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BN978-4-8446-0897-4

Ｃ3340　￥3000E

定価 (本体 3000 円＋税 )

自然科学

管理栄養士 / 食品衛生学

理工図書

熊田 薫・後藤 政幸 編著

栄養管理と生命科学シリーズ

理工
図書

食
品
衛
生
学
熊
田 

薫
・
後
藤 

政
幸 

編
著

　 食品衛生学新版新
版

栄 

養 

管 

理 

と

生
命
科
学
シ
リ
ー
ズ



理工図書

熊田 薫・後藤 政幸 編著

栄養管理と生命科学シリーズ

理工
図書

食
品
衛
生
学
熊
田 

薫
・
後
藤 

政
幸 

編
著

　 食品衛生学新版新
版

栄 

養 

管 

理 

と

生
命
科
学
シ
リ
ー
ズ

DIC 361



理工図書

熊田 薫・後藤 政幸 編著

栄養管理と生命科学シリーズ

　 食品衛生学新版

i かくし



編編集集者者

熊田 薫 茨城キリスト教大学 生活科学部 教授

後藤 政幸 和洋女子大学 名誉教授

執執筆筆者者

石綿 肇 国立医薬品食品衛生研究所（8章）

今村 知明 奈良県立医科大学 公衆衛生学講座 教授（2章)

神奈川芳行 奈良県立医科大学 公衆衛生学講座 非常勤講師（2章）

川井 英雄 前女子栄養大学 栄養学部 教授（6章）

熊田 薫 茨城キリスト教大学 生活科学部 教授（1章、4章)

後藤 政幸 和洋女子大学 名誉教授（9章）

桜井 直美 茨城県立医療大学 保健医療学部 教授（5章)

髙木 勝広 松本大学大学院健康科学研究科 教授（3章、7章）

常吉 俊宏 静岡理工科大学 理工学部 教授（11章)

平山 誠 国際 HACCP同盟 リードインストラクター（10章）

村上りつ子 前茨城キリスト教大学 教授（4章)

栄栄養養管管理理とと生生命命科科学学シシリリーーズズ 新新版版 食食品品衛衛生生学学 栄栄養養管管理理とと生生命命科科学学シシリリーーズズ 新新版版 食食品品衛衛生生学学

ii

ii

20-03-108　01前付け.indd   220-03-108　01前付け.indd   2 2020/03/17   19:09:222020/03/17   19:09:22



編編集集者者

熊田 薫 茨城キリスト教大学 生活科学部 教授

後藤 政幸 和洋女子大学 名誉教授

執執筆筆者者

石綿 肇 国立医薬品食品衛生研究所（8章）

今村 知明 奈良県立医科大学 公衆衛生学講座 教授（2章)

神奈川芳行 奈良県立医科大学 公衆衛生学講座 非常勤講師（2章）

川井 英雄 前女子栄養大学 栄養学部 教授（6章）

熊田 薫 茨城キリスト教大学 生活科学部 教授（1章、4章)

後藤 政幸 和洋女子大学 名誉教授（9章）

桜井 直美 茨城県立医療大学 保健医療学部 教授（5章)

髙木 勝広 松本大学大学院健康科学研究科 教授（3章、7章）

常吉 俊宏 静岡理工科大学 理工学部 教授（11章)

平山 誠 国際 HACCP同盟 リードインストラクター（10章）

村上りつ子 前茨城キリスト教大学 教授（4章)

栄栄養養管管理理とと生生命命科科学学シシリリーーズズ 新新版版 食食品品衛衛生生学学 栄栄養養管管理理とと生生命命科科学学シシリリーーズズ 新新版版 食食品品衛衛生生学学

iii

iii

20-03-108　01前付け.indd   320-03-108　01前付け.indd   3 2020/03/17   19:09:222020/03/17   19:09:22



目目 次次

第第１１章章 食食品品衛衛生生のの概概念念／1

第第２２章章 食食品品衛衛生生とと食食品品衛衛生生関関連連法法規規・・食食品品衛衛生生行行政政／7
8

問問 題題

第第３３章章 微微生生物物学学のの基基礎礎／25

問問 題題

第第４４章章 食食中中毒毒／41

iv

iv

20-03-108　01前付け.indd   420-03-108　01前付け.indd   4 2020/03/17   19:09:222020/03/17   19:09:22



目目 次次

第第１１章章 食食品品衛衛生生のの概概念念／1

第第２２章章 食食品品衛衛生生とと食食品品衛衛生生関関連連法法規規・・食食品品衛衛生生行行政政／7
8

問問 題題

第第３３章章 微微生生物物学学のの基基礎礎／25

問問 題題

第第４４章章 食食中中毒毒／41

v

v

20-03-108　01前付け.indd   520-03-108　01前付け.indd   5 2020/03/17   19:09:222020/03/17   19:09:22



問問 題題

第第５５章章 食食品品媒媒介介感感染染症症／99

問問 題題

第第６６章章 有有害害物物質質にによよるる食食品品汚汚染染／123

vi

vi

20-03-108　01前付け.indd   620-03-108　01前付け.indd   6 2020/03/17   19:09:222020/03/17   19:09:22



問問 題題

第第５５章章 食食品品媒媒介介感感染染症症／99

問問 題題

第第６６章章 有有害害物物質質にによよるる食食品品汚汚染染／123

vii

vii

20-03-108　01前付け.indd   720-03-108　01前付け.indd   7 2020/03/17   19:09:222020/03/17   19:09:22



問問 題題

第第７７章章 食食品品のの変変質質とと防防止止／151

問問 題題

第第８８章章 食食品品添添加加物物／167

問問 題題

第第９９章章 食食品品のの器器具具とと容容器器・・包包装装／195

問問 題題

第第1100章章 食食品品衛衛生生管管理理／209

viii

viii

20-03-108　01前付け.indd   820-03-108　01前付け.indd   8 2020/03/17   19:09:232020/03/17   19:09:23



問問 題題

第第７７章章 食食品品のの変変質質とと防防止止／151

問問 題題

第第８８章章 食食品品添添加加物物／167

問問 題題

第第９９章章 食食品品のの器器具具とと容容器器・・包包装装／195

問問 題題

第第1100章章 食食品品衛衛生生管管理理／209

ix

ix

20-03-108　01前付け.indd   920-03-108　01前付け.indd   9 2020/03/17   19:09:232020/03/17   19:09:23



問問 題題

第第1111章章 遺遺伝伝子子組組換換ええ食食品品（（GGMMOO））／223

問問 題題

付付 録録

問問題題解解答答

索索 引引

x

x

20-03-108　01前付け.indd   1020-03-108　01前付け.indd   10 2020/03/17   19:09:232020/03/17   19:09:23



問問 題題

第第1111章章 遺遺伝伝子子組組換換ええ食食品品（（GGMMOO））／223

問問 題題

付付 録録

問問題題解解答答

索索 引引

xi

xi

20-03-108　01前付け.indd   1120-03-108　01前付け.indd   11 2020/03/17   19:09:232020/03/17   19:09:23



xii 白
20-03-108　01前付け.indd   1220-03-108　01前付け.indd   12 2020/03/17   19:09:232020/03/17   19:09:23



11第 章

1 かくし
20-03-108　02本文.indd   120-03-108　02本文.indd   1 2020/03/25   08:57:002020/03/25   08:57:00



第１章　食品衛生の概念　� � 　2　食の安全と安心

2

20-03-108　02本文.indd   220-03-108　02本文.indd   2 2020/03/25   08:57:002020/03/25   08:57:00



第１章　食品衛生の概念　� � 　2　食の安全と安心

3

20-03-108　02本文.indd   320-03-108　02本文.indd   3 2020/03/25   08:57:002020/03/25   08:57:00



第１章　食品衛生の概念　� � 　3　食品衛生の定義

4

20-03-108　02本文.indd   420-03-108　02本文.indd   4 2020/03/25   08:57:002020/03/25   08:57:00



第１章　食品衛生の概念　� � 　3　食品衛生の定義

5

20-03-108　02本文.indd   520-03-108　02本文.indd   5 2020/03/25   08:57:002020/03/25   08:57:00



第１章　食品衛生の概念　�

6

20-03-108　02本文.indd   620-03-108　02本文.indd   6 2020/03/25   08:57:012020/03/25   08:57:01



33第 章

25 かくし
20-03-108　02本文.indd   2520-03-108　02本文.indd   25 2020/03/25   08:57:032020/03/25   08:57:03



�������������

�������������
微胞子虫類
������������

����類

�子���虫類
�����������

����類

������類
������������

�������������

�������������

���������

�����

� 　2　細菌

26

第３章　微生物学の基礎　�

20-03-108　02本文.indd   2620-03-108　02本文.indd   26 2020/03/25   08:57:032020/03/25   08:57:03



�������������

�������������
微胞子虫類
������������

����類

�子���虫類
�����������

����類

������類
������������

�������������

�������������

���������

�����

� 　2　細菌

27

第３章　微生物学の基礎　�

20-03-108　02本文.indd   2720-03-108　02本文.indd   27 2020/03/25   08:57:032020/03/25   08:57:03



� 　2　細菌

28

第３章　微生物学の基礎　�

20-03-108　02本文.indd   2820-03-108　02本文.indd   28 2020/03/25   08:57:042020/03/25   08:57:04



� 　2　細菌

29

第３章　微生物学の基礎　�

20-03-108　02本文.indd   2920-03-108　02本文.indd   29 2020/03/25   08:57:052020/03/25   08:57:05



20-03-108　05付録-規格基準.mcd  Page 1 20/03/18 09:26  v5.50

付録

243



20-03-108　05付録-規格基準.mcd  Page 2 20/03/18 09:26  v5.50

付録

244



20-03-108　05付録-規格基準.mcd  Page 3 20/03/18 09:26  v5.50

付録

245



20-03-108　05付録-規格基準.mcd  Page 4 20/03/18 09:26  v5.50

付録

246



20-03-108　05付録-規格基準.mcd  Page 5 20/03/18 09:26  v5.50

付録

247



20-03-108　05付録-規格基準.mcd  Page 6 20/03/18 09:26  v5.50

付録

248



20-03-108　05付録-規格基準.mcd  Page 7 20/03/18 09:26  v5.50

付録

249



20-03-108　05付録-規格基準.mcd  Page 8 20/03/18 09:26  v5.50

付録

250



20-03-108　06問題解答.mcd  Page 2 20/03/12 16:25  v5.50

【問題解答】

第２章

①② 食品衛生法 食品安全基本法 ③ 食品安全基本法 ④ 消費者 ⑤ 飲食 ⑥ 食品安

全委員会 ⑦ リスク分析 ⑧⑨⑩ リスク評価 リスク管理 リス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⑪ 公開 ⑫ パブリックコメント ⑬ 食品衛生監視員 ⑭ 食品衛生管理者 ⑮ コー

デックス

第３章

①②③ 球菌 桿菌 らせん菌 ④ グラム陽性菌 ⑤ グラム陰性菌 ⑥ DNA ⑦ 性線毛

⑧ 栄養 ⑨ 好気性菌 ⑩ 嫌気性菌 ⑪ 通性嫌気性菌 ⑫ 微好気性菌 ⑬ ２分裂 ⑭

世代時間 ⑮ 真核生物 ⑯⑰ 酵母 菌糸 ⑱ 菌糸 ⑲ 核酸 ⑳ 細胞内 ㉑ たんぱく

質 ㉒ プリオン

第４章

①② 化学性 自然毒 ③ ウイルス性食中毒 ④ ２万 ⑤ ノロウイルス ⑥ アニサキス

⑦ 夏季 ⑧ ノロウイルス ⑨ RNA ⑩ １ ⑪ 腸管内 ⑫ 食物連鎖 ⑬ 二枚貝 ⑭

ギボウシ ⑮ B1 ⑯ 10 ⑰ ３ ⑱ 30 ⑲～㉕ えび かに 卵 小麦 そば 落花生 乳ま

たは乳製品

第５章

① 米のとぎ汁状 ② 膿粘血便 ③ イチゴゼリー状 ④ 脂肪過多 ⑤⑥⑦⑧ アデノウ

イルス コクサッキーウイルス アストロウイルス サポウイルス ⑨ 乳幼児から小児 ⑩

クリプトスポリジウム ⑪ トキソプラズマ ⑫ 妊婦 ⑬ 横川 ⑭ 日本海裂頭 ⑮ ト

キソカラ ⑯⑰ 単包条虫 多包条虫 ⑱ エキノコックス ⑲⑳ 生水 野菜 ㉑ 有鉤 ㉒

無鉤

第６章

①②③ アスペルギルス ペニシリウム フザリウム ④ 耐熱性 ⑤ 17 ⑥ B1 ⑦ パツ

リン ⑧ 50 ⑨ 有機塩素系農薬 ⑩ DDT ⑪ 分解 ⑫ ポストハーベスト農薬 ⑬ 生

殖機能 ⑭ 環境ホルモン ⑮⑯ 肝臓 脂肪組織 ⑰ 魚介類 ⑱ 安定 ⑲ 食物連鎖 ⑳

脂肪 ㉑ 生物濃縮

第７章

① 30～40 ② 107～108 ③④ イノシン ヒポキサンチン ⑤ 脱炭酸 ⑥ ホルムアルデ

ヒド ⑦ くん煙 ⑧ LTLT ⑨ D 値 ⑩ 0.65 ⑪ 260 ⑫ じゃがいも ⑬ －15 ⑭

最大氷結晶生成帯 ⑮ 不飽和 ⑯ アルデヒド ⑰ 水酸化カリウム ⑱ ヨウ化カリウム

第８章

① 最大無毒性量、NOAEL ② 100 ③ mg/kg/日 ④ 甘味料 ⑤ 物質名 ⑥ フェニル

アラニン化合物 ⑦ ヒトの健康 ⑧消費者 ⑨ ８ ⑩ 14 ⑪ 甘味料 ⑫ 酸化防止剤

【問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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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 着色料 ⑭ 発色剤 ⑮ 防カビ剤あるいは防ばい剤 ⑯ ２mg/kg ⑰100mg

第９章

① 公衆衛生 ② 危害の発生 ③ 国民の健康 ④ 全ての飲食物 ⑤ 医薬品および医薬

部外品 ⑥ ４％酢酸溶液 ⑦⑧ 鉛 カドミウム ⑨⑩⑪ フェノール樹脂 メラミン樹脂

ユリア樹脂 ⑫ ホルムアルデヒド ⑬ ビスフェノール A ⑭ 600℃ ⑮ ダイオキシン

⑯ ジブチルスズ ⑰ 内分泌かく乱 ⑱ 大きく ⑲ 80～90℃ ⑳ ガスバリアー ㉑ 高

い ㉒ 熱収縮 ㉓ 釉 ㉔ 鉄 ㉕ 酸やアルカリ ㉖ 酸性食品：梅干しやレモン ㉗ 耐

油性 ㉘ ガスバリア性・光防止性 ㉙ 耐衝撃性 ㉚ 硝酸イオン ㉛ 150ppm

第10章

① Hazard Analysis & Critical Control Point ② 宇宙食 ③ ISO 22000や FSSC 22000 ④

危害要因 ⑤ 重要管理点 ⑥⑦⑧ 汚染区域 準清潔区域 清潔区域 ⑨⑩⑪ 微生物をつ

けない 微生物を増やさない 微生物を殺滅する

第11章

① 不分別 ② 義務 ③ 任意 ④ 不要 ⑤ 分別 ⑥ ５ ⑦ 主な原料 ⑧ ５ ⑨ 表

示は不要 ⑩ ５ ⑪ ３ ⑫ 表示は不要 ⑬ DNA ⑭ たんぱく質 ⑮ ない ⑯ JAS

法 ⑰ 食品衛生法

【問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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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

あ
亜鉛㌀㌀㌀㌀㌀㌀㌀㌀㌀㌀㌀㌀㌀㌀㌀㌀㌀㌀㌀㌀㌀㌀㌀㌀㌀㌀㌀㌀㌀㌀㌀㌀㌀㌀㌀㌀92
亜鉛化合物㌀㌀㌀㌀㌀㌀㌀㌀㌀㌀㌀㌀㌀㌀㌀㌀㌀㌀㌀㌀㌀㌀㌀㌀㌀204
アオブダイ㌀㌀㌀㌀㌀㌀㌀㌀㌀㌀㌀㌀㌀㌀㌀㌀㌀㌀㌀㌀㌀㌀㌀㌀㌀㌀㌀78
アクリルアミド㌀㌀㌀㌀㌀㌀㌀㌀㌀㌀㌀㌀㌀㌀㌀㌀㌀㌀㌀140
アクリルガラス㌀㌀㌀㌀㌀㌀㌀㌀㌀㌀㌀㌀㌀㌀㌀㌀㌀㌀㌀202
アコニチン㌀㌀㌀㌀㌀㌀㌀㌀㌀㌀㌀㌀㌀㌀㌀㌀㌀㌀㌀㌀㌀㌀㌀㌀㌀㌀㌀85
亜硝酸ナトリウム㌀㌀㌀㌀㌀㌀㌀㌀㌀㌀㌀㌀92,186
アストロウイルス㌀㌀㌀㌀㌀㌀74,105,107
アスパルテーム㌀㌀㌀㌀㌀㌀㌀㌀㌀㌀㌀㌀㌀㌀㌀㌀㌀㌀㌀180
アスペルギルス㌀㌀㌀㌀㌀㌀㌀㌀㌀㌀㌀㌀㌀㌀㌀㌀㌀㌀㌀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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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チフス菌㌀㌀㌀㌀㌀㌀㌀㌀㌀㌀㌀㌀㌀㌀㌀㌀㌀㌀㌀㌀㌀㌀㌀㌀53
核㌀㌀㌀㌀㌀㌀㌀㌀㌀㌀㌀㌀㌀㌀㌀㌀㌀㌀㌀㌀㌀㌀㌀㌀㌀㌀㌀㌀㌀㌀㌀㌀㌀㌀㌀㌀㌀㌀㌀30
顎口虫症㌀㌀㌀㌀㌀㌀㌀㌀㌀㌀㌀㌀㌀㌀㌀㌀㌀㌀㌀㌀㌀㌀㌀㌀㌀㌀㌀㌀119
核様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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