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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付番号  No. 16 -      

Panasonic ＮＰＯサポート ファンド 【環境分野】 

２０１６年募集 応募用紙 ＜様式１＞ 
 
パナソニック株式会社 御中                                      応募日： 2016年  月  日 
 

応募要項に記載の「個人情報の取り扱い」に同意のうえ、様式１、様式２のとおり応募します。 

 
１．助成団体概要 

a) 

団体分類 認定 NPO法人 ・ NPO法人 ・ NPO法人申請中 ・ 社団/財団法人 ・ 任意団体 ・ その他（             ） 

（ふりがな）  

団体名  

b) 

（ふりがな）  

印 役職  
代表者名 

 

c) 

主たる 

事務所の 

連絡先 

住所 

〒    -       

 

TEL  

FAX  

E-mail 
@ 

d) 
助成事業 

担当者 

（ふりがな）  

役職  
氏名  

E-mail  

 

２．組織診断や組織基盤強化計画のブラッシュアップなど、助成事業を主でサポートいただける外部協力者について 

a) 組織名  

b) 代表者 
役職  

氏名  

c) 連絡先 

住所 

〒    -        

 

TEL  

FAX  

E-mail                       @ 

d) 担当者 
役職  

氏名  

 

投函日を記入ください。 

法人の場合は代表者印を押印ください。 

該当する分類以外を削

除ください。 

ビルやマンション名も

記入ください。 

担当者とは、贈呈式・成果報告

等に出席し、本助成事業に関

する実務上の責任者となる方。 

「１．および２．」 について、 

ページをまたがないように、 

適宜調整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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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付番号  No. 16 -      

Panasonic ＮＰＯサポート ファンド 【環境分野】 

２０１６年募集 応募用紙 ＜様式２＞ 
 

団体分類 認定 NPO法人 ・ NPO法人 ・ NPO法人申請中 ・ 社団/財団法人 ・ 任意団体 ・ その他（             ） 

団体名  

助成事業 

種別 

☑ 【１】組織診断フェーズ ＋ 【２】組織基盤強化フェーズ 

□ 【１】組織診断フェーズ 

□ 【２】組織基盤強化フェーズ 

助成事業名 □□□□□□□□□□□□□□□□□□□□□□□□□□□□□□□□□□□□□□□□事業 

助成金額 円 ※1 団体あたり上限 200 万円。ただし、【1】のみの取り組みは上限 100 万円。 

応募動機 

(330 文字程度) 

□□□□□□□□□□□□□□□□□□□□□□□□□□□□□□□□□□□□□□□□□□

□□□□□□□□□□□□□□□□□□□□□□□□□□□□□□□□□□□□□□□□□□

□□□□□□□□□□□□□□□□□□□□□□□□□□□□□□□□□□□□□□□□□□

□□□□□□□□□□□□□□□□□□□□□□□□□□□□□□□□□□□□□□□□□□

□□□□□□□□□□□□□□□□□□□□ 

 

１．活動状況 

a) 活動実績（主要な活動・成果を記入のこと） 

□□□□□□□□□□□□□□□□□□□□□□□□□□□□□□□□□□□□□□□□□□□□□□□□□

□□□□□□□□□□□□□□□□□□□□□□□□□□□□□□□□□□□□□□□□□□□□□□□□□

□□□□□□□□□□□□□□□□□□□□□□□□□□□□□□□□□□□□□□□□□□□□□□□□□

□□□□□□□□□□□□□□□□□□□□□□□□□□□□□□□□□□□□□□□□□□□□□□□□□

□□□□□□□□□□□□□□□□□□□□□□□□□□□□□□□□□□□□□□□□□□□□□□□□□

□□□□□□□□□□□□□□□□□□□□□□□□□□□□□□□□□□□□□ 

b) 組織体制について   ※必ず Word上で作っていただく必要はありません。画像等の貼り付け可。 

（活動を推進するにあたっての人員体制や関係組織の役割について、図式などを用いてできるだけ詳しく記入ください。） 

□□□□□□□□□□□□□□□□□□□□□□□□□□□□□□□□□□□□□□□□□□□□□□□□□

□□□□□□□□□□□□□□□□□□□□□□□□□□□□□□□□□□□□□□□□□□□□□□□□□

□□□□□□□□□□□□□□□□□□□□□□□□□□□□□□□□□□□□□□□□□□□□□□□□□

□□□□□□□□□□□□□□□□□□□□□□□□□□□□□□□□□□□□□□□□□□□□□□□□□

□□□□□□□□□□□□□□□□□□□□□□□□□□□□□□□□□□□□□□□□□□□□□□□□□

□□□□□□□□□□□□□□□□□□□□□□□□□□□□□□□□□□□□□ 

団体の活動実績と、その成果につ

いて、できる限り具体的に記入くだ

さい。 

組織の体制について、図式等を用いて表現

してください。ステークホルダーやパートナ

ーなど外部の協力者との関係については

可能な範囲で記入ください。 

「団体分類～１．」 について、 

ページをまたがないように、 

行の幅は適宜調整ください。 

助成事業の目的が伝わる事業名を 

記入ください。 

該当する助成事業種別を選択ください。

応募要項 P2【助成対象事業】参照。 

応募の動機について、 

330文字程度で記入ください。 

該当する分類以外を 

削除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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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付番号  No. 16 -      

２．中期的な成果目標と組織の姿 

a) 取り組む環境問題の現状と背景について 

□□□□□□□□□□□□□□□□□□□□□□□□□□□□□□□□□□□□□□□□□□□□□□□□□

□□□□□□□□□□□□□□□□□□□□□□□□□□□□□□□□□□□□□□□□□□□□□□□□□

□□□□□□□□□□□□□□□□□□□□□□□□□□□□□□□□□□□□□□□□□□□□□□□□□

□□□□□□□□□□□□□□□□□□□□□□□□□□□□□□□□□□□□□□□□□ 

b) 3～5 年後の中期的な成果目標について 

□□□□□□□□□□□□□□□□□□□□□□□□□□□□□□□□□□□□□□□□□□□□□□□□□

□□□□□□□□□□□□□□□□□□□□□□□□□□□□□□□□□□□□□□□□□□□□□□□□□

□□□□□□□□□□□□□□□□□□□□□□□□□□□□□□□□□□□□□□□□□□□□□□□□□

□□□□□□□□□□□□□□□□□□□□□□□□□□□□□□□□□□□□□□□□□□□□□□□□□

□□□□□□□□□□□□□□□□□□□□□□□□□□□□□□□□□□□□□□□□□□□□□□□□□

□□□□□□□□□□□□□□□□□□□□□□□□□□□□□□□□□□□□□ 

 

□□□□□□□□□□□□□□□□□□□□□□□□□□□□□□□□□□□□□□□□□□□□□□□□□

□□□□□□□□□□□□□□□□□□□□□□□□□□□□□□□□□□□□□□□□□□□□□□□□□

□□□□□□□□□□□□□□□□□□□□□□□□□□□□□□□□□□□□□□□□□ 

□□□□□□□□□□□□□□□□□□□□□□□□□□□□□□□□□□□□□□□□□□□□□□□□□ 

c) 上記 b) を達成するための組織の理想像 

□□□□□□□□□□□□□□□□□□□□□□□□□□□□□□□□□□□□□□□□□□□□□□□□□

□□□□□□□□□□□□□□□□□□□□□□□□□□□□□□□□□□□□□□□□□□□□□□□□□

□□□□□□□□□□□□□□□□□□□□□□□□□□□□□□□□□□□□□□□□□□□□□□□□□

□□□□□□□□□□□□□□□□□□□□□□□□□□□□□□□□□□□□□□□□□□□□□□□□□

□□□□□□□□□□□□□□□□□□□□□□□□□□□□□□□□ 

 

□□□□□□□□□□□□□□□□□□□□□□□□□□□□□□□□□□□□□□□□□□□□□□□□□

□□□□□□□□□□□□□□□□□□□□□□□□□□□□□□□□□□□□□□□□□□□□□□□□□

□□□□□□□□□□□□□□□□□□□□□□□□□□□□□□□□□□□□□□□□□□□□□□□□□

□□□□□□□□□□□□□□□□□□□□□□□□□□□□□□□□□□□□□□□□□□□□□□□□□

□□□□□□□□□□□□□□□□□□□□□□□□□□□□□□□□□□□□□□□□□□□□□□□□□

□□□□□□□□□□□□□□□□□□□□□□□□□□□□□□□□□□□□□ 

3～5 年後に、２-a) 「団体が取り組む環境

問題」をどのように改善、変化をもたらした

いのか、具体的、定量・定性的に成果目標

を記入ください。 

上記の中期的な成果目標を達成するた

めに必要となる組織基盤の姿を記入くだ

さい。 

「２．-a)～c)」 について、 

ページをまたがないように、 

行の幅は適宜調整ください。 

団体が取り組んでいる環境問題の現状に

ついて定量的な視点を含め記入ください。

また、その背景について説明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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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付番号  No. 16 -      

３．課題分析 

a) ２-c) に向けて克服すべき組織運営上の問題点と課題分析 

問題点 なぜ、その問題点があるのか（課題分析） 
優先 

順位 

①  

□□□□□□□□□□□□□

□□□□□□□□□□□□□

□□□□□□□□□□□□□

□□□□□□□□□□□□□

□□□□□□□□□□□□□

□□□□□□□□□□□□□

□□ 

□□□□□□□□□□□□□□□□□□□□□□□□□□□□□□

□□□□□□□□□□□□□□□□□□□□□□□□□□□□□□

□□□□□□□□□□□□□□□□□□□□□□□□□□□□□□

□□□□ 

 

② 

□□□□□□□□□□□□□

□□□□□□□□□□□□□

□□□□□□□□□□□□□

□□□□□□□□□□□□□

□□□□□□□□□□□□□

□□□□□□□□□□□□□

□□□□□□□□□□□□□

□□□ 

□□□□□□□□□□□□□□□□□□□□□□□□□□□□□□

□□□□□□□□□□□□□□□□□□□□□□□□□□□□□□

□□□□□□□□□□□□□□□□□□□□□□□□□□□□□□

□□□□□□□□□□□□□□□□□□□□□□□□□□□□□□

□□□□□□□□□□□□□□□□□□□□□□□□□□□□□□

□□□□□□□□□□□□□□□□□□□□□□□□□□□□□□

□□□□□□□□ 

 

③ 

□□□□□□□□□□□□□

□□□□□□□□□□□□□

□□□□□□□□□□□□□

□□□□□□□□□□□□□

□□□□□□□□□□□□□

□□□□□□□□□□ 

□□□□□□□□□□□□□□□□□□□□□□□□□□□□□□

□□□□□□□□□□□□□□□□□□□□□□□□□□□□□□

□□□□□□□□□□□□□□□□□□□□□□□□□□□□□□

□□□□ 

 

b) 上記 a) より、今回の助成事業で解決したい組織の課題について、その選択理由を詳細に記入ください。 

（他の問題点・課題との相関性、緊急性、重要性の観点などから） 

□□□□□□□□□□□□□□□□□□□□□□□□□□□□□□□□□□□□□□□□□□□□□□□□□

□□□□□□□□□□□□□□□□□□□□□□□□□□□□□□□□□□□□□□□□□□□□□□□□□

□□□□□□□□□□□□□□□□□□□□□□□□□□□□□□□□□□□□□□□□□□□□□□□□□

□□□□□□□□□□□□□□□□□□□□□□□□□□□□□□□□□□□□□□□□□ 

 

□□□□□□□□□□□□□□□□□□□□□□□□□□□□□□□□□□□□□□□□□□□□□□□□□

□□□□□□□□□□□□□□□□□□□□□□□□□□□□□□□□□□□□□□□□□□□□□□□□□

□□□□□□□□□□□□□□□□□□□□□□□□□□□□□□□□□□□□□□□□□□□□□□□□□

□□□□□□□□□□□□□□□□□□□□□□□□□□□□□□□□□□□□□□□□□ 

２-c) でイメージした組織の理想

像と現状のギャップ（問題点）を

整理して記入ください。 

左に記入した、問題点の原因・

課題を分析、記入ください。 

選択する課題はひとつでも、複数でもかまい

ませんが、次ページ以降の助成事業の内容

につながるように記入ください。 

「３．」 について、 

ページをまたがないように、 

行の幅は適宜調整ください。 

◎または〇などで優先度

を記入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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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助成事業の内容 （助成事業期間： 2017年 1月～12月） 

a) 助成事業の具体的内容 ※どのような事業を行うのか、期間、場所、人数、成果物の数量など詳細までご記入ください。 

事業種別 □組織診断 組織基盤強化 （ □人材の育成  □組織の充実  □事業の開発 ） 

 

【１】 組織診断フェーズ 

① □□□□□□□□□□□□□□□□□□□□□□□□□□□□□□□□□□□□。□□□□□□□□□□□□

□□□□□□□□□□□□□□□□□□□□□□□□□□□□□□□□。□□□□□□□□□□□□□□。 

② □□□□□□□□□□□□□□□□□□□□□□□□□□□□□□□□□□□□□□□□□□□□□□□□□

□□□□□□□□。 

 

【２】組織基盤強化フェーズ 

A.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

□□□□□□□□□□□□□□□□□□□□□□□□□□□□□□□□□□。□□□□□□□□□□。 

① △△△△△△△△△△△△△△△△ 

② □□□□□□□□□□□□□□□□ 

 

B. ◇◇◇◇◇◇◇◇◇◇◇◇◇◇◇◇◇◇◇◇◇◇◇◇◇◇◇◇◇◇◇◇◇◇◇◇ 

□□□□□□□□□□□□□□□□□□□□□□□□□□□□□□□□□□□□□□□□□□□。 

 

C. ◇◇◇◇◇◇◇◇◇◇ 

□□□□□□□□□□□□□□□□□□□□□□□□□□□□□□□□□□□□□□□□□□□□□。 

 

助成事業の内容に関して、事業種別を選択くだ

さい。  ※複数選択可。応募要項 P2 参照。 

「４．-a）」 について、 

ページをまたがないように、 

行の幅は適宜調整ください。 

３．で記入した課題を解決する取り組みとし

て、本助成事業で何を実施するのか、５W１H

のような具体的な情報を入れて、簡潔に記

入してください。 

適宜項目に区分し、分かり易く記述してくだ

さい。 

また、【１】組織診断フェーズと【２】組織基盤

強化フェーズ両方に取り組まれる場合は、

【１】・【２】に分けて分かり易く記述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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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助成事業の＜アウトプット（結果）＞の目標および、その達成度を評価する方法・指標を記入ください。 

□□□□□□□□□□□□□□□□□□□□□□□□□□□□□□□□□□□□□□□□□□□□□□□□□

□□□□□□□□□□□□□□□□□□□□□□□□□□□□□□□□□□□□□□□□□□□□□□□□□

□□□□□□□□□□□□□□□□□□□□□□□□□□□□□□□□□□□□□□□□□□□□□□□□□

□□□□□□□□□□□□□□□□□□□□□□□□□□□□□□□□□□□□□□□□□□□□□□□□□

□□□□□□□□□□□□□□□□□□□□□□□□□□□□□□□□□□□□□□□□□□□□□□□□□

□□□□□□□□□□□□□□□□□□□□□□□□□□□□□□□□□□□□□ 

c) 助成事業の＜成果（アウトカム）＞の目標および、その達成度を評価する方法・指標を記入ください。 

□□□□□□□□□□□□□□□□□□□□□□□□□□□□□□□□□□□□□□□□□□□□□□□□□

□□□□□□□□□□□□□□□□□□□□□□□□□□□□□□□□□□□□□□□□□□□□□□□□□

□□□□□□□□□□□□□□□□□□□□□□□□□□□□□□□□□□□□□□□□□□□□□□□□□

□□□□□□□□□□□□□□□□□□□□□□□□□□□□□□□□□□□□□□□□□□□□□□□□□

□□□□□□□□□□□□□□□□□□□□□□□□□□□□□□□□□□□□□□□□□□□□□□□□□

□□□□□□□□□□□□□□□□□□□□□□□□□□□□□□□□□□□□□ 

d) 組織基盤が強化され、活動が発展することでもたらされる＜社会への影響（インパクト）＞を記入ください。 

□□□□□□□□□□□□□□□□□□□□□□□□□□□□□□□□□□□□□□□□□□□□□□□□□

□□□□□□□□□□□□□□□□□□□□□□□□□□□□□□□□□□□□□□□□□□□□□□□□□

□□□□□□□□□□□□□□□□□□□□□□□□□□□□□□□□□□□□□□□□□□□□□□□□□

□□□□□□□□□□□□□□□□□□□□□□□□□□□□□□□□□□□□□□□□□□□□□□□□□

□□□□□□□□□□□□□□□□□□□□□□□□□□□□□□□□□□□□□□□□□□□□□□□□□

□□□□□□□□□□□□□□□□□□□□□□□□□□□□□□□□□□□□□ 

助成事業期間終了時に、本助成

事業の＜アウトプット（結果）＞の

目標と、それを評価・測定するた

めの方法や指標を数値などで具

体的に記入ください。 

助成事業期間終了後、本助成

事業の＜アウトカム（成果）＞

の目標と、それを評価・測定す

るための方法や指標を数値な

どで具体的に記入ください。 

組織基盤が強化され、活動が発展することで 

社会に与えると思われる＜影響（インパクト）＞

について、可能な限り記入ください。 

「４．-b)～d)」 について、 

ページをまたがないように、 

行の幅は適宜調整ください。 

【結果（アウトプット）と成果（アウトカム）について】 

本助成プログラムでは、下記のように捉えています。 

アウトプットは助成事業自体の結果、アウトカムは助成事業を実施した 

ことによって組織にもたらされる成果。 

 

 
助 

成 

事 

業 

＜結果（ｱｳﾄﾌﾟｯﾄ）＞ 

・組織診断 

・課題の明確化 

・中期計画の確立 

・HP リニューアル 

・理事会体制の改編 

＜成果（ｱｳﾄｶﾑ）＞ 

・解決策の具体化 

・意思決定の加速 

・経営の改善 

・会員の増加拡大 

・事業の質の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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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付番号  No. 16 -      

５．助成事業の実施スケジュール                            （助成期間：2017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日程 実施項目・作業内容 

〇月 

□□□□□□□□□□□□□□□□□□□□□□□□□□□□□□□□□□□□□□□

□□□□□□□□□□□□□□□□□□□□□□□□□□□□□□□□□の実施 

〇月 □□□□□□□□□□□□□□□□□□ 

〇月 〇日～〇日 
□□□□□□□□□□□□□□□□□□□□□□□□□□□□□□□□□□□□□□□

□□□□□□□□□□□□□□□□□□□□□のための会議（第 1回目） 

〇月 〇日～ □□□□□□□□□□□□作成 

〇月 □□□□□□□□□□□□□□□□□□□□□□□□ 

〇月 □□□□□□□□□□□□□□□□□□□□□□□□□□□□□□□□□□□実施 

〇月 〇日～ 

〇月 〇日 

□□□□□□□□□□□□□□□□□□□□□□□□□□□□□□□□□□□□□□□

□□□□□□□□□□□□□□□□□□□□□のための会議（第 2回目） 

〇月 〇日～ 
□□□□□□□□□□□□□□□□□□□□□□□□□□□□□□□□□□□□□□□

□□□□□□□□□□□□□□□□□□□□□のための会議（第 3回目） 

〇月 □□□□□□□□□□□□□□□□□□□□□□□□□□□□□作成 

〇月 □□□□□□□□□□□□□□□□□□□□□□□□□□□□□□□□□□実施 

〇月 〇日 

〇月 〇日 
□□□□□□□□□□□□□□□□□□□□□□□□□□完成 

〇月 □□□□□□□□□□□□□実施 

「５．」 について、 

ページをまたがないように、 

行の幅は適宜調整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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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助成事業の実施体制 

a) 助成事業に関わる人・会社、立場、役割、報酬の有無・金額 

 
担当者氏名 

会社名、外部団体名 
団体との関係 

役割・担当業務 
（できるだけ詳細に） 

報酬・委託料 
（見積額） 

１ △山 緑 事務局長 応募時用の主担当、全体管理 〇〇〇〇〇円 

２ □田 太郎 
事務局職員 

〇〇〇イベントのノウハウ整理   〇〇〇〇〇円 

３ 山× 花子 アルバイト HPの内容整理、講座受講案内 〇〇〇〇〇円 

４ 〇山 愛子 外部委託先 〇〇〇教材のデザイン 〇〇〇〇〇円 

５ 〇〇印刷㈱ 外注先 〇〇〇〇冊子の印刷、製本   〇〇〇〇〇円 

６ 環△ 守 外部講師 △△△講師 〇〇〇〇〇円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b) 組織診断や組織基盤強化計画のブラッシュアップなど、助成事業を主にサポートする外部協力者について  

組織名  

氏名  役職  

協力内容  

選定理由  

外注費の見積り金額や、報酬を支

払う場合の金額を記入ください。 

「６．」 について、 

ページをまたがないように、 

行の幅は適宜調整ください。 

応募事業の実施における役割分担

を記入ください。 

外部で労務やサービスを提供してく

れる企業、団体、専門家も記入くだ

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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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助成事業の予算書 

総事業予算 ２，５００，０００円 
本助成金 ２，０００，０００円 

自己資金 ５００，０００円 

※総事業予算については千円未満切り捨て、本助成金額については１万円未満切り捨てで記入ください。 
（単位 ： 円） 

費目 適用（内容、算出根拠） 金額 助成金充当額 

人件費 

謝金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謝金 １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人件費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小計 ３３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 

旅費 

交通費 

□□□□□□□□□□□□（〇〇－〇〇〇）交通費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小計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事務用品・ 

資材購入費 

□□□□□□□□□□□□□□□□□□□□ １００，０００ ０ 

   

   

   

   

   

小計 １００，０００ ０ 

通信 

運搬費 

□□□□送料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小計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外注費 

委託費 

□□□□□□□□□□□□□□□組織診断 外注費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HP リニューアル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小計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その他 

経費 

◇◇◇◇◇◇◇◇◇◇◇◇◇◇◇◇◇ ３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小計 ３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支出合計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総事業予算は、千円

未満切り捨てです。 

自己資金の割合は、

特に定めません。 

金額の単位は、全て

円としてください。 

費用は必ず算出根拠を明記

してください。（現状で可能な

限り見積りしてください。） 

各費目に入る費用について

は、手引きの P12 の予算科

目区分表を参照ください。 

「７．」 について、 

ページをまたがないように、 

適宜調整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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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助成団体情報 

a) 活動分野 

  □地球温暖化防止（省資源・省エネルギー、自然エネルギー、その他）   ☑循環型社会 

  ☑森林保全・緑化   □野生生物保護   □大気・水・土壌環境保全   □環境保全型農業 

  □その他（                                                               ） 

b) 主な活動地域 

□□□□□□□□□□□□□□□□□□□□□□□□ 

c) 設立の目的（設立背景・設立理念等） 

□□□□□□□□□□□□□□□□□□□□□□□□□□□□□□□□□□□□□□□□□□□□□□□□□

□□□□□□□□□□□□□□□□□□□□□□□□□□□□□□□□□□□□□□□□□ 

d) 団体設立 西暦     年     月 設立後 満    年 法人格取得後 満    年 

e) 
ﾎｰﾑﾍﾟｰｼﾞ 

ｱﾄﾞﾚｽ 
 

f) 理事の特性  

g) 団体職員数 
常勤職員数 

⇒ 
内、有給職員数 非常勤職員数 

⇒ 
内、有給職員数 

人 人 人 人 

h) 会員数 正会員 
個人 人 その他 

会員 

個人 人 

企業・団体 件 企業・団体 件 

j) 実績 
前々年度経常収入 万円 前々年度経常支出 万円 

前年度経常収入 万円 前年度経常支出 万円 

j) 

上記の 

前年度 

経常収入 

の内訳 

  ●会費 万円 %   ●寄付金 万円 % 

  ●助成金・補助金 万円 %   ●自主事業 万円 % 

  ●受託事業 万円 %   ●その他 万円 % 

k) 今年度予算 経常収入 万円 経常支出 万円 

l) 
ｻﾎﾟｰﾄﾌｧﾝﾄﾞ 

応募歴 

年 助成事業名 

〇〇〇〇年 □□□□□□□□□□□□□□□□□□□□□□□□□□□□□□□□□□事業 

〇〇〇〇年 □□□□□□□□□□□□□□□□□□□□□□□□□□□□□□□□□□事業 

  

  

m) 

その他の 

過去１年間

に受けた 

助成金等 

助成機関名 金額 助成内容や事業名 

□□□□□□□□□□助成 1,500,000円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300,000円 △△△△△△△△△△△△△△△△△△△ 

□□□□□□□□□□ 100,000円 □□□□□□□□□□ 

□□□□□□□□□□ 2,000,000円 □□□□□□□□□□ 

任意団体から NPO 法人等になった場合、

任意団体の設立年月と経過年数を記入く

ださい。 
法人格取得の場合は NPO 法人登記

からの経過年数も記入ください。 

団体の中心となる理事または役員の主な特性（団体の職員、他のNPO職員、大学の

研究者、関連分野企業社員、一次産業従事者、○○○の知見・経験があるなど団体

が理事に期待する特性が分かるもの）について、記入ください。 

4種の職員区分について、0人な

らば、「0」と記入ください。 
正会員は団体の意思

決定機関（総会等）での

議決権を有する会員。 

 前年度経常収入の内訳
を記入ください。 

また、割合をパーセンテ

ージで記入ください。 

「８．」 について、 

ページをまたがないように、 

適宜調整ください。 

該当する分野にチェック

を入れてください。 

※複数選択可 

国内の場合は県名・地名を、海外

の場合は国名を記入ください。 

数が多くて書ききれない場合

は、金額の大きいものから順

に記入ください。 

数が多くて書ききれない場合

は、主なものから順に記入くだ

さい。助成事業名は分かるよう

であれば記入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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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付番号  No. 16 -      

９．アンケート 

a) 本ファンドについて、どのように知りましたか？（該当する項目に○を付けてください。複数回答可。） 

〇 NPOセンター（施設名：□□□□□□        ）  本ファンドホームページ 

 応募チラシ入手（どこで：                     ）  メーリングリスト（発信元：                  ） 

 事務局の紹介 〇 組織基盤強化 WS（開催場所：□□□□□□      ） 

 知人、友人の紹介  その他（                             ） 

b) 本ファンドについて、ご意見・ご感想をお聞かせください。 

□□□□□□□□□□□□□□□□□□□□□□□□□□□□□□□□□□□□□□□□□□□□□□□□□□

□□□□□□□□□□□□□□□□□□□□□□□□□□□□□□□□□□□□□□。 

□□□□□□□□□□□□□□□□□□□□□□□□□□□ 

c) 本応募用紙について、ご意見をお聞かせください。 

□□□□□□□□□□□□□□□□□□□□□□□□□□□□□□□□□□□□□□□□□□□□□□□□□□

□□□□□□□□□□□□□□□□□□□□□□□□□□□□□□□□□□□□□□□。 

□□□□□□□□□□□□□□□□□□□□□□□□□□□ 

 

「９．」 について、 

ページをまたがないように、 

行の幅は適宜調整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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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付番号  No. 16 -      

＜資料＞ 応募用紙・予算科目区分表 

科 目 科 目 の 詳 細 

人件費 

謝金 

［給与手当］ スタッフ、アルバイトの給料手当（賞与、退職金、役員への報酬は助成対象外） 

［通勤手当］ スタッフ、アルバイトの通勤費 

［謝金］ 団体外部の方で、業務に協力してくれた方への謝礼金（講師、顧問等） 

※スタッフの給与、常時使用のアルバイト給与は、本助成業務の比率に応じて配賦すること（全額計上は不可） 

※明確な対価性をもって業務を発注、依頼した場合は、謝金ではなく外注費へ計上 

旅費交通費 

［交通費］ 航空機、鉄道、船舶、バス等の交通費 

［宿泊費］ 出張等した場合の宿泊費用（日当、出張手当、出張時の飲食費は助成対象外） 

事務用品・          

資材購入費 

［消耗什器備品費］ ＯＡ機器やソフトウェア等の什器備品類の購入費 

［消耗品費］ 筆記具、ノート、コピー用紙、封筒、ファイル等の事務用品購入費 

通信運搬費 

［通信費］ 電話代、郵便料金、プロバイダ費用等 

［荷造発送費］ 宅急便代、バイク便等の費用 

外注費 

委託費 

［支払手数料］ 弁護士、税理士、公認会計士、司法書士、コンサルタント等専門家への報酬 

［外部委託費］ 組織診断費用、原稿、デザイン、翻訳・通訳、Webサイトの制作、更新、管理等の外注費 

［印刷製本費］ パンフレット、リーフレット等の印刷物の制作・印刷費 

［修繕費］ 什器備品の修理、整備等に係る費用 

その他経費 

［新聞図書費］ 新聞、書籍、雑誌の購入購読費 

［賃借料］ 会議場の借上げ費、レンタカー代、備品等のレンタル、リース費用 

［諸会費］ セミナー、講習会等への参加費 

［保険料］ イベント開催時の保険料、火災保険、損害保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