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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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市 桂川（下流）流域=（8，29.1），
鴨川流域=（5，13.3），
高野川流域=（9，9.5），
小畑川流域=（5，12.9），
西羽束師川流域=（5，8.7），
西高瀬川流域=（5，7.3），
白川流域=（5，6.6），
岩倉川流域=（8，5.7），
鞍馬川流域=（5，11.8），
新川流域=（5，3.7），
天神川流域=（8，6.4），
御室川流域=（5，7），
有栖川流域=（5，7.6），
清滝川流域=（8，9.4），
桂川（上流）流域=（5，21.6），
弓削川流域=（8，8.4），
山科川流域=（8，7），
旧安祥寺川流域=（5，7），
安祥寺川流域=（8，4.5）

淀川水系　鴨川・高野川［荒神橋］，
宇治川［槇尾山］，
桂川下流［桂］，
木津川下流［加茂］

亀岡市 東掛川流域=（5，5.1），
桂川流域=（6，23.4），
鵜の川流域=（5，6.5），
年谷川流域=（5，6.9），
雑水川流域=（5，3.9），
曽我谷川流域=（5，7.1），
七谷川流域=（5，5），
犬飼川流域=（5，9.7），
千々川流域=（5，5），
本梅川流域=（5，8.6）

淀川水系　桂川中流・園部川［鳥羽・保津
橋・小山］

向日市 小畑川流域=（8，8.8） －

長岡京市 小畑川流域=（8，8.6） －

大山崎町 桂川流域=（8，42.4），
小畑川流域=（8，8.7）

桂川下流［桂］

南丹市 桂川流域=（7，29.1），
由良川流域=（7，13），
棚野川流域=（7，11.4），
原川流域=（7，6.8），
河内谷川流域=（7，6.4），
西川流域=（5，10.4），
東所川流域=（5，3.7），
官山川流域=（5，3.6），
園部川流域=（5，7.3），
陣田川流域=（5，4.6），
半田川流域=（5，6.8），
本梅川流域=（7，9.8），
八田川流域=（5，5.9），
田原川流域=（7，11.5），
志和賀川流域=（7，3.3），
木住川流域=（7，5.5），
中世木川流域=（5，4.5），
海老谷川流域=（5，5）

淀川水系　桂川中流・園部川［鳥羽・保津
橋・小山］

京丹波町 由良川流域=（5，33.2），
土師川流域=（7，8.2），
高屋川流域=（6，11.1），
上和知川流域=（6，8.5），
井尻川流域=（7，4.2），
質美川流域=（7，5.1），
実勢川流域=（5，4），
須知川流域=（6，6.5），
曽根川流域=（7，3.8），
水呑川流域=（5，5.7），
西河内川流域=（7，4.6）

－

宇治市 宇治川流域=（9，34.5），
井川流域=（7，3.9），
名木川流域=（5，5.9），
山科川流域=（9，10.4），
志津川流域=（5，7.6），
笠取川流域=（8，4.5），
弥陀次郎川流域=（5，3.4）

宇治川［槇尾山］

城陽市 木津川流域=（7，50.6），
古川流域=（9，4.1）

木津川下流［加茂］

八幡市 大谷川流域=（5，9.7），
木津川流域=（5，67.2），
防賀川流域=（5，6.7）

宇治川［槇尾山］，
桂川下流［桂］，
木津川下流［加茂］

京田辺市 防賀川流域=（5，3.5） 木津川下流［加茂］

久御山町 － 宇治川［槇尾山］，
木津川下流［加茂］

井手町 － 木津川下流［加茂］

宇治田原町 － －

流域雨量指数基準

小畑川流域=12.9，西羽束師川流域=8.8，
西高瀬川流域=7.3，白川流域=6.7，
岩倉川流域=7.1，鞍馬川流域=11.8，
新川流域=3.7，天神川流域=8，御室川流域=7，
有栖川流域=8，清滝川流域=11.8，
桂川（上流）流域=21.6，弓削川流域=9，
山科川流域=11.5，旧安祥寺川流域=7，
安祥寺川流域=5.3

東掛川流域=5.1，鵜の川流域=6.5，
年谷川流域=6.9，雑水川流域=3.9，
曽我谷川流域=7.1，七谷川流域=6.4，
犬飼川流域=9.7，千々川流域=5，
三俣川流域=8.4，本梅川流域=8.6

小畑川流域=11

小泉川流域=6.7，小畑川流域=14.4

小泉川流域=7.4，小畑川流域=14.5

由良川流域=16.2，棚野川流域=14.3，
原川流域=6.8，河内谷川流域=8，
西川流域=10.4，東所川流域=4，
三俣川流域=8.8，官山川流域=6.1，
園部川流域=7.5，陣田川流域=4.6，
半田川流域=6.8，本梅川流域=12.3，
八田川流域=5.9，田原川流域=11.5，
志和賀川流域=4.1，木住川流域=5.5，
中世木川流域=4.6，海老谷川流域=5

由良川流域=33.7，土師川流域=9.7，
高屋川流域=13.9，上和知川流域=10.6，
井尻川流域=5.2，質美川流域=6.4，
実勢川流域=4，須知川流域=8.1，
曽根川流域=4.8，水呑川流域=5.9，
西河内川流域=5.7

井川流域=5，名木川流域=5.9，
山科川流域=13，志津川流域=7.6，
笠取川流域=5.6，弥陀次郎川流域=3.4

古川流域=6.8，長谷川流域=4.4，
青谷川流域=5.6

大谷川流域=9.7，防賀川流域=6.7

防賀川流域=4.8，普賢寺川流域=6.6，
手原川流域=5.4，天津神川流域=3.8，
馬坂川流域=2.8

古川流域=10.2，名木川流域=6.3

青谷川流域=5.8，南谷川流域=4.5，
玉川流域=5.1，渋川流域=2.2

田原川流域=7.3

京都・亀岡

南丹・京丹波

山城中部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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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津川市 木津川流域=（5，37.3），
天神川流域=（8，3.2），
井関川流域=（8，3.8），
山田川流域=（8，6.2），
赤田川流域=（5，5.2）

木津川下流［加茂］

笠置町 － 木津川上流［岩倉］

和束町 和束川流域=（5，9） 木津川下流［加茂］

精華町 煤谷川流域=（7，5.2） 木津川下流［加茂］

南山城村 － 木津川上流［岩倉］

宮津市 由良川流域=（6，48.9），
大雲川流域=（5，5.9），
大手川流域=（5，9.8），
神子川流域=（5，2.8）

由良川下流［福知山］

京丹後市 吉野川流域=（5，3.5），
宇川流域=（5，10.2），
竹野川流域=（5，13.1），
大橋川流域=（5，2.4），
福田川流域=（5，5.6），
木津川流域=（5，6.5），
佐濃谷川流域=（5，6.1），
川上谷川流域=（5，6.4），
栃谷川流域=（5，2.1），
久美谷川流域=（5，3.3），
吉永川流域=（5，3.8），
小西川流域=（5，3.5），
鱒留川流域=（5，7.4），
新庄川流域=（5，3.5），
俵野川流域=（5，2.9），
三原川流域=（5，3.7），
長野川流域=（5，4.2），
円頓寺川流域=（5，4），
大谷川流域=（5，3.2）

－

伊根町 筒川流域=（5，9.6），
長延川流域=（5，6），
田原川流域=（5，4.5）

－

与謝野町 野田川流域=（5，12.4），
香河川流域=（5，4.2），
岩屋川流域=（5，4.8），
加悦奥川流域=（5，4.6），
滝川流域=（5，6.4），
奥山川流域=（5，2.4）

－

舞鶴市 由良川流域=（5，24.3），
八戸地川流域=（7，3.3），
久田美川流域=（7，4.2），
岡田川流域=（5，6.5），
桧川流域=（7，7），
平川流域=（7，2.6），
滝川流域=（7，3.8），
宇谷川流域=（7，2.6），
米田川流域=（5，3.2），
池内川流域=（5，10.4），
河辺川流域=（5，4.8），
志楽川流域=（5，6.3），
祖母谷川流域=（5，5.7），
与保呂川流域=（5，7.6），
伊佐津川流域=（5，14.3），
高野川流域=（5，4.2），
福井川流域=（5，3.6），
野原川流域=（7，4.5）

由良川下流［福知山］

綾部市 由良川流域=（6，27），
犀川流域=（5，10.4），
安場川流域=（5，5.6），
八田川流域=（5，8.6），
上林川流域=（5，16.9），
畑口川流域=（5，7.6）

由良川中流［綾部］

福知山 福知山市 由良川流域=（6，20.8），
宮川流域=（5，9.6），
尾藤川流域=（5，4.3），
在田川流域=（6，3.8），
大呂川流域=（6，4.9），
牧川流域=（5，16.3），
和久川流域=（5，8.9），
土師川流域=（6，15.2），
大谷川流域=（5，4.1），
相長川流域=（6，4.4），
雲原川流域=（5，8.4），
佐々木川流域=（5，8.2），
畑川流域=（5，7.6），
千原川流域=（5，5.4），
直見川流域=（6，6.6），
弘法川流域=（6，2.6），
川合川流域=（6，8.2），
榎原川流域=（5，5.6），
田中川流域=（6，2.1）

由良川下流［福知山］，
由良川中流［綾部］

天神川流域=4，不動川流域=4.6，
鳴子川流域=5.9，井関川流域=4.4，
山田川流域=7.7，赤田川流域=5.2，
新川流域=4.9，和束川流域=12.5

白砂川流域=13.6，打滝川流域=7.2，
横川流域=5.4

和束川流域=11.3，中村川流域=4.3，
南川流域=3.2

舞鶴・綾部

煤谷川流域=6.5，山田川流域=7.2

名張川流域=46

大雲川流域=5.9，大手川流域=11.1，
野田川流域=18.5，神子川流域=2.9

吉野川流域=4.4，宇川流域=14.4，
竹野川流域=13.1，大橋川流域=3，
福田川流域=6，木津川流域=7.2，
佐濃谷川流域=7.6，川上谷川流域=8，
栃谷川流域=2.7，久美谷川流域=4.1，
吉永川流域=4.8，小西川流域=4.4，
鱒留川流域=9.2，新庄川流域=3.7，
俵野川流域=3.6，三原川流域=4.6，
長野川流域=4.2，円頓寺川流域=4，
大谷川流域=4

筒川流域=9.6，長延川流域=6，
田原川流域=4.7

野田川流域=13.9，香河川流域=5.3，
岩屋川流域=4.8，加悦奥川流域=4.6，
滝川流域=6.4，奥山川流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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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戸地川流域=4.1，久田美川流域=5.3，
岡田川流域=7，桧川流域=8.8，
平川流域=3.7，滝川流域=4.8，
宇谷川流域=3.2，米田川流域=3.2，
池内川流域=10.4，河辺川流域=7，
志楽川流域=6.3，祖母谷川流域=6.1，
与保呂川流域=7.6，伊佐津川流域=14.8，
高野川流域=4.6，福井川流域=3.7，
野原川流域=5.6

犀川流域=10.8，安場川流域=6，
八田川流域=8.6，上林川流域=16.9，
畑口川流域=7.6

宮川流域=9.6，尾藤川流域=5.3，
在田川流域=4.7，花倉川流域=6，
大呂川流域=4.9，牧川流域=19.3，
和久川流域=8.9，土師川流域=19，
大谷川流域=4.6，相長川流域=4.6，
雲原川流域=8.4，佐々木川流域=8.2，
畑川流域=7.6，千原川流域=5.4，
直見川流域=6.6，弘法川流域=3.2，
竹田川流域=20.3，川合川流域=10.2，
榎原川流域=5.6，田中川流域=2.6

山城南部

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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