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二十條第 (1) 款其中有規定，任何人未經委員會以

書面同意，不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廣告，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委員會、委

員會的刊物、委員會或委員會委任他人進行的測試或調查的結果，藉以宣傳或貶

損任何貨品、服務或不動產，或推廣任何人的形象。有關該條文的詳情，請參閱

該條例。

 本會試驗的產品樣本由本會指定的購物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市面上購

買，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

的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樣

本，而並非指該牌子所有同型號或不同型號的產品，也非泛指該牌子的所有其他

產品。

 本會的產品比較試驗，並不測試該類產品的每一牌子或同牌子每一型號的

產品。

 本會的測試計劃由本會的研究及試驗小組委員會決定，歡迎消費者提供意

見，但恕不能應外界要求為其產品作特別的測試，或刊登其他非經本會測試的產

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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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提示

早晚刷牙清潔牙齒
本會向香港大學牙醫學院臨床副教

授梁超敏醫生查詢配戴假牙時須注意的牙

齒及活動假牙（下稱假牙托）護理方法，以

及有關使用假牙黏着劑的貼士。

梁醫生指護理牙齒最要緊的是早晚

刷牙，進食後可能的話用清水漱口。刷牙要

用軟毛、細頭的牙刷，再加上含氟化物的牙

膏。配戴假牙托的人士，應先除下牙托，待

刷牙後，再清潔牙托，然後重新戴上。

刷牙時，要有次序地徹底清潔牙齒每

個牙面，依次先刷外側，再刷內側和咀嚼

面，最後是最末牙齒的後牙面。此外，配戴

牙托人士要特別注意承托假牙托的牙齒的

清潔，因被假牙托覆蓋的真牙與牙肉，容易

滋生牙菌膜和積聚食物渣滓，牙菌膜長期

積聚在真牙和牙齦上，會引致蛀牙、牙周病

及口氣等問題，故需要徹底清潔，並用牙線

或牙縫刷輔助清潔牙齒鄰面等難刷部位。

清潔假牙托
假牙托必須由牙醫鑲配，並須像真

牙般每天徹底清潔，否則牙菌膜和牙石

（calculus and plaque）便會逐漸積聚及

增多，引致外觀問題和其他牙患。

清潔假牙三部曲——刷、浸、刷

每餐進食後，要用清水漱口，情況許

可的話，最好取出假牙托來清洗。當拿着

假牙托洗刷時，切記在假牙托下方的洗手

盆注入適量的水，或於下方鋪上摺疊的毛

巾，萬一不慎掉下假牙托，也可避免令其

損壞。

先用清水沖洗，然後沾少許一般用

於潔淨碗碟的洗潔精，用軟毛牙刷或軟布

輕刷假牙的各個表面。通常洗潔精可用

清水沖洗乾淨而不留殘餘物。若沒有洗潔

精，也可淨用清水，但不宜用普通牙膏刷假

牙（假牙托專用牙膏除外）（詳見另文）。

每晚睡覺前，應徹底清潔假牙托，

然後將假牙托浸於水中，切勿戴着睡覺，

好讓口腔和牙齦休息。此外，可加入一片

假牙清潔片於清水中，將整個假牙托浸

泡一晚，有助清潔牙刷和抹布擦不到的

位置及去除細菌。再配戴前，須用牙刷洗

刷及用清水沖洗乾淨。

如何護理假牙？
假牙黏着劑是否安全？
牙齒因牙患或意外脫落，

裝配活動或固定的假牙真的可

以一勞永逸？從此不用再注意

口腔清潔或護理？

除長者外，有些人因護齒

不當或意外須配戴假牙。他們

若沒有好好保持口腔及假牙清

潔衞生，細菌便會積聚，對牙

齒與牙齦健康帶來威脅，可能

引致發炎，咀嚼功能也可能因

而下降，影響食慾甚至身心健

康。究竟怎樣護理牙齒及假牙

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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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假牙清潔片可能引致過敏
巿面售賣的假牙清潔片多為片狀，

成分可能包括過硫酸鹽（或稱高硫酸鹽，

persulphates）、檸檬酸（citr ic acid）或

碳酸氫鈉（sodium bicarbonate）等化學

物質。產品溶於水中會產生氣泡，有助清

潔附在假牙托上的食物殘渣及牙菌膜，但

切記不可直接放在口中，以免損害口腔

內的黏膜組織。

根據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

的資料，含有過硫酸鹽的假牙清潔片，雖

可幫助清潔及漂白假牙，但對部分人士可

能引致過敏反應。該局提醒醫護人員及配

戴假牙人士，假牙清潔片須以水溶解及載

於容器中清潔假牙，切勿吞食、咀嚼或含於

口中。如誤將假牙清潔片放入口咀嚼、漱口

或吞嚥，可能造成食道損傷、燒傷、腹痛、

呼吸困難、低血壓、抽搐或嘔吐等反應。

FDA亦呼籲假牙清潔片製造商改善

標籤，若產品含可致敏物質過硫酸鹽，必

須清楚標示產品須用器皿裝載及溶於水

後才用來浸泡假牙，而不是直接放於口中

使用。

因此，必須依照說明或牙醫指示

使用假牙清潔片。使用人士應詳細閱

讀產品的使用說明，若用者視力有

問題，其家人或照顧者應細閱說

明及告知或協助用者。為減低風

險，每次使用假牙清潔片後，須

將假牙徹底沖洗乾淨才重新配戴。

部分假牙清潔片欠雙語警告句語
根據FDA的資料，假牙清潔片產品可

能含致敏物質過硫酸鹽，不正確使用可能

有安全問題，因此，產品的標籤資料例如

成分及清楚的使用說明及安全警告，對消

費者來說十分重要。

本會搜羅了巿面上8款假牙清潔片，

檢視產品包裝上的標籤資料（見表一）。

每盒售價大約由$30至$57不等，依說明

每次用一片，每次所需費用約$0.8至$1.2。

檢視結果如下：

1）2款產品沒有標示任何成分資

料，2款只標示含有過硫酸鹽（或稱高硫酸

鹽），但沒有列出其他成分，其餘4款則詳

細列出所有成分，當中全部包括過硫酸鹽。

2）使用說明方面，7款有中英文及圖

示說明用法，1款只有中文及圖示說明。

普遍標示的使用方法如下：

先徹底清潔假牙，然後將假牙托和

假牙清潔片放入容器中，加溫水至蓋過假

牙，浸泡若干時間或直至溶液顏色變為

清徹（大部分假牙清潔片均聲稱可浸泡過

夜）。配戴假牙前要再洗刷及用清水徹底

沖洗假牙托。

3）安全警告方面，一般說明不可放

入口中使用及勿讓兒童接觸，5款有雙語

的警告字句，2款只有英文說明，1款只有

中文說明，用者若不諳英文或中文，可能因

不明白而誤用。

由於過硫酸鹽可令部分人士產生過

敏反應，本會認為成分含過硫酸鹽的產

品，應標示不可放於口中及不要讓兒童

接觸。

4）全部樣本都標示了有效期限，消

費者需留意盡量在有效期限前使用。

5）5款並沒有在包裝上提供本地供

應商的聯絡資料，若消費者對產品有疑

問，便不能向有關的供應商查詢或反映

意見。

本會已將全部資料交予海關跟進。

海關意見
海關在接獲有關資料後，已採取跟

進行動，巡查下發現本會檢視的3款未附

有雙語警告標籤的假牙清潔片在市面出

售；海關已採取了相應的執法行動，包括指

令產品供應商即時停止供應有關產品及再

使用產品前要

留意包裝上 /

內提供的圖

示及相關的

使用說明。

不宜用牙膏、熱水或漂白水清潔假牙
假牙托不宜用普通牙膏洗刷

 牙醫鑲製的假牙一般都比真牙的抗磨損性低。巿面上的牙膏一般含有粗糙程度

不一的微粒，可能將假牙表面磨損，尤其是洗刷時用硬刷毛、用力過度或使用專去

除煙漬的牙膏。假牙表面造成的微細刮痕，會令牙菌膜較容易形成，或被食物中的

色素染色，因而影響假牙的外觀及耐用性，亦有可能形成口臭，因此不建議使用普

通牙膏洗刷假牙托，磨損程度低的牙膏（例如抗敏感牙膏）或專為清潔假牙設計、

不含研磨顆粒的假牙牙膏則除外。

用漂白水、熱水浸假牙托可殺菌？

 假牙托一般以塑膠或附有金屬部分製造，用熱水或漂白水浸可能令假牙變形、

褪色或銹蝕而不能使用。若配戴前沒有徹底清除殘餘的漂白水，也可能令腸胃不適。

用漱口水清潔假牙？

 漱口水含有某些殺菌成分，多數是含於口中約1分鐘，用來處理牙周病、牙齦

炎等，但卻缺乏個別假牙清潔片的獨特清潔效能，例如釋出氣泡以幫助分解及清

除積聚物的功效，故用漱口水浸泡未必能有效消除假牙上的細菌及霉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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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提示

推出市面的產品必須附有合適的雙語警告

標籤。海關會繼續跟進有關調查。

《消費品安全規例》的「雙語安全標

籤規定」訂明，凡受規管的消費品，如有相

關的警告標籤，必須以中文及英文表達。 

表一：假牙清潔片標籤資料

編
號 牌子 產品描述

聲稱 
原產地

每盒 
大約
售價 
[1]

每盒
所含 
數量
（片）

每次 
所需
費用 
[2]

標籤資料

含 
過硫酸鹽 

[3]

使用
方法
說明 
[4]

安全警告 
（語言） 

[4][5]

有效
期限 
[6]

本地
供應商
資料 
[6]

1 活齒潔 
ACTIDENT

假牙清潔片 
Denture Tablets 美國 $35.0 40 $0.9 ▲ 中、英

a, b, c 
(英)

■ —

2 潔齒樂 
DENFLOX

假牙清潔片 
Effervescent Denture Cleanser Tablets 美國 $30.0 40 $0.8 △ 中、英

a  
(中、英)

■ —

3 齒特麗 
Dr. Denture

假牙清潔錠 
Effervescent Denture Cleanser Tablets 瑞士 $38.0 32 $1.2 — 中、英

b, c 
(中、英)

■ ■

4 可樂定 
IODENT

清潔假牙片 
Denture Cleanser Anti-bacterial Tablets 美國 $48.0 42 $1.1 — 中*、英

a, b 
(中＊、英) ■ ■

5 潔齒麗 
ORADENT

假牙清潔片 
Effervescent Denture Cleanser Tablets 美國 $38.0 40 $1.0 ▲ 中、英

b, d 
(英)

■ —

6 保麗淨 
POLIDENT

假牙清潔片 
Denture Cleanser 美國 $38.9 36 $1.1 ▲ 中

a, b, c, d, e 
(中)

■ ■

7 保康潔 
PROKLEN 

假牙清潔片 
Effervescent Denture Cleanser Tablets 美國 $40.0 40 $1.0 △ 中、英

a  
(中、英)

■ —

8 齒得麗 
Steradent

加強配方全能假牙片 
Active Plus Denture Cleansing Tablets 德國 $56.9 48 $1.2 ▲ 中、英

a, b, c, d, e 
(中、英)

■ —

樣本按牌子的英文字母排序。
[1]	 本會購買該樣本時的售價；在不同地區、店舖和
推廣時段，價格會有差異，售價只供參考。

[2]	假設每次用一片所需的費用。

[3]	檢視產品包裝上及內附的標籤資料所得。
	 ▲：詳細標示了成分，其中包括過硫酸鹽。
	 △：只稱含過硫酸鹽，沒有標示其他成分。
	 —：沒有標示任何成分資料。

註 [4]	中、英：有中英文說明。
	 中：只有中文說明。
	 英：只有英文說明。	

	 *：中文使用說明附於盒內。

[5]	 a ：	不可吞服或將溶液放入口中。
	 b ：	不應讓兒童接觸或放在兒童容易拿取	
	 	 的地方。

	 c ：	放於陰涼處。
	 d ：	若意外吞服，應尋求醫護人員的協助。
	 e ：	如有過敏，請勿使用。		
[6]	■：有					—：沒有

是否一定要用假牙清潔片？
單靠假牙清潔片所釋出的氣泡，在清

潔功效上，遠遠不及洗刷假牙有效去除污

垢。因此每晚徹底洗刷假牙托是必須的，而

假牙清潔片則只有輔助清潔假牙托的功效。

此外，一些手部不靈活、視力欠佳

及/或行動不便的人士，例如住院舍的人

士，若不便或無法有效地自行清潔假牙

托，就應請照顧者協助清潔假牙托，而不

建議單靠假牙清潔片來清潔假牙。

巿面有售聲稱可清潔或

殺菌的假牙清潔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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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過量使用假牙黏着劑，

大約用兩至三點黃豆般大

的分量已足夠。

假牙黏着劑安全嗎？
日常生活中，配戴假牙托時若覺得有

鬆動，或擔心鬆脫，可否用巿面出售的假牙

黏着劑來固定假牙？使用時要注意什麼？

長時間黏住口腔又是否安全？很多用假牙

托的人士心裡都可能有以上的疑問。

可穩定假牙托
假牙黏着劑可用以固定假牙托在口

腔的位置，使假牙托在日常活動中不易

鬆脫。用時先將兩至三點如黃豆般大的

假牙黏着劑放在假牙托的底部，配戴假

牙托後，黏着劑會因吸收唾液中的水分

而膨脹，把假牙黏附着口腔黏膜，以增加

其穩定性。

假牙 黏着劑通常是膏狀，主要成

分是聚乙烯甲基醚順丁烯二酸鈣鈉複

鹽（polyviny lmethy lether male ic acid 

ca l c i um-sod i um doub l e  sa l t）或其

共聚物，和羧甲基纖維素鈉（sod i u m 

carboxymethyl cellulose）。部分產品可能

含有鋅的成分來增強其黏附能力，然而，美

國FDA指出人體攝入過量鋅有可能影響健

康，例如損壞神經，或出現手腳麻木或刺

痛等徵狀，所以現時有供應的產品均聲稱

配方中不含鋅。

有研究資料顯示部分使用了假牙黏

着劑的人士感到咀嚼較舒服及容易。如果

按照產品說明使用，一般都是安全的。

合戴的假牙托未必需要用黏着劑
一般來說，一副合戴又質素良好的

假牙托不需用上假牙黏着劑，不過牙醫可

能因應下列情況建議某些人使用：

● 牙槽骨嚴重萎縮，不足以穩固地

承托假牙托。

● 唾液分泌減少。唾液有助假牙托

與口腔黏膜吸附在一起，但服用某些藥

物，例如糖尿藥及降血壓藥，會抑制唾液

的分泌，導致口腔乾涸。

● 口部肌肉不靈活人士，例如中風

人士。

● 初次配戴假牙托的人士需要時間

適應，也可幫助增強使用者的社交信心，

避免假牙托突然脫落造成尷尬。

使用假牙黏着劑要注意什麼？
使用前宜先諮詢牙科醫生的意見。如

未確定假牙托鬆動的原因而胡亂使用假牙

黏着劑，反而有機會加劇牙槽骨萎縮，以致

日後重新鑲配假牙托時會變得更困難。此

外，部分人士可能對假牙黏着劑產生過敏，

如使用後有過敏反應或不適，應即停用。

使用前先清潔及抹乾假牙托

使用前應參閱產品的使用說明，並

注意要先清潔及抹乾假牙托，然後才放黏

着劑。

約用兩至三點黃豆般大的分量

每天在配戴假牙托前，在假牙托的底

部放兩至三點黃豆般大的分量已足夠，不

要過量使用。此外，要避免飲用過熱的湯

水，以防黏着劑溶解導致假牙托鬆脫及吃

下小量黏着劑。

每晚都要徹底清除

每晚睡前，除下假牙托及用水清洗

後，必須徹底清除黏附在假牙托及口腔表

面的黏着劑，再將假牙托浸於水中或假牙

清潔片溶液中，保持濕潤。

定期約見牙醫

假牙托和口腔情況都會隨時間而有

所變化，例如牙槽骨萎縮與假牙托變得不

吻合，所以應該定期約見牙科醫生接受檢

查及調整假牙托。若假牙托和口腔情況差

異太大，則需根據牙醫建議考慮重新鑲配

假牙托。

結語
口腔健康的不二法門，就是每餐進

食後盡可能清潔牙齒和假牙托，每晚睡前

則必須徹底清潔，將假牙托浸泡在水中或

假牙清潔液中；培養良好口腔護理習慣，

就有健康的牙齒陪伴過日子。
過量攝入鋅可能影響健康，若有需要使用假牙黏

着劑，宜選用聲稱「不含鋅」的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