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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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岡市 多々良川流域=（9，23.9），
宇美川流域=（14，11.6），
須恵川流域=（9，9.9），
御笠川流域=（13，21.3），
那珂川流域=（8，24.3），
樋井川流域=（9，13.7），
室見川流域=（9，22.1），
瑞梅寺川流域=（14，9.8）

御笠川水系御笠川［山王橋］

筑紫野市 宝満川流域=（14，10.2），
鷺田川流域=（14，6），
高尾川流域=（14，3.4）

－

春日市 － －

大野城市 御笠川流域=（9，18.8） －

宗像市 釣川流域=（7，19.8），
樽見川流域=（7，4.4），
山田川流域=（11，4.2），
高瀬川流域=（7，7.1）

－

太宰府市 御笠川流域=（9，10.9） －

古賀市 青柳川流域=（7，6.8） －

福津市 西郷川流域=（8，9.2） －

糸島市 瑞梅寺川流域=（12，9.6），
汐井川流域=（13，4.5），
雷山川流域=（8，8），
長野川流域=（10，9），
多久川流域=（17，6.2），
川付川流域=（12，3.2）

－

那珂川市 那珂川流域=（14，17.1） －

宇美町 － －

篠栗町 多々良川流域=（9，13.6） －

志免町 宇美川流域=（14，10.4） －

須恵町 須恵川流域=（9，10.2） －

新宮町 湊川流域=（6，8.9） －

久山町 久原川流域=（14，7.2），
新建川流域=（14，4.5）

－

粕屋町 多々良川流域=（14，10.2），
須恵川流域=（9，13）

－

北九州市 紫川流域=（10，11.2），
合馬川流域=（6，6.8），
東谷川流域=（10，5.6），
槻田川流域=（6，6.7），
板櫃川流域=（6，11），
金山川流域=（6，8.8），
遠賀川流域=（12，51.7），
笹尾川流域=（6，6.5），
相割川流域=（6，3.1），
天籟寺川流域=（6，5.1）

遠賀川下流部［中間］

中間市 西川流域=（12，7.4） 遠賀川下流部［中間］

芦屋町 遠賀川流域=（12，53.1） 遠賀川下流部［中間］

水巻町 － 遠賀川下流部［中間］

岡垣町 戸切川流域=（5，4.9），
矢矧川流域=（5，7.7），
野間川流域=（5，4.1），
篠間川流域=（5，4）

－

遠賀町 － 遠賀川下流部［中間］

（福岡地方）

北九州・遠賀地区 竹馬川流域=9.9，奥畑川流域=5.8，
紫川流域=14，合馬川流域=6.8，
東谷川流域=7，槻田川流域=6.7，
板櫃川流域=11，割子川流域=7.7，
金山川流域=8.8，黒川流域=8.8，
笹尾川流域=6.5，相割川流域=3.1，
天籟寺川流域=5.1

曲川流域=5.6，黒川流域=9，
笹尾川流域=7.4，西川流域=7.8

西川流域=14.4

曲川流域=9.2

戸切川流域=4.9，矢矧川流域=7.7，
汐入川流域=5.5，野間川流域=4.1，
篠間川流域=4.9

西川流域=14，戸切川流域=5.9

多々良川流域=13.6，鳴渕川流域=6.1

宇美川流域=13

須恵川流域=10.2

湊川流域=8.9

猪野川流域=8.6，小河内川流域=5.6，
久原川流域=9，新建川流域=5.6

多々良川流域=12.8，須恵川流域=13，
南里水路流域=4.9

御笠川流域=10.9，鷺田川流域=10.6，
大佐野川流域=6.4

中川流域=6.1，大根川流域=8.3，
米多比川流域=4.1，谷山川流域=9.3，
薬王寺川流域=4.7，青柳川流域=6.8

黒石川流域=6.4，西郷川流域=9.2，
本木川流域=4.6，手光今川流域=6.6

瑞梅寺川流域=12，川原川流域=11.6，
汐井川流域=4.5，桜井川流域=7，
雷山川流域=8，長野川流域=10，
多久川流域=6.2，川付川流域=4

那珂川流域=17.1，梶原川流域=8.2，
西畑川流域=7.6，芋生川流域=4.9

宇美川流域=11.5，井野川流域=4.8，
内野川流域=6.8

流域雨量指数基準

多々良川流域=23.9，久原川流域=9.8，
宇美川流域=11.6，須恵川流域=9.9，
諸岡川流域=10，那珂川流域=24.3，
樋井川流域=13.7，油山川流域=6.3，
室見川流域=22.1，日向川流域=5.4，
小笠木川流域=9.6，椎原川流域=11.6，
瑞梅寺川流域=12.3

宝満川流域=12.8，山家川流域=7，
原川流域=4.8，山口川流域=9.9，
鷺田川流域=6，高尾川流域=4.9

諸岡川流域=8.3，牛頸川流域=11.3

御笠川流域=18.8，牛頸川流域=12.1

釣川流域=19.8，樽見川流域=4.4，
横山川流域=4.8，山田川流域=4.2，
朝町川流域=7.6，高瀬川流域=7.1，
八並川流域=5.7，大井川流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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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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橋市 － －

豊前市 角田川流域=（11，5.5） －

苅田町 － －

みやこ町 今川流域=（7，10.9），
喜多良川流域=（5，5.6），
高屋川流域=（5，8.9），
祓川流域=（7，10.2）

－

吉富町 － 山国川下流部［下唐原］

上毛町 － 山国川上流部［柿坂］，
山国川下流部［下唐原］

築上町 音無川流域=（5，4.4），
城井川流域=（8，9.5），
小山田川流域=（8，4.2），
岩丸川流域=（8，7）

－

直方市 遠賀川流域=（8，28.5），
尺岳川流域=（6，6），
近津川流域=（6，5），
福地川流域=（6，6.5），
犬鳴川流域=（10，19.5），
川端川流域=（6，3.5）

遠賀川下流部［日の出橋・中間・宮田橋］，
彦山川［伊田］

飯塚市 遠賀川流域=（14，22.9），
穂波川流域=（8，24.9），
泉河内川流域=（13，8.7），
碇川流域=（8，5.1），
建花寺川流域=（8，9），
明星寺川流域=（8，5.6），
庄内川流域=（8，6.1），
鹿毛馬川流域=（8，6.5），
庄司川流域=（8，5.9）

遠賀川上流部［川島］

田川市 彦山川流域=（13，13.2），
中元寺川流域=（13，12.4）

彦山川［伊田］

宮若市 犬鳴川流域=（10，18.2），
畑川流域=（6，4.5），
山口川流域=（12，7.2），
倉久川流域=（10，4.5）

遠賀川下流部［宮田橋］

嘉麻市 山田川流域=（7，11），
遠賀川流域=（11，10.8），
才田川流域=（7，5.9）

遠賀川上流部［川島］

小竹町 遠賀川流域=（12，24.1），
庄内川流域=（12，9.6）

遠賀川下流部［日の出橋］

鞍手町 西川流域=（12，6.5），
六田川流域=（12，3.2）

遠賀川下流部［中間］

桂川町 穂波川流域=（7，15.5），
泉河内川流域=（7，10.9）

－

香春町 金辺川流域=（12，8.2） －

添田町 今川流域=（11，10.3），
彦山川流域=（13，14）

彦山川［伊田］

糸田町 中元寺川流域=（13，12.6） －

川崎町 中元寺川流域=（13，9.4），
安宅川流域=（14，6.3）

－

大任町 彦山川流域=（13，15） 彦山川［伊田］

赤村 今川流域=（13，11.2），
十津川流域=（13，5.6）

－

福智町 彦山川流域=（14，21.7），
泌川流域=（8，8.6），
伊方川流域=（8，8），
弁城川流域=（8，5.6）

彦山川［伊田］

久留米市 陣屋川流域=（6，8），
大刀洗川流域=（10，9），
田手川流域=（10，11.8），
巨瀬川流域=（10，11.1），
不動川流域=（10，3.9），
三光川流域=（6，4.9），
大谷川流域=（6，5.4），
高良川流域=（6，10.8），
金丸川流域=（6，7.6），
広川流域=（12，14.8），
野添川流域=（6，6.5），
上津荒木川流域=（6，7.2），
山ノ井川流域=（10，6.9），
東本川流域=（6，4.4）

筑後川下流部［瀬ノ下］，
筑後川上中流部［荒瀬・片ノ瀬］

小郡市 宝満川流域=（6，24.7） －

京築

（筑豊地方）

筑後北部

中元寺川流域=11.8，安宅川流域=6.3

今川流域=11.2，十津川流域=5.6

中元寺川流域=16.4，泌川流域=8.6，
伊方川流域=8，弁城川流域=5.6，
福智川流域=6.8

小石原川流域=20.1，陣屋川流域=8，
大刀洗川流域=10.8，田手川流域=14.8，
巨瀬川流域=13.9，不動川流域=4.6，
三光川流域=4.9，大谷川流域=5.4，
高良川流域=10.8，金丸川流域=7.6，
広川流域=17.4，古川流域=4.6，
野添川流域=6.5，上津荒木川流域=7.2，
山ノ井川流域=8.6，東本川流域=4.4

宝満川流域=24.7，草場川流域=9.2，
宝珠川流域=5.5，高原川流域=6.1，
秋光川流域=8.9

庄内川流域=12

西川流域=6.9，六田川流域=4，
北田川流域=3.9

穂波川流域=15.5，泉河内川流域=10.9，
碇川流域=5.3

金辺川流域=10.3，呉川流域=4.8，
御祓川流域=8.4

今川流域=10.5，中元寺川流域=8.2

中元寺川流域=15.8，泌川流域=8.2

音無川流域=4.4，城井川流域=11.9，
小山田川流域=5.2，岩丸川流域=8.8，
真如寺川流域=5.6，上ノ河内川流域=4.8

尺岳川流域=6，近津川流域=5，
福地川流域=6.5，川端川流域=3.8

穂波川流域=24.9，泉河内川流域=10.9，
山口川流域=6.9，内住川流域=10.5，
碇川流域=6.4，建花寺川流域=10.4，
明星寺川流域=7.5，庄内川流域=6.1，
鹿毛馬川流域=7.7，八木山川流域=7.9，
庄司川流域=5.9，畑川流域=4.5

中元寺川流域=15.5，猪位金川流域=6.4，
泌川流域=7.5，金辺川流域=14.3

八木山川流域=12.3，黒丸川流域=7.2，
畑川流域=5.2，山口川流域=8.2，
有木川流域=6.8，倉久川流域=5.6

山田川流域=11.3，千手川流域=9.1，
才田川流域=5.9，泉河内川流域=7.2

長峡川流域=17.8，小波瀬川流域=10.8，
井尻川流域=6.8，今川流域=18.3，
江尻川流域=5.8，祓川流域=13.3

角田川流域=5.5，中川流域=6.3，
岩岳川流域=11.6，佐井川流域=8.4

長峡川流域=18，小波瀬川流域=10.4

長峡川流域=7，今川流域=13.6，
喜多良川流域=5.6，高屋川流域=10，
祓川流域=12.8

佐井川流域=9.1，黒川流域=4.7

佐井川流域=8.5，黒川流域=4.5，
友枝川流域=10.4，東友枝川流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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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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きは市 筑後川流域=（10，41.3），
井延川流域=（10，4），
小塩川流域=（10，6.2），
隈上川流域=（10，12.5），
巨瀬川流域=（10，8.2），
美津留川流域=（6，4.6），
山曽谷川流域=（10，5.5）

筑後川上中流部［荒瀬］

朝倉市 小石原川流域=（6，17.6），
野鳥川流域=（10，4.6），
佐田川流域=（10，10.9），
荷原川流域=（6，6.2），
桂川流域=（12，10.4），
妙見川流域=（6，5.9），
北川流域=（6，5.6），
赤谷川流域=（10，9.9），
乙石川流域=（10，4.7），
奈良ヶ谷川流域=（6，4.3）

筑後川上中流部［荒瀬・片ノ瀬］

筑前町 山家川流域=（6，7.6） －

東峰村 大肥川流域=（10，6.2），
宝珠山川流域=（10，6.7）

－

大刀洗町 大刀洗川流域=（7，5.7），
陣屋川流域=（5，7.4），
小石原川流域=（8，11.1），
二又川流域=（5，7.1），
佐田川流域=（8，9.4）

筑後川上中流部［片ノ瀬］

筑後北部

井延川流域=5，小塩川流域=7.8，
隈上川流域=15.6，巨瀬川流域=10.2，
美津留川流域=4.6，山曽谷川流域=5.5

小石原川流域=17.6，野鳥川流域=4.6，
山見川流域=5.1，佐田川流域=13.6，
黒川流域=6.5，草場川流域=2，
二又川流域=7.1，荷原川流域=6.2，
桂川流域=10.4，妙見川流域=5.9，
北川流域=5.6，赤谷川流域=9.9，
乙石川流域=4.7，大山川流域=5.4，
寒水川流域=3.2，奈良ヶ谷川流域=4.3

穂波川流域=5.1，宝満川流域=16.9，
大刀洗川流域=5.1，山家川流域=7.6，
天神川流域=5.6，三並川流域=5，
曽根田川流域=8.9，草場川流域=5.3

小石原川流域=6.8，大肥川流域=7.8，
宝珠山川流域=6.7

大刀洗川流域=8.4，陣屋川流域=7.4，
小石原川流域=13.9，二又川流域=7.1，
佐田川流域=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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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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牟田市 白銀川流域=（8，8.4），
堂面川流域=（8，9.1），
大牟田川流域=（13，6），
諏訪川流域=（12，14.4）

－

柳川市 沖端川流域=（8，3.2），
塩塚川流域=（8，2.9），
二ツ川流域=（8，2.3），
矢部川流域=（13，43.7），
花宗川流域=（14，7.9）

筑後川下流部［瀬ノ下］，
矢部川［船小屋］

八女市 星野川流域=（7，23.2），
鹿子生川流域=（7，5.7），
横山川流域=（11，10），
下横山川流域=（11，5），
矢部川流域=（11，26），
笠原川流域=（7，16.6），
剣持川流域=（11，8.8），
田代川流域=（7，9.2），
辺春川流域=（11，8.2），
白木川流域=（11，8.6），
山ノ井川流域=（7，7.8）

矢部川［船小屋］

筑後市 山ノ井川流域=（7，10.4），
花宗川流域=（7，11），
沖端川流域=（8，2.9）

矢部川［船小屋］

大川市 筑後川流域=（16，65.7），
花宗川流域=（14，10.8）

筑後川下流部［瀬ノ下］

みやま市 沖端川流域=（8，2.9），
飯江川流域=（16，14.5），
大根川流域=（12，7.4），
楠田川流域=（14，5.4）

矢部川［船小屋］

大木町 山ノ井川流域=（13，7.9），
花宗川流域=（8，11.8）

－

広川町 広川流域=（14，9.6），
長延川流域=（8，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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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広川流域=9.6，長延川流域=7.4，
高間川流域=4.8

筑後南部

沖端川流域=3.4，塩塚川流域=2.9，
二ツ川流域=2.3，花宗川流域=10

星野川流域=23.2，鹿子生川流域=5.7，
横山川流域=10，下横山川流域=6.3，
矢部川流域=36，笠原川流域=16.6，
剣持川流域=11，樅鶴川流域=7.7，
田代川流域=9.2，辺春川流域=10.2，
白木川流域=10.8，花宗川流域=8.3，
山ノ井川流域=7.8

山ノ井川流域=10.4，花宗川流域=11，
沖端川流域=2.9

花宗川流域=10.8，城原川流域=17

沖端川流域=2.9，飯江川流域=14.5，
大根川流域=10，隈川流域=6.5

山ノ井川流域=9.9，花宗川流域=11.8

隈川流域=6.8，白銀川流域=8.4，
堂面川流域=9.1，大牟田川流域=6，
諏訪川流域=14.4

 4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