4 - - - - - 平10.12 埋設

10-03 新野町127 平11.1.1 ±0.0 －3.2 ＋0.8 －2.6 - - - - - 平10.12 埋設

10-04 天良町858-2 平11.1.1 －0.9 －1.9 ±0.0 －2.2 - - - - - 平10.12 埋設

11-04 東矢島町1082 平12.1.1 －2.4 －6.9 －1.4 －1.5 －0.3 －12.5 －16.1 －1.8 36.3321 平11.12 埋設

11-05 由良町1738-1 平12.1.1 －0.5 －4.3 －1.0 ＋0.2 －1.4 －7.0 －18.8 －2.1 45.4428 平11.12 埋設

備　　考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年平均値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水準点

番   号
町  （ 字 )  名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変動量（mm）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太 田 市 （旧尾島町）（１０地点）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53-34 備前島町359 昭54.1.1 ＋4.6 －4.7 －5.4 ＋5.0 －1.6 －2.1 －85.8 －2.9 30.5580 昭53.11 埋設

53-37 堀口町111 昭54.1.1 ＋2.5 －4.9 －6.1 ＋4.5 －2.6 －6.6 －116.7 －3.9 32.1682 昭53.11 埋設

53-38 阿久津町231-1 昭54.1.1 －1.1 －5.1 －5.4 ＋2.8 －2.0 －10.8 －174.5 －5.8 32.4498 昭53.11 埋設

53-39 大館町1493 昭54.1.1 ＋1.0 －3.8 －4.1 ＋2.3 －1.7 －6.3 －114.7 －3.8 34.7580 昭53.11 埋設

53-40 世良田町930-1 昭60.1.1 －3.9 －7.1 －5.7 －4.2 －3.3 －24.2 －249.3 －10.0 37.4125 昭59. 3 埋設

5-09 粕川町338-1 平 6.1.1 ＋1.4 －5.0 －3.1 ＋2.5 ＋0.1 －4.1 －27.3 －1.8 34.1693 平 5.12 埋設

7-06 岩松町802-1 平 8.1.1 ＋2.5 －4.6 －5.1 ＋3.6 - - - - - 平 7.11 埋設

7-07 世良田町1552-1 平 8.1.1 ＋0.6 －5.2 －2.6 －0.2 ＋1.6 －5.8 －30.8 －2.4 37.5694 平 7.11 埋設

10-08 安養寺町199-15 平11.1.1 ＋1.3 －4.7 －3.2 ＋2.4 －1.3 －5.5 －15.1 －1.5 34.6304 平11. 1 埋設

11-06 徳川町385-1 平12.1.1 ＋0.2 －3.8 －3.6 ＋1.3 －1.5 －7.4 －13.3 －1.5 36.3704 平11.12 埋設

変動量（mm）

年平均値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町  （ 字 )  名
水準点

番   号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備　　考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太 田 市 （旧新田町）（１１地点）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53-41 新田中江田町1206-1 昭54.1.1 ＋1.5 －4.0 －0.8 －0.3 ＋4.6 ＋1.0 －52.0 －1.7 42.8696 昭53.11 埋設

昭54.1.1 - - - - - 昭53.11 埋設

平13.1.1 ＋1.7 －4.7 －1.5 ＋2.2 ＋1.5 －0.8 －60.7 －2.0 43.0887 平12. 8 埋設

53-43 新田上田中町182 昭54.1.1 ＋1.2 －1.7 －2.4 ±0.0 ＋3.2 ＋0.3 －39.0 －1.3 48.8144 昭53.11 埋設

53-44 新田大根町795 昭54.1.1 ＋1.1 －1.0 －3.0 ±0.0 ＋3.2 ＋0.3 －37.0 －1.2 53.4286 昭53.11 埋設

53-45 新田金井町195-1 昭54.1.1 ±0.0 －0.8 －3.3 －0.6 ＋2.5 －2.2 －63.9 －2.1 54.2110 昭53.11 埋設

53-46 新田反町町896 昭54.1.1 －0.3 －3.2 －0.5 ＋0.2 ＋0.3 －3.5 －42.6 －1.4 49.6374 昭53.11 埋設

63-01 新田花香塚町871-1 昭64.1.1 ＋0.7 －1.6 －2.4 ＋0.4 ＋4.0 ＋1.1 －13.2 －0.7 46.6894 平 1. 1 埋設

9-10 新田上中町459-4 平10.1.1 ＋0.5 －1.6 －0.6 ＋0.8 - - - - - 平 9.12 埋設

10-05 新田市野倉町280-4 平11.1.1 －5.0 －2.5 ±0.0 －3.3 - - - - - 平10.12 埋設

10-06 新田市町105-750 平11.1.1 ＋0.3 －4.4 －0.4 ＋0.6 - - - - - 平11. 1 埋設

10-07 新田村田町1365 平11.1.1 －0.7 －4.7 －0.9 －0.2 - - - - - 平11. 1 埋設

53-42 新田木崎町1121

年平均値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備　　考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町  （ 字 )  名
水準点

番   号

変動量（mm）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50-23 大字吉田2465 昭51.1.1 －18.7 －8.0 －2.2 －0.4 ＋1.4 －27.9 －213.3 －6.5 31.2877 昭50.12 埋設

50-24 中央三丁目2320 昭51.1.1 ＋1.1 －1.5 －5.0 ＋5.1 －5.5 －5.8 －112.2 －3.4 31.4993 昭50.12 埋設

53-08 北小泉二丁目24-21 昭54.1.1 ＋1.1 －0.2 －3.9 ＋4.8 －2.9 －1.1 －58.0 －1.9 35.3600 昭53.11 埋設

53-20 大字吉田1218 昭54.1.1 －4.2 －6.2 －1.6 ±0.0 －0.2 －12.2 －136.4 －4.5 29.8373 昭53.11 埋設

53-22 大字寄木戸1101-2 昭54.1.1 ＋0.6 －6.2 －1.3 ＋0.2 －1.5 －8.2 －205.6 －6.9 33.3900 昭53.11 埋設

53-23 大字古氷507 昭54.1.1 －0.9 －5.2 －2.0 ＋1.4 －2.0 －8.7 －168.5 －5.6 35.1215 昭53.11 埋設

7-01 大字吉田3374 平 8.1.1 －0.4 －5.2 －2.8 －0.5 - - - - - 平 7.11 埋設

7-02 大字仙石777 平 8.1.1 －0.5 －6.3 －2.5 －0.1 －0.7 －10.1 －45.7 －3.5 28.0033 平 7.11 埋設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町  （ 字 )  名
水準点

番   号

変動量（mm）

年平均値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備　　考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大 泉 町 （８地点）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伊 勢 崎 市 （旧伊勢崎市）（２４地点）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1-01 連取町608 平 2.1.1 ＋0.5 －2.1 －6.7 －1.4 ＋4.7 －5.0 －21.9 －1.2 60.6333 平 2. 2 埋設

1-02 東上之宮町300 平 2.1.1 ＋1.0 －2.3 －6.2 －1.4 ＋5.7 －3.2 －17.1 －0.9 64.3934 平 2. 2 埋設

1-03 宮古町1211-1 平 2.1.1 －0.8 －2.6 －8.7 －1.7 ＋10.8 －3.0 －14.4 －0.8 69.9288 平 2. 2 埋設

BM.46 今泉町一丁目488 昭64.1.1 －0.2 －2.1 －7.3 －2.2 ＋7.7 －4.1 －34.1 －1.8 60.2545 昭59. 9 埋設

BM.52 大字茂呂4074-1 昭64.1.1 －1.4 －0.8 －5.2 －3.8 ＋5.6 －5.6 －20.8 －1.1 53.2403 昭59. 9 埋設

BM.57 堀口町502-1 昭64.1.1 －1.7 －1.6 －4.7 －5.1 ＋7.2 －5.9 －21.6 －1.1 53.6541 昭59. 8 埋設

BM.58 山王町2020-2 昭64.1.1 －1.3 －1.4 －4.2 －4.8 ＋6.5 －5.2 －21.2 －1.1 50.9695 昭59. 9 埋設

BM.61 除ヶ町422 昭64.1.1 －1.0 －2.0 －4.6 －5.4 - - - - - 昭59. 9 埋設

BM.62 下道寺町26 昭64.1.1 －1.0 －3.1 －3.0 －5.1 ＋6.5 －5.7 －30.7 －1.6 48.3184 昭59. 9 埋設

BM.63 馬見塚町1130 昭64.1.1 －0.6 －2.8 －4.1 －2.8 ＋5.5 －4.8 －23.5 －1.2 45.6490 昭59. 9 埋設

BM.64 長沼町244 昭64.1.1 －0.6 －2.8 －3.0 －2.6 - - - - - 昭59. 9 埋設

BM.67 飯島町554 昭64.1.1 －0.8 －4.0 －1.9 －1.6 ＋3.5 －4.8 －23.1 －1.2 42.7584 昭59. 9 埋設

BM.30 波志江町3-1620 平 4.1.1 －1.1 ＋0.7 －6.3 －2.2 - - - - - 昭59. 9 埋設

BM.41 曲輪町28-24 平 4.1.1 －0.3 －1.5 －7.5 - ＋8.7 - - - 63.8352
昭59. 7 埋設

平19 移転改埋

7-08 馬見塚町3276-1 平 8.1.1 －0.3 －2.6 －4.8 ＋2.2 ＋4.4 －1.1 －18.0 －1.4 46.6079 平 7.11 埋設

7-09 茂呂1670 平 8.1.1 －2.8 －4.2 －2.4 －0.4 ＋4.7 －5.1 －25.2 －1.9 52.1200 平 7.11 埋設

7-10 宮古町2278 平 8.1.1 －1.5 －2.7 －8.0 －2.2 ＋10.1 －4.3 －20.5 －1.6 63.9034 平 7.11 埋設

BM. 1 連取町 平 8.1.1 －0.2 －2.1 －6.6 －1.8 ＋6.7 －4.0 －22.0 －1.7 57.4506 昭59. 9 埋設

BM.45 今泉町2-410 平 8.1.1 ＋1.0 －1.8 －7.2 －2.2 ＋6.5 －3.7 －20.0 －1.5 58.8686 昭59. 7 埋設

BM.59 茂呂5097 平 8.1.1 －0.4 －4.3 －3.7 ＋1.0 ＋3.4 －4.0 －26.0 －2.0 48.8206 昭59. 7 埋設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町  （ 字 )  名
水準点

番   号

変動量（mm）

年平均値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備　　考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伊 勢 崎 市 （旧伊勢崎市）（２４地点）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9-06 波志江町3553 平10.1.1 ＋1.1 －4.4 －3.8 －1.2 - - - - - 平 9.11 埋設

10-11 上植木町2763 平11.1.1 ＋0.8 －1.9 －5.5 －0.8 - - - - - 平11. 1 埋設

10-12 田中島町1065 平11.1.1 ＋0.7 －2.9 －7.4 －0.5 - - - - - 平11. 1 埋設

11-09 粕川町1003 平12.1.1 －0.6 －2.5 －9.0 －3.3 ＋6.1 －9.3 －18.9 －2.1 55.8726 平11.12 埋設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年平均値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水準点

番   号
町  （ 字 )  名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変動量（mm）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備　　考
過去５年間



伊 勢 崎 市 （旧東村）（３地点）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9-07 西小保方493 平10.1.1 ±0.0 －3.8 －0.3 －2.5 - - - - - 平 9.11 埋設

9-08 三室町4290 平10.1.1 －1.2 －2.2 －1.0 －3.5 - - - - - 平 9.12 埋設

9-09 田部井町三丁目2090 平10.1.1 ±0.0 －4.0 ＋1.2 －2.2 - - - - - 平 9.12 埋設

伊 勢 崎 市 （旧境町）（８地点）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63-02 境下淵名2020 昭64.1.1 －0.1 －1.8 －4.7 ±0.0 ＋5.6 －1.0 －17.8 －0.9 51.8063 平 1. 1 埋設

63-03 境上矢島168-2 昭64.1.1 ＋1.2 －3.3 －1.3 ＋0.4 - - - - - 平 1. 1 埋設

昭64.1.1 - - - - - 平 1. 1 埋設

平13.1.1 －0.3 －1.8 －4.0 ＋1.3 ＋3.0 －1.8 －13.9 －0.7 45.1879 平12. 6 埋設

63-05 境188 昭64.1.1 －0.3 －2.1 －3.8 －0.7 ＋3.2 －3.7 －23.5 －1.2 40.1928 平 1. 1 埋設

63-06 境島村373-286 昭64.1.1 －0.9 －3.0 －2.7 －0.7 ＋3.4 －3.9 －24.6 －1.3 40.5674 平 1. 1 埋設

5-10 境三ツ木222 平 6.1.1 ＋2.3 －3.0 －2.1 －0.3 - - - - - 平 5.12 埋設

11-07 境女塚93 平12.1.1 －1.5 －3.6 －1.4 －1.4 ＋3.1 －4.8 －9.2 －1.0 39.0508 平11.12 埋設

11-08 境東新井1048-24 平12.1.1 ＋1.6 －3.1 －1.7 －0.2 - - - - - 平11.12 埋設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水準点

番   号
町  （ 字 )  名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変動量（mm）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備　　考
過去５年間 年平均値

63-04 境下武士827

水準点

番   号
町  （ 字 )  名

変動量（mm）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備　　考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年平均値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太 田 市 （旧藪塚本町）（２地点）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10-09 大原町695 平11.1.1 －0.4 －2.0 ＋2.3 －2.8 - - - - - 平11. 1 埋設

10-10 大原町2201-1 平11.1.1 －0.4 －3.0 ＋0.9 －2.3 - - - - - 平11. 1 埋設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1-05 大字上福島410-1 平 2.1.1 ＋1.0 －3.8 －2.9 －8.3 ＋9.5 －4.5 －18.2 －1.0 69.3923 平 2. 2 埋設

1-06 大字下新田201 平 2.1.1 ＋0.8 －3.0 －3.7 －7.7 ＋8.8 －4.8 －14.8 －0.8 69.2088 平 2. 2 埋設

1-07 大字上之手1846-1 平 2.1.1 ±0.0 －3.0 －3.4 －8.0 ＋9.3 －5.1 －14.0 －0.8 70.6986 平 2. 1 埋設

1-08 大字上茂木772-2 平 2.1.1 ＋0.3 －2.3 －3.8 －5.6 ＋9.4 －2.0 －11.4 －0.6 63.2653 平 2. 2 埋設

1-09 大字飯倉39 平 2.1.1 －0.2 －2.5 －3.5 －5.5 ＋7.1 －4.6 －33.0 －1.9 59.1477 平 2. 3 埋設

2-07 大字板井39 平 3.1.1 ＋0.4 －3.3 －4.2 －6.3 ＋9.0 －4.4 －13.2 －0.8 71.9511 平 3. 1 埋設

8-11 大字角渕2075-1 平 9.1.1 －0.4 －2.5 －3.8 －6.2 - - - - - 平 8.12 埋設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変動量（mm）

変動量（mm）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備　　考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年平均値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玉 村 町 (７地点）

水準点

番   号
町  （ 字 )  名

水準点

番   号
町  （ 字 )  名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備　　考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年平均値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1-04 力丸町840 平 2.1.1 ＋0.1 －3.1 －3.0 －7.8 ＋11.5 －2.3 －15.5 －0.9 72.5700 平 2. 1 埋設

2-01 西善町766-2 平 3.1.1 －1.9 －2.1 －7.5 －4.5 ＋12.2 －3.8 －18.7 －1.1 79.6611 平 3. 1 埋設

2-02 宮地町33-1 平 3.1.1 －2.4 －1.6 －6.6 －5.8 ＋12.6 －3.8 －9.4 －0.6 81.6510 平 3. 1 埋設

2-03 公田町632 平 3.1.1 －1.6 －3.9 －6.0 －6.1 - - - - - 平 3. 1 埋設

3-01 後閑町50-4 平 4.1.1 －2.6 －4.0 －6.5 －7.4 ＋12.5 －8.0 －13.4 －0.8 90.2843 平 4. 2 埋設

3-02 上佐鳥町460-1 平 4.1.1 －0.8 －4.0 －7.9 －6.4 ＋13.5 －5.6 －10.4 －0.7 92.9268 平 4. 2 埋設

3-03 六供町1-13-2 平 4.1.1 －4.1 －6.9 －6.8 －7.3 ＋14.6 －10.5 －24.6 －1.5 98.7795 平 4. 2 埋設

3-04 箱田町1452-1 平 4.1.1 ＋0.1 －4.3 －7.0 －6.1 ＋11.7 －5.6 －10.9 －0.7 98.1289 平 4. 2 埋設

4148 本町一丁目4-1 平 9.1.1 ＋0.6 －7.4 －8.1 －6.2 - - - - - 昭29.11 埋設

4149 古市町769-1 平 9.1.1 ＋1.9 －7.4 －8.6 －6.3 ＋13.2 －7.2 －16.3 －1.4 107.0515 昭29.11 埋設

9-01 天川大島町1-21 平10.1.1 ＋1.0 －8.5 －6.4 －6.2 - - - - - 平 9.11 埋設

9-02 上大島町655 平10.1.1 ＋2.5 －8.3 －5.4 －5.6 - - - - - 平 9.12 埋設

9-03 笂井町1160 平10.1.1 ＋1.5 －8.5 －4.7 －3.1 - - - - - 平 9.11 埋設

9-04 駒形町1172 平10.1.1 －0.2 －3.4 －8.4 －2.2 ＋11.8 －2.4 －4.9 －0.4 75.9691 平 9.11 埋設

9-05 二之宮町1841 平10.1.1 ＋2.6 －5.7 －4.1 －2.4 - - - - - 平 9.11 埋設

11-10 鶴光路町38-1 平12.1.1 －1.9 －3.1 －5.4 －5.7 - - - - - 平11.12 埋設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備　　考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前 橋 市 （１６地点）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町  （ 字 )  名
水準点

番   号

変動量（mm）

年平均値



高 崎 市 （旧高崎市）（１９地点）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2-04 西横手町353 平 3.1.1 －1.9 －16.2 ＋0.2 －6.4 ＋7.0 －17.3 －66.1 －3.9 83.2346 平 3. 1 埋設

2-05 中大類町657 平 3.1.1 ＋5.1 －7.5 －6.3 －6.4 ＋9.4 －5.7 －9.0 －0.5 79.7158 平 3. 1 埋設

2-06 中島町97 平 3.1.1 －0.8 －2.3 －4.9 －6.8 ＋8.4 －6.4 －12.3 －0.7 79.6171 平 3. 1 埋設

2-08 宮原町13 平 3.1.1 ＋3.8 －6.2 －6.3 －6.0 ＋9.1 －5.6 －6.2 －0.4 85.0411 平 3. 1 埋設

518 岩鼻町甲276 平 3.1.1 ＋2.8 －5.0 －5.8 －4.7 ＋7.2 －5.5 －4.6 －0.3 75.6768 一等水準点

519 倉賀野町1692 平 3.1.1 ＋4.4 －6.9 －6.1 －5.0 ＋9.7 －3.9 －0.8 ±0.0 82.6197 一等水準点

520 倉賀野町84-1地先 平 4.1.1 ＋3.1 －6.6 －7.9 －6.3 ＋8.2 －9.5 －12.5 －0.8 87.5054 一等水準点

521 新後閑町734地先 平 4.1.1 ＋2.6 －5.2 －8.9 －4.5 ＋11.6 －4.4 －1.8 －0.1 93.3615 一等水準点

522 本町85-2地先 平 4.1.1 ＋4.5 －7.1 －8.4 －4.5 ＋11.6 －3.9 －0.1 ±0.0 96.2055 一等水準点

3-05 京目町1656-1 平 4.1.1 －0.6 －6.2 －5.7 －5.4 ＋10.4 －7.5 －12.3 －0.8 92.0608 平 4. 2 埋設

3-06 東貝沢町三丁目4 平 4.1.1 ＋0.4 －5.7 －5.7 －5.4 ＋10.2 －6.2 －6.9 －0.4 90.7260 平 4. 2 埋設

3-07 南大類町1455 平 4.1.1 ＋3.2 －6.6 －7.2 －4.2 - - - - - 平 4. 2 埋設

8-06 山名町24 平 9.1.1 ＋3.0 －4.9 －5.7 －5.9 ＋9.8 －3.7 －7.7 －0.6 79.4634 平 9. 1 埋設

8-07 阿久津町730 平 9.1.1 ＋3.9 －7.6 －6.1 －6.3 ＋8.7 －7.4 －22.7 －1.9 77.5653 平 9. 1 埋設

8-08 綿貫町池田1393-3 平 9.1.1 ＋2.6 －5.1 －4.7 －5.3 - - - - - 平 9. 1 埋設

8-09 下大類町1258 平 9.1.1 ＋2.2 －6.9 －6.1 －6.9 - - - - - 平 9. 1 埋設

8-10 大沢町72-46 平 9.1.1 －1.4 －4.6 －5.0 －6.7 ＋10.7 －7.0 －16.6 －1.4 90.0232 平 9. 1 埋設

4150 日高町182 平 9.1.1 ＋4.5 －9.4 －7.4 －6.3 ＋12.0 －6.6 －14.9 －1.2 101.4295 明27.11 埋設

4151 井野町字吉岡1273 平 9.1.1 ＋4.7 －9.2 －7.4 －5.5 ＋11.5 －5.9 －11.3 －0.9 93.7893 昭42.11 埋設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町  （ 字 )  名
水準点

番   号

変動量（mm）

年平均値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備　　考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517 立石字萩谷戸裏1091 平 2.1.1 ＋0.5 －2.8 －5.2 －5.2 ＋5.8 －6.9 －11.8 －0.7 66.6884 一等水準点

4-01 東平井1090 平 5.1.1 ＋5.0 －3.1 －4.4 －5.8 - - - - - 平 5. 2 埋設

平 5.1.1 - - - - - 平 5. 2 埋設

平12.1.1 ＋2.4 －4.9 －1.2 －6.2 ＋6.6 －3.3 －28.7 －1.7 74.3678 平11.12 埋設

4-03 藤岡1848 平 5.1.1 ＋5.2 －3.6 －3.5 －6.2 ＋6.9 －1.2 －7.6 －0.5 91.2140 平 5. 2 埋設

4-04 上大塚639 平 5.1.1 ＋5.8 －4.9 －3.6 －14.7 ＋6.9 －10.5 －10.0 －0.6 106.9211 平 5. 2 埋設

4-05 下大塚222 平 5.1.1 ＋3.9 －3.7 －4.7 －6.6 ＋6.9 －4.2 －11.9 －0.7 92.6693 平 5. 2 埋設

4-06 森541 平 5.1.1 ＋1.8 －2.8 －7.0 －5.7 ＋6.7 －7.0 －16.7 －1.0 69.9166 平 5. 2 埋設

8-02 中栗須327 平 9.1.1 ＋2.4 －3.7 －3.2 －7.1 - - - - - 平 9. 1 埋設

8-03 小林608 平 9.1.1 ＋4.7 －4.5 －4.1 －5.7 ＋7.5 －2.1 －7.5 －0.6 82.5872 平 8.12 埋設

8-04 上大塚616-5 平 9.1.1 ＋4.1 －2.8 －4.0 －5.9 ＋7.3 －1.3 －4.6 －0.4 107.4404 平 8.12 埋設

8-05 中67 平 9.1.1 ＋3.7 －2.1 －8.0 －6.1 ＋6.8 －5.7 －10.7 －0.9 76.1280 平 8.12 埋設

変動量（mm）

年平均値

水準点

番   号

4-02 下戸塚190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備　　考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藤 岡 市 （１１地点）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町  （ 字 )  名



高 崎 市 （旧新町）（１地点）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516 新町341 平 2.1.1 ＋3.6 －3.5 －4.4 －5.6 ＋4.8 －5.1 －7.5 －0.4 63.0280 一等水準点

16.1.1 17.1.1 18.1.1 19.1.1 20.1.1
～～～～～

17.1.1 18.1.1 19.1.1 20.1.1 21.1.1

8-01 小暮字仏崎裏856 平 9.1.1 ＋5.4 －5.9 －3.7 －6.9 ＋9.2 －1.9 －2.3 －0.2 106.6689 平 9. 1 埋設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備　　考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年平均値

吉 井 町 （１地点）

水準点

番   号

平成21.1.1の
真高（TP）

（ｍ）

備　　考
過去５年間

調査開始年
からの累計

変動量（mm）

町  （ 字 )  名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年平均値

変動量（mm）

調査開始年からの累計及び５年間変動量

水準点

番   号
町  （ 字 )  名

調査開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