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成25年4月1日から平成26年3月3旧まで

一L＝leiE1meije22mpikfil

一UEi！rwma No．1　（単位：円》

科　　　　目 平成25年度 平成24年度 差　　異

【1．経常収益】

1特定資産運用収益 6，960 201，267 一 194，307

2固定資産等運用収益 492，500 392，500 100，000

3受取入会金 620，000 5，080，000 一4，460，000

4受取会費 21，099，000 20，931，000 168，000

5事業収益 1，148，064，828 1，102，702，782 45，362，046

ll学生納付金収益 111，840，000
111，560，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 　　　　280，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唱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

　　　　174，000

L－一一一＿一一一一

i2手数料収益 3，391，000 3，217，000

3検査手数料収益 381，987，674 391，037，013

●一■■●一一一■■■●■■■■ロ■一垣r－●■■一一

　一9，049，33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唱●●o●

0 0 0　4受託検査収益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5診療収益 0 0 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口’

　6検診収益
r－”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7受託健診収益

79，559，072 68，397，241

一一■●一一ロー－q■■●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1，161，831

405，426，914 367，631，733 37，795，181

L－＿

32，672，500 27，754，500 4，918，000

r－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9訪問看護給付収益 38，769，390 42，505，220 一3，735，830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10訪問介護給付収益 28，525，310 28，751，630 一226，320

『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介護予防）給付収益 9，771，880 9，029，840 742，04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12療養費収益

■■■　　　　　　　　　　　　　　・．

　　20，482，523

●　　　　　　　　　　　　　　　　　　　　　　　　　　　　　・

　　18，239，26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243，263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3実費収益 791，065
　599，445智一●■●■■直一一一●■■伺■■■一●

　一一一■
　　　　191，620■領■肩●ロー●●一■●声一一一●●一一一●■巳一一■●■

　　　　867，6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4委託費収益 34，847，500 33，979，900

6受取補助金 75，227，朽0 73，997，426 1，229，724

i1国庫補助金 0
　0－一一一一口●

トー一一一ロー一一一

i　2地方公共団体補助金 69，201，247
　　68，473，913口■■●個“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

　　5，523，513

　　　　　　　0－一一一●q－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口■

　　　　727，334－一●一一一一■一口●’●一一■■■巳●一一●●●■

　　　　502，390■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4■一一口

　　　　　　　0

3民間補助金 6，025，903

トー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烏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

8受取負担金 1，308，000 1，881，000 一573，000

9受取寄付金 0 0 0

10雑収益 1，020，699 1，590，350 一569，651

il受取利息 4，604 3，850
　　　　　　754●●■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570，405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r－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1，016，095 1，586，500

11斡旋事業活動収益 311，600 304，320 7，280

12事務委託事業活動収益 705，328 783，363 一78，035

経常収益計 1，248，856，065 1，207，864，008 40，992，057



No．2　（単位：円）

科　　　　目 平成25年度 平成24年度 差　　異

【2．経常費用】

1事業費 1，215，631，756 1，130，309，129 85，322，627

il給料手当 351，196，249 13，239，156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s－一一一

i2臨時雇賃金
一一一■●一一●一■口■●●一一■■一一一一一■■●■■巳

　　182，988，61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唱■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芦■一●

3退職給付費用

　　364，435，405－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

　　198，090，305－一一●■■■ロ●●一■個■●直■ロー●一●・一■■■■■一●

　　　19，401，010●●●■■■唱■一一一一■■一■●■P■一■■●■ロ頃●一ロ．一一

　　　65，886，561

一一一一■■■■■■●■●■一■一■ロ●一■9■●●一’－

　　27，702，865

　　15，川，686

　　－8，301，855■一●■■一一■●一笥●一●一●■一一一■●一ロ■－

　　　3，346，061
トー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法定福利費

一●一■一頃■●吟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o●

　　62，540，500
｝一一一．　　　　・

　5福利厚生費’

■■■●一一一口■■●－

　　　4，208，152

一●■

　　　一483，563－一一一扇■’■■一●■●■培一●一●■■■ロー’■ロー一■

　　　　93，401

　　　　　　　　　　　　　　　　　　一一一一一口■■一一

L　　　　　　　　．　　　　　　　　　　　　　一一一一・一一一・・－

　6食糧費　　　　　　　　　　　　　　　　　　●一一一ロー一一一

　　4，691，715●■■一●●■ロー■■一●●一■■●否■●一●●一■■

　　　566，91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硲■一■■一■■■一■一一●一一●■D■■●“

　　　1，232，343
L－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8通信運搬費L－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660，320－●一●一■“■一一θ■■●一一■●●●一■ロー●●●一一

　　　2，874，339－●■●■■一●●一一’■句■‘■■■●■●一一■●一■

　　　6，430，157■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55，126－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957，055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已一●■一■9

　　　1，641，996■●■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582，152－一一頃●一一口■ロー一■ロ■■一一●■■■一“一一一一

　　　　　　　　　　　　　　　　　■－■■P－一一●一一一一
　9建物減価償却費（本館）L－　　　　　　　　　　　　　　　　　　　　　　　　　一

5，848，005

2，864，425　　　　●　10建物減価償却費（新館）L＿一一一一一一一

扇●一一但■一■■一’■ロー●■

　　　　355，126－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ロ■■■■●一一一一一一●■・■一●菌■■■■－

　　　10，460，584

　　　　　　　0■■■■●一●■●■臼■■一ロー一■●ロ■7－・●■■●－

　　　　92，630■■一一●一ロ■●臼飼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83，000
　　　　　　　　　　　　　　　　　一口●一一一
11建物減価償却費（学校）

＝一一一一一■■一■■■口■●●●■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112減価償却費

　　　10，943，584■■一■■●●の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62，347，807

一一一■一●●■一■口■一一一■一■＝●ロー一一

　　69，008，878
一一r■一命一一錫一一一ロ■●一一一－■一■ロー●■●1　　　　　　　　　　　　　　　　　　　　　　　　　＿一一＿一＿

「㌃爾刷製本費
一■■●●■■■一■●■■一一■綱●●■ 一一■一●●一一●●●一■■●●●●－1鴎■■

　20，881，590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鍾■■ロロ●■ロー一一　　　　　　●

「示肖耗器具備品費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r－　15消耗品費

　　　8，223，279■●●■一一一一■■■一●一■■一一■■q■一■■●・

　　　4，929，716

　　一6，661，071

　　　　19，744■一●●■ロー一一一●一ロロー一■■■巳一一■“■・・

　　－3，438，957■一一●一■■“●一口■■ロー一ロロ■一■■一一一一

　　　4，136，309－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864，620

　　15，996，514

　　　1，399，150

　　　－406，392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も■一臼一■●●　　　　　　　　一一一

r－－

　　　20，901，33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B－

　　　4，784，322●●，●一■■■●■■ロ■■●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

　　　9，066，025－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吟’●一●■一一■句■－

　　　25，300，474●虐“■一■ロー一一■■●■一一●●●●一●●●－

　　　20，386，420－一●■●一■●“●一■ロ●●■r■●●一一一■■一●

　　　18，095，506－一●一■●●一一一■1■●■ロ●●●4■■●一●一一

　　　16，838，425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2，435，854－一■■●●■■●一ロ■■■■4■■一一一一■一一一．■

　　　4，389，906●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口■・一■一■－

　　　16，696，356■■●●■●■■一一■白■■■●■●一●■■－o偏■■■一伺■一●■口

　　　17，244，817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田ロー一■■一

■一●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9■一■■一■9ロ

ー一■ロー●●一●■D－■ロー一■■一■■■■■■■●●■●■

一一●一■■●■■一一■－

　　　22，575，686－一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223，151

●一●－

　15，994，892 6，580，794

　　　　’il8光熱水料費r…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9車両費
r－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口”一一ロー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エー吟一一”

　20賃貸料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　ロー一一一“｝ロー°一一　一口”ロー’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21保険料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22諸謝金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ロー一一

123手数料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4教育研修費

－■田■●●一●■■一●■“

　　　1，786，583 一563，432
一●“●一●●一一一●一●■●■■一■■●■■■■・●■■■●

　　　16，555，917●●飼ロ■一■一●一一一一一ロ■一“口●一●■■一■

　　　1，843，663

13，866，915 2，689，002

1，353，127 490，536

q■■一●一一■■■■－

　　　　403，709 235，500 168，209

一一●■●一一一■籠●

　　　　526，289 763，000 一236，711　25図書費｝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

126租税公課｝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7負担金（出向料）

一一一＝一●■■一一一■●－

　　　25，135，312 26，066，535 一 931，223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0雑費

　　噴　　　　　　　　　　●■

7，200，000 9，600，000 一 2，400，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吟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28委託費 19，129，853 18，934，144 195，70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29支払利息』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28，297 698，295 一269，998

28，370 50，099 一
21，729　　　■●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1会員福利厚生費
　　　　●
5，281，998 4，517，626 764，372

一亀■一■●一一一一一■■●－6白●．口

●●一

164，154，073 137，190，806 26，963，267　32材料仕入高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3検査委託料 92，126，243 78，583，788 13，542，455
口“■■一●一一■■■●■●●●●■一ロ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4検診諸費 5，942，186 5，863，464
一一一一●■■■■●■■一一●一

35期首棚卸高 6，101，650 6，648，259

　　　　78，722■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一●●

　　　－546，609■●一一’●冶一一一一一■ロー●■■ロー一一一一●

　　　－885，318
●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一＿－1　36期末棚卸高

一6，986，968 一 6，101，650



No．3　（単位：円）

科　　　　目 平成25年度 平成24年度 差　　異

2管理費 27，299，658 20，977，197 6，322，461

i1役員報酬｝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12給料手当

　240，000■一■■■■■■■■■●一●一口口■●

5，652，214

　　　　240，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841，775

　　　　　　　0■ロ■■●●■●●■一一一一■一■一一■■●■●●■口■●一一

　　　　810，439

　　　　　－234

　　　　　　　0

20，340

一■■一■D－■●■■■一一一一

　20，57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3臨時雇賃金｝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命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4役員退職慰労金 0 0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5退職給付費用 318，900 292，425 26，475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6役員退職給付引当金繰入 470，000 0 470，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宙●●●一●■一一●■一●

645，757 709，431

●

　－63，674

L－一一一

41，203
　　　●
35，640 5，563

　7法定福利費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8福利厚生費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9会議費　　　　　　　　　　　・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0旅費交通費

一一一一一一一

　　　　124，281 141，200 一 16，919

●一一一唱■一一●一一一一一

　　　　327，860■●一一一一〇一一■●一一■●■b

一一●一一

　　95，920 231，940
L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44，127

■●一一一一’一一

　　240，703

●　　　　　　　　　　　　　　　　　　　　　　　　　　●　　　　■■一■■■■■■■

　　　　　3，424■■■■一一一一●■一偵■●●■■●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口■■
垣●■■●一●●一一■口■｝ ■■始鍵一●一■一一■■ロー一ロ■■ロー●一■●一●

　　　　48，426
一一一一一一■■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l遷物減価償却費（新館）

　　　　　48，426●●●●●一■●一●一一一一■巳■■一一一一一一●■■－

　　　　403，235

一一■■■■一■D－■●炉■●■一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90，603“一一一口■●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

　　　　104，925
｝　　　　　　　　　　　　　　　　　　　　　　　　　　　　一⇔

il4減価償却費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但■●●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幸

●●■一’一一ロー一一一●■巳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西一一一

il5印刷製本費
一ロー一●●一一一■●■■■●●臼●■■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P●一●畠■一一■■ロ■ロロー■●●■●■●●「■

　　　　223，662
一一一●一一■■■●一■P－■口■■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i16消耗器具備品費

　　　　431，016

　　　　262，843－一一一■■■煩■●一●一■●■●■●一頃■●一●唱■一一一●

　　　　143，008■●－q－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直■■■一■“ロ

　　　　889，399

一■D●一■■一●●一■●一●■■■■■■●一一一■亘●一一

　　　　　29，036－一■■一一●●■■一●一■［一一庖■■■■●一■■一一■●■●

　　　　118，627

　　　　　　　0

　　　　12，632

　　　　326，091

　　　　39，181

　　　　113，972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770，772

　　　　84，893　　－●■咀■■一■■■●●■■●⇔●●●●●一●

　　　　173，92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4■■“■●●

i18保守料 429，459 344，566

　　　●－
19修繕費 250，283

●q■一一一一〇●ロロ■■一ロ■ロ

　　　　　76，359
L－一一＿一一一

　20光熱水料費L－＿一一一ロー一 425，781　－●■一■■●

　　■■●■■■一●●●■1■■■■■■ロー一●■

　　　　431，652－■●ロ■■■ロー一●●一●■一■■■■■■■●一■●■－

　　　　　31，899

一●一●■ロ■■■9■［一一ロロ■●■■■●●●一■■●●●

　　　　－5，871■ロー■■一■■一●一一’句ロ■田一一●一一一■■・一●－

　　　　10，25121車両費 42，150

　22賃貸料L－一一一＿

　　“一■■●■●一■

2，548，414

一一●一●●●●一一●●一一■D●●■ロ唱■■ロー■－

　　　1，379，551■●一一一一一■’■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

　　　　　8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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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8，863－●■－●百D一頃●■●一■■P●一一■一一－9■■■■■一一

一■■一一口■一●一一●■9－●■●●－

　　9＆79コ
口●一一一■P●一一■

　　　　11，663●■■■一●一一鵠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句■●■■一

　　　　一43，986
　　一一一一

70，350 114，336
i24諸謝金L＿＿＿．＿＿＿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28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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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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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教育研修費lr西”一’’”一’’”一’一’一”一”一’

i27図書費

　28租税公課

　29負担金

　30寄附金

　31委託費

　32雑費

59，188

　　　　　　　0■■一一■●一口■■一●■■■■■●●’●●一口●ロー一一一

　　　　18，479－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

　　　　15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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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165
r－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7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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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469　　　　　　－一一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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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 373，000

8，800，254 5，576，84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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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98，969●一一一一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口■■

　　　－173，000－●■一一一一一r・●●－－■一●扇■一一一1－一一一

　　　3，223，405●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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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渉外費（慶弔・広報活動）

●

　　　　　　0 26，773

2，715，281 3，629，149

経常費用計 1，242，931，414 1，151，286，326 91，645，088

評価損益等調整前当期経常増減額 5，924，651 56，577，682 一50，653，031

評価損益等計 0

当期経常増減額 5，924，651 56，577，682 一50，653，031



No．4　（単位：円）

科　　　　目 平成25年度 平成24年度 差　　異

【1．経常外収益】

1固定資産移管増 0 0 0

2固定資産受贈益 175，135 95，822 79，313

3職員退職給付引当金戻入 500，800 0 500，800

経常外収益計 675，935 95，822 580，113

【2．経常外費用】

1固定資産移管減 0 4，490 一4，490

2固定資産除却損 95，806 211，113 一 115，307

3過年度役員退職給付引当金繰入 0 0 0

経常外費用計 95，806 215，603 一 119，797

当期経常外増減額 580，129 一 119，781 699，910

他会計振替額 0 0

当期一般正味財産増減額 6，504，780 56，457，901 一49，953，121

一般正味財産期首残高 1，598，554，303 1，542，096，402 56，457，901

一般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1，605，059，083 1，598，554，303 6，504，780

一ILtillmuwa」ijeSmaK

科　　　　目 平成25年度 平成24年度 差　　異

受取補助金等 0 0 0

一般正味財産への振替額 0 0 0

当期指定正味財産増減額 0 0 0

指定正味財産期首残高 0 0 0

指定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0 0 0

科 目 平成25年度

1，605，059，083

平成24年度

1，598，554，303

差　　異

6，504，7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