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人名：青森山田学園
資　金　収　支　計　婁　書

25年　4月1日から

26年　3月　31日まで

（単位　円） 
収入の部 

科　　　　目 �予　　算 �決　　算 �差　　異 

学生生徒等納付金収入 �2，335．632，000 �2，323，035，361 �12，596，639 

手数料収入 �28，580，000 �32，648，209 �▲4，068，209 

寄付金収入 �26，200，000 �62，506，974 �▲36，306，974 

補助金収入 �551，576，000 �577，940，574 �▲26，364，574 

国庫補助金収入 �163，576，000 �186，480，000 �▲22，904，000 

地方公共団体補助金収入 �388，000，000 �391，460，574 �▲3，460，574 

資産運用収入 �6，169，400 �8，126，192 �▲1，956，792 

資産売却収入 �233，776，062 �233，776，062 �0 

事業収入 �7，000，000 �35，452，509 �▲28，452，509 

雑収入 �145，900，000 �136，465，592 �9，434，408 

借入金等収入 �1，260，000，000 �1，130，000，000 �130，000，000 

前受金収入 �751，575，500 �735，532，400 �16，043，100 

その他の収入 �1，131，732，920 �1，299，821，145 �▲168，088，225 

資金収入調整勘定 �▲868，997，700 �▲836，900，523 �▲32，097，177 

前年度繰越支払資金 �191，070，774 �191，070，774 �0 

収入の部合計 �5，800，214，956 �5，929，475，269 �▲129，260，313 

支出の部 

科　　　　目 �予　　　算 �決　　　算 �差　　　異 

人件費支出 �1，668，992，000 �1，669，607，329 �▲615，329 

教育研究経費支出 �767，180，000 �757，316，745 �9，863，255 

管理経費支出 �325，387，000 �367，572，829 �▲42，185，829 

借入金等利息支出 �60，000，000 �51，697，559 �8，302，441 

借入金等返済支出 �1，302，790，000 �1，290，340，000 �12，450，000 

施設関係支出 �84，500，000 �13，568，331 �70，931，669 

設備関係支出 �27，783，810 �43，187，687 �▲15，403，877 

資産運用支出 �0 �0 �0 

その他の支出 �1，722，867，190 �1，742，436，496 �▲19，569，306 

資金支出調整勘定 �▲180，000，000 �▲263，961，021 �83，961，021 

次年度繰越支払資金 �20，714，956 �257，709，314 �▲236，994，358 

支出の部合計 �5，800，214．956 �5，929，475，269 �▲129，260，313 



資　金　収　支　内　訳　蓑

25年　4月1日から

26年　3月　31日まで

収　入　の　部

＜総括表＞ 
部門 科目 �青森大学 �青森山田高等学校 �ヘアアーチスト 

学生生徒等納付金収入 �1，398，949，600 �749，766，736 �91，313，100 

手数料収入 �17，008，209 �14，805，000 �680，000 

寄付金収入 �3，400，000 �24，536，048 � 

補助金収入 �168，317，000 �325，628，574 �2，665，000 

国庫補助金収入 �168，317，000 �18，163，000 � 

地方公共団体補助金収入 � �307，465，574 �2，665，000 

（何） � � � 

資産運用収入 �5，418，634 �598，185 �2，020 

資産売却収入 � � � 

事業収入 � �26，906，984 � 

雑収入 �58，085．599 �46，831，469 �2，099，345 

借入金等収入 �0 �0 �0 

計 �1，651，179．042 �1，189，072，996 �96，759，465 

＜絵柄蓑＞ � � � 
部門 科目 �青森大学 �青森山田高等学校 �ヘアアーチスト 

人件費支出 �769，280，713 �616，600，320 �44，062，083 

教育研究経費支出 �398，230，313 �316，168，365 �10，954，288 

管理経費支出 �53，699，363 �84，283，038 �4，812，880 

借入金等利息支出 � � � 

借入金等返済支出 � � � 

施設関係支出 � �13，568，331 � 

設備関係支出 �37，539，917 �4，679，230 � 

計 �1，258，750，306 �1，035，299，284 �59，829，251 



＜総括蓑＞ 
部門 科目 �呉竹幼稚園 �北園幼稚園 �蛍ケ丘幼稚園 

学生生徒等納付金収入 �17，482，100 �14，508，575 �8，577，900 

手数料収入 � � � 

寄付金収入 � � � 

補助金収入 �11，736，000 �9，756，000 �9，678，000 

国庫補助金収入 � � � 

地方公共団体補助金収入 �11，736，000 �9，756，000 �9，678，000 

（何） � � � 

資産運用収入 �310，663 �84，687 �264 

資産売却収入 � � � 

事業収入 �2，984，911 �1，688，614 �3，872，000 

雑収入 �2，649，835 �3，206，200 �603，600 

借入金等収入 �0 �0 �0 

計 �35，163，509 �29，244，076 �22，731，764 

＜総括毒＞ � � � 
部門 科目 �呉竹幼稚園 �北園幼稚園 �蛍ケ丘幼稚園 

人件費支出 �20，697，298 �24，090，259 �20，995，227 

教育研究経費支出 �6，739，333 �6，744，086 �5，299，885 

管理経費支出 �719，514 �264，122 �564，465 

借入金等利息支出 � � � 

借入金等返済支出 � � � 

施設関係支出 � � � 

設備関係支出 � � �168，000 

計 �28，156，145 �31，098，467 �27，027，577 



＜総括表＞　　　　　　　　　　　（単位　円） 
部　門 �青森山田中学校 

科　目 

学生生徒等納付金収入 �42，437，350 

手数料収入 �155，000 

寄付金収入 �282，891 

補助金収入 �50，160，000 

国庫補助金収入 � 

地方公共団体補助金収入 �50，160，000 

（何） � 

資産運用収入 �1，193 

資産売却収入 � 

事業収入 � 

雑収入 �1，337，866 

借入金等収入 �0 

計 �94，374，300 

＜総括蓑＞　　　　　　　　　　　　　（皇位　円） 
部　門 �青森山田中学校 

科　目 

人件費支出 �80，378，142 

教育研究経費支出 �13，180，475 

管理経費支出 �1，634，300 

借入金等利息支出 � 

借入金等返済支出 � 

施設関係支出 � 

設備関係支出 �320，250 

計 �95，513．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