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尾市活力焕发计划（改订版） 

～第 3 次八尾市男女共同参与基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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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男女共同参与社会 

就是指男女彼此相互尊重对方的人权并共同分担责任，无论什么性别，  

均能够充分发挥其个性和能力的社会 

在《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中，将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定义为“男女作为社会平等的结构成

员，保证享有可根据自己的意思参与社会各个领域活动的机会，因此，男女可以平等地享受政治、

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利益，并且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的社会”(第2条)。 

 

 统计数据所反映出的八尾市现状 

○老年人口（65周岁起）正逐渐增加，少子老龄化正在加剧。 

○随着一般家庭户数量的增加，一般家庭中的小型家庭户（单代家庭户及亲子家庭户）所占比例呈

减少趋势。 

○关于女性的各年龄段就业率，在分娩、育儿期出现下降，之后发生反弹，呈M形曲线变化。关于下

降较大的30至39周岁年龄段的就业率，与平成22（2010年）相比，平成27（2015）年出现上升，

近年来呈平缓M形曲线变化。 

○关于平成27（2015）年的女性各年龄段就业率，与日本全国、大阪府相比，各年龄段均低于日本

全国、大阪府水准。 

○分析平成27（2015）年未婚、已婚女性就业率，尤其是20周岁至39周岁年龄段，已婚女性的就业

率低于未婚女性。 

○分析八尾市审议会等机构中的女性委员比例，平成29（2017）年出现峰值，之后呈减少趋势，令

和元（2019）年为33.0%。 

○分析家庭中的家务分摊现状，70.1%的女性回答全部或主要由自己负责“做饭”，66.2%的女性回

答全部或主要由自己负责“打扫卫生、洗衣”。此外，回答配偶者（伴侣）的家务分摊量大致与

自己相同的女性比例，双职工中出现了增加趋势。此外，关于“子女的教育和家教”、“照看婴

幼儿”、“护理高龄家人”等子女抚养及护理类家务，男性的分摊比例存在较低的趋势。 

○分析八尾市政府女性管理职务（科长助理级别起）的比例变化，数字正每年出现增加，令和元（2019）

年度为20.4%，较平成26（2014）年度高出5.3%。 

○分析教育、保育入学资格获得人数的变化，保育所编制员额和入学儿童人数出现了增加趋势，待

入学儿童人数出现了增减的反复，至令和元（2019）年度待入学儿童降至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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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订的目的 

为促进方便所有市民生活的城市建设，本市正开展社会环境构筑，以确保女性在就职、结婚、分娩、抚养

子女等各阶段能够进行自我决定，在职场及家庭、地区等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多样化生活方式发挥自身才干；

同时本市正采取防止DV（家暴）这一重大侵犯人权的行为、强化面向DV受害者的支援体制等措施，积极推动

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实现。 

关于平成 28（2016）年制定的《八尾市活力焕发计划～第 3次八尾市男女共同参与基本计划～》，根据迄

今为止社会经济局势及全国、大阪府的变化趋势，为了早日实现男女共同参与基本计划，确保无论什么性别，

大家彼此尊重人权，每一个人能够发挥自身的个性和能力，生气勃勃地施展自身才能，八尾市实施了中期审

议，以促进开展更为深入的活动。 

 

 计划所要达到目标  

在平成 21（2009）年 12 月制定的《八尾市男女共同参与推进条例》中，本市揭示了以下 6 个基本理念。

本计划根据上述基本理念，为确保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实现，确定了本市的基本思路和方向性。 

《八尾市男女共同参与推进条例》的基本理念 

1 男女的人权尊重 

2 关心社会制度及其习俗 

3 共同参与到政策与方针的制定过程中去 

4 协调好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 

5 关心身体与健康 

6 国际性协调 

 

在本计划中，将根据《八尾市第6次综合计划～八尾新时代幸福成长计划～》，追求实现无论什么性别，所有市民

均能够施展才干的男女共同参与社会。 

为此，应尊重现行计划目标，将本计划的目标设为“创建一个人人都能生气勃勃地施展才华的共同参与社会”。

通过促进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实现，八尾市将实现尊重多样化、人人均可根据自身选择进行人生规划的社会构筑。 

 

 计划实施期间 

计划实施期间为令和 3（2021）年度至令和 7（2025）年度的 5 年期间。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及计划的进

展状况等因素，如需要重新研究，将灵活采取响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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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实施体系 

〔计划的目标〕 

创建一个人人都能生气勃勃地施展才华的共同参与社会 

 

〔基本目标〕 

Ⅰ 养成能够促进实现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意识 

基本课题 1 培养其自儿童时期开始就具有男女共同参与的意识 

基本课题 2 启发使其具有在各个不同领域进行男女共同参与的意识【重点】 

基本课题 3 推进男女共同参与的据点中的咨询职能的充实 

 

〔基本目标〕 

Ⅱ 推动女性在各个领域更加活跃 

基本课题 4 推进工作、生活、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协调）【重点】 

基本课题 5 加强工作单位内的男女共同参与的推进工作 

基本课题 6 加强区域内的男女共同参与的推进工作 

基本课题 7 加强女性对政策、方针决策过程的参与推进工作 

 

〔基本目标〕 

Ⅲ 创建一个人人都可以安心生活的社会 

基本课题 8 对其终生的健康给予支援 

基本课题 9 根除一切暴力行为 

基本课题 10 加强立足于男女共同参与观点的防灾对策构筑 

基本课题 11 向面临各种困难的市民提供综合性支援 

 

※根据《女性活跃推进法》，将基本目标Ⅱ定位为“关于推动女性在其职业生活中更加活跃的相关对策的计划（市町村推进

计划）”。 

※根据《DV（家暴）防止法》，将基本课题 9 定位为“关于实施防止来自配偶者的暴力及保护受害者的对策的基本计划（市

町村基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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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无论什么性别，所有市民均能够施展才干的男女共同参与社会构筑，需要每一位市民

加深对男女共同参与及多样化的理解。 

为此，基本目标将继承现行计划内容，同时对构成开展重新研究，将“养成能够促进实现男女

共同参与社会的意识”这一促进男女共同参与的基础内容作为基本目标Ⅰ，争取促成基本理念的

实现。 

 

基本目标Ⅰ 养成能够促进实现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意识 

消除固定的按照性别分摊职责的意识，无论什么性别，市民能够选择多样化生活方式，养成相

互尊重的意识，从而确保任何人能够在家庭及地区、职场、学校等所有场合选择自身的生活方式，

发挥个性和能力，进行符合自身特性的生活。此外，将通过各种机会开展简明易懂的宣传、启发

活动，确保所有市民能够加深对男女共同参与的认识。并且，为了确保培养终生的意识，自儿童

时期在学校等所有场所推进开展男女共同参与的教育、学习。 

 

基本课题1 培养其自儿童时期开始就具有男女共同参与的意识  

努力充实不受性别的束缚、确保儿童健康成长的家庭教育、学习等机会。 

1 培养其自儿童时期开始就具有男女共同参与的意识 

 

基本课题2 启发使其具有在各个不同领域进行男女共同参与的意识【重点】 

争取实现加深对男女共同参与的理解、所有立场的市民能够充分发挥个性与能力的社会构筑，

开展尊重人权、男女共同参与意识的启发活动。 

并且，提供性多样化的相关正确知识和信息，从而争取促进市民对性少数群体的理解，实现任

何人无论什么性别，均可发挥自身才干的社会构筑。 

2  启发男女共同参与的意识（促进对多样化的理解） 

 

基本课题3 推进男女共同参与的据点中的咨询职能的充实  

作为男女共同参与的推进据点设施，将努力开展八尾市男女共同参与中心“SUMIRE（紫罗兰）”

的启发及信息传播等活动，同时对咨询业务加以充实。 

3  加强可推进男女共同参与的据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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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目标Ⅱ 推动女性在各个领域更加活跃 

为了促进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实现，需要在雇用领域确保男女平等和舒适的工作环境。并且，将开

展环境构筑，确保每一位市民也能够在地区场合发挥各自的个性和能力，施展自身才干。 

基本课题4 推进工作、生活、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协调）【重点】 

对企业等为实现“工作、生活、平衡”的活动提供支援，同时开展促进男女共同分摊家庭责任

的就业环境构筑，带动社会趋势，促使男性自身能够积极参与。 

4  促进对于工作、生活、平衡的理解 

5  工作单位等加强活动的推进工作 

6  为同时兼顾工作与育儿、护理老人等提供支援（符合多样化生活方式需求的支援） 

基本课题5 加强工作单位内的男女共同参与的推进工作  

促使工作单位等确保工作场所中男女平等的机会和待遇，确保女性能够充分发挥能力，施展自

身才干。 

7  为就业、再就业、创业等活动提供支援 

8  推进开展能够确保多样化工作方式的环境构筑 

9  女性人才培养（充权）、根据《女性活跃推进法》采取各种实施措施（支援女性进行挑

战） 

10  确保女性在其工作单位的男女平等机会和待遇 

基本课题6 加强区域内的男女共同参与的推进工作  

为了解决地区的多样化课题、满足多样化需求，需要进行多样化人才的确保。推动地区内所有

居民成为地区社会的建设一分子，确保地区内每一位居民能够发挥自身的个性和能力，施展自身

才干。 

11  促进地区团体等组织中女性发挥才干（便于参与的环境构筑） 

 

基本课题7 加强女性对政策、方针决策过程的参与推进工作  

了解八尾市审议会等组织的委员中女性委员的录用状况，促进对女性委员的录用，同时根据八

尾市特定企业行动计划，率先对八尾市政府的女性职员扩大职务范围，并积极进行管理职务等的

录用。 

12  推动女性参与到政策、方针的制定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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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目标Ⅲ 创建一个人人都可以安心生活的社会 

为了应对家暴（DV）等重大侵犯人权行为，努力培养不允许出现DV及其它各种骚扰行为的社会

意识，并完善咨询体制，开展教育及宣传、启发活动，确保自儿童时期起不成为恋人DV的受害者

或加害者。 

此外，为了促进所有领域的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开展终生健康构筑及纳入了男女共同参与观点

的防灾措施，针对因女性身份而面临更复杂问题的市民，开展能够安心生活的环境构筑。 

 

基本课题8 对其终生的健康给予支援  

为了构筑怀孕至分娩阶段能够安心进行怀孕、分娩的环境构筑，充实怀孕、分娩、抚养子女的

相关咨询、指导等母子保健措施。此外，充实不论什么性别，终生身心健康构筑及性教育知识。 

13 保持并增进终生的健康 

 

基本课题9 根除一切暴力行为 

开展启发活动，促使人们广泛认识到暴力是践踏人权的行为，绝不允许出现暴力行为，认识到

暴力是社会问题。 

14  采取有效措施根除一切暴力行为 

15  对儿童及年轻一代加强进行预防启发的教育 

16  加强受害者支援体制 

 

基本课题10 加强立足于男女共同参与观点的防灾对策构筑  

在地区活动中，近年来防灾领域的重要性正在提升，为了实现地区防灾能力的增强，在防灾政

策、方针决策过程及防灾现场扩大女性的参与，确立纳入了男女共同参与这一观点的防灾体制。 

17  加强立足于男女共同参与观点的防灾对策构筑 

 

基本课题11 向面临各种困难的市民提供综合性支援  

对于生活贫困、需要护理等面临各种困难的市民，为了实现不遗漏任何人的惠民社会构筑，与

地区、团体、企业合作提供支援。 

18  充实促进生活贫困者自立的支援措施 

19  提高需要进行护理及服侍者的福利待遇 

20  对于身处各种困难情况下的人积极进行应对以及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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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数值目标 
 项目（指标） 单位 

制定数值 

（平成 26（2014）年度） 

现状数值 

（令和元（2019）年度） 

目标数值 

（令和 7（2025）年度） 

基
本
目
标
Ⅰ 

认为男女共同参与已经实现了的市民比例 % 27.2 33.2 35.0 

八尾市男女共同参与中心“SUMIRE（紫罗兰）”的认识度 % 7.7 7.9 50.0 

基
本
目
标
Ⅱ 

教育、保育入学人数的确保措施（2 号/3 号） 人  5706 7024※１ 

八尾市的审议会、委员会等部门的女性委员的录用比例 % 30.6 33.0 40.0 

没有女性委员参与的审议会等的数目（不包括正在休会的情

况） 
各种会议 11 7 0 

市政府机关男性职员育儿休假请假者人数及部分休假请假

者人数 
人 3 23 较上年度增加※２ 

市政府机关职员产假辅助休假请假者人比率 % 94.3 85.7 100.0 

市政府的女性管理监督职务（监督职务以上）的比例  % 34.5 36.6 42.5 

占中小学管理职务（校长、教头）的女性比例  % 19.8 21.8 30.0 

基
本
目
标
Ⅲ 

乳腺癌检查的就诊率 % 24.3 22.1 50.0 

子宫癌检查的就诊率 % 31.7 27.2 50.0 

遭受过来自配偶者暴力的人数比例 % 
女性  29.3 

男性  16.1 

女性 29.9 

男性 12.8 

女性  15.0 

男性  8.0 

DV受害者咨询服务窗口的认识度 % 10.6 14.2 5.0 

    ※1  《八尾市儿童生气勃勃未来计划（后期计划）》推出的令和6（2024）年度目标数值 

※2  根据《次世代育成支援对策推进法》，第2次八尾市特定企业行动计划的目标数值 

 推进体制 

●增强厅内推进体制  

为了促进男女共同参与，本市将根据《八尾市男女共同参与推进条例》，以“八尾市男女共同参与施策推进本部”为中心，加强与厅内相关各科的进一

步合作。 

●与市民、企业等进行合作 

为了促进本计划目标的实现，与市民、学校、企业、团体等相互尊重自立性，同时发挥各自的擅长领域及特长的优势，开展合作，从而争取实现男女共

同参与社会。 

●与国家、大阪府等有关机构进行合作 

本市的男女共同参与活动一直根据国际趋势及国家、大阪府的趋势开展至今。为了进一步充实完善男女共同参与的措施内容，今后还将与国家和大阪府

以及其他机构进行合作，以推进各项措施的实施。 

●计划的进展管理 

每年都将根据计划来掌握、检查有关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数值目标的完成情况，对每年度的进展情况进行管理。 

●关于男女共同参与的调查和研究 

为了将男女共同参与的观点有效地纳入到本市的所有措施中，将定期进行关于男女共同参与的市民意识调查，并公布其结果等，不断进行调查研究。 

八尾市活力焕发计划（改订版）～第3次八尾市男女共同参与基本计划～（概要版） 

发行时间    令和3（2021）年3月          发行单位   八尾市政策企画部政策推进科  

邮编: 581-0003 八尾市本町一丁目1番1号                                    电话：072-924-9309（直通）      刊行编号  R2-182 

※令和3（2021）年4月1日起的联系单位    八尾市人权相互接触部人权政策科    电话：072-924-3830（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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