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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索引用語索引
〈注〉
１．本索引は、本文（図表も含む）及びコラムに使用されている用語を対象としています。
２．→のある場合は、→の示す用語または略語を御参照ください。
３．数字はその用語の出ているページです。なお、（ ）の数字は、図表での使用を示しています。
４．太字で示されたページは、用語の内容を最も中心的に説明している箇所です。

数・英字

「２＋２」会合 →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
３Rイニシアティブ／１５２
CLMV支援／（５３），１４８，（１４９）
CLV／３，（１４９）
G４／７，７９，１２６
G８／３，（１３），（１５），７４，７８，８３，８４，８５，
（１０５），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２，１３５，１３７，１５３，１５４，
（１５５），１５７，１６３，１６４，１８９
――サミット→主要国首脳会議
――司法内務閣僚会合／１２２

GUAM／３，（８２），１４７
IC旅券／１９４
JETプログラム（語学指導等を行う外国青年招致
事業）／１７２，（１７３）
RHQ支援センター／１４３
V４／３，（８２）
Xバンド・レーダー（長距離型監視用レーダー）
／１１７

あ

アジア欧州会合（ASEM）／１０，３２，（４１），４２，５６，
（５７），１１８，１１９，１５４，（１５５）

アジア海賊対策地域協力協定／１４５，１６６
アジア協力対話（ACD）／２７，４２，（５７），１０１，
１８５
「アジア・ゲートウェイ」構想／５，５２，（５３）
アジア太平洋経済協力（APEC）／６，１０，１５，２２，
２６，２７，（２８），３２，４０，５４，５５，５６，（５７），５９，
６０，６１，７１，７２，８３，８４，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０，１５０，
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０，１６５，１８９，１９０
アジア不拡散協議（ASTOP）／１３９
アセアン → 東南アジア諸国連合（ASEAN）
アソシエート・エキスパート（AE）／１８０

アフリカ開発会議（TICAD）／７，１０４，（１０５），
１５０
――IV／７，１０４，１０７，１５０
――平和の定着会議／１０４，（１０５），１３４，１５０
アフリカの年／１０４
アフリカ連合（AU）／９９，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５），１０８，
（１１１），１２６，１６４
アフリカン・フェスタ／１０８
安全対策／４，１８２，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２），１９３，１９４
――基礎データ／（１９２）
アンデス共同体（CAN）／（６８），６９
安保理 → 国連安全保障理事会

い

移住／７３，８６，１８５，１９５，２０４
一般文化無償資金協力／１７５
イランの核問題／４，６，７８，８６，（１００），１２５，１３５，
１３７，（１６５）
イラク人道復興支援特別措置法／９３
イルクーツク声明／８４

う

運転免許／１９５

え

エネルギー安全保障／４，５，７，５１，（５３），５９，６１，
７５，８９，１４８，１５３，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５
エネルギー憲章条約／１６６
円借款／３０，（３１），４１，（５２），６１，（９１），９３，１３２，
１４６，１４８，（１４８），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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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

欧州憲法条約／７５，（７６）
欧州連合（EU）／３，４，６，２０，３６，（３７），（３８），
４５，５６，（５７），７０，７４，７５，（７５），７６，（７６），
７７，（７７），７８，（８２），８８，９３，９９，（１００），
（１１８），１２２，（１２４），１３４，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３，
（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１５７），１６６，（１６７），１８８，
１８９
EUの対中武器禁輸措置解除／７７
日・EU定期首脳協議／７７
沖縄／４９，５０，（１０５），１０７，（１１６），１１７，（１８４）
沖縄に関する特別行動委員会（SACO）／１１７

か

海外安全
――キャンペーン／１９３
――情報FAXサービス／１９３
――相談センター／１９３
――虎の巻／１９３
――ホームページ／１９３
海外経済協力会議／８，１４６，１４７，（１４８）
海外経済協力に関する検討会／１４６
海外交流審議会／１７０，１９３
海外渡航者／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３
開発イニシアティブ／１０４，（１０５），１５９
核
――実験実施／４，１１，１３，１４，（１５），１８，２０，

２１，５５，５９，６０，６３，１２５，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７
――燃料供給保証／１３８
――兵器不拡散条約（NPT）／１３，１４，（１５），

１３６，（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
兵器用核分裂性物質生産禁止条約（カットオフ条
約）／１３５
包括的核実験禁止条約（CTBT）／１３５，１３６，
（１３６），１３７
拡散に対する安全保障構想（PSI）／（１３６），１３８
カリコム → カリブ共同体（CARICOM）
カリブ共同体（CARICOM）、カリコム／６９，７０，７２
感染症／４，１０，３０，（１０５），１０７，１２５，１４７，
（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１，１６３，１８０，（１８４），１９１，１９２

き

危険情報／（１９２）
気候変動、クリーンエネルギー及び持続可能な開発
に関する対話／１５３

北大西洋条約機構（NATO）／３，６，７４，８１，
（８２），９７，１２３，１５０，２０２
――首脳会合／８１
北朝鮮の人権状況／１９，２０，１４２，１４３
「北朝鮮の人権状況」決議／２０，１４３
基本的人権／２，８，１１，２１，１４６
強制失踪条約（仮称）／１４２，１４６
脅迫事件対策／１９３
金融活動作業部会（FATF）／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２

く

クーデター／３９，４２，（１１１），１９１
草の根技術協力／（９６），１８３，（１８４）
草の根文化無償資金協力／（９２），（９６），１７５，１８３
草の根・人間の安全保障無償資金協力／（９２），
（９８），１７５
クメール・ルージュ裁判／３９
クリーン開発と気候に関するアジア太平洋パート
ナーシップ（APP）／（１５２），１５３
クリーン開発メカニズム（CDM）／７，７２，（１５２）
軍縮会議（CD）／１３５，１３６

け

経済協力開発機構（OECD）／１６４
経済連携協定（EPA）／７，２３，３７，４０，４１，４２，
４３，４６，４９，７０，７１，１４４，１４５，（１４９），１５４，
（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１），１６２，
１８９，１９０，２０４
刑事共助条約／２２，１４５
原子力供給国グループ（NSG）／４６，（１３６），１３７，
１３８
原子力空母／１１５

こ

広域情報／（１９２）
国際移住機関（IOM）／１８５
国際エネルギー機関（IEA）／１６４，１６６，（１６７）
国際エネルギー・フォーラム（IEF）／（１６５）
国際海事機関（IMO）／１１９，（１６８），（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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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際開発高等教育機構（FASID）／１８３
国際海洋法裁判所（ITLOS）／１４５
国際協力企画立案本部／８，１４６，１４７，（１４８）
国際協力機構（JICA）／８，（３１），１４６，（１４８），
１５１，１８３，１８６，（２０５）
改正 JICA法／８，１４６
国際協力銀行（JBIC）／（５２），１４６，（１４８），１８３，
（２０５）
国際刑事裁判所（ICC）／１４４，１４５
国際原子力機関（IAEA）／１６，（１７），９９，（１００），
１２１，（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１６４，１６６，（１８１）
――保障措置協定／１３，１４，（１５），４６，（１００），
（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
国際交流基金／１７４，１７５，（１７５）
国際司法裁判所（ICJ）／１４５
国際人道法／１４４
国際組織犯罪防止条約／１２１
国際連合大学／１７５
国内補助金／１５７，１５８
国連安全保障理事会、国連安保理、安保理／４，６，
７，１１，１２，１３，（１３），１４，１５，（１５），２０，２１，
２６，（２６），４０，（４１），４３，５５，５８，６０，７０，７３，
７４，７６，７９，９１，９４，９９，（１００），（１１１），１２０，
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７，（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４，
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３，１６３
国連教育科学文化機関（UNESCO）、ユネスコ／
８１，１６４，１７５，１７６，１８０，（１８１）
国連国際法委員会（ILC）／１４４
国連食料農業機関（FAO）／１６８，１６９，（１８１）
国連人権高等弁務官事務所（OHCHR）／１４３
国連婦人の地位委員会／１８５
国連麻薬委員会／１２２
国連民主主義基金／１４２
国連薬物統制計画基金／１２２
国連薬物犯罪事務所（UNODC）／１２２，（１８１）
国連ラテンアメリカ・カリブ経済委員会（ECLAC）
／６７，（６７），７２

さ

在外選挙／１９４
在外被爆者／１９５
最新渡航情報メール／１９３
在日米軍の再編／５９，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６），１１７
サイバー犯罪／１１８，１２２
再編実施のための日米のロードマップ／５９，１１５
債務救済／１４７，１５０

査証（ビザ）／２２，２８，３３，６１，１８９，（１９２），１９６
サハリン１・２プロジェクト／８５，（８５）

し

資金洗浄（マネー・ロンダリング）／１２，１８，１１８，
１２２
資源ナショナリズム／６９
児童の権利／１８５
社会経済開発５か年計画／４０
社会保障協定／４９，１４５，（１５５），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０
ジャパン・プラットフォーム（JPF）／（９２），１８３，
（１８４）
上海協力機構（SCO）／５，３２，９９
自由と繁栄の弧／２，３，５，１０，７４，８０，８９，１４１，
１４４，１４７，２０２
自由貿易協定（FTA）／６，７，４２，４５，５５，６７，
（６８），６９，７０，１０１，１４４，１４５，１５４，（１５５），
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２
米国・中米・ドミニカ共和国自由貿易協定
（DR-CAFTA）／６９，７１
受刑者移送条約／１９５
ジュニア・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オフィサー
（JPO）／１８０

主要国首脳会議（G８サミット）／４，６，７，２０，
３２，６５，８３，８４，８５，８６，（１０５），１１８，１１９，
１２０，１３１，１３７，１４７，１５２，（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７，
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５，１６６，（１８４），１８９，１９６
巡回医師団／１９４
障害者権利条約（仮称）／１４２，１４６，１８５
情報共有センター／１４５，１６６
人権
――条約委員会／１８５
――対話／１４２，１４３
――の主流化／１３０，１４２
――理事会／１２７，１４１，１４２，１４３
人材育成／５，（２８），４２，４７，５０，（５３），１３２，
（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５，（１６１），１７５
人身取引／１１８，１２２，１８５，１９６
新世紀の日米同盟／５８，６１，１８９
新生・復興民主主義国際会議／１４２

す

スポット情報／（１９２）
スマトラ沖大地震／１４６，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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せ

成長のための日米経済パートナーシップ／６１
政府開発援助（ODA）／３，５，８，３０，（３１），３７，
（３８），（５２），（５３），９１，９３，（９５），１０４，（１０５），
１２０，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２），１４６，１４７，１４８，（１４８），
１４９，（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９，１８３，（１８４），２０２，２０３
――政策協議会／１８３
世界とアジアのための日米同盟／５，５９
世界貿易機関（WTO）／７，２９，３０，４０，５５，６１，
８７，１４４，１４５，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１５７），
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２），１６４，１８５，１８９，１９０，
（２０７）

石油輸出国機構（OPEC）／（１６５）
セーフティネット／１３８，１９３
ゼロイング／１５９
センシティブ品目／１５７，１５８
全米・カナダ邦人安否確認システム／１９３

そ

租税条約／１０１，１４５，（１５５），１８８，１８９

た

大規模緊急事態／１９３
対人地雷／（１３１），１３４，（１３６），１４０，１８５
第二友好橋／４１
太平洋・島サミット／４９，５０
太平洋諸島フォーラム（PIF）／４９，５０，（５７）
ダブリン・グループ会合／１２２
多様化する危険と危機／１９１，１９２
弾道ミサイル／４，１１，１２，１３，（１３），１４，３３，５９，
６０，６３，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７，１２５，１３７，１３８
――の拡散に立ち向かうためのハーグ行動規範
（HCOC）／（１３６），１３８

――防衛（BMD）システム／（１１６），１１７

ち

中米統合機構（SICA）／６９，７０

て

テロ／１０，（１７），３２，４５，４６，５９，６１，６４，８６，
９０，９１，９７，１０１，１１５，１１８，（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０，
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５，１３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６３，１６４，１８０，
１９１，（１９２），２０６
――概要／（１９２）
――資金／６０，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１
――資金供与／１２２
――事件／４５，４７，（５４），７８，７９，１０１，１１８，
（１１８），１１９

――対策／４１，４７，４９，６０，６１，７８，７９，８６，
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４），１３９，
１６３，１９３，１９４，（２０７）

――対策委員会（CTC）／１２０
――対策行動グループ（CTAG）／１１９，１２０
――対策等治安無償／１２１
テロ対策特別措置法、テロ対策特措法／６０，９７，
１２０
テロとの闘い／５，４６，５８，６０，６３，９７，１１８，
１１９，１２０，１４７

と

東京宣言／（５４），８４
投資協定／３９，４０，１０１，１４５，（１４９），（１５５），１８９
東南アジア諸国連合（ASEAN）／３，５，１３，２５，
２７，３２，３６，（３６），３７，（３７），（３８），４０，（４１），
４３，４６，５１，（５１），（５３），５４，（５４），５６，（５７），
６７，１１８，１２１，（１２４），１３４，１３９，１４８，（１４９），
１５３，１６０，（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２），１６５，（１６７）
ASEAN対日調整国／４０
ASEAN地域フォーラム（ARF）／１０，１３，２７，
（２８），（５１），（５７），９９，１１９，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
ASEAN統合／３７
ASEAN＋３／１０，（３６），（５１），５３，５４，（５４），
（５７），１６５
日・ASEAN／１０，３７，（５１），（５４），１２１，１４８，
１６２
日・ASEAN経済連携／（５３），（１４９）
日・ASEAN統合基金／３７，１４８
日・ASEAN包括的経済連携協定／３７，（５３），
１６２
渡航情報／（１９２），１９３
ドーハ・ラウンド／７，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
（１５７），１８５，１９０
鳥インフルエンザ／４，３７，５１，（５３），１９１



266

な

南米南部共同市場（MERCOSUR）、メルコスール／
（３６），６９，７０

難民の保護・支援／１４３

に

日ソ共同宣言／８４，１３０
日・中南米 新パートナーシップ構想／７，７１
日中２１世紀交流事業／４，（２８），２９
日中文化・スポーツ交流年／５，（２６），２９
日伯交流年／７３
日・フィリピン経済連携協定／４２，１６１，（１６１），
１９０
日米安全保障、日米安保
――協議委員会（「２＋２」会合）／５９，（１１４），

１１５，１１７
――体制／１０，５８，５９，６０，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７

日米規制改革及び競争政策イニシアティブ／
６１，１８９
日米豪閣僚級戦略対話／５，４９
日米合同委員会／（１１４），１１７
日米地位協定／（１１４），１１７，（２０７）
日露行動計画／６，８３，８４
日露貿易投資促進機構／８５
日本人学校／１９４
日本センター／８５
日本・メコン地域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プログラム
／１４８，（１４９）

人間の安全保障／３，８，６５，７１，８１，（９２），９５，
（９８），１０４，（１０５），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４，１４３，
１４７，１５１，１５２

の

野口英世アフリカ賞／１０７

は

パキスタン等大地震／１８３
パトリオット・ミサイル（PAC―３）／（１１６），１１７
犯罪防止刑事司法委員会／１２２
犯罪防止刑事司法基金／１２２

ひ

東アジア・ラテンアメ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
（FEALAC）／７２

東アジア首脳会議（EAS）／５，１０，２６，４２，４６，
５１，（５１），５２，（５２），（５３），５４，（５４），（５７），
１４９，１５０
「東シベリア－太平洋」パイプライン／８５
非政府組織（NGO）／８，（９１），（９２），（９８），１０７，
１３１，１３４，１５３，１７５，１７６，１８０，１８３，１８４，
（１８４），１８５，１８６，２０２
――・外務省定期協議会／１８３，（１８４）
――専門調査員／１８３
――相談員／１８３
日本NGO支援無償資金協力／１８３，１８４，
（１８４），１８５
非農産品市場アクセス（NAMA）／７，１５６，１５７，
（１５７），１５８

兵庫行動枠組／１５３

ふ

「不朽の自由作戦」に基づく海上阻止活動
（OEF-MIO）／４６，１２０

普天間飛行場／（１１６），１１７
腐敗／３２，６４，９９，１２２，１６３
文化協力／１７５，（２０７）
紛争解決制度／１５９

へ

米州自由貿易地域（FTAA）／６９
平和と繁栄の回廊／６，９５，（９５）
平和構築／３，５，４８，（５３），７６，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１），
１３２，（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５，１４０，１７５，１８２，（２０２）
――委員会／１０９，１２７，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４

ほ

貿易のための援助／１５９
法制度整備／３，（１３１）
法の支配／２，５８，６１，（７５），１２２，１４４，１４５，
（１４９）
補習授業校／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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み

民主主義／２，３，５，８，１０，１１，２１，４５，４６，４８，
４９，５８，６３，６４，７１，（７５），８７，１４１，１４２，１４６，
１４７，１４９，（１４９），２００

め

メコン地域／（５３），１４８，（１４９）
メルコスール → 南米南部共同市場

も

モダリティ／１５６，１５７，（１５７），１５８

ゆ

誘拐／（１６５），１９１
――対策／１９３
優先的国家プロジェクト／８３，８６
輸出管理レジーム／（１３６），１３８
ユネスコ → 国連教育科学文化機関

よ

横田空域／（１１６），１１７

ら

拉致問題／１１，１２，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７），１８，
１９，２０，２５，６０，６３，８６，１４２，１４３，１６３

り

領事サービス／１９１，１９３，（２０７）
領事当局間協議／２８，１９５，１９６

ろ

六者会合／４，１１，１２，１３，（１３），１４，１５，（１５），
１６，１７，（１７），１８，（２６），５５，６０，６３，１２３，
（１２４），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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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語表及び略語索引略語表及び略語索引
〈注〉
１．本略語表及び索引は、本文（図表も含む）及びコラムに使用されている用語を対象としています。
２．数字はその用語の出ているページです。なお、（ ）の数字は、図表での使用を示しています。

A

ACD→Asia Cooperation Dialogue
アジア協力対話／２７，４２，（５７），１０１，１８５
AE→Associate Expert
アソシエート・エキスパート／１８０

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アジア太平洋経済協力／６，１０，１５，２２，２６，
２７，（２８），３２，４０，５４，５５，５６，（５７），５９，６０，
６１，７１，７２，８３，８４，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０，１５０，１５４，
（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０，１６５，１８９，１９０

APP→Asia-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クリーン開発と気候に関するアジア太平洋パート
ナーシップ／（１５２），１５３
ARF→ASEAN Regional Forum
ASEAN地域フォーラム／１０，１３，２７，（２８），
（５１），（５７），９９，１１９，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
ASEAN→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東南アジア諸国連合／３，５，１３，２５，２７，３２，
３６，（３６），３７，（３７），（３８），４０，（４１），４３，４６，
５１，（５１），（５３），５４，（５４），５６，（５７），６７，１１８，
１２１，（１２４），１３４，１３９，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３，１６０，
（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２），１６５，（１６７）
ASEM→Asia-Europe Meeting
アジア欧州会合／１０，３２，（４１），４２，５６，（５７），
１１８，１１９，１５４，（１５５）
ASTOP→Asian Senior-level Talks on

Non-Proliferation
アジア不拡散協議／１３９
AU→African Union
アフリカ連合／９９，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５），１０８，
（１１１），１２６，１６４

B

BMD→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弾道ミサイル防衛／（１１６），１１７

C

CAN→Comunidad Andina de Naciones
（Andean Community of Nations）

アンデス共同体／（６８），６９
CARICOM→Caribbean Community and

Common Market
カリブ共同体／６９
CD→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
軍縮会議／１３５，１３６

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クリーン開発メカニズム／７，７２，（１５２）

CTAG→Counter-Terrorism Action Group
テロ対策行動グループ／１１９，１２０
CTBT→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
包括的核実験禁止条約／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６），１３７
CTC→Counter-Terrorism Committee
テロ対策委員会／１２０

D

DDR→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元兵士の武装解除・動員解除・社会復帰／９７，
（９８），１０４，（１１１），（１３１），１３３，１５０
DR-CAFTA→Dominican Republic-Central America-

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米国・中米・ドミニカ共和国自由貿易協定／
６９，７１

E

EAS→East Asia Summit
東アジア首脳会議／５，１０，２６，４２，４６，５１，
（５１），５２，（５２），（５３），５４，（５４），（５７），１４９，
１５０
ECLAC→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国連ラテンアメリカ・カリブ経済委員会／６７，
（６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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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経済連携協定／７，２３，３７，４０，４１，４２，４３，４６，
４９，７０，７１，１４４，１４５，（１４９），１５４，（１５５），
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１），１６２，１８９，１９０，
２０４
ESD→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持続可能な開発のための教育／１５３，１８５

EU→European Union
欧州連合／３，４，６，２０，３６，（３７），（３８），４５，
５６，（５７），７０，７４，７５，（７５），７６，（７６），７７，
（７７），７８，（８２），８８，９３，９９，（１００），（１１８），
１２２，（１２４），１３４，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３，（１５５），
１５６，１５７，（１５７），１６６，（１６７），１８８，１８９

F

FASID→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国際開発高等教育機構／１８３
FATF→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金融活動作業部会／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２
FEALAC→Forum for East Asi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東アジア・ラテンアメ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７２
FTA→Free Trade Agreement
自由貿易協定／６，７，４２，４５，５５，６７，（６８），
６９，７０，１０１，１４４，１４５，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０，
１６２
FTAA→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米州自由貿易地域／６９

G

G８→Group of ８
３，（１３），（１５），７４，７８，８３，８４，８５，（１０５），
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２，１３５，１３７，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５），
１５７，１６３，１６４，１８９
GCC→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湾岸協力理事会／６，１００，１０１，１６０，（１６０），
１６２，（１６２）

H

HCOC→Hague Code of Conduct against
Ballistic Missile Proliferation

弾道ミサイルの拡散に立ち向かうためのハーグ行
動規範／（１３６），１３８

I

IAEA→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国際原子力機関／１６，（１７），９９，（１００），１２１，
（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１６４，１６６，（１８１）

ICC→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国際刑事裁判所／１４４，１４５
ICJ→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国際司法裁判所／１４５
ILC→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国連国際法委員会／１４４
IMO→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国際海事機関／１１９，（１６８），（１８１）
IO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国際移住機関／１８５
ITLOS→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国際海洋法裁判所／１４５

J

JBIC→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国際協力銀行／（５２），１４６，（１４８），１８３，（２０５）
JET プログラム→Japan Exchange and Teaching

Programme
語学指導等を行う外国青年招致事業／１７２，（１７３）

JICA→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国際協力機構／８，（３１），１４６，（１４８），１５１，１８３，
１８６，（２０５）
JPF→Japan Platform
ジャパン・プラットフォーム／（９２），１８３，
（１８４）
JPO→Junior Professional Officer
ジュニア・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オフィサー／
１８０

M

MERCOSUR→Mercado Común del Sur（Common
Market of the South）

南米南部共同市場／（３６），６９

N

NAMA→Non-Agricultural Market Access
非農産品市場アクセス／７，１５６，１５７，（１５７），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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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北大西洋条約機構／３，６，７４，８１，（８２），９７，
１２３，１５０，２０２
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組織／８，（９１），（９２），（９８），１０７，１３１，
１３４，１５３，１７５，１７６，１８０，１８３，１８４，（１８４），
１８５，１８６，２０２
NPT→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核兵器不拡散条約／１３，１４，（１５），１３６，（１３６），
１３７，１３８
NSG→Nuclear Suppliers Group
原子力供給国グループ／４６，（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

O

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政府開発援助／３，５，８，３０，（３１），３７，（３８），
（５２），（５３），９１，９３，（９５），１０４，（１０５），１２０，
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２），１４６，１４７，１４８，（１４８），１４９，
（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９，１８３，（１８４），２０２，２０３
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経済協力開発機構／（３８），（１０７），１１８，１２２，
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６，（１６７），
（１８１），１８９，（２０７）
OEF-MIO→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Maritime Interdiction Operation
「不朽の自由作戦」に基づく海上阻止活動／４６，
１２０
OHCHR→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国連人権高等弁務官事務所／１４３

OSCE→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欧州安全保障協力機構／８１，（８２），８８

P

PAC―３→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y―３
パトリオット・ミサイル／（１１６），１１７

PIF→Pacific Islands Forum
太平洋諸国フォーラム／４９，５０，（５７）

PSI→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
拡散に対する安全保障構想／（１３６），１３８

S

SACO→Special Action Committee on Okinawa
沖縄に関する特別行動委員会／１１７

SICA→Sistema de la Integración Centroamericana
（Central American Integration System）

中米統合機構／６９，７０

T

TICAD→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アフリカ開発会議／７，１０４，（１０５），１５０

U

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国連教育科学文化機関／８１，１６４，１７５，１７６，
１８０，（１８１）
UNODC→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国連薬物犯罪事務所／１２２，（１８１）

W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貿易機関／７，２９，３０，４０，５５，６１，８７，
１４４，１４５，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１５７），１５８，
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２），１６４，１８５，１８９，１９０，（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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