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別表4）洪水注意報基準 令和5年4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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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知市 鏡川流域=（13，26.6），
神田川流域=（8，9.7），
吉原川流域=（13，8.4），
久万川流域=（8，32.9），
新川川流域=（8，12.7），
舟入川流域=（8，10.3），
江の口川流域=（8，8.9），
国分川流域=（8，24.2），
紅水川流域=（8，5.2），
的渕川流域=（12，8.6）

仁淀川［伊野］

南国市 下田川流域=（8，12.2），
舟入川流域=（8，9.5）

物部川［深渕（有堤）］

土佐市 波介川流域=（8，18.7），
萩谷川流域=（8，6.6）

仁淀川［伊野］

須崎市 桜川流域=（12，8.9），
御手洗川流域=（8，9.2），
新荘川流域=（8，27.1）

－

香南市 夜須川流域=（8，14.2），
香宗川流域=（8，17.6），
山北川流域=（8，8），
烏川流域=（8，7）

物部川［深渕（有堤）］

香美市 － 物部川［深渕（無堤）・深渕（有堤）］

いの町 仁淀川流域=（10，71.4），
宇治川流域=（10，6.9）

仁淀川［伊野］

日高村 日下川流域=（12，10.4） 仁淀川［伊野］

本山町 － －

大豊町 － －

土佐町 － －

大川村 － －

仁淀川町 － －

佐川町 柳瀬川流域=（6，18.8） －

越知町 仁淀川流域=（8，35.4） －

室戸市 － －

東洋町 － －

安芸市 伊尾木川流域=（12，28.4），
安芸川流域=（10，16.6），
穴内川流域=（10，10.5），
赤野川流域=（18，13.1），
帯谷川流域=（10，9.2），
江川川流域=（10，13.4）

－

奈半利町 － －

田野町 奈半利川流域=（17，39.8），
池谷川流域=（14，6）

－

安田町 － －

北川村 西谷川流域=（20，7.4） －

馬路村 － －

芸西村 和食川流域=（10，10.5） －

高知中央

嶺北

高吾北

室戸

安芸

和食川流域=10.5，谷内川流域=6.4

吉野川流域=48.4

仁淀川流域=66，土居川流域=29.8，
中津川流域=13.5，長者川流域=4.4，
小郷川流域=10.9，安居川流域=16.8

日下川流域=9.3，柳瀬川流域=20，
中野川流域=8，春日川流域=4.4，
西山川流域=7.7，長竹川流域=5.2，
伏尾川流域=8.4

仁淀川流域=44.3，大桐川流域=21.6，
南の川流域=7.5

伊尾木川流域=28.4，小谷川流域=8.6，
安芸川流域=28.1，穴内川流域=10.5，
赤野川流域=13.1，帯谷川流域=9.2，
江川川流域=13.4

奈半利川流域=46.8，長谷川流域=5.2

奈半利川流域=46.8，池谷川流域=6

安田川流域=27，横谷川流域=8

奈半利川流域=46.8，野川川流域=12.8，
小川川流域=25.4，西谷川流域=7.4

東川川流域=8.4，安田川流域=19.6

入木川流域=11.7，佐喜浜川流域=18.1，
室津川流域=15.7，元川流域=12.9，
東ノ川流域=16.4，西ノ川流域=18.3，
羽根川流域=21.8，井の谷川流域=7.3

野根川流域=24.9

物部川流域=46.4，片地川流域=3.7，
国分川流域=15.6，土生川流域=6

吉野川流域=37.1，葛原川流域=17.6，
仁淀川流域=73.7，宇治川流域=9.1，
勝賀瀬川流域=14.4，上八川川流域=32.2，
小川川流域=18

日下川流域=11.5

吉野川流域=58.8，汗見川流域=18.8

吉野川流域=62.7，南小川流域=20，
穴内川流域=27，立川川流域=18.1

地蔵寺川流域=26.4

流域雨量指数基準

鏡川流域=33.2，神田川流域=11.1，
吉原川流域=10.5，十市川流域=10.8，
下田川流域=19.1，久万川流域=37.1，
新川川流域=16.1，舟入川流域=10.8，
江の口川流域=10.2，国分川流域=24.4，
芳原川流域=6.8，紅水川流域=5.2，
北山川流域=4.8，的渕川流域=10.8

後川流域=8.2，下田川流域=15.6，
舟入川流域=9.5，国分川流域=27.9，
山崎川流域=6.8，笠ノ川川流域=10.2

波介川流域=18.7，甲原川流域=8，
萩谷川流域=7.4

押岡川流域=11.2，桜川流域=8.9，
御手洗川流域=9.2，新荘川流域=27.1，
依包川流域=12.3

夜須川流域=14.2，香宗川流域=18.4，
山北川流域=8，烏川流域=7.6

 1 / 2



（別表4）洪水注意報基準 令和5年4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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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毛市 中筋川流域=（8，18.3），
山田川流域=（8，8.7），
芳奈川流域=（8，4.8），
ヤイト川流域=（8，6），
松田川流域=（13，25.6），
篠川流域=（13，15.3），
伊与野川流域=（12，9.4）

－

土佐清水市 布川流域=（8，9.2），
下ノ加江川流域=（16，17.6），
鍵掛川流域=（14，6.6），
加久見川流域=（8，9.7），
益野川流域=（13，8.8），
三崎川流域=（13，9.8），
宗呂川流域=（8，15.6），
片粕川流域=（13，5.6），
貝ノ川川流域=（13，9.2）

－

四万十市 四万十川流域=（11，43.5），
後川流域=（11，23.6），
中筋川流域=（13，21.4），
手洗川流域=（11，6.8），
黒尊川流域=（9，14.8），
目黒川流域=（11，15），
広見川流域=（11，27.8），
岩田川流域=（11，9.8）

四万十川［具同（無堤）・具同（有堤）］

大月町 貝ノ川川流域=（6，4），
小才角川流域=（6，8.3），
才角川流域=（6，8.1），
周防形川流域=（10，6），
頭集川流域=（10，6.4）

－

三原村 － －

黒潮町 蜷川流域=（8，11.2） －

中土佐町 四万十川流域=（8，30.9），
大坂谷川流域=（8，10），
上ノ加江川流域=（8，13.3）

－

檮原町 梼原川流域=（7，41），
四万川流域=（7，17.4），
本モ谷川流域=（11，7.3）

－

津野町 － －

四万十町 四万十川流域=（13，44.6），
仁井田川流域=（8，20.8），
戸川ノ川流域=（13，6.8），
芳川川流域=（16，12.5），
志和川流域=（12，5.7），
後川流域=（8，7.6）

－

幡多

高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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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与木川流域=22，伊田川流域=7.6，
有井川流域=8.7，蜷川流域=11.2，
湊川流域=10.1，加持川流域=10.4，
蛎瀬川流域=11.2，伊与喜川流域=6，
市野々川流域=6.4，衣川流域=6.5，
小黒川流域=8，矢の川流域=5.2，
しだの川流域=6.3

四万十川流域=31.9，竹原川流域=6.7，
桑の又川流域=5.8，大坂谷川流域=10，
久礼川流域=18.7，上ノ加江川流域=13.3

梼原川流域=41，久保谷川流域=13.2，
北川流域=27.6，高野川流域=8.4，
仲洞川流域=6.8，四万川流域=17.6，
松谷川流域=6.7，本モ谷川流域=7.3，
田野々川流域=6.8，永野川流域=6

北川流域=22.4，高野川流域=5.7，
西の谷川流域=11.8，力石川流域=7.3，
四万十川流域=11.1，新荘川流域=19.8

四万十川流域=44.6，長沢川流域=14.4，
久保川流域=13，野々川流域=9.9，
北の川流域=7.6，梼原川流域=47，
葛籠川流域=11.2，打井川流域=11.2，
相去川流域=9.3，井細川流域=14.8，
若井川流域=9.6，神ノ川流域=9.9，
見付川流域=9.2，払川流域=7.7，
仁井田川流域=23.2，勝賀野川流域=7.8，
戸川ノ川流域=6.8，芳川川流域=12.5，
中津川流域=13.2，東又川流域=16.8，
与津地川流域=9.5，大井川流域=9.2，
奥呉地川流域=7.2，日野地川流域=8.4，
志和川流域=7，後川流域=7.6

中筋川流域=18.5，山田川流域=10.2，
芳奈川流域=5.2，ヤイト川流域=6，
松田川流域=32，篠川流域=19.1，
福良川流域=21.9，伊与野川流域=11.8

立石川流域=8.2，布川流域=9.2，
下ノ加江川流域=17.6，鍵掛川流域=8.3，
久百々川流域=9.3，加久見川流域=9.7，
益野川流域=11，三崎川流域=12.3，
宗呂川流域=15.6，片粕川流域=7，
貝ノ川川流域=11.5，市野々川流域=9.2，
西ノ川流域=8.7，木ノ辻川流域=6.4

四万十川流域=60.3，竹島川流域=7.5，
津蔵淵川流域=8.9，深木川流域=8.2，
後川流域=33.3，中筋川流域=28.8，
手洗川流域=8.5，黒尊川流域=14.8，
目黒川流域=18.8，藤の川川流域=11.8，
広見川流域=34.8，江川川流域=8.4，
岩田川流域=12.3，板の川流域=5.6，
内川川流域=17.9，森沢川流域=7.6，
磯ノ川川流域=6.7，横瀬川流域=10.3，
家地川流域=8

貝ノ川川流域=4，小才角川流域=8.3，
才角川流域=8.1，周防形川流域=7.4，
頭集川流域=8.4，弘見川流域=11.2

長谷川流域=8.5，宮の川川流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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