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认为，口腔健康的意义不止于牙齿健康这范畴，它是达致整

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促进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为此，有需要在社区层面

定期监测市民的口腔健康。卫生署其中一项任务是收集和分析本港市民的健康资

料，以评估市民的健康状况及社会整体的医疗需要。故此，卫生署必须定期收集这

类资料，以筹划和评估口腔健康项目，及规划口腔健康护理的未来发展。

继 2001 年全港首次口腔健康调查后，卫生署于 2011 年进行第二次的全港口腔健康

调查。2011 年口腔健康调查的目标是搜集以下项目的相关资料：i)香港市民的口腔

健康状况；ii) 他们的口腔健康相关行为；及 iii)推动或妨碍他们进行有助达致良好口

腔健康相关行为的因素。一如 2001 年口腔健康调查，本调查采用的调查方法是以

世卫建议的基本原则为依归，选定以下指标年龄和年龄组别： (a) 五岁儿童组别；

(b) 十二岁学生组别； (c) 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成年人组别； (d) 六十五岁至七十四

岁非居于院舍长者组别；及(e)六十五岁及以上使用社会福利署长期护理服务的长者

组别。本报告聚焦于两种最常见、影响众多人口并且可预防的口腔疾病：蛀牙和牙

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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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蛀牙经验 —「龋失补恒齿」/「龋失补乳齿」指数 
( DMFT/dmft index) 

个别年龄群组的蛀牙经验是以「龋失补齿」数值(DMFT/dmft index)来衡量。成年人

的恒齿蛀蚀情况及儿童的乳齿蛀蚀情况分别以「龋失补恒齿」数值(DMFT value)和

「龋失补乳齿」数值(dmft value)衡量。当中蛀蚀而未经治疗的牙齿称为「龋齿」

(DT/dt)，因蛀蚀而被拔除的牙齿称为「失齿」(MT/mt)，而曾经蛀蚀但已经修补的牙

齿称为「补齿」(FT/ft)。「龋齿」、「失齿」和「补齿」的总和称为「龋失补齿」数

值(DMFT/dmft value)，用以反映过去和现在受蛀蚀影响的牙齿总数。个别群组的蛀

牙经验程度一般以龋齿、失齿、补齿和龋失补齿各项平均数值及群组中受上述各类

状况所影响的受检者在整体群组的比率来衡量。 

   

 

量度牙周病 ─ 采用指数牙、半口牙齿和全口牙齿的检查方法

口腔健康调查一般是以牙龈出血状况(牙龈发炎)、牙周袋深度(牙周组织受破坏而形

成的牙周袋深度)和「失去牙龈附着」的程度(牙周组织受破坏的总长度)等指标量度

牙周病。在临牀评估个人牙周状况时，0 至 3 毫米深的牙周袋可属正常范围，牙科

医生会于结合其他因素后才对个人的牙周健康状况作评估。在本调查中，4 毫米或

以上深度的牙周袋才被定义为牙周袋，准则与香港过往口腔健康调查中的定义相

同。另外，「失去牙龈附着」(LOA)是指由牙冠边缘至牙周袋底部之间的的量度距

离。在牙周健康状况良好而牙龈未萎缩时，这位置是被牙龈覆盖的。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进行牙周健康评估时，可以把口腔内所有牙齿分为六个区段，并

检查每个区段内指数牙的牙周状况。如果某个区段内的牙齿少于两颗，该区段的牙

周状况则不会被评估。如果受检者六个区段的牙周状况都未能被评估，该受检者的

牙周状况将不会被纳入群组整体的牙周健康状况评估内。

如果沿用世卫建议的评估方法，即是只检查六个区段内的指数牙，结果或会对牙周

病的严重程度造成低估。正如蛀牙的情况，牙周病同样可能只影响口腔内部分牙

齿。因此，要准确量度牙周病，最理想的方法是检查所有牙齿。目前的国际趋势是

检查口腔内的所有牙齿(称为全口牙齿检查)，或最少检查口腔其中一边的所有牙齿

(称为半口牙齿检查)以评估牙周健康状况。不过，采用全口牙齿或半口牙齿的检查

方法相对耗时，也可能于检查时给受检者带来较多不适。在本调查的十二岁年龄组

别和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两个组别中，选择检查牙齿的数量时，考虑到要在有限时

间内检查大量受检者，同时要对受检者日常生活的影响减至最少，加上长期护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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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使用者较难忍受长时间的口腔检查，因此这两个组别是采用世卫建议的指数牙检
查方法。至于成年人和非居于院舍长者组别，调查则采用半口牙齿检查方法，以贴
近国际趋势，及把检查时间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社区牙周指数」(CPI)是把牙龈出血、牙石和牙周袋深度等状况合成的一个指数，

作为评估牙周健康状况之用。「社区牙周指数」用以反映每个区段牙齿的牙周健康

状况。如果受检者的失齿情况并不严重，理论上是可以得出六个「社区牙周指数」

数值。在表述「社区牙周指数」时，惯常做法是以个人的六个「社区牙周指数」数

值中最高的数值为结果(即检查所得的个人最差牙周健康状况)。群组的牙周健康状

况会以各项社区牙周指数数值的人数比率来衡量。由于只有个人的社区牙周指数最

高数值会被纳入整体评估中，这可能会高估了整个群组的牙周病严重程度。因此本

调查亦使用社区牙周指数不同数值区段的平均数，以估量整个口腔内受不同程度牙

周病影响的牙齿平均数目，从而更准确地反映整个群组的牙周健康状况。 

 

在成年人和非居于院舍长者组别中，由于以往是检查区段内的指数牙，而本调查则

采用半口牙齿检查方法，受牙周病状况所影响的人数比率可能因而有所增加。如果

检查的牙齿数量愈多，发现牙周病状况的机率就愈大。这意味单是检查方法的改

变，亦足以影响对牙周病状况的评估。读者如以本调查的牙周健康状况资料跟香港

过往的相关资料作比较，宜加以留意上述事项。

此简报只包括 2011 年口腔健康调查结果的重点。如欲进一步了解本调查的全部结

果，并认识蛀牙和牙周病与及它们于本调查的检测方法，请参阅 2011 年口腔健康

调查详细报告，或浏览卫生署网页 http://www.toothclu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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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五岁儿童

牙齿状况 - 蛀牙经验 

衡量五岁儿童蛀牙经验的｢龋失补乳齿｣ (dmft) 平均数值为2.5。约半数 (50.7%) 的儿童

有蛀牙经验，而他们受影响的牙齿中有92.0%是未经治疗的蛀牙 (龋齿, dt) 。这个年

龄组别的蛀牙分布并不平均 (图1.1)�，其中约四分之一 (26.2%) 儿童有四颗或以上曾

经蛀蚀的牙齿，他们的蛀牙数目占去这年龄组别蛀牙总数的81.2%。 

图1.1 

按｢龋失补乳齿｣数值划分五岁儿童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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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和表1.2显示在2001年及2011年调查中五岁儿童的蛀牙经验及受影响儿童的比

率。 

表1.1 

以｢龋失补乳齿｣指数衡量五岁儿童的蛀牙经验（2001年及2011年） 

蛀牙经验 
2001 年 

(N = 67 300) 

2011 年 

(N = 52 300) 

龋失补乳齿平均数值 

(mean dmft) 
2.3 2.5 

龋齿平均数值 

(mean dt)  
2.1 2.3 

失齿平均数值 

(mean mt) 
< 0.05 < 0.05 

补齿平均数值 

(mean ft) 
0.2 0.2 

基数：所有五岁儿童 

表1.2 

有蛀牙经验的五岁儿童百分率（2001年及2011年） 

蛀牙经验 
2001 年 

(N = 67 300) 

2011 年 

(N = 52 300) 

龋失补乳齿 

(dmft) 
51.0% 50.7% 

龋齿 

(dt) 
49.4% 49.4% 

失齿 

(mt) 
1.3% 0.7% 

补齿 

(ft) 
7.4% 7.3% 

基数：所有五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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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5.9%的五岁儿童患有牙疮，而多数牙疮可能是由严重蛀牙所致。2001年调

查的相关数字为5.7%。 

牙齿状况 -牙齿清洁程度 

牙齿清洁程度是以牙齿表面有可见牙菌膜覆盖的百分率来衡量。五岁儿童牙齿表面

有可见牙菌膜覆盖的平均百分率为22.1%，而在2001年的调查中，相关数字为23.5%。 

五岁儿童的口腔健康相关行为 

•

•

•

•

•

约四分之三 (74.5%) 的五岁儿童每天刷牙两次或以上，只有4.7%儿童刷牙少于

每天一次。

约四分之一 (27.9%) 的家长经常协助子女刷牙，约三分之二 (62.3%) 家长间中

协助子女。

有94.3%家长指其子女刷牙时经常使用牙膏，当中只有约半数 (55.4%) 家长知道

子女使用的牙膏含氟化物。

约四分之三 (74.7%) 家长知道氟化物能预防蛀牙。不过，有半数 (49.9%) 家长

误以为氟化物可预防牙周病，而五分之一 (20.4%) 家长误信氟化物能美白牙齿。 

只有8.3%家长表示其五岁子女每天吃三次或以上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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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对牙患的认识 

•

•

•

•

大多数 (95.4%) 家长知道吃喝过多含糖分的食物或饮料是增加蛀牙风险的因

素。近半数 (47.7%) 家长知道饮食次数太频密是风险因素。

约半数 (45.8%) 家长以为饭后没有漱口是增加蛀牙风险的相关因素，超过四分

之一 (28.9%) 家长则以为缺乏钙质是相关因素。事实上，这两项均并非增加蛀

牙风险的重要因素。

有82.5%家长知道没有彻底清洁牙龈边缘是增加患上牙周病风险的因素，近半

(45.9%) 家长则明白到没有使用牙线也是风险因素。

有39.5%家长知道吸烟是增加患上牙周病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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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对其五岁子女口腔健康状况的理解 

有49.5%家长认为其子女的口腔健康状况好或非常好，11.3%家长认为其子女的口腔健

康状况差或非常差。本调查以每位五岁儿童的｢龋失补乳齿｣数值来对比其家长对子

女口腔健康状况的理解，结果发现家长认为子女的口腔健康状况非常差时，其子女

的实际口腔健康状况的确如此，他们都有三颗以上曾经蛀蚀的牙齿。然而，家长认

为子女的口腔健康状况好或非常好时，他们的理解并不一定准确，19.4%被家长评为

口腔健康状况非常好的儿童和23.5%被评为好的儿童，其实际的｢龋失补乳齿｣数值为

2或以上 (图1.2) 。 

图1.2 

家长对五岁子女口腔健康状况的理解及子女的蛀牙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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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儿童使用口腔健康护理服务的模式 

•

•

四分之一 (25.1%) 的家长曾带其五岁子女往见牙科医生。

曾往见牙科医生的五岁儿童当中，39.9%的家长指出其子女最近一次就诊的主要

原因是检查。

表1.3 

按所述最近一次往见牙科医生的主要原因划分五岁儿童的分布情况 

最近一次往见牙科

医生的主要原因 
百分率 

最近一次往见牙科医

生的主要原因细分 
百分率 

检查 39.9% 检查 39.9% 

牙齿问题 48.5% 

怀疑蛀牙 31.6% 

牙痛 12.2% 

创伤 4.7% 

其他原因 11.6% 其他原因 11.6% 

基数：所有曾往见牙科医生而家长有回答此问题的五岁儿童 

2011年：(N = 13 000)  

• 只有44.9%家长选择以修补蛀牙的方法处理子女的乳齿蛀牙。另外，16.8%家长选

择拔掉蛀牙，30.5%表示不知道该怎么做或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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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子女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的家长中，逾半 (58.4%) 表示曾带子女往见

牙科医生。其子女没有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的家长中，只有五分之一

(21.3%) 曾带子女往见牙科医生。把本调查与2001年的调查结果比较，发现受牙

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与未受保障的两组儿童往见牙科医生的比率转变不大

(图1.3)。

图1.3 

按是否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和往见牙科医生划分五岁儿童的分布情况 

（2001年及2011年） 

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2011年)

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2001年)

没有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2011年)

没有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2001年)

五岁儿童的百分率

从没有往见牙科医生曾往见牙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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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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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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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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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 (没有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没有受保障而家长有回答此问题的五岁儿童 

2001年：(N = 60 200) 

2011年：(N = 47 000) 

基数 (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受保障而家长有回答此问题的五岁儿童 

2001年：(N = 7 100) 

2011年：(N = 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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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前瞻 

与十年前比较，现今五岁儿童的家居口腔护理有所改善。这个年龄组别的儿童，其

刷牙次数有所增加，刷牙时也较常得到家长协助。此外，家长对可能增加患蛀牙和

牙周病风险的因素也普遍提高了认识。 

然而，五岁儿童在蛀牙方面却没有改善。虽然儿童患蛀牙的比率与十年前相若，但

是他们的平均蛀牙数目却有所增加。 

儿童的蛀牙经验没有减少，原因可能是他们大多数从没往见牙科医生作口腔检查，

因此并未接受适切于个人的口腔健康教育，也未及早接受预防牙患的建议和治疗。

有四分之三的五岁儿童从没往见牙科医生，而在曾往见牙科医生的儿童当中，约有

半数是因牙齿问题才就诊。接受牙科检查的比率偏低，加上部分家长因误以为子女

的口腔健康状况良好而低估了子女的蛀牙情况，均导致儿童的蛀牙未获察觉及治

疗。部分未经治疗的蛀牙可能会逐渐恶化，并引致痛楚或牙疮。在这情况下，患者

或需接受耗时并昂贵的治疗才能恢复口腔健康。 

放眼未来，牙科业界有需要加强对幼童家长的口腔健康教育，鼓励他们在子女的第

一颗乳齿长出后的六个月内开始定期带子女接受口腔检查。此外，亦应进一步推动

家长在子女刷牙时提供协助。本调查发现，只有约半数家长知道子女使用的牙膏含

氟化物，而很多家长并不知道氟化物可以预防蛀牙。因此，日后向幼童家长推广口

腔健康教育时，宜加强宣传使用含氟化物牙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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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十二岁学生 

牙齿状况 - 蛀牙经验 

十二岁学生的｢龋失补恒齿｣ (DMFT) 平均数值为0.4，表示他们的蛀牙程度轻微。只

有22.6%十二岁学生的恒齿曾经蛀蚀，受蛀牙影响的学生大多数只有1颗曾经蛀蚀的

牙齿 (图2.1) 。 

在这些学生中，大多数曾经蛀蚀的牙齿已修补 (补齿，FT) ，只有5.4%的学生有未经

治疗的蛀牙 (龋齿，DT) 。 

图2.1 

按｢龋失补恒齿｣数值划分十二岁学生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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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1.1%

2.5%

5.2%

13.5%

77.4%

0% 20% 40% 60% 80% 100%

8

7

6

5

4

3

2

1

0

｢龋失补恒齿｣

数值

十二岁学生的百分率

基数：所有十二岁学生 

2011 年：(N = 56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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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和表 2.2 比较 2001 年和 2011 年的调查中十二岁学生的蛀牙经验及受影响学生

的比率。 

表2.1 

以｢龋失补恒齿｣指数衡量十二岁学生的蛀牙经验（2001年及2011年） 

蛀牙经验 
2001 年 

(N = 67 100) 

2011 年 

(N = 56 900) 

龋失补恒齿平均数值 

(mean DMFT) 
0.8 0.4 

龋齿平均数值 

(mean DT)  
0.1 0.1 

失齿平均数值 

(mean MT) 
0.1 < 0.05 

补齿平均数值

(mean FT) 
0.6 0.3 

基数：所有十二岁学生 

表2.2 

有蛀牙经验十二岁学生的百分率（2001年及2011年） 

蛀牙经验 
2001 年 

(N = 67 100) 

2011 年 

(N = 56 900) 

龋失补恒齿 

(DMFT) 
37.8% 22.6% 

龋齿 

(DT) 
6.9% 5.4% 

失齿 

(MT) 
3.1% 0.5% 

补齿 

(FT) 
33.8% 19.3% 

基数：所有十二岁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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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牙周状况 

十二岁学生的牙周状况以「社区牙周指数」 (CPI) 来衡量，结果如表2.3和表2.4所示。 

表2.3 

以「社区牙周指数」衡量十二岁学生的牙周状况 

牙周状况 
口腔内全部牙龈

健康 

口腔内没有牙石 

但有部分牙龈 

出血 

口腔内部分位置

有牙石积聚 

群体中的百分率 13.8% 63.8% 22.4% 

基数：所有接受牙周状况检查的十二岁学生 

2011 年：(N = 55 900) 

表2.4 

十二岁学生健康牙龈、牙龈出血和牙石积聚所占的平均区段 

牙周状况 健康牙龈 
没有牙石但有 

牙龈出血 
牙石积聚 

相关情况所占的平均

区段(每人共6个区段) 
3.5 2.1 0.4 

基数：所有接受牙周状况检查的十二岁学生 

2011 年：(N = 55 900) 

与2001年的调查结果比较，本调查发现十二岁学生的牙周状况有所改善。学生口腔

内全部牙龈健康的人数百分率有所增加 (13.8%，2001年的相关数据为5.5%) ，而有

牙石积聚的人数百分率则减少 (22.4%，2001年的相关数据为5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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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状况 - 牙齿清洁程度 

十二岁学生的牙齿清洁程度是以牙齿表面有可见牙菌膜覆盖的百分率来衡量。十二

岁学生牙齿表面有可见牙菌膜覆盖的平均百分率为27.0%。在2001年，这个年龄组别

的相关数据为36.8%。数据显示，学生的牙齿清洁程度整体有所改善。 

十二岁学生的口腔护理相关行为 

•

•

•

•

大多数 (80.7%) 学生每天刷牙两次或以上，只有2.0%的学生刷牙少于每天一次。 

有96.1%学生指他们每次刷牙时均有使用牙膏。不过，只有少于一半 (43.0%) 学

生知道他们所用的牙膏含氟化物。

有60.6%学生报称他们有使用牙线，不过大部分有关学生只是间中使用牙线 (图

2.2) 。

每天吃零食三次或以上的学生只有4.7%。

图2.2 

按使用牙线的次数划分十二岁学生的分布情况 

从不

间中

每4-7天一次

每2-3天一次

每天

基数：所有十二岁学生 

2011 年：(N = 56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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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家长对牙患的认识 

•

•

•

•

大多数学生 (95.7%) 和家长 (93.2%) 知道吃喝过多含糖分的食物或饮料会增加

蛀牙的风险，这结果与2001年的调查相若。近半数学生 (44.6%) 和家长 (48.8%)

知道饮食次数太频密也是蛀牙的风险因素 (2001年的同类数据为学生32.0%，家

长24.0%) 。

约半数学生 (56.6%) 和家长 (57.7%) 都意识到早晚没有用含氟化物的牙膏刷牙

是蛀牙的风险因素。

有75.0%学生和82.5%家长能指出没有彻底清洁牙龈边缘是增加牙周病风险的因

素。另外，有36.7%学生和41.8%家长知道没有使用牙线是相关因素。

约半数 (56.0%) 学生和约三分之一 (36.3%) 家长知道吸烟是增加牙周病风险的

因素。

十二岁学生使用口腔健康护理服务的模式 

•

•

•

约四分之三的学生 (76.1%) 和家长 (71.9%) 认为定期检查牙齿有助预防蛀牙。

与此同时，有64.4%学生和73.0%家长认为定期检查牙齿有助预防牙周病。

有64.1%家长表示有意带十二岁子女定期检查牙齿。另外，有31.8%学生于升读中

学后曾往见牙科医生，他们大部分均接受洗牙服务。

其子女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的家长当中，大多数 (93.8%) 表示有意带子

女定期检查牙齿，而其子女没有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的家长当中，则只

有57.9%表示有意带子女定期检查牙齿。与2001年的调查结果比较，无论其子女

是否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更多家长有意带十二岁子女定期检查牙齿 (图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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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按带子女定期检查牙齿的意向划分十二岁学生家长的分布情况（2001年及2011年） 

0% 20% 80% 100%

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

(2011年)

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

(2001年)

没有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

(2011年)

没有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

(2001年)

有意带子女检查 无意带子女检查

93.8%

32.1%67.9%

家长的百分率

57.9%

38.9%

6.2%

42.1%

61.1%

40% 60%

基数 (没有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其子女没有受保障而有回答此问题的十二岁学生家长 

2001年：(N = 57 500) 

2011年：(N = 47 100) 

基数  (受牙科保险或福利计划保障)：其子女受保障而有回答此问题的十二岁学生家长 

2001年：(N = 9 600) 

2011年：(N = 9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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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前瞻

2001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十二岁学生的整体蛀牙经验呈下降趋势。这趋势在过去十

年持续，至今蛀牙经验已进一步下降到极低水平。此外，十二岁学生的牙周状况和

口腔护理习惯均有所改善，而口腔健康知识也有所增加。除学生外，家长的口腔健

康知识也有所增长，他们大多数相信定期检查口腔有其价值，也有更多家长表示有

意带子女定期检查。 

虽然十二岁学生的口腔健康持续得到改善，但仍有进步空间。尽管口腔内有牙石积

聚的学生比率减少了，但大多数学生仍有牙龈出血的情况。由于许多学生只间中使

用牙线，因此有需要进一步推动他们养成每天使用牙线的习惯。本调查也发现学生

和家长的口腔健康知识有所增长，但有不少学生和家长仍未意识到频密饮食是蛀牙

的风险因素，此外，只有半数学生知道吸烟与牙周病有关连。因此，牙科业界应向

学生和家长加强宣传频密饮食对牙齿的损害以及吸烟对牙周组织的影响。 

纵使蛀牙不是这个年龄组别需要特别关注的事项，学生也需保持警觉，以防日后出

现蛀牙。本调查显示只有少于一半学生知道他们所用的牙膏含氟化物，而他们对氟

化物的效用也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有需要向学生推广使用含氟化物牙膏，以及

加强宣传氟化物的效用。 

18



第三节 

 

 

 

 

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成年人

牙齿缺失程度

在2011年，成年人平均有28.6颗牙齿，数据与2001年（28.1颗牙齿）相若。目前，

牙科业界对可接受的最少牙齿数目并未有共识，为方便比较，口腔健康调查一般

以20颗牙齿为可接受的最少剩余牙齿数目。本调查显示有99.8%的成年人至少有20颗

牙齿（表3.1）。 

表 3.1 

最少有 20 颗剩余牙齿的成年人百分率（2001 年及 2011 年）

剩余牙齿数目
2001 年 

(N = 1 354 700) 

2011 年 

(N = 1 062 900) 

≥ 20 颗剩余牙齿 99.2% 99.8% 

基数：所有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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蛀牙经验 

2011 年成年人的「龋失补恒齿」平均数值（mean DMFT value）为 6.9，其中平均有

0.7 颗属未经治疗的蛀牙和 2.8 颗补齿。与 2001 年的调查比较，2011 年成年人的平均

失齿数量较少（2011 年的平均失齿数值为 3.4，2001 年则为 3.9）（表 3.2）。

表 3.2 

以｢龋失补恒齿｣指数衡量成年人的蛀牙经验（2001 年及 2011 年）

蛀牙经验
2001 年 

(N = 1 354 700) 

2011 年 

(N = 1 062 900) 

龋失补恒齿平均数值 

(mean DMFT) 
7.4 6.9 

龋齿平均数值 

(mean DT) 
0.7 0.7 

失齿平均数值

(mean MT) 
3.9 3.4 

补齿平均数值 

(mean FT) 
2.8 2.8 

基数：所有成年人

与十年前调查结果相若，几乎全部成年人有蛀牙经验（2011 年为 96.1%，2001 年为 97.5%）

（表 3.3）。 

表 3.3 

成年人有蛀牙经验的百分率（2001 年及 2011 年）

蛀牙经验
2001 年 

(N = 1 354 700) 

2011 年 

(N = 1 062 900) 

龋失补恒齿 

(DMFT) 
97.5% 96.1% 

龋齿 

(DT) 
32.0% 31.2% 

失齿 

(MT) 
91.4% 89.7% 

补齿 

(FT) 
66.6% 67.4% 

基数：所有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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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状况 

98.6%成年人在检查时有牙龈出血的情况。牙龈出血是成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有

80.1%成年人有半数或以上牙齿出现牙龈出血的情况（图3.1）。有4毫米或以上深度

牙周袋的成年人比率（39.6%）较2001年（46.0%）为低（表3.4）。 

图 3.1 

按有否半数或以上牙齿出现牙龈出血情况划分成年人的百分率 

80.1%19.9%
有

没有

基数：所有成年人

2011 年：(N = 1 062 900) 

 

表 3.4 

按个人最深牙周袋的深度划分成年人的百分率（2001 年及 2011 年） 

 
 

 

 

 

 

 

最深牙周袋的深度
2001 年

(N = 1 354 700) 

2011 年
#
 

(N = 1 062 900) 

0-3 毫米 54.0% 60.4% 

4-5 毫米 38.9% 29.8% 

≥ 6 毫米 7.1% 9.8% 

总计 100.0% 100.0% 

基数：所有成年人
#
 2001 年采用指数牙检查方法，2011 年则扩展至检查口腔内半数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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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最深牙周袋的深度为 4 毫米或以上的成年人中，具有牙周袋深度达 0-3 毫米的牙

齿占他们牙齿总数的 75%以上，另外，具有牙周袋的深度为 6 毫米或以上的牙齿则

只占 4.1%（图 3.2）。 

图 3.2 

按牙周袋深度划分具 4 毫米或以上牙周袋的成年人牙齿的人均百分率分布

75.8%

20.2%
4.1%

 

基数：具 4 毫米或以上深度牙周袋的成年人 

2011 年：(N = 421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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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健康相关行为

只有15.4% 成年人称每天清洁牙齿邻面，可见只有少数成年人有此习惯。 

成年人每天使用牙线的人数比率由 2001 年的 10.7% 稍为上升至 2011 年的 12.3%。

不过 2011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3.8%（40 700）的成年人每天使用牙缝刷。 

成年人亦会使用其他方法保持口腔卫生，两种常见的方法是使用牙签（73.6%）

和漱口水（46.0%）。在使用漱口水的成年人当中，有 51.0% 称是为了减少牙龈

发炎。 

约9%成年人每天在正餐以外进食或吃零食三次或以上。 

约13%成年人称有每天或每周吸烟的习惯。而吸烟是引致牙周病、口腔癌和其他

疾病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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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清洁程度 

成年人的牙齿清洁程度并不理想。96.7%成年人有半数或以上的牙齿有可见的牙菌膜

覆盖，另外，68.0%成年人有牙石积聚在半数或以上的牙齿（图 3.3 和 3.4）。 

 

 

图 3.3 

按有否半数或以上的牙齿有可见牙菌膜覆盖划分成年人的百分率 

96.7%

3.3%

有

没有

基数：所有成年人

2011 年：(N = 1 062 900) 

图 3.4 

按有否半数或以上的牙齿有牙石积聚划分成年人的百分率 

68.0%

32.0%

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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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所有成年人

2011 年：(N = 1 062 900) 



定期检查口腔的习惯 

 

 

 

在2011年，有定期检查口腔习惯的成年人约有56%（图3.5），较2001年的相关比率
（26.3%）上升逾一倍。 

图 3.5 

按检查口腔习惯划分成年人的百分率 

27.5%

15.2%13.6%

43.7%

基数：所有成年人

2011 年：(N = 1 062 900) 

定期检查口腔不单让牙科医生及早诊断口腔疾病并作相应治疗，更可让大众向牙科

医生学习正确的口腔护理方法。为推动成年人养成定期检查口腔的习惯，本调查就

影响成年人建立这习惯的因素作出探讨。

本调查把于两年内曾往见牙科医生检查口腔，而其就诊原因并非是出现任何口腔问

题的成年人界定为有定期检查口腔的习惯，并根据这个定义，把成年人分为有定期

检查口腔习惯及没有定期检查口腔习惯两组以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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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定期检查口腔习惯背后的原因和观点 

 

 

 

 

 

 

 

大部分（80.4%）有定期检查口腔的成年人称「为咗及早发现牙齿嘅问题，而定

期去牙医度检查牙齿」。 

半数（50.0%）有定期检查口腔的成年人相信定期检查口腔有助预防牙患或预防

胜于治疗。 

 

 

 

 

约四分之一（25.1%）有定期检查口腔的成年人是为了保持牙齿洁白和清洁而检

查。

23.0%有定期检查口腔的成年人是因为要尽量使用保险计划/雇员福利所提供的

牙科护理服务 而检查口腔。 

没有定期检查口腔习惯背后的原因和观点 

成年人没有定期检查口腔的原因主要是认为自己的牙齿健康/没有痛楚/没有需

要（60.0%）。

约60%没有定期检查口腔的成年人认为「只要勤力啲刷牙同埋打理棚牙，就唔驶

定期去洗牙啦」（61.1%）及「睇亲牙医都唔知要俾几多钱先至出得返嚟，令到

你唔敢随便去睇牙」（60.1%）。

没有定期检查口腔的成年人即使曾有想过定期检查，但没有时间（16.2%）及预

约有困难（7.9%）都是妨碍他们进行定期口腔检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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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口腔症状时所采取的行动 

61.6%有严重牙痛（牙痛至影响睡眠）的成年人会往见牙科医生。只有2.8%出现口臭

和7.0%出现牙龈出血的成年人会寻求专业牙科护理。事实上，分别超过60%有牙龈出

血和牙齿松动的成年人会选择忽略有关症状，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与2001年（28.0%）

比较，于2011年有更多成年人（37.7%）会自己处理个人的牙齿敏感问题（表3.5）。 

表 3.5 

按调查前 12 个月内曾出现口腔症状及所采取的行动划分成年人的百分率 

口腔症状 

受影响成年人所采取的行动的百分率 

没有采取

行动 

 
自己处理 

往见医生/ 

中医师 

往见牙科 

医生 

口臭 23.7% 70.9% 2.7% 2.8% 

牙龈出血 61.2% 31.7% 0.0%
§
 7.0% 

牙齿对冷热敏感 48.7% 37.7% 0.4%
§
 12.7% 

牙齿松动 62.7% 12.3% 1.3%
§
 23.8% 

牙痛至影响睡眠 8.9%
§
 28.1% 1.4%

§
 61.6% 

基数: 于调查前 12 个月内出现相关口腔症状的成年人

口臭: (N = 805 300) 

牙龈出血: (N = 640 500) 

牙齿对冷热敏感: (N = 592 300) 

牙齿松动: (N = 157 000) 

牙痛至影响睡眠: (N = 103 500) 
§ 
此估计只基于少数的样本而得出，读者须谨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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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出现口腔症状时，推动他们向牙科医生求诊的可能因素 

曾因口臭（93.4%）、牙龈出血（53.5%）和牙齿敏感（52.5%）而往见牙科医生

的成年人表示，知道该症状与其牙齿/口腔健康有关是他们向牙科医生求诊的主

要原因。 

 

成年人出现口腔症状时，妨碍他们向牙科医生求诊的可能因素 

 

 

 

 

 

 

 

 

 

 

 

有牙齿松动（77.6%）和严重牙痛至影响睡眠（69.8%）时，相信只有牙科医生能

处理其症状是成年人往见牙科医生的主要原因。

成年人察觉自己出现口腔症状时，认为症状不严重（15.3%
§
至42.0%）和觉得症

状会逐渐消退（5.7%
§
至25.5%）是他们没有往见牙科医生的常见原因。

15.1%
§
曾出现严重牙痛但没有往见牙科医生的成年人，他们没有求诊的原因是觉

得现时使用的方法较往见牙科医生有效。

 

近四分之一（24.3%）有口臭而没有往见牙科医生的成年人表示，不往见牙科医

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症状与其牙齿/口腔健康有关。

在出现各种口腔症状但没有往见牙科医生的成年人中，20.2%至44.5%知道有需要

往见牙科医生，但基于某些因素而妨碍他们求诊的意欲。在这些成年人中，他

们普遍报称没有时间（32.1%至53.6%
§
）是一个妨碍因素，另一个可能的妨碍因

素则是预约有困难（18.1%至33.9%）。

§ 
此估计只基于少数的样本而得出，读者须谨慎阐释。

28



总结与前瞻 

 

 

 

本调查结果显示，成年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蛀牙和失去牙齿，他们主要值得关注的

问题仍然是牙周病和口腔卫生情况不理想。

虽然成年人一般都有每天刷牙的习惯，但他们的个人口腔护理方法并非有效，以致

他们的牙齿普遍有牙菌膜覆盖以及有牙龈出血的情况。要保持良好的口腔健康，成

年人必须养成正确的口腔护理习惯及适当地使用专业牙科护理服务。透过定期口腔

检查，牙科医生可因应个别需要提供合适的口腔护理指导，并加强刷牙和清洁牙缝

等洁齿技巧。因此，即使成年人有良好的口腔护理习惯，亦不能以此取代定期口腔

检查。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小部分成年人有定期使用牙缝刷或牙线，而大部分成年人会使

用牙签。然而，须要强调的是牙签是不能取代牙线或牙缝刷作为有效清洁牙齿邻面

的工具。此外，单靠漱口水也不能有效地清除牙菌膜，要清除牙菌膜，唯一有效的

方法是每天刷牙及使用牙线或牙缝刷。成年人应按个人需要及牙科医生的建议和指

导，选用合适的漱口水以有效控制蛀牙和牙周病。牙科医生亦应担当重要角色，着

力提倡不吸烟的健康生活模式，并为有需要的成年人提供戒烟忠告和协助。 

患上蛀牙和牙周病并不一定会出现明显症状，即使病情恶化，患者亦未必发现任何

病征。牙龈出血可能是患上牙周病的早期征兆，而牙齿敏感则可能是蛀牙的症状。

可是本调查却发现大部分成年人均认为以上症状是小问题并会逐渐消退，因而可能

延迟寻求专业的牙科护理，以致错失及早治疗的良机。延误就医亦可能导致患者需

要接受复杂而费用高昂的治疗。大众应多加了解口腔疾病的症状可能带来的影响，

并定期寻求牙科专业护理，以预防和及早治疗口腔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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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六十五岁至七十四岁的非居于院舍长者

 

 

 牙齿缺失程度

在2011年，非居于院舍长者平均有19.3颗牙齿，较2001年的17.0颗有所增加。失去所

有牙齿的长者比率约为6%，与2001年比较减少约三个百分点。目前牙科业界对可接

受的最少牙齿数目并未有共识，为方便比较，口腔健康调查一般以20颗牙齿为可接

受的最少剩余牙齿数目。本调查发现，在2011年，约60%长者至少有20颗牙齿，较
2001年增加约十个百分点（表 4.1）。 

 

 

表 4.1 

按牙齿数目划分非居于院舍长者的百分率（2001 年及 2011 年） 

牙齿数目
2001 年 

(N = 445 500) 

2011 年 

(N = 450 800) 

失去所有牙齿 8.6% 5.6% 

≥ 20颗剩余牙齿 49.7% 59.5% 

基数：所有非居于院舍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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蛀牙经验 

非居于院舍长者的蛀牙经验以「龋失补恒齿」指数（DMFT index）衡量，他们的「龋

失补恒齿」平均数值（mean DMFT value）为 16.2，较 2001 年的（17.6）轻微下降。其

中，2011 年长者平均失齿的数量有所减少，而平均补齿的数量则有所增加（表 4.2）。

虽然未经治疗的蛀牙属少数（龋齿平均数值为 1.3），但约半数长者有未经治疗的蛀

牙（表 4.3）。 

 

 

 

 

 

 

 

 

 

 

 

表 4.2 

以「龋失补恒齿」指数衡量非居于院舍长者的蛀牙经验（2001 年及 2011 年） 

蛀牙经验
2001 年 

(N = 445 500) 

2011 年 

(N = 450 800) 

龋失补恒齿平均数值

(mean DMFT) 
17.6 16.2 

龋齿平均数值

(mean DT) 
1.3 1.3 

失齿平均数值

(mean MT) 
15.1 12.7 

补齿平均数值

(mean FT) 
1.2 2.3 

基数：所有非居于院舍长者

表 4.3 

非居于院舍长者有蛀牙经验的百分率（2001 年及 2011 年） 

蛀牙经验
2001 年 

(N = 445 500) 

2011 年 

(N = 450 800) 

龋失补恒齿

(DMFT) 
99.4% 99.3% 

龋齿

(DT) 
52.9% 47.8% 

失齿

(MT) 
98.1% 98.1% 

补齿

(FT) 
40.3% 59.5% 

 

基数：所有非居于院舍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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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状况 1 

几乎全部尚有牙齿的非居于院舍长者（97.1%）都有牙龈出血的情况，而大约 86% 尚

有牙齿的非居于院舍长者有半数或以上牙齿出现牙龈出血的情况（图 4.1）。这些长

者有 4 毫米或以上深度牙周袋的情况亦相当普遍，约占 60%（表 4.4）。然而，他们平

均有 39.6%的牙齿有 4 毫米或以上深度的牙周袋（图 4.2），而只有 8.4%的牙齿有牙周

袋深度达 6 毫米或以上。 

1 
本调查的牙龈检查对象并不包括没有牙齿或患有特殊疾病，例如出血性疾病的非居于院舍长者。因

此本报告中有关牙周状况的数据，只能推论至在2011年上述牙龈检查受检者所代表的 386 200 名尚

有牙齿的非居于院舍长者。 

图 4.1 

按有否半数或以上牙齿出现牙龈出血情况划分尚有牙齿的非居于院舍长者的百分率 

有

没有

86.3%13.7%

基数：有接受牙龈检查的非居于院舍长者所代表的尚有牙齿的非居于院舍长者 

2011 年 : (N = 386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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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按个人最深牙周袋的深度划分尚有牙齿的非居于院舍长者的百分率 

（2001 年及 2011 年） 

最深牙周袋的深度
2001 年

(N = 358 700) 

2011 年
# 

(N = 386 200) 

0-3 毫米 44.7% 40.8% 

4-5 毫米 44.3% 38.8% 

≥ 6 毫米 11.0% 20.4% 

总计 100.0% 100.0% 

 
 

 

 

 

 

 

基数：有接受牙龈检查的非居于院舍长者所代表的尚有牙齿的非居于院舍长者
#
 2001 年采用指数牙检查方法，2011 年则扩展至检查口腔内半数牙齿。

图 4.2 

按牙周袋深度划分具 4 毫米或以上牙周袋的尚有牙齿非居于院舍长者牙齿的 

人均百分率分布 

60.4%

31.2%

8.4%

基数：尚有牙齿并具 4 毫米或以上深度牙周袋的非居于院舍长者 

2011 年 : (N = 228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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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健康相关行为 

 

 

 

 

 

 

 

 

 

 

大部分尚有牙齿的非居于院舍长者（95.0%）每天刷牙，而67.1%长者是每天刷牙

两次或以上。

只有12.4%尚有牙齿的非居于院舍长者称有每天清洁牙齿邻面的习惯，其中有

7.3%长者每天使用牙线，另有6.1%长者每天使用牙缝刷。

约三分之二（65.0%）非居于院舍长者会使用牙签，约三分之一（30.1%）长者会

辅以漱口水清洁口腔。

少于十分之一（7.2%）非居于院舍长者每天在正餐以外进食或吃零食三次或以

上。

12.2%非居于院舍长者有每天或每周吸烟的习惯。吸烟会增加他们患上牙周病、

口腔癌和其他疾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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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清洁程度 2 

虽然几乎全部尚有牙齿的非居于院舍长者都有每天刷牙，但他们的牙齿清洁程度仍

未如理想。98.0%长者有半数或以上的牙齿有可见的牙菌膜覆盖，亦有80.4%长者有牙

石积聚在半数或以上的牙齿（图4.3和图4.4）。 

2 本调查在为非居于院舍长者检查牙龈状况时，亦为他们的牙齿清洁程度进行评估。本报告中有关

牙齿清洁程度的数据，一如牙周状况的评估，只能推论至在2011年上述牙龈检查受检者所代表的 

386 200 名尚有牙齿的非居于院舍长者。 

图 4.3 

按有否半数或以上的牙齿有可见牙菌膜覆盖划分尚有牙齿的非居于院舍长者的百分率 

没有
98.0%2.0% 有

基数：有接受牙龈检查的非居于院舍长者所代表的尚有牙齿的非居于院舍长者 

2011年 : (N = 386 200) 

图 4.4 

按有否半数或以上的牙齿有牙石积聚划分尚有牙齿的非居于院舍长者的百分率 

有

没有

80.4%19.6%

基数：有接受牙龈检查的非居于院舍长者所代表的尚有牙齿的非居于院舍长者 

2011年 : (N = 386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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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检查口腔的习惯

约有四分之一（22.3%）的非居于院舍长者有定期检查口腔的习惯（图4.5），较十年

前（9.1%）有显著的增加。

图 4.5 

按检查口腔习惯划分非居于院舍长者的百分率 

10.9%
6.7%

4.7%

77.7%

 

 

基数：所有非居于院舍长者 

2011 年: (N = 450 800) 

本调查探讨有何因素推动非居于院舍长者建立定期检查口腔的习惯。本调查把于两

年内曾往见牙科医生检查口腔，而其就诊原因并非是出现任何口腔问题的非居于院

舍长者界定为有定期检查口腔的习惯，其余的则为没有定期检查的习惯，以便分析

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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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定期检查口腔习惯背后的原因和观点 

非居于院舍长者最常见的检查原因是定期检查口腔有助预防牙患或预防胜于治

疗（59.0%）及为了保持牙齿健康（24.6%）。 

接近五分之一（17.9%）长者检查的原因是要尽量使用保险计划／雇员福利所提

供的牙科护理服务。 

约五分之一（17.0%）长者指是由于牙科医生提醒要定期检查。 

几乎全部（96.3%）有定期检查的长者都相信「每一两年去检查下啲牙齿，洗下

牙，棚牙就可以keep得好啲同健康啲」。 

约四分之三（74.1%）有定期检查的长者是「为咗及早发现牙齿嘅问题，而定期

去牙医度检查牙齿」。 

约三分之一（35.0%）有定期检查的长者是「为咗整靓棚牙，而定期去牙医度洗

牙」。 

没有定期检查口腔习惯背后的原因和观点 

在没有定期检查口腔的非居于院舍长者当中，他们不作检查的最普遍原因是认为

自己的牙齿健康／没有痛楚／没有需要（57.2%）。 

约四分之一（25.9%）长者提到未能负担检查费用／不想花费金钱在检查上。 

大部分（92.7%）没有定期检查的长者觉得「棚牙有痛先要去睇牙，无事无痛就

梗系唔驶去睇牙啦」。 

占78.7% 没有定期检查的长者相信「只要勤力啲刷牙同埋打理棚牙，就唔驶定期

去洗牙啦」。 

约三分之二（65.8%）没有定期检查的长者指「睇亲牙医都唔知要俾几多钱先至

出得返嚟，令到你唔敢随便去睇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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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口腔症状时所采取的行动

 

 

出现口腔症状时，只有少于半数非居于院舍长者会寻求专业牙科护理（表4.5）。较高

比率的长者（39.5%）会因严重牙痛（牙痛至影响睡眠）而寻求专业牙科护理，相比

之下，因口臭（0.8%
§
）和牙龈出血（4.3%）而求诊的长者比率则较低。口腔出现严

重不适时，会寻求专业牙科护理的长者比率较高；而口腔只有轻微不适时，则延迟

寻求专业牙科护理的长者比率会较高。

表 4.5 

按调查前12个月内曾出现口腔症状及所采取的行动划分非居于院舍长者的百分率 

口腔症状

受影响非居于院舍长者所采取的行动的百分率

没有采取

行动 
自己处理 

往见医生／

中医师

往见牙科

医生 

口臭 26.4% 69.6% 3.3% 0.8%
§
 

牙龈出血 48.3% 47.4% 0.0%
§ 

4.3% 

牙齿对冷热敏感 44.7% 39.4% 0.3%
§ 

15.4% 

牙齿松动 59.6% 12.9% 0.8%
§
 26.7% 

牙痛至影响睡眠 19.7% 35.7% 5.1%
§
 39.5% 

基数：于调查前12个月内出现相关口腔症状的非居于院舍长者

口臭：(N = 230 100) 

牙龈出血：(N =147 800) 

牙齿对冷热敏感：(N = 214 500) 

牙齿松动：(N = 188 800) 

牙痛至影响睡眠：(N = 63 200) 
§ 
此估计只基于少数的样本而得出，读者须谨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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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于院舍长者出现口腔症状时，推动他们向牙科医生求诊的可能因素 

 

 

长者出现口臭（100.0%
§
）和牙龈出血（63.8%

§
）时，知道症状与其牙齿／口腔健

康有关是他们往见牙科医生的主要原因。

长者出现严重牙痛（69.3%）、牙齿松动（62.5%）和牙齿敏感（53.4%）时，相信

只有牙科医生能处理其症状是他们往见牙科医生的主要原因。  

§ 此估计只基于少数的样本而得出，读者须谨慎阐释。

 

 

 

 

 

 

非居于院舍长者出现口腔症状时，妨碍他们向牙科医生求诊的可能因素

39

长者出现口臭（26.9%）、牙龈出血（37.5%）、牙齿敏感（32.2%）和牙齿松动（25.8%）

时，认为症状不严重是他们没有往见牙科医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长者出现口臭（16.3%）、牙龈出血（27.9%）、牙齿敏感（19.5%）和牙齿松动（15.3%）

时，认为症状会逐渐消退是他们没有往见牙科医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在出现各种口腔症状但没有往见牙科医生的长者中，有25.2%至72.9%长者知道有

需要往见牙科医生，但基于某些因素而妨碍他们求诊的意欲。在这些长者中，

他们普遍报称未能负担费用（47.0%至58.5%）和不想花费金钱在牙科治疗上

（25.9%至40.8%）是妨碍他们求诊的因素。 



总结与前瞻 

 

 

 

 

 

本调查显示牙周病是非居于院舍长者的主要问题，同时显示他们的口腔衞生未如理

想。虽然差不多全部长者都有每天刷牙的习惯，但他们的牙齿有牙菌膜覆盖的情况

仍很普遍，这反映出他们现时清洁口腔的方法成效不大。牙菌膜的积聚会增加长者

患上牙周病的风险，因此他们应加强个人的口腔护理。要培养良好的个人口腔护理

习惯，牙科医生的建议和指导是不可或缺的。故此，在个人口腔护理以外，他们亦

应适当地使用专业牙科护理服务。透过定期口腔检查，牙科医生可因应个别需要提

供合适的口腔护理指导，并加强刷牙和清洁牙缝等洁齿技巧。

调查同时显示非居于院舍长者普遍使用牙签而较少使用牙缝刷清洁牙齿邻面，这情

况反映有必要向长者加强推广以牙线和牙缝刷适当地清洁这些部位。长者普遍出现

牙龈萎缩的情况，牙龈萎缩后，牙缝会较为宽阔，因而较易把牙缝刷放进牙缝以清

洁牙齿邻面。此外，使用牙缝刷和使用牙签的技巧相近，对手指灵活度的要求亦不

及使用牙线般高，因此长者使用牙缝刷或会较为合适。

除了牙签，大部分非居于院舍长者会使用漱口水辅助清洁口腔。然而，使用漱口水

并不能代替刷牙、使用牙线或牙缝刷等能有效地清除牙菌膜的方法，因此在选用合

适的漱口水前，应先征询牙科专业人员的建议。

只有很小部分非居于院舍长者知道使用含氟化物牙膏、减少吃零食／进食次数及不

吸烟能预防牙患。因此，恰当的信息应纳入日后的口腔健康教育中，以推动长者实

践达至良好口腔健康的生活模式。另外，在口腔检查时，牙科医生亦可以为有需要

的长者提供戒烟忠告。

大多数非居于院舍长者都没有定期检查口腔，而有逾半数长者甚至在出现口腔症状

时亦不会使用专业牙科护理服务，以致错失预防和及早治疗口腔病患的良机，也无

法获得合适的口腔护理指导从而改善保持口腔衞生的技巧。本调查在推动或妨碍长

者寻求专业牙科护理的因素方面曾作研究，希望研究的发现有助推动这个年龄组别

的人士适当地使用专业牙科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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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六十五岁及以上使用社会福利署长期护理服务的长者

2001 年和 2011 年居于院舍长者的年龄分布有显着分别，尤其以 2011 年明显有较高

比率的居于院舍长者属最年长组别。由此推论于 2011 年有较高比率的居于院舍长

者在自理能力和认知能力等方面有缺损是合理的。基于 2001 年和 2011 年的受访长

者有显著分别，故此他们的口腔健康状况不宜作直接比较。任何口腔状况或行为上

的数据差异均不应简单地理解为整体情况改善或恶化。除了安老院舍服务，社会福

利署也为缺乏自我照顾能力的长者提供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单位和家居及社区照顾

服务。2011 年口腔健康调查把调查范围扩展至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单位的使用者(以

下简称中心服务使用者)和家居及社区照顾服务的使用者(以下简称家居服务使用

者)，以涵盖缺乏自我照顾能力而又有使用上述三类长期护理服务的长者。由于中心

服务使用者和家居服务使用者是首次被纳入调查范围，因此这两个组别并无过往数

据可作比较。

41



牙齿缺失程度 

 

 

居于院舍长者的牙齿缺失比率高，他们平均有 9.4 颗牙齿，而失去所有牙齿的长者

比率高达 29.6% (表 5.1)。在三个类别的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中，中心服务使用者的

牙齿缺失程度属最低，他们平均有 12.5 颗牙齿，当中失去所有牙齿的长者比率为

19.3%。家居服务使用者平均有 10.8 颗牙齿，而失去所有牙齿的长者比率为 26.9%。

表 5.1 

2001 年居于院舍长者及 2011 年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失去所有牙齿的百分率 

牙齿缺失程度

居于院舍

长者

(2001 年) 

N = 46 600 

居于院舍

长者

(2011 年) 

N = 60 000 

中心服务

使用者

(2011 年) 

N = 3 230 

家居服务

使用者 

(2011 年) 

N = 4 480 

失去所有牙齿百分率 27.2% 29.6% 19.3% 26.9% 

  

 

 

 基数：所有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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蛀牙经验 

 

 
  

 

 

 
   

 

 

 

 

 

 

 

每名居于院舍长者平均有 3 颗未经治疗的蛀牙，中心服务使用者每人平均有 2.2 颗

未经治疗的蛀牙，而每名家居服务使用者则平均有 2.3 颗未经治疗的蛀牙 (表 5.2)。

超过半数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有未经治疗的蛀牙 (表 5.3)。

表 5.2 

以「龋失补恒齿」指数衡量 

2001 年居于院舍长者及 2011 年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的蛀牙经验 

蛀牙经验

居于院舍

长者

(2001 年) 

N = 46 600 

居于院舍

长者

(2011 年) 

N = 60 000 

中心服务

使用者

(2011 年) 

N = 3 230 

家居服务

使用者 

(2011 年) 

N = 4 480 

龋齿平均数值 

(Mean DT) 
2.6 3.0 2.2 2.3 

失齿平均数值 

(Mean MT) 
21.6 22.6 19.5 21.2 

补齿平均数值 

(Mean FT) 
0.3 0.4 1.0 0.9 

龋失补齿平均数值 

(Mean DMFT) 
24.5 25.9 22.7 24.3 

基数：所有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

表 5.3 

以「龋失补恒齿」指数衡量 

2001 年居于院舍长者及 2011 年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有蛀牙经验的百分率 

蛀牙经验

居于院舍

长者

(2001 年) 

N = 46 600 

居于院舍

长者

(2011 年) 

N = 60 000 

中心服务

使用者

(2011 年) 

N = 3 230 

家居服务

使用者

(2011 年) 

N = 4 480 

龋齿

(DT) 
55.2% 54.5% 55.5% 50.2% 

失齿

(MT) 
99.5% 100% 100% 98.3% 

补齿

(FT) 
17.0% 17.0% 32.7% 32.6% 

龋失补恒齿

(DMFT) 
99.8% 100% 100% 99.7% 

基数：所有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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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状况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把口腔内所有牙齿分为六个区段，并检查每个区段内指数牙的牙

周状况以进行牙周健康评估。如果某个区段内的牙齿少于两颗，该区段的牙周状况

则不会被评估。

以「社区牙周指数」(CPI) 的区段平均数衡量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的牙周健康状况

如图 5.1 所示。

1. 有逾半数区段因牙齿缺失而未能被评估，以致有效区段的总数偏低；

2. 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最常见的牙周问题是牙石积聚，反映他们的口腔卫生护理
不足和欠缺专业的洗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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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以「社区牙周指数」的区段平均数衡量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的牙周状况 (2011 年) 

0.1 0.10.1
0.1 0.10.9

1.6 1.30.4

0.5

0.40.1

0.1

0.1

4.4 3.5 4.1

0

1

2

3

4

5

6

居于院舍

長者

中心服务

使用者

家居服务

使用者

未能被評估

牙周袋深度

≥ 6毫米

牙周袋深度

4-5毫米

牙石

牙龈出血

牙龈健康
*

基数：所有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

居于院舍长者：(N = 60 000) 

日间服务使用者：(N = 3 230) 

家居服务使用者：(N = 4 480) 

 

* 居于院舍长者牙龈健康的区段平均数少于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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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往见牙科医生的时间 

 

 

 

 

 

 

 

 

 

 

 

 

 

 

 

 

 

能完成访问的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最近一次往见牙科医生的时间如表 5.4 所示。整

体而言，少于半数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能忆述过去三年内曾往见牙科医生。近年，

有少数牙科外展队为香港的居于院舍长者和中心服务使用者提供外展牙科服务，

2011 年居于院舍长者在过去三年内曾往见牙科医生的比率可能因此较 2001 年时为

高。

表5.4 

按能完成访问长者最近一次检查口腔的时间划分 

2001年居于院舍长者及2011年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的百分率 

最近一次检查

口腔的时间

居于院舍

长者

(2001 年) 

N = 32 400 

居于院舍

长者

(2011 年) 

N = 39 300 

中心服务

使用者

(2011 年) 

N = 2 530 

家居服务

使用者

(2011 年) 

N = 3 450 

< 1 年 8.1% 13.2% 22.7% 18.9% 

1- 3 年 6.9% 12.4% 11.5% 17.6% 

> 3 年 32.1% 30.6% 13.7% 28.3% 

从不 24.4% 8.1% 6.3% 3.8% 

记不起 28.5% 35.6% 45.7% 31.4% 

基数：所有完成访问的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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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估往见牙科医生的需要 

 

 

能完成访问的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自我评估往见牙科医生的需要，结果如图 5.2 所

示。约有 40%的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认为自己需要往见牙科医生。

图5.2 

按自我评估往见牙科医生的需要划分完成访问的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的百分率 

(2011年) 

不需要往见

牙科医生

需要往见牙

科医生

37.8% 40.5% 45.9%

62.2% 59.5% 54.1%

0%

20%

40%

60%

80%

100%

居於院舍

長者

中心服務

使用者

家居服務

使用者

基数：所有完成访问的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

居于院舍长者：(N = 39 300) 

日间服务使用者：(N = 2 530) 

家居服务使用者：(N = 3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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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活动能力 

 

 

图 5.3 所示为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身体活动能力的评估结果。居于院舍长者的活动

能力较差，只有少于半数长者能自行走动，而中心服务和家居服务使用者则各有超

过三分之二长者能自行走动。在家居服务使用者当中，虽然有 66.3%长者能自行走

动，但也有 5.5%长者需长期卧牀。

图 5.3 

按评估划分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身体活动能力的百分率(2011 年) 

40.4% 71.9% 66.3%

52.4%

28.1%
28.2%

7.2% 5.5%

0%

20%

40%

60%

80%

100%

居于院舍

长者

中心服务

使用者

家居服务

使用者

长期卧床

使用轮椅

能自行走动

基数：所有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

居于院舍长者：(N = 60 000) 

日间服务使用者：(N = 3 230) 

家居服务使用者：(N = 4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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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实际情况的牙科治疗需要 (实际治疗需要)

牙科治疗如拔牙或补牙等，其治疗过程或会引致长者不适，对身体状况较差的长者

或会做成不良影响。牙科业界普遍认同，为缺乏自我照顾能力的长者制定治疗计划

时，不应单凭长者现存的牙患作为治疗需要的评估准则(客观评估的治疗需要)，而

应切合长者的实际情况及需要(实际治疗需要)。在本调查中，牙科医生会权衡治疗

带来的效益与潜在风险，并作出合适的治疗建议。牙科医生建议的治疗需要如获长

者接纳，长者同意的治疗项目将会给记录为实际治疗需要。未能回应或未能为治疗

与否作出决定的长者均归类为未能回应类别。 

中心服务使用者 (53.3%) 和家居服务使用者(53.5%)的实际治疗需要比率相近，而居

于院舍长者接受由牙科医生建议的全部或部分治疗项目的则只有 28.9%。在各长期

护理服务使用者类别之中，居于院舍长者的实际治疗需要比率属最低，原因是牙科

医生建议不作治疗的比率和长者不接受牙科医生建议治疗的比率皆属最高 (表 5.5 

﹣表 5.7)。 

 

 

 

 

 

 

 

 

 

 

表 5.5 

按客观评估的治疗需要划分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的百分率 (2011 年) 

客观评估治疗需要

居于院舍

长者

(2011 年) 

N = 60 000 

中心服务

使用者

(2011 年) 

N = 3 230 

家居服务

使用者

(2011 年) 

N = 4 480 

没有治疗需要 10.8% 12.1% 5.4% 

有治疗需要 89.2% 87.9% 94.6% 

基数：所有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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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按牙科医生建议的治疗需要划分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的百分率 (2011 年) 

牙科医生建议的治疗需要

居于院舍

长者

(2011 年) 

N = 60 000 

中心服务

使用者

(2011 年) 

N = 3 230 

家居服务

使用者

(2011 年) 

N = 4 480 

没有客观评估的治疗需要 10.8% 12.1% 5.4% 

牙医建议不作治疗 18.7% 5.3% 7.0% 

牙医只建议部分客观评估的治疗项目 10.7% 12.2% 6.9% 

牙医建议全部客观评估的治疗项目 59.8% 70.4% 80.8% 

 

 

  

 

 

 

 

 

 

 

 

 

 

 

 

 

 

基数：所有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

表 5.7 

按实际治疗需要划分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的百分率 (2011 年) 

实际治疗需要

居于院舍

长者

(2011 年) 

N = 60 000 

中心服务

使用者

(2011 年) 

N = 3 230 

家居服务

使用者

(2011 年) 

N = 4 480 

没有客观评估的治疗需要 10.8% 12.1% 5.4% 

牙医建议不作治疗 18.7% 5.3% 7.0% 

长者未能回应 9.8% 10.6% 13.7% 

长者拒绝接受任何建议的治疗项目 31.9% 18.8% 20.5% 

长者接受部分牙医建议的治疗项目 8.6% 14.4% 5.9% 

长者接受所有牙医建议的治疗项目 20.3% 38.9% 47.6% 

 

 

 

 

 基数：所有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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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前瞻 

 

 

 

 

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既缺乏自我护理口腔的能力，亦难以使用常规的牙科服务，他

们的口腔健康状况有可能因而变差。故此，本调查特别把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列为

独立组别。与有自理能力的非居于院舍长者相比，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剩余的牙齿

较少，而未经治疗的蛀牙比率却较高。

大部分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均有牙患，因此经客观评估后有治疗需要的长者比率很

高。不过由于牙科医生倾向建议不作治疗，加上部分长者拒绝接受治疗，导致实际

治疗需要比率相对较低。

部分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认为自己需要往见牙科医生，但当中有定期检查口腔的长

者却为数不多，而在过去三年内曾往见牙科医生的也只占少数。长期护理服务使用

者因活动能力所限而较难使用常规的牙科服务，以现时的牙科医疗体系，似乎并未

足以应付他们的治疗需求。

需长期卧床和使用轮椅的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比率势将上升，为应付这个组别的牙

科治疗需求，发展外展牙科服务是必须的。在制定针对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的牙科

服务计划时，必须以实际治疗需要来确立计划目标和安排财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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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概要

口腔健康的意义不止于牙齿健康这范畴，它是达致整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

促进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

世界卫生组织 (http://www.who.int/oral_health/policy/en/) 

综合 2011 年口腔健康调查结果，若以牙齿缺失程度来衡量口腔健康，香港人的口

腔健康跟大部分发达国家相比，已处于非常良好的水平。然而，若要确保年长时牙

齿健康状况仍足以应付生活和社交所需，及把口腔相关的不适减至最少，大众应注

重口腔疾病的预防及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有效的预防措施可进一步改善香港整体

人口的口腔健康状况，亦可减轻社会耗费于牙科治疗上的财政负担。

口腔健康欠佳所造成的影响不仅止于口腔，愈来愈多研究指出口腔健康与整体健康

是息息相关的。幼童如有蛀牙、牙齿受感染和出现牙疮，这些情况均可能影响幼童

恒齿的生长，同时会影响其整体健康和发育。至于缺乏自我照顾能力的长者，若其

口腔卫生欠佳，口腔内长期积聚的牙菌膜和细菌就有机会危及其健康。即使是成年

人和有自理能力的长者，都有可能因口腔疾病带来的痛楚或不适而令日常生活大受

影响，俗语「牙痛惨过大病」(牙疼比生重病更痛苦)正好反映这情况。口腔疾病所

带来的种种问题可影响学童在校表现，亦可导致成年人无法上班。2011年口腔健康

调查发现，有某些香港人的普遍想法和行为应加以修正，才可避免日后出现牙齿缺

失、牙痛，以及对日常生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2011 口腔健康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多数成年人和长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蛀牙和牙周

病。调查同时发现，香港人有忽视口腔疾病征状的趋向，而对于严重的口腔问题，

即使所引致的痛楚影响睡眠，他们仍讳疾忌医。正如本调查报告第一章指出，延误

就医只会使病情恶化，患者因而要多受痛楚、或需接受复杂而昂贵的治疗，甚至要

把牙齿拔除。要避免日后失去牙齿，就必须以预防为本，并及早治疗牙患。由于初

期牙患或会毫无征兆，若患者于感到不适才往见牙科医生，就已错失及早治疗的良

机。因此，大众即使自觉口腔健康状况良好，都应该定期检查以预防和及早治疗牙

患。 

虽然香港人有使用各式各样的口腔护理用品，但 2011 年口腔健康调查发现，大众
目前的洁齿方法仍未能有效清除牙菌膜以预防蛀牙及牙周病。其实牙科医生是预防
口腔疾病的伙伴，大众应定期接受口腔检查，让牙科医生就洁齿方法以及饮食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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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口腔健康相关的习惯提供个别而适切的建议和指导。有关定期检查口腔的好

处，从十二岁儿童组别的蛀牙和牙周病比率偏低，就印证了透过学童牙科保健服务

所推广的正确口腔护理习惯及所提供的专业预防治疗，能有效减少儿童的口腔疾

病。有学童牙科保健服务为现今的儿童奠定稳固的基础，日后成年人和长者的失齿

情况可望得以进一步改善。 

 

 

 

 

此外，调查发现大众对氟化物效益的认知程度有所下降。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儿童

和成年人长期使用适量氟化物均可预防蛀牙」。因此，牙科医生作为大众预防口腔

疾病的伙伴，是在社区和个人层面推动大众适当地使用氟化物的合适人选。

在个人生活习惯方面，减少饮食含糖分的食物或饮料的次数能有效预防蛀牙，而不

吸烟则可有效预防牙周病和口腔癌。因此，各相关界别应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大众

建立一种注重「口腔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的生活态度。

成年人和非居于院舍的长者作为长辈，都肩负着照顾下一代的责任，他们同时主力

照顾那些缺乏自我照顾能力的人士。因此，他们若能跟牙科医生建立预防口腔疾病

的伙伴关系，牙科医生给予成年人和长者的口腔护理指导就能直接改善他们的口腔

健康，亦能间接改善受其照顾人士的口腔健康。

香港跟众多国家一样，正面对人口老化的问题，并可预见香港长者人口将于数十年

内急剧增加。本调查显示，部分长期护理服务使用者有牙齿问题影响面貌而感到不

满意的情况，也有咀嚼困难和进食时感到不适等功能上的问题。他们意识到自己需

要往见牙科医生，然而，他们当中有定期检查口腔的却为数不多，于过去三年内曾

往见牙科医生的也只占少数。鉴于他们因活动能力所限而难以使用常规的牙科服

务，有关方面实有必要设立外展牙科服务以配合这群组的需要。在本调查中，长期

护理服务使用者的评估治疗需要跟实际治疗需要存在差距，其中原因包括牙科医生

于评估后认为治疗需承受的风险较所得的效益为高而建议不作治疗，以及长期护理

服务使用者接受牙科治疗的意愿偏低。有见及此，大众和有关方面应尽早做好预防

口腔疾病的功夫，让将来使用上述服务的人士日后可免于患上严重的牙科疾病及面

对随之而来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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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1 年香港口腔健康调查的结果曾用以跟其他已发展国家的相关资料作比较，因此

把 2011 年香港口腔健康情况作相类似的比较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世界卫生组织

在其国家/地区概况计划 (http://www.mah.se/capp/) 中已没再如 2001 年般把三十五岁

至四十四岁人士的口腔健康状况进行比较。这是基于不同地区的口腔健康调查在受

访者的年龄组别划分和筛选条件等方面有不同准则，因而难以将有关数据进行国际

间的比较。就以英国、澳洲和加拿大等国家为例，其发放的报告也没刊载相关的比

较。至于把香港 2001 年和 2011 年的口腔健康调查结果作比较则于香港社会来说更

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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