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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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広島市中区 － －

広島市東区 － 太田川下流［中野・矢口第一・祇園大橋］

広島市南区 － －

広島市西区 八幡川（はちまんがわ）流域=（7，5.5） 太田川下流［中野・矢口第一・祇園大橋］

広島市安佐南区 山本川流域=（6，4.4） 太田川上流［土居・加計・飯室］，
太田川下流［中野・矢口第一・祇園大橋］

広島市安佐北区 三篠川流域=（6，13.1） 太田川上流［土居・加計・飯室］，
太田川下流［中野・矢口第一・祇園大橋］，
三篠川［中深川］，
根谷川［新川橋］

広島市安芸区 瀬野川流域=（11，11.2），
矢野川流域=（11，5.6），
熊野川流域=（11，7.6）

－

広島市佐伯区 － 太田川上流［土居・加計・飯室］

呉市 黒瀬川流域=（9，23.8），
長谷川流域=（6，3.6），
大谷川流域=（6，4.8），
中畑川流域=（9，6.7）

黒瀬川水系黒瀬川［町田］

大竹市 小瀬川流域=（6，36），
玖島川流域=（13，16.6），
恵川流域=（9，7.7）

小瀬川［小川津・両国橋］

廿日市市 太田川流域=（7，11.6），
中津谷川流域=（11，10.2），
小瀬川流域=（11，17.2），
玖島川流域=（7，12），
市野川流域=（11，5），
七瀬川流域=（11，11.8），
中道川流域=（11，5.6），
大虫川流域=（11，5.4），
吉末川流域=（7，4.6），
永慶寺川流域=（11，4.6），
可愛川流域=（6，8.7），
御手洗川流域=（6，8.5）

－

江田島市 － －

府中町 － －

海田町 瀬野川流域=（6，12.6） －

熊野町 二河川流域=（9，8） －

坂町 － －

三原市 八幡川流域=（8，5.4），
御調川流域=（7，3.6），
沼田川流域=（7，27.6），
仏通寺川流域=（8，7.5），
菅川流域=（9，6.1），
椋梨川流域=（7，14.3），
大草川流域=（8，5.6），
平坂川流域=（9，6），
徳良川流域=（8，6.4），
和久原川流域=（5，8），
藤井川流域=（7，5.6）

沼田川水系沼田川［七宝・船木］

尾道市 御調川流域=（5，15.8），
八幡川流域=（5，4.6），
栗原川流域=（5，5.3），
藤井川流域=（5，8.4），
木梨川流域=（6，4.2），
木門田川流域=（6，4.1）

－

福山市 芦田川流域=（6，30.4），
瀬戸川流域=（5，10.5），
高屋川流域=（5，12），
有地川流域=（5，8.6），
手城川流域=（6，3.1），
新川流域=（5，4.5），
羽原川流域=（5，4），
本郷川流域=（5，7.6）

芦田川［矢野原・府中・山手］，
高屋川［御幸］

広島・呉

福山・尾三

御調川流域=15.8，八幡川流域=5.7，
栗原川流域=6.1，藤井川流域=10.5，
木梨川流域=5.2，木門田川流域=5.1，
本郷川流域=13.9

小田川（山野方面）流域=16.9，
瀬戸川流域=11.1，高屋川流域=12，
服部川流域=6.8，有地川流域=8.6，
神谷川流域=12.9，河手川流域=4.6，
吉野川流域=3.6，加茂川流域=8.7，
四川流域=4.9，箱田川流域=5.2，
手城川流域=3.1，山南川流域=8.1，
新川流域=4.5，羽原川流域=4.9，
本郷川流域=7.6，藤井川流域=11.3，
本谷川（能登原方面）流域=4.1，
菅田川流域=2.9，猪之子川流域=3.6，
小田川（山手方面）流域=3.3，
本谷川（津之郷方面）流域=2.9，加屋川流域=2，
狭間川流域=4.6，西谷川流域=3.1，
市原川流域=3.5，堀町川流域=4，
久田谷川流域=3.9，小山田川流域=2.2，
戸手川流域=2.8，砂川流域=5.5，
見谷川流域=5.5，父尾川流域=6.3，
藤尾川流域=4.6，本永谷川流域=2.6，
百谷川流域=3.8，深水川流域=2.8，
堂々川流域=3.6，竹田川流域=7.3，
高尾川流域=5.6，矢川流域=7.3，
下原川流域=5.5

木ノ下川流域=6.2

府中大川流域=8.5，榎川流域=5.4

瀬野川流域=19.6，唐谷川流域=5.7

二河川流域=8，熊野川流域=7.6

総頭川流域=6.4

八幡川流域=5.4，御調川流域=3.6，
天井川流域=8.1，仏通寺川流域=8.9，
尾原川流域=5.6，菅川流域=6.1，
椋梨川流域=14.3，三次川流域=4.1，
大草川流域=5.6，平坂川流域=6，
徳良川流域=6.4，和久原川流域=8.1，
西野川流域=4.4，梨和川流域=7.2，
本谷川流域=5.9，恵下谷川流域=4.2，
千川流域=4.1，太郎谷川流域=4.8，
藤井川流域=5.6，細川流域=3.6，
能良川流域=4.4，田打川流域=3.3，
篠川流域=4，芦田川流域=7.2，
野間川流域=5.1

鈴張川流域=10.1，吉山川流域=13.4，
小河内川流域=8.6，根谷川流域=13.6，
南原川流域=8，小河原川流域=8，
栄堂川流域=8.5，山倉川流域=3.9，
行森川流域=4.5，矢口川流域=2.9，
三篠川流域=16.4，大毛寺川流域=8.3

瀬野川流域=11.2，矢野川流域=5.6，
熊野川流域=7.6

八幡川（やはたがわ）流域=17.1，
石内川流域=8.5，岡ノ下川流域=9.9，
打尾谷川流域=8.8，水内川流域=24.6，
伏谷川流域=8.2

黒瀬川流域=23.8，長谷川流域=3.6，
野呂川流域=14.1，大谷川流域=5.2，
二河川流域=12.9，中切川流域=7.5，
中畑川流域=6.7，堺川流域=8.1

玖島川流域=16.6，恵川流域=8.8，
大膳川流域=6.5

太田川流域=11.8，中津谷川流域=10.2，
小瀬川流域=21.5，玖島川流域=12，
市野川流域=6.3，七瀬川流域=11.8，
中道川流域=5.6，大虫川流域=6.8，
吉末川流域=4.6，永慶寺川流域=5.7，
可愛川流域=8.8，御手洗川流域=8.5，
中津岡川流域=4.7

流域雨量指数基準

旧太田川流域=34.8，天満川流域=19.1，
元安川流域=18.4，京橋川流域=4

府中大川流域=6.4，矢口川流域=2.5，
小河原川流域=4.7

猿猴川流域=17.6，府中大川流域=10.4

八幡川（はちまんがわ）流域=5.5

山本川流域=4.4，古川流域=17.1，
安川流域=14.9，奥畑川流域=7.2，
大塚川流域=6.1，吉山川流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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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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中市 芦田川流域=（7，25.2），
砂川流域=（5，3.5），
御調川流域=（7，15）

芦田川［矢野原・府中・山手］

世羅町 美波羅川流域=（9，8.8），
冠川流域=（9，4.2），
黒淵川流域=（8，5.7），
芦田川流域=（5，10.5），
宇津戸川流域=（8，6），
神崎川流域=（8，2.7），
手綱川流域=（9，4.6）

－

神石高原町 天田川流域=（5，5.7），
高光川流域=（7，6.6），
牧川流域=（7，4.2），
安田川流域=（7，5.1），
仁吾川流域=（7，5.4），
小田川流域=（7，9.6）

－

竹原市 賀茂川流域=（5，8.5） －

東広島市 沼田川流域=（7，14.5），
椋梨川流域=（7，5.5），
入野川流域=（7，9），
宇山川流域=（7，3.7），
造賀川流域=（7，4.6），
入寺川流域=（5，5.3），
黒瀬川流域=（7，15.4），
イラスケ川流域=（5，6.4），
松板川流域=（5，7.6），
三津大川流域=（7，6.6），
高野川流域=（5，7），
番蔵川流域=（5，3.5），
光路川流域=（5，4.2）

－

大崎上島町 － －

三次市 江の川流域=（5，44.6），
神野瀬川流域=（7，16.5），
馬洗川流域=（5，26.4），
北溝川流域=（6，4.9），
上村川流域=（5，3），
板木川流域=（5，8.7），
永屋川流域=（5，3），
布野川流域=（5，11.8），
中郷川流域=（5，3.6），
吸谷川流域=（6，4.6），
西城川流域=（5，32），
国兼川流域=（6，9.2），
美波羅川流域=（6，15.4），
飯田川流域=（6，5），
吉原川流域=（6，7.2），
上下川流域=（6，20.7），
抜湯川流域=（6，2.6），
宇賀川流域=（5，4.8），
友森川流域=（6，3.2），
小童川流域=（6，4.5），
長田川流域=（5，5.1），
片野川流域=（5，3），
矢井川流域=（5，5.4），
山福田川流域=（6，4.1）

江の川上流［吉田・粟屋・尾関山］，
神野瀬川［神野瀬川］，
馬洗川［南畑敷］，
西城川［三次］

庄原市 神野瀬川流域=（7，11.2），
奥門田川流域=（5，7.3），
和南原川流域=（8，3.8），
西城川流域=（8，17.3），
竹地川流域=（8，8.8），
萩川流域=（9，9），
湯木川流域=（7，6.4），
比和川流域=（8，11.8），
布見川流域=（7，5.2），
比和谷川流域=（5，4.9），
川北川流域=（5，11.2），
大屋川流域=（8，6.8），
八鳥川流域=（9，4.9），
小鳥原川流域=（5，8.3），
国兼川流域=（5，5.4），
田総川流域=（5，13.5），
帝釈川流域=（5，9.9），
成羽川流域=（7，18），
戸宇川流域=（7，6），
内堀川流域=（7，5.9），
道後川流域=（8，4.5），
持丸川流域=（5，6.9）

－

福山・尾三

東広島・竹原

備北

東川流域=7.1，沼田川流域=19.8，
椋梨川流域=6.9，入野川流域=11.2，
宇山川流域=4.6，造賀川流域=5.8，
入寺川流域=5.3，黒瀬川流域=19.2，
イラスケ川流域=6.4，松板川流域=7.6，
古河川流域=10.8，木谷郷川流域=7.4，
三津大川流域=8，高野川流域=7.1，
番蔵川流域=3.5，光路川流域=4.2，
霜降川流域=3.8，大谷川流域=6.4，
半尾川流域=4.8，中川流域=5.4，
原比川流域=4.9，半川流域=4.7

原田川流域=4.7，原下川流域=3.9

神野瀬川流域=20.9，馬洗川流域=26.4，
北溝川流域=6.1，上村川流域=3，
板木川流域=8.7，永屋川流域=3，
布野川流域=11.8，中郷川流域=3.9，
吸谷川流域=5.7，西城川流域=38.6，
国兼川流域=9.2，美波羅川流域=19.3，
飯田川流域=6.3，吉原川流域=9，
上下川流域=25.9，抜湯川流域=3.2，
宇賀川流域=4.8，友森川流域=4，
小童川流域=5.6，長田川流域=5.1，
片野川流域=3，矢井川流域=5.4，
山福田川流域=4.8

神野瀬川流域=11.2，奥門田川流域=7.3，
和南原川流域=4.7，西城川流域=17.3，
竹地川流域=8.8，萩川流域=9，
湯木川流域=7.2，比和川流域=11.8，
布見川流域=5.2，比和谷川流域=4.9，
川北川流域=11.2，大津恵川流域=6，
戸郷川流域=5.2，大屋川流域=6.8，
八鳥川流域=4.9，小鳥原川流域=8.3，
国兼川流域=5.4，本村川流域=10，
田総川流域=13.5，帝釈川流域=9.9，
成羽川流域=18，戸宇川流域=6，
内堀川流域=5.9，道後川流域=5.6，
持丸川流域=7.6

上下川流域=7.6，砂川流域=3.7，
出口川流域=5.9，御調川流域=19.1，
矢多田川流域=11.2，阿字川流域=10.3

美波羅川流域=9.7，冠川流域=4.2，
黒淵川流域=7.8，芦田川流域=11.1，
宇津戸川流域=6，山田川流域=6.8，
神崎川流域=3.4，手綱川流域=4.6

天田川流域=5.7，成羽川流域=25.8，
高光川流域=8.3，牧川流域=5.2，
阿下川流域=9.9，安田川流域=6.4，
仁吾川流域=6.8，小田川流域=12，
帝釈川流域=21.4，福枡川流域=14.9

賀茂川流域=12，本川流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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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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芸高田市 江の川流域=（5，25.2），
長瀬川流域=（5，12.2），
生田川流域=（5，12.7），
大土川（向原町）流域=（6，7），
本村川流域=（5，11），
戸島川流域=（5，7.1），
多治比川流域=（5，8.1），
簸ノ川流域=（5，8.8），
田草川流域=（5，6.4），
奈良谷川流域=（5，3.1），
三篠川流域=（5，14.4），
見坂川流域=（5，8.8），
大土川（甲田町）流域=（5，4），
桑田川流域=（5，5.2），
山田川流域=（5，3.5）

江の川上流［吉田・粟屋・尾関山］

安芸太田町 太田川流域=（5，29.3），
筒賀川流域=（8，6.7），
田吹川流域=（7，4.2），
柴木川流域=（5，17.6），
松原川流域=（5，7.3）

太田川上流［土居・加計・飯室］

北広島町 江の川（川井地区）流域=（9，24），
出原川流域=（5，7.5），
志路原川流域=（8，9.6），
江の川（大朝地区）流域=（5，14.5），
冠川流域=（8，7.3），
寺原川流域=（8，6.8），
小河内川流域=（5，3.2），
西宗川流域=（5，6.7），
滝山川流域=（8，8.6），
柴木川流域=（5，7.8），
根谷川流域=（8，4.2），
都志見川流域=（8，3.7），
大佐川流域=（5，10.1），
空城川流域=（8，3.5），
才乙川流域=（8，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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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の川（川井地区）流域=24，出原川流域=7.5，
志路原川流域=12，
江の川（大朝地区）流域=14.5，
冠川流域=9.1，寺原川流域=6.8，
小河内川流域=3.2，西宗川流域=6.7，
滝山川流域=10.7，柴木川流域=7.8，
根谷川流域=5.3，都志見川流域=4.6，
大佐川流域=10.1，空城川流域=4.4，
才乙川流域=5.2

芸北 長瀬川流域=14.2，生田川流域=12.9，
大土川（向原町）流域=8.8，
本村川流域=12.6，戸島川流域=9.1，
多治比川流域=8.1，簸ノ川流域=8.8，
田草川流域=6.4，奈良谷川流域=3.1，
三篠川流域=14.5，見坂川流域=8.8，
大土川（甲田町）流域=4，篠原川流域=5.6，
式敷川流域=4.3，用地川流域=3.5，
福田川流域=4.3，房後川流域=5.9，
宮迫川流域=4.2，茂谷川流域=3.5，
叶口川流域=3.9，桑田川流域=5.5，
馬の谷川流域=3.1，二重谷川流域=4，
上河内川流域=4.9，小谷川流域=3.8，
竹ノ内川流域=3.1，火の谷川流域=3.2，
金口川流域=4.9，室坂川流域=4.1，
於手保川流域=4，河内川流域=3.9，
後相合川流域=3.6，高地川流域=4.4，
油川流域=3.9，砂田川流域=3.9，
山田川流域=3.9，根谷川流域=8，
有坂川流域=4.5

滝山川流域=28.2，筒賀川流域=8.4，
田吹川流域=4.2，柴木川流域=18.9，
松原川流域=7.7，西宗川流域=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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