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思考吧！

2017年度

心灵之声

下列1 ～ 3中，关于“SDGs”的描述哪一项
是正确的？

１

堺市人权协会通讯

指“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不会丢下任何一个人。

２ “SDGs”有8项总目标，21项具体目标。
３

Vol.

39

让人权文化之花从我们堺市绽放!

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制定于2001年。
※提示…请参阅第2页的报道。

周三是LGBT咨询日

～已开设人权咨询热线～

堺市开设了“人权咨询热线”（专线），接受各种关于人权的咨询。
该热线每周三接受LGBT等性少数派（少数群体）的咨询，除了其本人以外，也接受其家
人或朋友等身边人士的咨询。咨询免费。

人权咨询热线
咨询时间

072-228-7364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到下午5点
（受理结束时间为下午4点30分 每通电话咨询
时间约为30分钟）
※ 每周三接受LGBT等多样化性取向相关的咨询。
※ 接受面谈。需要通过上述热线预约。
※ 严格为咨询者保密。

LGBT是指
（L）Lesbian
喜欢同性的女性
（G）Gay
喜欢同性的男性
（B）Bisexual
既喜欢异性，也喜欢同性的人
（T）Transgender
自己的性别认知(心理性别) 与
出生时既定的性别(身体性别)
不同的人

关于堺市安全城市计划

※除了LGBT以外还有其他
多种的性取向。

UN Women（联合国妇女署，旨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赋
权的联合国机构）正在行动，向世界呼吁构筑起防范机制，以防止、
减少在各个城市的道路、公园等“公共空间”对女性及女童施加性暴力或性骚扰的行为，致力于最终向
世界各个城市提供模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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堺市人权教育推进协议会（简称为“人权
协会”）通过这里介绍的区民庆典或活动开
展“人权草根运动”。2018年度也会进行
各种各样的活动，请大家务必参加。

平成25年（2013年）12月，堺市在日本国内首次表明要加入这一行动，目前正通过“堺市安全城
市计划”努力建设起让女性和儿童，以至所有人都安全、放心的城市。
印

答案：①
（②应该是有17项总目标169项具体目标。③是MDGs(千年发展目标)的说明。）

编辑·发行／堺市人权教育推进协议会
（2018年3月发行）
堺市堺区南瓦町3番1号 堺市人权推进科内
TEL 072-228-7420 FAX 072-228-8070
URL http://www.jinkenkyo.jp

什么是 堺市人权教育推进协议会
（简称为“人权协会(JINKENKYO)”）?

请大家务必参加我们的
活动。

堺市人权教育推进协议会是以创建消除地域歧视等一切

“成为不丢下任何一个人的社会”
第39次

维护人权的市民集会(2017年12月2日实施)

演讲:池上清子女士
(公益财团法人PLAN INTERNATIONAL JAPAN理事长/长崎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歧视的美好宜居城市为目标，于1979年7月成立的市民组织。

指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从2016年到2030年的国际目标，于2015年9

为创造让所有人的人权都受到尊重的和平富裕的社会，

月的联合国峰会上正式通过。

通过各种人权意识启蒙活动来推动“人权草根运动”。

该目标承诺不丢下地球上任何一个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为目

会长：金丸尚弘

SDGs是指什么?

标，由17项总目标、169项具体目标组成。

SUSTAINABLE
可持续

觉得不好理解!?那么请看这里……

加盟的团体与协会

DEVELOPMENT
发展

堺市教育会
堺市更生保护女性会
堺市儿童会育成协议会
堺市在日外国人教育研究会
堺市自治联合协议会
堺市社会教育委员会议
堺市女性团体协议会
堺市私立幼儿园联合会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堺残障人士团体联合会
堺市青少年指导员联络协议会
堺市人权教育研究会
堺市农业协同组合
堺市PTA协议会
堺市保育会
一般财团法人 堺市母子寡妇福祉会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堺民间教育保育设施联盟
堺市民生委员儿童委员联合会
堺商工会议所
堺市立校园长会
一般社团法人 堺市老人俱乐部联合会
堺人权拥护委员协议会 堺市地区委员会
堺地区行政咨询委员会
堺市保护司会联络协议会
社会福祉法人 堺市社会福祉协议会
一般社团法人 大阪府专修学校各种学校联合会
自由同和会大阪府本部 堺支部
第４学区８地区公立学校校长会
株式会社 UR Community西日本分公司
泉北住宅中心
部落解放同盟大阪府联合会 堺支部
堺市人权教育推进协议会 企业部会
堺市人权教育推进协议会 宗教部会
堺市人权教育推进协议会International
Youth（国际青年）堺部会
堺市人权协会通讯“心灵之声”Vo1.39

堺市人权教育推进协议会干事成员名单
会 长／金 丸 尚 弘（堺市人权教育推进协议会 企业部会）
副会长／久 保 照 男（堺市自治联合协议会）
副会长／山 口 典 子（堺市女性团体协议会）
副会长／桥 本

明 （堺市PTA协议会）

副会长／白 本 忠 史（堺市保育会）
副会长／笠 井

泰 （堺市立校园长会）

副会长／中 田 理惠子（部落解放同盟大阪府联合会 堺支部）
副会长／吉 村 诚 治（堺市人权教育推进协议会 宗教部会）

GOALs

我们的SDGs ～身边的一小步
也将改变世界～

目标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整个
地区都要有“不能浪费”的意识。
·努力建设成为女性和儿童也能够
大展身手的地区。
·珍惜并维护地区的团结与沟通。

会 计／服 部 节 子（堺市更生保护女性会）
会 计／小 仓 美津子（堺人权拥护委员协议会 堺市地区委员会）
智障人士
组成的乐队

Salsa GumTape

乐队举行了小型现场音乐会

Salsa Gumtape乐队是由智障人士组成的专业摇滚乐队，平
常主要以神奈川县的厚木市为基地进行活动。他们最初是使用以
胶带粘贴塑料桶制成的手工大鼓，组成自由节奏乐器演奏团队，
据说乐队名称正是源自于此。
乐队奏出的音乐以及有力而充满节奏感的塑料桶鼓声传遍了
整个会场，让人心情舒畅，无论是智障人士还是非智障人士，最
后整个现场融为一体，热情高涨。
＊SALSA…在古巴音乐中融入了爵士元素，以节奏为主的
新型拉丁音乐。

※

International Youth堺（IYS）进行了活动报告
International Youth堺围绕本年度的台湾青年派遣活动，以《新的“发现”之旅》为题，
由三名团员进行了报告。
团员们自身在回顾并加深此次行程中学到的知识的同时，希望今后能够通过参加各种活
动，发挥此行所学的知识，为市民服务。同时我们International Youth堺今后也会进一步
继续努力，培养有人权素养、国际素养，尊重和平与人权，能够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年轻一代。
※从SDGs的17项总目标中选取列举了关系密切的一项。
请大家思考一下，还与其他哪些总目标有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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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重歧视看人权”
2017年

全体研修会

2017年度的校区推进委员研修会

研讨会

2017年8月17日在Sun Square堺举行了题为“从多重歧视看人权”的研讨会。

每年10月～ 11月在堺市内的各个区共举行7次人权研修会。不仅校区推进委员，许多
普通市民也前来参加。
※校区推进委员…校区推进代表(校区代表)以及校区推进委员，均为人权协会的成员。校区推进委员是由堺市自治联合
协议会校区代表推荐，从校区自治联合会理事会成员、单位自治会会长、校区内各种团体委员、各校区内热衷于人权意

歧视”是指？

识启蒙的人士当中选出的。

“多重

在2017年度的校区推进委员研修中，各区就以下内容进行了学习。十分感谢各位委员能够在百忙当中拨

“多重歧视”是指数种歧视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歧视，例如女

冗参加。

性的残障人士，其生活艰辛程度并不是将两种歧视（女性和残障）
单纯相加，而是像乘法那样复杂。

日

多重歧视由于多数涉及个人隐私而很难浮出水面，因此几

南

乎没有统计数据能反映其真实状态。
当事人以及周围的人都认为“因为有残疾”“因为是女性”

东

区
区

程

10月19日（星期四）

主

题

小田多佳子女士（NPO法人 堺残障人士团体联合会
李节子女士（长崎县立大学西博尔德校区研究生院
主

持

人：山口典子女士（堺市女性团体协议会

西

堺市支部部长）

区

师

概

正井礼子女士

女性人权

11月7日（星期二）

而迫不得已放弃，出现人们难以认识到这是社会问题的倾向。
研讨会发言人：中田理惠子女士（部落解放同盟大阪府联合会

讲

10月27日（星期五） 同和问题

（NPO法人 妇女儿童支援中心
Women’s Net Kobe
代表理事）

池谷启介先生
（NPO法人 建设生活网络北芝
事务局局长）

要

以发生灾害时的女性人权相关
实际事例为例进行了讲解。

以箕面市北芝地区的人权及城
市建设的措施为中心进行了讲
解。

理事长）
教授）

委员长）

关于专门委员会
2017年度启动的专门委员会开始展开活动。三个委员会将针对各种人权课题，比过去更加积极

美原区

10月30日（星期一）

北

区

11月6日（星期一）

堺

区

10月31日（星期二）

中

区

11月28日（星期二）

山本秀树先生

老年人人权

儿童人权

（“失智症患者及家人之会”
大阪府支部、医生）

伊藤嘉余子女士
（大阪府立大学
地区保健学域福利学类

从医生的观点讲解了如何帮助
失智症患者。

围绕虐待儿童等儿童人权相关
问题进行了讲解。
教授）

希望大家明年也能够踊跃参与。

地致力于解决问题及进行启蒙活动。
同和问题专门委员会
［堺市市立人权友爱中心］

女性和儿童人权专门委员会
［堺市市立女性中心］
自2018年4月1日起更名为“堺市市
立男女共同参与中心”。

残障人士和老年人人权
专门委员会
［堺市市立健康福利广场］

在区民庆典上展示了启蒙展板
堺市人权教育推进协议会在各个区民庆典上设置摊位，进行人权相关的展板展示，致力于人权
启蒙。
本年度的活动也在一片盛况中落下了帷幕。在此对给予了大力协助的自治会诸位表示由衷的
感谢。
来访的各位都认真地观看了展板，其中还有人当场提

到舳松人权历史馆进行了
参观学习和实地考察，学习了
堺市的历史和现状。

参观了女性中心，学习了
堺市为提高女性地位而发起的
运动之历史。

我们得到了健康福利广场
的视觉及听觉障碍人士中心以
及发展性障碍人士支援中心的
协助，以“试试相处吧”为口号，
与残障人士进行了交流。

了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能让哪怕是多一点的人关
心人权问题，今后我们也会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面向各
界开展人权启蒙。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堺市人权协会通讯“心灵之声”Vo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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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人权寄语，
从我做起
ー摘自特选作品ー

关心社会，
从我做起（小学二年级）
我一直都留着长头发。但是前几天，我把及腰的长
发剪掉，变成了齐肩发。因为我要捐献头发。
捐献头发就是把头发捐出去，给因为生病等原因失
去了头发的人做假发。听说必须得30cm以上才行。
最开始是在我读大班的时候，因为头发长度已经到

而且给我剪头发的理发师跟我说：“谢谢你，你真
棒。”我就想再一次把头发留长，拿去捐献。
到了二年级的暑假，头发终于又长及腰部了，能进
行第二次头发捐献令我觉得很开心。
我还太小，能够为别人做的事很少。但是，我想在

由桃子想到的二三事（初中二年级）
今年，住在福岛县的奶奶又给我们寄来了桃子，淡

但在地震中已经死了很多人，因此，虽然很痛苦，但我

淡的粉色，汁液饱满。奶奶每年都会给我们寄福岛县产

决心要活下去。”一想到这名与我同龄的少年独自烦恼

的草莓、樱桃、苹果和葡萄等当季水果。这些水果新鲜

和忍耐，不知究竟有多痛苦，我就觉得非常揪心。在庆

优质、甘甜味美。从我出生后就一直送到现在，已经持

幸他还活着的同时，又觉得尽管在那个时候他是弱者，

续了十四年。但是，其中有几年并没有寄过来，那是在

但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却有着强大的内心。

地震后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引起核辐射量增高的时期。
如今随着清除核污染的工作不断深入，以及对农作

在这件欺凌事件曝光后，接连又曝光了其他地区也
有许多来自福岛县的避难儿童们被欺凌的情况。据说他

物进行彻底的检查，福岛县产的农作物已经在科学上证

们被人说“你身上的核辐射会传染，不许靠过来”“都

明是安全的。但是，尽管出口和购买者在渐渐增加，遗

怪你们才会爆发核电站事故”等等。核辐射会传染，这

憾的是仍然有不少人不愿意购买福岛县产的产品。除此

不是有正确知识的人会说的话。我真的觉得非常愤慨。

之外，也仍然还有禁止进口福岛产品的国家，谣言造成

避难的人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刚好在他们居住的地

了腰那里，妈妈就告诉我什么是捐献头发，问我要不要

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只有我能做到的事情。

的不良影响并未消失，这是现实状况。的确，我不是不

方发生了地震，由于发生了核电站事故而不得不离乡避

把头发捐给小朋友。一想到因为生病而失去头发该多么

捐献头发就是其中之一。

明白大家担心可能不安全的心情，但是既然已经得到了

难。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陌生的人群中开始生活会是

科学证明，那我们消费者不是应该秉持正确的认识，抛

多么艰辛，为什么居然能用那么冷酷的态度对待他们？

却偏见，带着关怀的心支持福岛县才对吗？

怎么能剥夺他们理所当然过上正常生活的权利呢？一想

痛苦，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下一次大概要到五年级了，希望到时自己能变成一

因为我很喜欢长头发，剪掉的时候眼泪都流出来了， 个优秀的小姐姐。
但这样做能帮助到身在某处的某位小朋友，我很开心。

去年秋天曝光了一则消息，由于核电站事故而到横
滨避难的少年受到了欺凌。据说从这名少年刚转学时，

构建能够接受
“自我个性”
的社会（成人）

到这些，我就感到非常遗憾，痛心不已。
如果能了解正确的事实，理解、接受并且关怀他人，

也即还是小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被欺凌了。听说

学会自制，社会上应该就不会再有欺凌和歧视了。感觉

他的名字后面被加上“菌”字，还被殴打、勒索。少年

最近发生的许多事，都让我思考并警醒自己无论何时都

的手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今有很多次我想一死了之。 要保持如此。

中学午休，我在医务室吃便当，一个学生走进来问： 要变成一个男孩！这样就不会再有人说我‘要有女孩的
“老师您带了什么菜？”于是就跟这个学生聊了一会儿
便当的话题，聊天的过程中说起在我家是我先生做便当
的事来。

样子’了”。
为了成为教师而在大学攻读的时期，我认识了一个

我想不想要孩子呢？（支援学校专攻科二年级）

小学生。尽管她身体是女孩子，却像个男孩子一样行动

我打心眼里不想要孩子。因为如果真的怀上了，虽

姐家里有个小孩，父母总是开心地疼爱着那个孩子。看

生活。而更让我吃惊的是，和她同班的孩子们都接受了

然我会愿意尝试生下来，但却没有养育孩子的信心。这

到父母那样的表情，我就会希望自己能顺利生下一个不

做饭才行呀！”在我家，从结婚前就一直是先生做便当， 这样的她。也没听说过有人嘲笑她或有人说：“为什么

是因为我有听觉障碍。如果孩子也像我一样听不见怎么

会跟我一样有听觉障、也没有其他障碍、健健康康的孩

日常家务也是分担完成。比如做饭是我的工作，洗碗就

你不像个女孩的样子？”这个孩子在班上过得无忧无虑。

办？有一个词叫Deaf Family（聋人家庭），指的是全

子。想让双亲高兴的心情，以及不想让他们再次经历养

是我先生的工作。学生听完以后，一脸难以置信地回了

不光是这个孩子，在这个大家都过着开心快乐校园生活

家人都有听觉障碍的家庭，就像这个词的意思一样，我

育我们时那种艰难的心情，两种心情交织碰撞，一种无

教室。

的教室里，和孩子们一起相处的过程中，他们也教会了

有很大几率会生下失聪的孩子。因为我有听觉障碍，可

法言语的感情在心中油然而生。说到底，这会不会是我

我：重要的并非是否符合哪种性别“的样子”，而是能

能会让孩子走上艰辛的道路。孩子也可能会像我一样， 太自私了呢？

够发挥出“自我个性”的空间。

经受不被听力健全人士理解的痛苦。我很担心自己能否

学生一听立刻跟我说：“老师，你是女人，要好好

我感觉就像是被年仅十三岁的孩子数落道“要有女
孩的样子”，很惊讶学生到底是从几岁开始就被灌输这
种性别观念。这让我想起了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唤醒
了当时难过的心情。
我是在奉行“女孩就要有女孩的样子”这种观念的
家庭里长大的。但是我却背离了父母的期望，总是和男
生玩在一起，并热衷于游戏和摔角等这些在二十年前被

我成为教师已经十年有余。在此过程中，我在与孩
子们的接触和沟通当中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不能把固

越是被教育“你要有女孩的样子”
，就越觉得“自
我个性”被否定了。而“不象女孩子”的我开始觉得这
是在说我“不是女孩子”，甚至曾一度认真地想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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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孩子是听力健全的人又该怎么办

是听力健全的人，但她即使知道我们听不见，也会正视
我们的脸，一字一句地说，直到我们明白为止。她不认

定观念造就的“要有○○的样子”强行灌输给孩子们，

呢？应该怎么向孩子说明我的听觉障碍呢？孩子应该如

为听不见就可怜，而是时而严厉、时而温柔地对待我们，

而是要看到这个孩子本身，去接受孩子原本的状态。

何理解我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我们之间一定会出现很多

将我们这样养育成人。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母亲，我即使

亲子沟通上的烦恼。

因为失聪经历了或痛苦或伤心的事，也能立刻向她倾诉

我觉得要构建能够接受“自我个性”的社会，首先

认为是属于男孩子兴趣范围的东西，对当时的我而言， 只有让孩子们拥有“自我个性”被接受的体验，并感受
“要有女孩的样子”就是一句魔咒。

为遭遇到这些情况的子女提供支持。

而我自己，想要了解面对我们的母亲的心情。母亲

到其舒适感才行。为了构建这样的社会，今天我也会与
孩子们一起，一步一脚印地构建起能够接受“自我个性”
的学校。

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只会让我很不安，因此我还可以
选择不生孩子、走自己的人生路这种生活方式。
但是如果做了这样的选择，我的父母会怎么想呢？
父母将我们三个失聪的孩子抚养成人，因此自己内心某

和商量。
所以，如果那一刻来临，我希望自己也能像母亲一
样，做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所以，妈妈，趁着现在再
让我撒一下娇可以吗？

处还是会怀有想让父母抱上孙子的想法。附近的一个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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