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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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岐阜市 境川流域=（9，9.9），
荒田川流域=（9，5.7），
大江川流域=（14，1.5），
長良川流域=（13，37.5）

長良川中流［忠節・墨俣］，
木曽川水系長良川上流［芥見・美濃］

大垣市 牧田川流域=（7，28.1），
水門川流域=（7，5.4），
杭瀬川流域=（12，23.5），
相川流域=（7，18.8），
大谷川流域=（7，9.6），
犀川流域=（11，6.8）

揖斐川中流［万石］，
長良川中流［墨俣］

羽島市 － 木曽川中流［笠松］，
長良川中流［墨俣］，
木曽川下流［木曽成戸］，
長良川下流［長良成戸］

各務原市 新境川流域=（6，13.2），
境川流域=（6，6.4），
木曽川流域=（10，67.5）

木曽川中流［犬山］

山県市 武儀川流域=（14，23） －

瑞穂市 犀川流域=（13，4.9） 揖斐川中流［岡島・万石・山口］，
長良川中流［忠節・墨俣］

本巣市 根尾東谷川流域=（14，15.4），
根尾川流域=（14，31.4）

揖斐川中流［山口］

海津市 － 揖斐川中流［万石］，
長良川中流［墨俣］，
木曽川下流［木曽成戸］，
揖斐川下流［今尾］，
長良川下流［長良成戸］

岐南町 － 木曽川中流［笠松］

笠松町 － 木曽川中流［犬山・笠松］

養老町 津屋川流域=（9，10.9），
牧田川流域=（10，29.6），
色目川流域=（9，3.6）

揖斐川中流［万石］

垂井町 泥川流域=（14，5.4） －

関ケ原町 － －

神戸町 － 揖斐川中流［岡島］

輪之内町 牧田川流域=（10，29.6） 揖斐川中流［万石］，
長良川中流［墨俣］

安八町 － 揖斐川中流［万石］，
長良川中流［墨俣］

揖斐川町 大谷川流域=（13，8） 揖斐川中流［岡島］

大野町 － 揖斐川中流［岡島・山口］

池田町 － 揖斐川中流［岡島］

北方町 － －

多治見市 笠原川流域=（5，9.5） 庄内川［土岐・多治見］

中津川市 千旦林川流域=（5，8.3），
四ツ目川流域=（5，5）

－

瑞浪市 猿爪川流域=（9，3.4） －

恵那市 矢作川流域=（5，38.9），
上村川流域=（7，20.2），
小里川流域=（5，6），
佐々良木川流域=（7，6.1）

－

土岐市 妻木川流域=（5，9.9），
深沢川流域=（5，4.4），
伊野川流域=（5，4）

庄内川［土岐］

岐阜・西濃

東濃

矢作川流域=38.9，上村川流域=25.2，
高波川流域=14.7，小里川流域=6，
佐々良木川流域=7.6，木曽川流域=63.2，
中野方川流域=8.5，阿木川流域=22.4，
濁川流域=5.2，富田川流域=5.5

妻木川流域=9.9，肥田川流域=10.8，
深沢川流域=4.4，伊野川流域=4

三水川流域=9.4

杭瀬川流域=11.4

糸貫川流域=8

市之倉川流域=4.8，笠原川流域=9.5，
大原川流域=9.2

木曽川流域=60.1，和田川流域=6.7，
阿木川流域=14.7，千旦林川流域=8.3，
一之瀬川流域=4.8，付知川流域=20.4，
中津川流域=18.4，川上川流域=9.3，
外洞川流域=5.4，白川流域=11.3，
狩宿川流域=4.4，四ツ目川流域=5.5

土岐川流域=17.6，小里川流域=16.5，
佐々良木川流域=9.2，猿爪川流域=4.3，
木曽川流域=63.5

相川流域=18.4，泥川流域=6.8

藤古川流域=9.6，今須川流域=7.4，
相川流域=8.9

平野井川流域=4.5

牧田川流域=29.6，水門川流域=11.2

犀川流域=9.6

根尾川流域=38.4，桂川流域=8.4，
粕川流域=24.2，管瀬川流域=9.7，
坂内川流域=16.8，大谷川流域=8

天王川流域=1.9，犀川流域=6.1，
五六川流域=5.1，糸貫川流域=8.1

根尾東谷川流域=19.3，犀川流域=5.1，
糸貫川流域=7.3

山除川流域=7，津屋川流域=11.2

境川流域=10.8

境川流域=11.2

津屋川流域=10.9，牧田川流域=29.6，
五三川流域=6.5，金草川流域=7.5，
杭瀬川流域=26.4，相川流域=22.1，
色目川流域=3.6，泥川流域=7.5

流域雨量指数基準

境川流域=10.2，荒田川流域=5.7，
伊自良川流域=22.4，板屋川流域=9.6，
鳥羽川流域=15.4，山田川流域=6，
武儀川流域=23.9，大江川流域=1.9

牧田川流域=28.1，藤古川流域=11.4，
水門川流域=5.6，杭瀬川流域=23.5，
相川流域=18.8，大谷川流域=9.6，
泥川流域=7.6，犀川流域=6.8

桑原川流域=8.8，境川流域=11.8

新境川流域=13.2，境川流域=6.4

伊自良川流域=9.8，鳥羽川流域=13.4，
武儀川流域=23，神崎川流域=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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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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関市 津保川流域=（12，25.6），
板取川流域=（10，23.8），
武儀倉川流域=（7，5.2），
小那比川流域=（10，9），
長良川流域=（10，44.2）

木曽川水系長良川上流［芥見・美濃］

美濃市 長良川流域=（10，55.3） 木曽川水系長良川上流［芥見・美濃］

美濃加茂市 加茂川流域=（10，6），
大洞川流域=（10，4.1），
廿屋川流域=（12，5.1）

木曽川中流［今渡］

可児市 可児川流域=（6，14.4），
姫川流域=（6，6.4），
久々利川流域=（6，10.2）

木曽川中流［今渡］

郡上市 和良川流域=（10，14.8），
鬼谷川流域=（5，13.3），
長良川流域=（10，29.4），
亀尾島川流域=（10，14.7），
吉田川流域=（12，21.6），
阿多岐川流域=（8，7.9），
曽部地川流域=（10，4.2），
小那比川流域=（10，6.9），
神奈良川流域=（5，4.8），
前谷川流域=（12，5.8）

－

坂祝町 加茂川流域=（10，5.3） 木曽川中流［今渡］

富加町 － －

川辺町 － －

七宗町 － －

八百津町 旅足川流域=（5，6.6） －

白川町 白川流域=（7，18），
黒川流域=（8，8.7）

－

東白川村 白川流域=（6，13），
佐広川流域=（6，4.1），
大明神川流域=（7，5.2）

－

御嵩町 － －

高山市 宮川流域=（6，12.6），
宇津江川流域=（6，4.6），
瓜巣川流域=（6，5.7），
川上川流域=（6，14.2），
牧谷川流域=（6，6.5），
今谷川流域=（6，3.5），
苔川流域=（6，4.6），
大八賀川流域=（6，7.8），
山口川流域=（6，2.8），
江名子川流域=（6，2.2），
庄川流域=（5，18），
御手洗川流域=（5，12.4），
一色川流域=（5，10.4），
秋神川流域=（6，10.4），
幕岩川流域=（6，3）

神通川水系宮川［古川大橋］

飛騨市 宮川流域=（8，35.3），
小鳥川流域=（8，17.4），
戸市川流域=（7，7.8），
殿川流域=（8，8.2），
太江川流域=（8，5.1），
荒城川流域=（8，12.2）

神通川水系宮川［古川大橋］

白川村 － －

飛騨南部 下呂市 飛騨川流域=（9，49.6），
馬瀬川流域=（9，17.5），
門和佐川流域=（9，8.2），
輪川流域=（7，8.1），
大島谷流域=（7，5.2），
小坂川流域=（7，15.2）

木曽川水系飛騨川［上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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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騨川流域=49.6，馬瀬川流域=17.5，
門和佐川流域=10.3，竹原川流域=14.9，
輪川流域=8.1，乗政川流域=8.4，
大ヶ洞川流域=5.4，大島谷流域=5.2，
小坂川流域=15.2

中濃

飛騨北部

飛騨川流域=55.9

飛騨川流域=55.6，神淵川流域=14.6

木曽川流域=64.5，飛騨川流域=54.6，
旅足川流域=6.6

飛騨川流域=54.4，白川流域=18，
赤川流域=16.4，黒川流域=10.9

白川流域=16.3，佐広川流域=5.1，
大明神川流域=5.2

木曽川流域=64.5，可児川流域=5.9

高原川流域=30.6，宮川流域=15.8，
双六川流域=19.5，荒城川流域=13.2，
宇津江川流域=5.8，瓜巣川流域=7.1，
小八賀川流域=15.8，川上川流域=17.7，
牧谷川流域=6.5，今谷川流域=4.4，
苔川流域=5.7，大八賀川流域=9.7，
山口川流域=3.5，江名子川流域=2.8，
庄川流域=18，御手洗川流域=12.4，
一色川流域=10.4，秋神川流域=13，
幕岩川流域=3.8

高原川流域=33.8，宮川流域=35.3，
小鳥川流域=21.7，稲越川流域=7.5，
戸市川流域=7.8，殿川流域=10.2，
太江川流域=6.4，荒城川流域=15.2

庄川流域=36.6，境川流域=10.4

和良川流域=18.5，鬼谷川流域=13.8，
長良川流域=36.7，亀尾島川流域=18.4，
吉田川流域=21.6，牛道川流域=14.7，
阿多岐川流域=7.9，曽部地川流域=5.2，
小那比川流域=8.5，神奈良川流域=4.8，
前谷川流域=5.8

加茂川流域=6.6，迫間川流域=8

津保川流域=22.9，川浦川流域=11.6

津保川流域=25.6，武儀川流域=23.8，
板取川流域=29.7，武儀倉川流域=6.4，
小那比川流域=11.3

板取川流域=32.7

加茂川流域=6，飛騨川流域=56，
蜂屋川流域=8，川浦川流域=10.4，
大洞川流域=5.1，廿屋川流域=5.1

可児川流域=14.4，姫川流域=6.4，
久々利川流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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