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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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代田区 日本橋川流域=（7，9.9），
神田川流域=（7，23.8）

－

中央区 日本橋川流域=（7，12.9），
隅田川流域=（13，39.2），
神田川流域=（7，23.9）

－

港区 古川流域=（11，6.7） －

新宿区 神田川流域=（5，17.7），
妙正寺川流域=（5，9.9）

－

文京区 神田川流域=（7，17.9） －

品川区 立会川流域=（6，8.3），
目黒川流域=（6，11.6）

－

目黒区 目黒川流域=（7，11.3） －

大田区 多摩川流域=（10，55.1），
呑川流域=（6，7）

多摩川［田園調布（上）］

世田谷区 多摩川流域=（9，61.6），
野川流域=（6，11.5），
谷沢川流域=（10，4.1），
仙川流域=（6，8.1），
丸子川流域=（6，2.2）

多摩川［田園調布（上）］

渋谷区 渋谷川流域=（10，7.2），
神田川流域=（8，9.4）

－

中野区 神田川流域=（8，9.4），
妙正寺川流域=（11，8.1）

－

杉並区 妙正寺川流域=（10，4.2），
神田川流域=（11，9.2），
善福寺川流域=（11，8.2）

－

豊島区 神田川流域=（5，20.8） －

北区 石神井川流域=（10，11.8），
新河岸川流域=（12，35.6），
隅田川流域=（10，20）

荒川［岩淵水門（上）］

板橋区 石神井川流域=（6，11.7），
白子川流域=（12，9.3），
新河岸川流域=（10，29.5）

荒川［治水橋・岩淵水門（上）］

練馬区 石神井川流域=（11，6），
白子川流域=（10，5.3）

－

台東区 隅田川流域=（8，25.8） －

墨田区 隅田川流域=（9，25.6），
荒川流域=（7，67.3）

荒川［岩淵水門（上）］

江東区 隅田川流域=（7，32），
荒川流域=（12，67.4）

荒川［岩淵水門（上）］

荒川区 隅田川流域=（12，22.2） 荒川［岩淵水門（上）］

足立区 隅田川流域=（14，37.9），
綾瀬川流域=（14，19.8），
荒川流域=（8，67.4），
毛長川流域=（8，8.8）

中川［吉川］，
綾瀬川（谷古宇区間）［谷古宇］，
芝川・新芝川［青木水門］，
荒川［岩淵水門（上）］

葛飾区 中川流域=（8，21），
綾瀬川流域=（13，15.9），
江戸川流域=（13，14.2）

中川［吉川］，
江戸川［野田］，
荒川［岩淵水門（上）］

江戸川区 荒川流域=（14，67.2），
中川流域=（8，33.1），
旧江戸川流域=（8，14.8），
江戸川流域=（13，14.5）

江戸川［野田］，
荒川［岩淵水門（上）］

２３区西部

２３区東部

隅田川流域=37.8

隅田川流域=39.2

隅田川流域=37.9

隅田川流域=37.9，綾瀬川流域=19.9，
毛長川流域=8.8

中川流域=30.2，綾瀬川流域=19.9，
大場川流域=9.9

中川流域=33.1，旧江戸川流域=14.8

妙正寺川流域=5.7，神田川流域=9.2，
善福寺川流域=8.3

神田川流域=20.9

石神井川流域=14.8，新河岸川流域=37，
隅田川流域=37

石神井川流域=16.6，白子川流域=9.9

石神井川流域=9.5，白子川流域=6.4

隅田川流域=38

立会川流域=8.3，目黒川流域=14.4

目黒川流域=14.1

呑川流域=9.7

野川流域=12，谷沢川流域=4.1，
仙川流域=9.7，丸子川流域=3.1

渋谷川流域=8，神田川流域=12.1

神田川流域=12.1，妙正寺川流域=8.3

流域雨量指数基準

日本橋川流域=9.9，神田川流域=23.8

日本橋川流域=12.9，隅田川流域=39.2，
神田川流域=23.9

古川流域=7.5

神田川流域=17.8，妙正寺川流域=9.9

神田川流域=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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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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川市 多摩川流域=（12，49.2），
残堀川流域=（6，9.1）

多摩川［調布橋］

武蔵野市 仙川流域=（11，6.9） －

三鷹市 野川流域=（10，11），
仙川流域=（11，7.9），
神田川流域=（13，4.1）

－

府中市 多摩川流域=（10，58.2） 多摩川［石原］

昭島市 多摩川流域=（10，38.2），
残堀川流域=（6，14.8）

多摩川［調布橋］

調布市 多摩川流域=（10，58.9），
野川流域=（10，9.6），
入間川流域=（12，5.4）

多摩川［石原］

小金井市 野川流域=（13，9.6），
仙川流域=（13，4.6）

－

小平市 石神井川流域=（9，4.2） －

東村山市 空堀川流域=（5，13.4），
柳瀬川流域=（5，9.6）

－

国分寺市 野川流域=（11，6.2） －

国立市 多摩川流域=（10，48.7） 多摩川［調布橋］

狛江市 多摩川流域=（10，59.5），
野川流域=（10，10.6）

多摩川［石原］

東大和市 空堀川流域=（6，9.2） －

清瀬市 空堀川流域=（6，13.8），
柳瀬川流域=（6，19.7）

－

東久留米市 黒目川流域=（9，10.2） －

武蔵村山市 残堀川流域=（5，10.1），
空堀川流域=（5，4.9）

－

西東京市 石神井川流域=（9，6.5） －

青梅市 多摩川流域=（9，39.3），
霞川流域=（6，7），
黒沢川流域=（6，6.3），
成木川流域=（10，9.1），
北小曽木川流域=（10，3.5）

多摩川［調布橋］

福生市 多摩川流域=（12，41.2） 多摩川［調布橋］

羽村市 多摩川流域=（8，40.1） 多摩川［調布橋］

あきる野市 秋川流域=（8，23.2），
平井川流域=（5，11.2）

多摩川［調布橋］

瑞穂町 残堀川流域=（8，4） －

日の出町 平井川流域=（8，8），
北大久野川流域=（6，3.5）

－

檜原村 秋川流域=（11，11.5） －

奥多摩町 多摩川流域=（11，25.5） －

八王子市 湯殿川流域=（6，11.3），
山田川流域=（6，5.2），
南浅川流域=（6，13.6），
浅川流域=（6，22.8），
大栗川流域=（6，10.6），
城山川流域=（6，9），
川口川流域=（6，9），
谷地川流域=（8，4.4），
山入川流域=（6，6.9），
多摩川流域=（9，48.9），
秋川流域=（10，19.8）

多摩川［調布橋］，
浅川［浅川橋］

町田市 境川流域=（6，15.2），
恩田川流域=（6，9.1），
鶴見川流域=（6，9.7），
真光寺川流域=（10，3.7）

－

日野市 浅川流域=（6，28.7），
程久保川流域=（6，6.1），
多摩川流域=（10，47.8）

多摩川［調布橋］，
浅川［浅川橋］

多摩市 多摩川流域=（5，42.3），
乞田川流域=（7，8.9），
大栗川流域=（5，12.6）

多摩川［石原］

稲城市 三沢川流域=（10，4.6），
多摩川流域=（10，54.9）

多摩川［石原］

多摩北部

多摩西部

多摩南部

多摩川流域=31.8，日原川流域=17.3，
大丹波川流域=8

湯殿川流域=11.3，山田川流域=5.2，
南浅川流域=13.6，大栗川流域=10.8，
城山川流域=9，川口川流域=9.2，
谷地川流域=8.8，山入川流域=6.9，
秋川流域=24.8，大沢川流域=4.4，
醍醐川流域=6.8，兵衛川流域=5

境川流域=15.2，恩田川流域=9.1，
鶴見川流域=9.7，真光寺川流域=4.9，
麻生川流域=6

程久保川流域=6.1，谷地川流域=9.5

乞田川流域=9.6，大栗川流域=12.6

三沢川流域=5.4

養沢川流域=8.9，秋川流域=23.9，
平井川流域=11.2

残堀川流域=9.6

平井川流域=11.6，北大久野川流域=4.4

神戸川流域=7.2，秋川流域=14.4，
北秋川流域=13.3

空堀川流域=9.2，奈良橋川流域=4.5

空堀川流域=13.8，柳瀬川流域=19.7

黒目川流域=11.6

残堀川流域=10.1，空堀川流域=4.9

石神井川流域=8.1

霞川流域=7.6，黒沢川流域=6.3，
成木川流域=11.4，北小曽木川流域=4.4

野川流域=9.6，仙川流域=5.5

石神井川流域=5

空堀川流域=13.6，柳瀬川流域=9.6，
北川流域=5.6

野川流域=7.8

野川流域=13.2

残堀川流域=12.4

仙川流域=6.9

野川流域=11，仙川流域=8.4，
神田川流域=4.8

野川流域=10.4

残堀川流域=14.8

野川流域=12，入間川流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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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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島 大島町 － －

利島村 － －

新島村 － －

神津島村 － －

八丈町 － －

青ヶ島村 － －

三宅村 － －

御蔵島村 － －

（小笠原諸島） 小笠原村 － －

三宅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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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島

八丈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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