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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zaki, Kuniko（日本） 
 

[原文：英文] 
 
个人资料 
 
出生日期： 1956 年 2 月 20 日 
出生地点： 日本 
 
学历 
 
东京大学（文学学士，1978 年） 

牛津大学（哲学硕士，1982 年） 
 
现任职务 
 
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GRIPS）教授，国际法、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专业 
 
外务省特别助理及负责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大使 

 

专业法律经历 
 
2009 年 4 月至今 外务省特别助理 

  
 负责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大使。负责《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

大会第 10 届会议（2010 年）的谈判和准备。 
 
2006 - 2009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条约事务司司长 

  
 作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法律顾问，其负责事宜包

括：协助各国批准和实施有关国际条约，包括《联合国打击跨

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制定关于

毒品、犯罪和恐怖主义的国内立法；技术援助，包括教育和培

训发展中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以及在冲突后的地区建立法治

和国家刑事司法制度。 
 
2004 - 2006 公使，日本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核

供应国集团事务课负责人。  
 

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核供应国集团事务课的负责人，处理不

扩散问题，并负责《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修订谈判。   
 
1991 - 2001  外务省人权和人道主义事务部部长。   

 
作为部长，负责人道主义和人权事务，包括两性问题。负责多

项日内瓦公约和附加议定书的批准和实施的准备工作。率领日

本代表团出席联合国与人权有关的会议，包括 2000 年 6 月举行

的“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联大第

二十三届特别会议。 还负责处理国际犯罪、跨国犯罪以及贩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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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贩卖人口等问题。领导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

《网络犯罪公约》的谈判。 
 
1998 - 1999  法务省移民局难民部部长。 

 
主要职责包括根据《联合国难民公约》确认难民地位，以及处

理与非法移民和贩卖人口有关的问题。   
 
1995 - 1998  法务省刑事事务局专家。 
  
 作为日本代表团成员，积极参加与犯罪问题有关条约的谈判，

包括参与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的工作。负责根

据有关的国际公约，制定和实施有关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

洗钱、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问题的国内法律，并参与这些领域

主要法律的起草。还负责就与毒品有关的法律在具体案件中的

适用问题提供咨询。作为日本参加 1997 年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团成员，为“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消除

对妇女暴力行为的示范战略和实际措施”的制定做出了贡献。 
 
1993 - 1995 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 

 
主要负责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法律事务）讨论的事宜。主

要事项包括关于《罗马规约》和《反恐宣言》的谈判，以及关

于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法委员会、《联合国宪章》的修正和其

他与国际法相关问题的讨论。  
 
1992 - 1993 外务省联合国事务厅经济环境事务部第一副部长。 

 
主要的职责包括：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事宜，这一概念正在开

始作为联合国系统的一项指导原则得到承认；为里约大会做准

备；以及日本批准《巴塞尔条约》的有关事宜。  
 
1986 - 1989 外务省大洋洲事务部副部长。 
  
 除其他事项外，负责农业和渔业产品贸易谈判，以及对这些产

品适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还参加了关于

设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早期谈判。 
 
1982 - 1986 外务省条约局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主要责任包括刑事司法、条约法、国际经济法和海洋法等事

宜。 

 

除其他活动外，参加了多项条约和公约的谈判、批准进程和实施阶段并从中做出了贡

献，这些条约和公约包括： 
 
•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 多项人权公约； 

• 日内瓦公约和附加议定书； 

•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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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 与反对恐怖主义有关的条约；以及 

• 与环境有关的条约。 
 
还作为主题演讲人、讲师、专题讨论小组成员以及评论人参加了许多其他国际会议和

大会，并为联合国的一些出版物撰稿。 
 
学术经历 
 
拥有学术律师的广泛经验，曾以教授身份在下列机构从事研究和教学。主要的专业领

域有：国际刑法和人权法，包括与国际刑事法院、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恐怖主义、

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等有关的问题。  
 
2009 年至今  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 
 
2001 - 2004  东北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 
 
2003 - 2004   神户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有关出版物（日语） 
 
书籍   
 
•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Shinzansha, 2004). 
 
• International Law (Bridge-book Series) (Shinzansha, 2003, co-author (2nd edition, 2009)). 
  
论文 
 
• “UN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Gendai Keijiho vol. 9 (2007). 
 
• “Gender as the mainstream in the United Nations”, in: Toshiya Ueki & Hiroyuki Tosa 

(ed.),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ender (Tohoku University Press, 
2007). 

 
• “Punishment of war crimes in Japan”, in: Shinya Murase & Akira Mayama (ed.), 

International Law of Armed Conflicts (Toshindo, 2006). 
 
 
• “Exemption of penalties on illegal entry of refugees coming directly from a territory 

where their life or freedom was threatened”, in: Jurisuto Important Cases in 2002, 
(Yuhikaku, 2003).  

 
• “Punishment of human rights violator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Yozo Yokota (ed.),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Kokusai Shoin, 2003). 

 
• “The scope of 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over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Kokusaiho 

Gaiko Zassi vol. 102-1 (2003). 
 
•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to fight against trafficking of children”, Hougaku Seminar 

2003-1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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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jor work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in 2000”, Kokusai Jinken vol. 12 (2001). 
 
•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 Japan and the G8 Summit Meeting 2000”, Gaiko 

Forum 2000-8 (2000). 
 
• “Supreme Court (3rd Bench) Decision on 18 October 1996 – Legality of undercover 

operations in drug crimes investigations”, Horitsu no Hiroba 1997-7 (1997). 
 
• “Osaka District Court Judgment on 22 September 1995 – Controlled delivery and Custom 

Law”, Kenshu vol. 578 (1996). 
 
•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 of the Drug Special Law”, Kenshu vol. 581 

(1996). 
 
语言 
 
日语（母语） 

英语（流利） 

法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