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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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田市 雄物川流域=（5，24.9），
太平川流域=（5，12），
旭川流域=（5，12.2），
岩見川流域=（5，26.1），
新波川流域=（5，6），
草生津川流域=（5，5.4），
下浜鮎川流域=（5，5.7），
猿田川流域=（5，4.9），
八田川流域=（5，6.1），
梵字川流域=（7，4.5），
神内川流域=（5，5.2），
三内川流域=（7，13.3），
平尾鳥川流域=（7，5.9），
新城川流域=（5，6.9），
馬踏川流域=（5，5.2），
仁別川流域=（5，4.4），
古川流域=（5，2.2），
宝川流域=（7，4.8），
白山川流域=（5，6），
湯ノ里川流域=（7，4），
安養寺川流域=（5，5.4），
大戸川流域=（5，2.8）

雄物川下流［椿川］，
太平川［牛島］

男鹿市 滝川流域=（5，4.4），
相川流域=（8，2.7），
賀茂川流域=（9，4.2），
比詰川流域=（8，3.6）

－

潟上市 豊川流域=（5，6.8），
妹川流域=（9，4）

－

五城目町 馬場目川流域=（7，14.5），
内川川流域=（5，6.9），
富津内川流域=（5，8.1）

－

八郎潟町 馬場目川流域=（5，21.1） －

井川町 井川流域=（5，6.1），
赤沢川流域=（7，2.6）

－

大潟村 － －

能代市 米代川流域=（5，30.4），
藤琴川流域=（5，24.7），
檜山川流域=（5，6.8），
久喜沢川流域=（5，4.2），
常盤川流域=（6，5.9），
天内川流域=（5，2.8），
種梅川流域=（5，6.8），
内川流域=（5，10.2），
比井野川流域=（5，4.4），
阿仁川流域=（5，18.7），
悪土川流域=（5，4.1），
田代川流域=（5，4.9）

米代川［二ツ井・向能代］

藤里町 藤琴川流域=（5，24.5），
大沢川流域=（5，9），
小比内川流域=（5，9.2）

－

三種町 鯉川川流域=（5，6.4），
三種川流域=（5，9.5），
小又川流域=（5，4.6），
鵜川川流域=（5，4.1）

－

八峰町 塙川流域=（6，8） －

由利本荘市 子吉川流域=（5，22.4），
芋川流域=（5，12.8），
小友川流域=（5，9.8），
石沢川流域=（5，11.9），
鮎川流域=（5，9.2），
田沢川流域=（5，3.9），
笹子川流域=（5，15.7），
百宅川流域=（7，5.7），
中俣川流域=（5，5.7），
坂部川流域=（8，5.6），
杉森川流域=（8，3.1），
丁川流域=（7，9.2），
法内川流域=（8，5.6），
祝沢川流域=（8，4.8），
松沢川流域=（8，2.2），
勝手川流域=（5，6.2），
君ヶ野川流域=（5，7.4），
衣川流域=（5，9.4），
芦川流域=（8，3），
蛇川流域=（8，5.1），
黒川流域=（8，5），
西目川流域=（8，7.4），
羽広川流域=（7，4.1）

子吉川［明法・二十六木橋］

秋田中央地域

能代山本地域

本荘由利地域 芋川流域=20，小友川流域=9.8，
石沢川流域=15.5，鮎川流域=9.2，
久保田川流域=6.1，大砂川流域=6.1，
田沢川流域=4.5，鶯川流域=7.4，
笹子川流域=17.3，直根川流域=10，
百宅川流域=7.7，下玉田川流域=9，
赤田川流域=9.5，小関川流域=10.5，
中俣川流域=5.7，北ノ股川流域=4.6，
黒森川流域=3.5，須郷川流域=6.1，
坂部川流域=7，杉森川流域=3.9，
大吹川流域=7.6，丁川流域=10.2，
法内川流域=7，祝沢川流域=6，
新沢川流域=5.3，松沢川流域=2.8，
勝手川流域=6.2，君ヶ野川流域=9.2，
二古川流域=4.9，衣川流域=13.8，
芦川流域=3.7，蛇川流域=6.4，
福俣川流域=6.1，黒川流域=6.3，
西目川流域=9.2，羽広川流域=5.2

西部承水路・東部承水路流域=22.4，
井川流域=7，赤沢川流域=3.2

西部承水路・東部承水路流域=7.8

檜山川流域=8.3，久喜沢川流域=4.2，
常盤川流域=7.4，天内川流域=4.1，
種梅川流域=6.8，内川流域=10.2，
比井野川流域=5.3，阿仁川流域=34.7，
濁川流域=8.4，竹生川流域=8.8，
悪土川流域=4.1，田代川流域=6

藤琴川流域=24.5，大沢川流域=9，
粕毛川流域=22.4，寺沢川流域=5.6，
小比内川流域=9.2，長場内川流域=5.6

西部承水路・東部承水路流域=18.8，
鯉川川流域=6.4，三種川流域=11，
小又川流域=5.8，鵜川川流域=4.2，
金光寺川流域=6，添畑川流域=5.5，
西又川流域=5.4

竹生川流域=5.8，真瀬川流域=14，
水沢川流域=11.8，塙川流域=10

流域雨量指数基準

旧雄物川流域=20.8，旭川流域=14.4，
岩見川流域=26.1，新波川流域=6，
草生津川流域=6.1，下浜鮎川流域=6.4，
猿田川流域=6.9，八田川流域=6.1，
梵字川流域=6.8，神内川流域=6，
三内川流域=16.6，平尾鳥川流域=7.6，
新城川流域=8.4，馬踏川流域=5.2，
仁別川流域=4.4，古川流域=3，宝川流域=6，
白山川流域=7，湯ノ里川流域=5，
安養寺川流域=5.4，大戸川流域=4

西部承水路・東部承水路流域=26.4，
滝川流域=4.4，相川流域=3.4，
賀茂川流域=4.2，比詰川流域=4.5

馬踏川流域=8.6，
西部承水路・東部承水路流域=26.2，
豊川流域=7.8，妹川流域=4

馬場目川流域=14.5，内川川流域=6.9，
富津内川流域=8.1

西部承水路・東部承水路流域=19.9，
馬場目川流域=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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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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にかほ市 天拝川流域=（9，8.4），
大潟川流域=（5，6.6），
白雪川流域=（8，10.8），
赤石川流域=（8，3.6），
奈曽川流域=（8，6.1），
川袋小川流域=（5，4.5），
清水川流域=（8，3）

－

本荘由利地域

鳥越川流域=8，天拝川流域=8.4，
大潟川流域=6.9，大沢川流域=6.4，
白雪川流域=13.5，赤石川流域=3.6，
奈曽川流域=7.6，川袋小川流域=4.5，
清水川流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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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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館市 米代川流域=（5，29.7），
早口川流域=（5，13.7），
岩瀬川流域=（5，19.5），
山田川流域=（5，9.9），
引欠川流域=（5，9.5），
長木川流域=（5，27），
犀川流域=（5，13.7），
小森川流域=（5，4.7），
下内川流域=（5，9.7），
乱川流域=（5，6.6），
花岡川流域=（5，5.2），
板戸川流域=（5，2.2），
炭谷川流域=（6，3.1）

米代川［十二所］

鹿角市 米代川流域=（5，25），
大湯川流域=（5，14.3），
間瀬川流域=（5，7），
黒沢川流域=（5，2.2），
夜明島川流域=（5，8.8），
熊沢川流域=（5，15.7），
小坂川流域=（5，13.1），
汁毛川流域=（5，5），
福士川流域=（5，6.8），
夏井川流域=（5，4.2），
樫内川流域=（5，5.8），
冷水川流域=（5，5.8）

－

北秋田市 米代川流域=（5，49.9），
阿仁川流域=（5，43.3），
今泉川流域=（5，3.9），
前山川流域=（5，6.2），
小猿部川流域=（5，15.6），
綴子川流域=（5，8.9），
糠沢川流域=（5，10.5），
羽根山沢川流域=（5，7.6），
小阿仁川流域=（5，20.1），
小又川流域=（6，17.3），
小森川流域=（5，5.9），
品類川流域=（5，7.5），
谷地川流域=（5，3）

米代川［鷹巣］

小坂町 小坂川流域=（5，11.2） －

上小阿仁村 小阿仁川流域=（5，15.2），
仏社川流域=（5，6.6），
長滝沢・五反沢川流域=（6，8.7）

－

横手市 雄物川流域=（6，34.2），
横手川流域=（5，18.6），
楢岡川流域=（5，5.4），
上溝川流域=（5，12.6），
上法寺川流域=（5，4.8），
地竹川流域=（6，4.2），
横手大戸川流域=（6，2.9），
大納川流域=（7，6.8），
武道川流域=（5，9.2），
七滝川流域=（6，5.9），
坂部川流域=（5，3.3）

雄物川上流［雄物川橋］，
皆瀬川［岩崎橋］

大仙市 雄物川流域=（5，25.8），
玉川流域=（5，35.4），
丸子川流域=（5，10.7），
横手川流域=（6，21.3），
淀川流域=（5，13.5），
大沢川流域=（5，4.1），
土買川流域=（5，6.6），
栩平川流域=（5，6.8），
楢岡川流域=（5，12.9），
小友川流域=（5，6.2），
小出川流域=（5，7），
西ノ又川流域=（5，8），
斉内川流域=（5，9.4），
小滝川流域=（5，9.2），
窪堰川流域=（5，3.6），
福部内川流域=（5，4.4），
川口川流域=（5，10.4），
矢島川流域=（5，5.2）

雄物川上流［雄物川橋・大曲橋・神宮寺］，
玉川［長野］

仙北市 玉川流域=（5，35.7），
入見内川流域=（6，5.8），
桧木内川流域=（7，18.5），
山谷川流域=（5，8.2），
才津川流域=（6，11.8），
院内川流域=（5，4.9），
小先達川流域=（6，3.8），
刺市川流域=（5，4.7）

－

美郷町 横手川流域=（5，23.6），
上総川流域=（5，4.5）

－

湯沢市 雄物川流域=（5，21.4），
皆瀬川流域=（5，27.2），
高松川流域=（5，11.7）

雄物川上流［岩館・柳田橋・雄物川橋］，
皆瀬川［岩崎橋］

北秋鹿角地域

仙北平鹿地域

湯沢雄勝地域

小阿仁川流域=22.8，仏社川流域=8，
長滝沢・五反沢川流域=10.9

横手川流域=19.2，楢岡川流域=5.4，
上溝川流域=12.6，上法寺川流域=4.8，
地竹川流域=5.3，廚川流域=4.1，
杉沢川流域=5.2，横手大戸川流域=3.6，
頭無川流域=4.8，大納川流域=6.8，
松川流域=16，黒沢川流域=11.1，
武道川流域=10.2，皿川流域=9.6，
成瀬川流域=24.6，狙半内川流域=8.8，
七滝川流域=7.4，坂部川流域=4.5

玉川流域=44.3，横手川流域=26.6，
宮田又沢川流域=9.8，淀川流域=14.9，
大沢川流域=4.2，土買川流域=7.3，
栩平川流域=6.8，楢岡川流域=15.5，
小友川流域=6.2，上総川流域=5.2，
心像川流域=7.9，小出川流域=7，
西ノ又川流域=8，斉内川流域=11.7，
小滝川流域=9.2，窪堰川流域=3.6，
福部内川流域=4.4，川口川流域=10.4，
矢島川流域=5.2，湯元川流域=6.6

玉川流域=37.2，生保内川流域=14.4，
入見内川流域=7.3，桧木内川流域=19.7，
山谷川流域=8.7，堀内沢川流域=5.9，
才津川流域=14.8，院内川流域=4.9，
小先達川流域=4.8，刺市川流域=5

丸子川流域=10.4，横手川流域=23.6，
上総川流域=4.5，矢島川流域=3.8，
赤倉川流域=5.6，出川流域=4

白子川流域=5.4，戸沢川流域=5.6，
高松川流域=14.6，役内川流域=12.4，
駒形黒沢川流域=4.5，宇留院内川流域=4.8，
姉倉沢川流域=4.4，羽後大戸川流域=3.2

米代川流域=30，早口川流域=17.1，
岩瀬川流域=19.5，山田川流域=9.9，
引欠川流域=11.9，長木川流域=27，
犀川流域=13.7，小森川流域=4.8，
下内川流域=9.7，乱川流域=6.6，
大森川流域=6.3，花岡川流域=5.2，
大茂内川流域=6.3，板戸川流域=3.3，
炭谷川流域=3.9

米代川流域=31.3，大湯川流域=17.9，
根市川流域=8.8，間瀬川流域=10.2，
黒沢川流域=4，夜明島川流域=11，
熊沢川流域=15.7，小坂川流域=16.4，
汁毛川流域=6.3，福士川流域=6.8，
夏井川流域=5.2，樫内川流域=7.2，
冷水川流域=5.8

阿仁川流域=43.3，今泉川流域=4.9，
前山川流域=7.8，小猿部川流域=15.6，
旧小猿部川流域=1.4，綴子川流域=8.9，
摩当川流域=8.1，糠沢川流域=10.5，
羽根山沢川流域=7.6，小阿仁川流域=20.1，
小又川流域=21.6，小様川流域=8.5，
小森川流域=8.5，品類川流域=7.9，
谷地川流域=3.8

小坂川流域=11.2，荒川流域=6.2，
砂子沢川流域=5.5，古遠部川流域=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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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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後町 雄物川流域=（6，23.3），
新町川流域=（5，5.2），
石沢川流域=（6，7.8）

雄物川上流［岩館・柳田橋・雄物川橋］

東成瀬村 成瀬川流域=（5，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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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町川流域=5.4，西馬音内川流域=8，
羽後大戸川流域=8.8，田沢川流域=3.2，
石沢川流域=9.5

成瀬川流域=16.8，大沢川流域=5

湯沢雄勝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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