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別表4）洪水注意報基準 令和4年5月26日現在
市町村等を
まとめた地域

市町村等 複合基準
＊1 指定河川洪水予報による基準

名古屋市 堀川流域=（7，15.8），
荒子川流域=（7，11.6），
地蔵川流域=（7，7.7），
香流川流域=（7，11.6），
戸田川流域=（11，4.6），
山崎川流域=（7，8.5），
扇川流域=（7，10.2），
庄内川流域=（11，26.8），
新川流域=（7，20.4），
矢田川流域=（11，19.7），
天白川流域=（13，10.5），
日光川流域=（7，24.5）

庄内川［志段味・枇杷島・瀬古］，
愛知県天白川水系　天白川［天白川］，
愛知県日光川水系　日光川［古瀬］，
愛知県庄内川水系　新川［水場川外水位］

瀬戸市 水野川流域=（7，13），
矢田川流域=（7，15.2），
庄内川流域=（7，37.4）

庄内川［志段味］

春日井市 内津川流域=（6，11.2），
八田川流域=（6，9.2），
地蔵川流域=（6，5.9），
庄内川流域=（8，30.2）

庄内川［志段味］

犬山市 五条川流域=（6，13.3），
合瀬川流域=（6，4.8），
薬師川流域=（6，5.5），
郷瀬川流域=（6，9.8），
木曽川流域=（6，75.4）

木曽川中流［犬山］

小牧市 大山川流域=（5，12.1），
合瀬川流域=（5，9），
薬師川流域=（5，5.5）

－

尾張旭市 矢田川流域=（7，17.6） －

豊明市 正戸川流域=（7，5.6），
皆瀬川流域=（7，3.7）

愛知県境川水系　境川・逢妻川［泉田］

日進市 天白川流域=（7，7.6） －

長久手市 香流川流域=（7，9.3） －

東郷町 境川流域=（7，12） －

一宮市 五条川流域=（11，12.5），
青木川流域=（11，5.7），
大江用水流域=（7，5.1），
光堂川流域=（9，2.8），
野府川流域=（7，3.6），
木曽川流域=（11，77.5），
日光川流域=（7，9）

木曽川中流［犬山・笠松］，
愛知県日光川水系　日光川［戸苅］

津島市 善太川流域=（11，4.7），
日光川流域=（11，17）

愛知県日光川水系　日光川［古瀬］

江南市 五条川流域=（9，10.8），
青木川流域=（5，6.6），
日光川流域=（5，5.6）

木曽川中流［犬山］

稲沢市 青木川流域=（8，7.7），
三宅川流域=（5，4.7），
領内川流域=（5，5.1），
福田川流域=（5，5.2），
日光川流域=（5，17.3）

木曽川中流［笠松］，
愛知県日光川水系　日光川［戸苅・古瀬］

岩倉市 五条川流域=（10，7.8） －

愛西市 善太川流域=（11，8.8），
領内川流域=（11，7.4），
日光川流域=（11，20.5）

木曽川中流［笠松］，
木曽川下流［木曽成戸］，
長良川下流［長良成戸］，
愛知県日光川水系　日光川［戸苅・古瀬］

清須市 五条川流域=（10，16.6），
新川流域=（6，19.8）

庄内川［枇杷島］，
愛知県庄内川水系　新川［水場川外水位］

北名古屋市 五条川流域=（11，14.2），
水場川流域=（7，3.3），
合瀬川流域=（13，10.2），
新川流域=（7，22.4）

愛知県庄内川水系　新川［水場川外水位］

弥富市 善太川流域=（6，8.8），
筏川流域=（6，10.7），
日光川流域=（10，17.4）

木曽川下流［木曽成戸］，
愛知県日光川水系　日光川［古瀬］

あま市 五条川流域=（6，20.5），
蟹江川流域=（6，10.8），
福田川流域=（6，8.5），
新川流域=（10，22.1）

庄内川［枇杷島］，
愛知県庄内川水系　新川［水場川外水位］

豊山町 － －

大口町 五条川流域=（11，11.6） －

扶桑町 青木川流域=（5，3.3） 木曽川中流［犬山］

大治町 福田川流域=（6，9.3），
庄内川流域=（12，27.8），
新川流域=（6，26.7）

庄内川［枇杷島］，
愛知県庄内川水系　新川［水場川外水位］

蟹江町 蟹江川流域=（10，7.9），
福田川流域=（10，11.8），
日光川流域=（10，17.4）

愛知県日光川水系　日光川［古瀬］

飛島村 日光川流域=（7，28.6） 愛知県日光川水系　日光川［古瀬］

流域雨量指数基準

堀川流域=20.4，荒子川流域=12.3，
地蔵川流域=8.1，香流川流域=11.6，
戸田川流域=5.8，山崎川流域=8.9，
扇川流域=10.2

水野川流域=13，矢田川流域=15.2

内津川流域=13.4，八田川流域=9.9，
地蔵川流域=7.8

五条川流域=13.3，合瀬川流域=4.8，
薬師川流域=5.5，郷瀬川流域=10.4

大山川流域=12.1，合瀬川流域=9，
薬師川流域=6.7

矢田川流域=17.6

正戸川流域=5.6，皆瀬川流域=5.8

天白川流域=7.6

香流川流域=9.3

境川流域=12

五条川流域=12.9，青木川流域=5.9，
大江用水流域=8，光堂川流域=5.1，
野府川流域=4.8

善太川流域=6

五条川流域=14.3，青木川流域=7.3，
日光川流域=6.1

青木川流域=12.5，大江用水流域=9.8，
三宅川流域=5.6，領内川流域=5.7，
福田川流域=8.8

五条川流域=9.7

善太川流域=8.8，領内川流域=9.2

五条川流域=20.8

五条川流域=14.2，水場川流域=5，
合瀬川流域=10.2

善太川流域=8.8，筏川流域=10.7

五条川流域=20.5，蟹江川流域=10.8，
福田川流域=10.3

大山川流域=16.8

五条川流域=13.2

青木川流域=3.5

福田川流域=11.2

蟹江川流域=7.9，福田川流域=11.8

尾張東部

尾張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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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表4）洪水注意報基準 令和4年5月26日現在
市町村等を
まとめた地域

市町村等 複合基準
＊1 指定河川洪水予報による基準流域雨量指数基準

半田市 阿久比川流域=（8，13.8），
神戸川流域=（8，7.5）

－

常滑市 稲早川流域=（6，5.6），
矢田川流域=（7，8.2），
前山川流域=（7，8）

－

東海市 大田川流域=（7，10.9） 愛知県天白川水系　天白川［天白川］

大府市 五ヶ村川流域=（8，7.4），
鞍流瀬川流域=（8，9.9），
皆瀬川流域=（8，8.1），
石ヶ瀬川流域=（8，6.4），
境川流域=（13，17.4）

愛知県境川水系　境川・逢妻川［泉田］

知多市 信濃川流域=（7，8） －

阿久比町 阿久比川流域=（7，11.1） －

東浦町 明徳寺川流域=（8，7），
石ヶ瀬川流域=（12，11.5）

愛知県境川水系　境川・逢妻川［泉田］

南知多町 内海川流域=（6，8.4） －

美浜町 稲早川流域=（8，7.9） －

武豊町 堀川流域=（7，6.1） －

岡崎市 広田川流域=（6，18.4），
鹿乗川流域=（6，4.6），
乙川流域=（12，22.8），
占部川流域=（6，7.7），
砂川流域=（10，3），
矢作川流域=（10，70）

矢作川［高橋・岩津］

碧南市 蜆川流域=（6，8），
長田川流域=（10，5.1）

矢作川［米津］

刈谷市 猿渡川流域=（6，13），
発杭川流域=（6，7.4），
境川流域=（6，21.6），
逢妻川流域=（6，19）

愛知県境川水系　境川・逢妻川［泉田・一
ツ木逢妻川］

安城市 鹿乗川流域=（10，7.7），
西鹿乗川流域=（6，4.9），
猿渡川流域=（6，10.7），
長田川流域=（6，4.4），
半場川流域=（8，4.9）

矢作川［岩津］

西尾市 北浜川流域=（5，8.2），
矢崎川流域=（8，6.7），
朝鮮川流域=（5，5.7），
矢作川流域=（5，74.5）

矢作川［岩津・米津］

知立市 猿渡川流域=（10，7.3），
逢妻川流域=（6，19.6）

愛知県境川水系　境川・逢妻川［一ツ木逢
妻川］

高浜市 稗田川流域=（6，5） －

幸田町 須美川流域=（5，3.3），
広田川（町役場付近）流域=（5，8.6），
相見川流域=（5，6.6）

－

豊田市西部 家下川流域=（6，7.2），
巴川流域=（10，26），
安永川流域=（6，5.8），
加納川流域=（10，5.7），
猿渡川流域=（6，7.6），
逢妻男川流域=（6，9.7），
逢妻女川流域=（6，14），
矢作川流域=（10，41.6）

矢作川［高橋・岩津］，
愛知県境川水系　境川・逢妻川［一ツ木逢
妻川］

みよし市 境川流域=（6，11.3） －

西三河北東部 豊田市東部 矢作川流域=（11，37.1），
名倉川流域=（11，13），
巴川流域=（13，26.5），
阿摺川流域=（11，10.1），
大桑川流域=（11，9.7）

－

新城市 海老川流域=（6，12.8），
巴川（矢作川水系）流域=（14，16.4），
豊川流域=（13，37.4）

豊川及び豊川放水路［石田］

設楽町 当貝津川流域=（11，12.3） －

東栄町 － －

豊根村 － －

阿久比川流域=16.2，神戸川流域=9

稲早川流域=5.6，矢田川流域=11.9，
前山川流域=8

大田川流域=10.9

五ヶ村川流域=7.4，鞍流瀬川流域=9.9，
皆瀬川流域=8.1，石ヶ瀬川流域=6.4

信濃川流域=8

阿久比川流域=11.1

五ヶ村川流域=14.3，明徳寺川流域=7，
石ヶ瀬川流域=14.4

内海川流域=8.4

稲早川流域=7.9

堀川流域=7

広田川流域=18.4，鹿乗川流域=5.9，
乙川流域=22.8，占部川流域=8.2，
砂川流域=3.8，伊賀川流域=7.4

蜆川流域=8.4，長田川流域=8.4

猿渡川流域=13.2，発杭川流域=7.4

鹿乗川流域=9.6，西鹿乗川流域=6，
猿渡川流域=10.7，長田川流域=8.2，
半場川流域=5.3

矢作古川流域=4.3，北浜川流域=9.1，
広田川流域=19.2，矢崎川流域=7.2，
朝鮮川流域=5.7

猿渡川流域=9.1

稗田川流域=5

広田川（永野）流域=18.3，須美川流域=3.3，
広田川（町役場付近）流域=8.9，相見川流域=7

家下川流域=7.2，巴川流域=32.5，
安永川流域=5.8，加納川流域=5.7，
猿渡川流域=7.6，逢妻男川流域=9.7，
逢妻女川流域=14

境川流域=11.3

矢作川流域=46.4，名倉川流域=16.3，
巴川流域=28.9，阿摺川流域=12.6，
大桑川流域=9.7

宇連川流域=25.9，当貝津川流域=13.2，
海老川流域=12.8，
巴川（豊川水系）流域=14.4，
巴川（矢作川水系）流域=16.4

大入川流域=9.6，当貝津川流域=15.4，
豊川流域=25.5，名倉川流域=12

大千瀬川流域=25

大入川流域=17.5，古真立川流域=12.4

知多地域

西三河南部

西三河北西部

東三河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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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表4）洪水注意報基準 令和4年5月26日現在
市町村等を
まとめた地域

市町村等 複合基準
＊1 指定河川洪水予報による基準流域雨量指数基準

豊橋市 間川流域=（12，6.8），
柳生川流域=（7，7.8），
梅田川流域=（9，7.5），
紙田川流域=（12，5.8），
内張川流域=（7，4.3），
豊川流域=（12，35.5）

豊川及び豊川放水路［石田・当古・放水路
第１］

豊川市 佐奈川流域=（6，10.5），
音羽川流域=（10，10.3），
豊川流域=（9，40.9）

豊川及び豊川放水路［石田・当古・放水路
第１］

蒲郡市 落合川流域=（6，6.5） －

田原市 汐川流域=（12，5），
新堀川流域=（12，4.3），
免々田川流域=（12，5.2），
天白川流域=（7，5.4）

－

東三河南部 神田川流域=9.6，間川流域=6.8，
柳生川流域=7.8，梅田川流域=12.1，
紙田川流域=7.2，内張川流域=4.3

佐奈川流域=10.8，白川流域=9.1，
音羽川流域=10.3

＊1　（表面雨量指数，流域雨量指数）の組み合わせによる基準値を表しています。

西田川流域=7.2，落合川流域=6.5

汐川流域=6.9，新堀川流域=5.4，
免々田川流域=6.5，天白川流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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