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人名：青森山田学園
消　費　収　支　吾十　董　卓

25年　4月1日から

26年　3月　31日まで

（単位　円） 

消費収入の部 

科　　　目 �予　　算 �決　　算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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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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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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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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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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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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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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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産売却差額 �10，400，000 �0 �1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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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雑収入 �145，900，000 �137，572，368 �8，327，632 

帰属収入合計 �3，111，457，400 �3，177，282．187 �▲65，824，787 

基本金組入籍合計 �0 �▲227，919，522 �227，919，522 

消費収入の部合計 �3，111，457，400 �2，949，362，665 �162，094，735 

消費支出の部 

科　　　目 �予　　　算 �決　　　算 �差　　　異 

人件費 �1，728，992，000 �1，692，220，259 �36，771，741 

教育研究経費 �1，037，180，000 �1，015，657，815 �21，522，185 

管理経費 �432，387，000 �458，816，374 �▲26，429，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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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産処分差額 �26，841，000 �13，737，605 �13，103，395 

徴収不能引当金繰入額（又は徴収不能額） �40，000，000 �19，854，246 �20，145，754 

消費支出の部合計 �3，325，400，000 �3，251，983，858 �73，416，142 

当年度消費収入超過額 � � � 

当年度消費支出超過額 �213，942，600 �302，621，193 � 

前年度繰越消費支出超過額 �13，364，968，039 �13，364，968，039 � 

基本金取崩籠 � �367，470，125 � 

翌年度繰越消費支出超過額 �13，578，910，639 �13，300，119，107 � 

減価償却嶺　教育研究経費　258，341，070円、管理経費　91，209，382円



法人名：青森山田学園
消　暑　収　支　内　訳　表

25年　4月1日から

26年　3月　31日まで

消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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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949，600 �749，766，736 �91，313，100 

手数料 �17，008，209 �14，805，000 �680，000 

寄付金 �3，400，000 �24，536，0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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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庫補助金 �168，317，000 �18，163，000 � 

地方公共団体補助金 � �307，465，574 �2，665，000 

資産運用収入 �5，418，634 �598，185 �2，020 

資産売却差親 � � � 

事業収入 � �26，906，984 � 

雑収入 �59，192，375 �46，831，469 �2，099，345 

帰属収入合計 �1，652，285，818 �1，189，072，996 �96，759，465 

基本金組入額合計 �▲37，131，337 �▲17，805，230 � 

消責収入の部合計 �1，615，154，481 �1，171，267，766 �96，759，465 

＜絵括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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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645，728 �610，740，701 �43，657，083 

教育研究経費 �574，633，295 �373，498，676 �16，866，212 

管理経費 �65，908，141 �115，319，648 �5，022，311 

借入金等利息 � � � 

資産処分差額 � � � 

徴収不能引当金繰入板 （又は徴収不能額） � � � 

消費支出の部合計 �1，436，187，164 �1，099，559，025 �65，545．606 



＜総括表＞　　　　　　　　　　　　　　　　　　　　　　　　　　　　　　　　（単位　円） 
部門 科目 �呉竹幼稚園 �北園幼稚園 �蛍ケ丘幼稚園 �青森山田中学校 

学生生徒等納付金 �17，482，100 �14．508，575 �8，577，900 �42，437，350 

手数料 � � � �155，000 

寄付金 � � � �282，891 

補助金 �11，736，000 �9，756，000 �9，678，000 �50，160，000 

国庫補助金 � � � � 

地方公共団体補助金 �11，736，000 �9．756，000 �9，678，000 �50，160，000 

資産運用収入 �310，663 �84，687 �264 �1，193 

資産売却差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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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雑収入 �2，649，835 �3．206，200 �603，600 �1，337，866 

帰属収入合計 �35，163，509 �29．244，076 �22，731，764 �94，374，300 

基本金組入額合計 � � �▲168，000 �▲194，250 

消費収入の部合計 �35，163，509 �29．244，076 �22，563，764 �94，180，050 

＜総括蓑＞　　　　　　　　　　　　　　　　　　　　　　　　　　　　　　　　　（単位　円） 
部門 科目 �呉竹幼稚園 �北園幼稚園 �蛍ケ丘幼稚園 �青森山田中学校 

人件費 �20，697，298 �24，090，259 �20，995，227 �81，082，232 

教育研究経費 �9，894，448 �6，814，288 �7，257，309 �26，693，587 

管理経費 �798，514 �264，122 �693，514 �1，951．474 

借入金等利息 � � � � 

資産処分差額 � � � � 

徴収不能引当金繰入額 （又は徴収不能額） � � � � 

消費支出の部合計 �31，390，260 �31，168，669 �28，946，050 �109，727，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