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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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江市 意宇川流域=（5，12），
本庄川流域=（5，4.1），
馬橋川流域=（5，4），
比津川流域=（5，1.3），
講武川流域=（5，4.3），
秋鹿川流域=（5，3.6），
大野川流域=（5，4.7），
玉湯川流域=（5，5），
来待川流域=（5，4.6），
佐々布川流域=（5，5.7），
桑並川流域=（5，6.6），
北田川流域=（5，3.6），
朝酌川流域=（5，7.3），
澄水川流域=（5，5.5）

－

安来市 万歳川流域=（5，6.4），
伯太川流域=（5，17.8），
吉田川流域=（7，5.4），
田頼川流域=（5，3），
安田川流域=（5，5），
蛇喰川流域=（5，3.2），
福富川流域=（7，4.5），
小竹川流域=（7，5.9）

斐伊川水系飯梨川［矢田］

出雲地区 出雲市 伊野川流域=（5，6），
小境川流域=（5，4.4），
境川流域=（5，5.2），
平田船川流域=（7，5），
新建川流域=（5，6.8），
五右衛門川流域=（7，4.3），
宇那手川流域=（5，3.6），
加瀬屋川流域=（5，2.9），
湯谷川流域=（7，2.6），
多久谷川流域=（5，3.9），
野石谷川流域=（5，4.1），
高瀬川（沖洲）流域=（7，1.6），
神戸川流域=（7，21.9），
新内藤川流域=（5，6），
唐川川流域=（5，6.7），
堀川流域=（7，5.6），
十間川流域=（5，7.5）

斐伊川［木次・新伊萱・上島・大津・灘分］，
神戸川［馬木・古志橋］

雲南市 斐伊川流域=（5，23.1），
三刀屋川流域=（5，20.7），
遠所川流域=（5，6.1）

斐伊川［木次・新伊萱・上島・大津・灘分］

奥出雲町 － －

飯南町 神戸川流域=（5，4） －

大田市 祖式川流域=（5，4.4），
潮川流域=（5，7.7），
湯里川流域=（5，5.2），
福光川流域=（5，7.1），
静間川流域=（5，15.1），
銀山川流域=（5，8.4），
忍原川流域=（5，10）

－

川本町 江の川流域=（5，45.1），
祖式川流域=（5，6.9）

江の川下流［大津・都賀・川本・谷住郷・川
平］

松江地区

雲南地区

大田邑智地区

塩谷川流域=7.6，神戸川流域=7.2，
角井川流域=4.5，才谷川流域=6.1，
獅子川流域=4.5，長谷川流域=5.5，
頓原川流域=10，小田川流域=11.9，
真木川流域=5.7

祖式川流域=4.4，早水川流域=7，
南川流域=4.5，奥三俣川流域=5.2，
飯谷川流域=3.1，右原川流域=4.3，
千原川流域=2.5，藤木川流域=5.4，
波根川流域=5.8，大原川流域=5.8，
三瓶川流域=12.7，逢浜川流域=3.9，
野田川流域=3.9，潮川流域=8，
湯里川流域=5.2，福光川流域=7.6，
笹川流域=5.5，静間川流域=15.1，
箱坂川流域=4，銀山川流域=8.4，
戸蔵川流域=3.8，亀谷川流域=4.5，
安谷川流域=4.6，忍原川流域=10

小谷川流域=2.9，濁川流域=18.8，
木谷川流域=6.4，矢谷川流域=6.4，
三谷川流域=10.9，祖式川流域=6.9，
奥三俣川流域=6.7，飯谷川流域=4，
大槙谷流域=4.1

流域雨量指数基準

意東川流域=6.8，市の原川流域=6.4，
意宇川流域=16，本庄川流域=4.1，
馬橋川流域=5.1，京橋川流域=4.7，
比津川流域=1.3，講武川流域=5.6，
古曽志川流域=3.6，秋鹿川流域=4.8，
大野川流域=4.7，草野川流域=3.1，
忌部川流域=10.2，玉湯川流域=5.9，
来待川流域=7，佐々布川流域=5.7，
須田川流域=5.8，東岩坂川流域=4.7，
桑並川流域=6.6，北田川流域=4.2，
朝酌川流域=8.4，持田川流域=4.3，
澄水川流域=5.5

万歳川流域=6.5，伯太川流域=17.8，
吉田川流域=6.7，飯梨川流域=22.8，
田頼川流域=3.8，安田川流域=5，
蛇喰川流域=3.2，福富川流域=5.6，
小竹川流域=7.4，山佐川流域=7.9，
奥谷川流域=3.9，宇波川流域=6.8，
東比田川流域=6.5，木呂畑川流域=4.8，
津田平川流域=3.3

伊野川流域=6，小境川流域=4.4，
境川流域=5.4，平田船川流域=6.2，
論田川流域=2，新建川流域=6.8，
五右衛門川流域=5.4，学頭屋川流域=1.7，
宇那手川流域=5，新田川流域=2.4，
加瀬屋川流域=2.9，湯谷川流域=3.2，
多久谷川流域=4，野石谷川流域=5.6，
高瀬川（沖洲）流域=2，網場川流域=2，
万蔵寺川流域=2.8，高瀬川（渡橋）流域=5.4，
稗原川流域=9.7，小野川流域=7.3，
波多川流域=13.8，伊佐川流域=8.4，
高津屋川流域=4.7，新内藤川流域=6，
野尻川流域=6.1，須佐川流域=8.6，
朝原川流域=6.5，原田川流域=5.2，
反辺谷川流域=4.6，唐川川流域=6.7，
堀川流域=8.4，差海川流域=11.3，
小田川流域=7.7，田儀川流域=14.2，
鰐淵寺川流域=4.4，十間川流域=7.5，
常楽寺川流域=6.3，姉谷川流域=4.3，
宇杉川流域=3.7，宮本川流域=6，
芦谷川流域=8.9，新宮川流域=4.7，
午頭川流域=3.2，塩冶赤川流域=3.5

赤川流域=14.9，請川流域=4.4，
三刀屋川流域=22.9，久野川流域=10.9，
深野川流域=13.2，阿井川流域=14.9，
中村川流域=4.5，幡屋川流域=9.2，
遠所川流域=6.1，佐世川流域=6，
山田川流域=4.5，阿用川流域=8，
清田川流域=5，須賀川流域=7.6，
刈畑川流域=6.7，飯石川流域=6.8，
中野川流域=4.4，松笠川流域=7.6，
滝谷川流域=4.8，大志戸川流域=4.6，
吉田川流域=10.1，菅谷川流域=4.5，
八重山川流域=5.2，民谷川流域=6.1，
矢入川流域=6.8，穴見川流域=4.9

斐伊川流域=26.4，阿井川流域=10.7，
八代川流域=4.9，三沢川流域=6.5，
大馬木川流域=10.9，亀嵩川流域=7.6，
下横田川流域=11.5，蔵屋川流域=4.8，
福頼川流域=4.1，山郡川流域=5.2，
奥湯谷川流域=5.2，内谷川流域=6.4，
雨川川流域=6，小馬木川流域=7.3，
郡川流域=4.8，室原川流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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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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郷町 江の川流域=（5，47.3） 江の川下流［大津・都賀・川本・谷住郷・川
平］

邑南町 － 江の川下流［大津・都賀・川本・谷住郷・川
平］

浜田市 周布川流域=（5，21），
小国川流域=（5，7.2），
長田川流域=（5，6.7），
三隅川流域=（5，17.2），
浜田川流域=（5，12.8），
折居川流域=（5，7.1）

周布川水系周布川［中場］

江津市 江の川流域=（5，44.7），
都治川流域=（5，7.1），
奥谷川流域=（5，3.3），
家古屋川流域=（5，10.4），
水尻川流域=（5，8.6），
敬川流域=（5，13）

江の川下流［大津・都賀・川本・谷住郷・川
平］

益田市 高津川流域=（5，31.8），
後溢川流域=（5，4.4），
沖田川流域=（5，6.2）

高津川［神田・高角］，
匹見川［横田］，
益田川水系益田川［染羽］

津和野町 高津川流域=（5，20.2），
程彼川流域=（5，9.3），
津和野川流域=（5，10.5），
名賀川流域=（5，9.1），
吹野川流域=（5，7.1），
西谷川流域=（5，3.6）

－

吉賀町 高津川流域=（5，10.7），
福川川流域=（5，14.5），
蓼野川流域=（5，12.4）

－

海士町 － －

西ノ島町 － －

知夫村 － －

隠岐の島町 久見川流域=（6，4.4），
那久川流域=（6，3.2），
都万川流域=（5，5.6），
八尾川流域=（6，5.6），
春日川流域=（6，5.1），
中村川流域=（5，4.2），
有木川流域=（5，4.3），
銚子川流域=（5，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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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尾川流域=2

久見川流域=5.5，那久川流域=4，
都万川流域=5.6，末路川流域=7.9，
八尾川流域=7，春日川流域=6.4，
元屋川流域=4.6，中村川流域=4.6，
有木川流域=4.3，真杉川流域=5.8，
銚子川流域=6.6

大田邑智地区

浜田地区

益田地区

（隠岐）

都治川流域=8.9，奥谷川流域=4.1，
上津井川流域=5，小谷川流域=7.6，
八戸川流域=29.3，田津谷川流域=6，
鹿賀谷川流域=5.2，南川流域=6.8，
長戸路川流域=4.4，三田地川流域=4.2，
日和川流域=11.7，長谷川流域=4.2，
家古屋川流域=13，水尻川流域=8.6，
敬川流域=16，本明川流域=9.2

白上川流域=12.4，本俣賀川流域=4.6，
後溢川流域=4.4，二条川流域=7.9，
角井川流域=4.8，滝谷川流域=4.4，
石谷川流域=9.3，能登川流域=4，
落合川流域=6.7，紙祖川流域=13.5，
小原川流域=4.5，七村川流域=4.7，
広見川流域=11.2，亀井谷川流域=5.6，
赤谷川流域=7.8，矢原川流域=7.7，
板井川流域=7，丸茂川流域=3.9，
沖田川流域=9.4，津田川流域=6.3，
大谷本溢川流域=5.6，笹倉川流域=8.5，
三谷川流域=6.3，本溢川流域=4.8，
波田川流域=6.6，都茂川流域=5.7，
喜阿弥川流域=3.2，東喜阿弥川流域=1.6

高津川流域=31.5，匹見川流域=26.5，
添谷川流域=5.2，二俣川流域=5，
大木川流域=3.8，柳川流域=2.6，
程彼川流域=9.3，津和野川流域=13.1，
日浦川流域=4.3，鍛冶屋谷川流域=4.5，
横道川流域=7.5，八木谷川流域=6.1，
名賀川流域=9.1，高野川流域=4.3，
吹野川流域=7.1，西谷川流域=3.6

高津川流域=10.7，杉山谷川流域=2.6，
福川川流域=14.5，木部谷川流域=6.6，
高尻川流域=12.4，蓼野川流域=12.4，
河内川流域=7.6，鹿足河内川流域=9.2，
幸地川流域=8.8，本郷川流域=5.2，
繁山谷川流域=5.4，古江堂谷川流域=5.8，
河山川流域=7，深谷川流域=10.6

境川流域=2.1，諏訪川流域=4.7，
大川流域=3.6，多井川流域=3.6

美田川流域=4.2，大橋川流域=5.2，
三度川流域=3.2

君谷川流域=6.8，火打谷川流域=3.3，
尻無川流域=9.2，早水川流域=7.9，
沢谷川流域=12，猪之谷川流域=6.6，
響谷川流域=4，塩谷川流域=8.4，
新道路川流域=4.9，角谷川流域=9.9，
志君川流域=6.7，久保川流域=4.4，
千原川流域=6.6，宮内川流域=5.7

八戸川流域=9.9，田津谷川流域=4.2，
鹿賀谷川流域=4.4，濁川流域=17.8，
角谷川流域=4，宇都井谷川流域=5.3，
出羽川流域=13.3，長瀬川流域=15.5，
日和川流域=6，日貫川流域=10.2，
生家川流域=4.4，井原川流域=11.3，
馬野原川流域=5.8，新山川流域=4，
矢上川流域=13.2，福原川流域=6，
長田川流域=5.2，雪田川流域=5.6，
高見川流域=5.4，円ノ板川流域=7.5，
岩屋川流域=4.9，亀谷川流域=4.4，
高水川流域=5.9，道明川流域=4.7，
大草川流域=4.7，小林川流域=6.1，
久喜川流域=8.9

八戸川流域=14.6，家古屋川流域=12.9，
白角川流域=7.8，久佐川流域=6.4，
重富川流域=4.9，都川川流域=9.3，
谷川流域=5.4，来尾川流域=7.2，
早水川流域=4.2，小国川流域=7.2，
長田川流域=6.7，三隅川流域=27.2，
井川川流域=12，矢原川流域=11.2，
板井川流域=8，本郷川流域=7.5，
小坂川流域=6.8，小角川流域=8，
久代川流域=6.8，下府川流域=15.7，
浜田川流域=15.8，折居川流域=7.1，
岡見川流域=7.9，本明川流域=5.4，
七瀬川流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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