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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簡介

本院創立於1999年，位於台中市石岡
區，經衛生署核可床位共295床，急性
病房有40床，慢性病房總床數為255床，
員工約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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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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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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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精神病患乃為口腔衛生不良的高危險群，
因為他們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上比一般人
差（曾、潘、楊、謝、歐陽，2003）。

抗精神病藥物、鎮靜劑和情緒穩定藥物會
導致口乾，口乾會改變口腔內的狀況而導
致牙周病（ Friedlander,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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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觀察病患晨起和睡前執行口腔衛生情形，

發現主動刷牙僅佔半數。

約3/4的病患有嚴重齲齒、缺牙與牙周病等

牙科問題。

想了解護理人員接受口腔衛生指導介入前、
後，口腔衛生的知識、信念與行為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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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1

本機構為精神專科醫院，總床數295床，精

神分裂症的病患約佔75％。

護理人員共有36人，平均年資6.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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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2

病患有口腔問題時，會先請家屬抽空來帶

外診，若家屬無法前來，就由工作人員護

送至鄰近合作的牙科診所接受治療。

2011年1月至6月因牙科問題外診人數，平

均每個月有5~6位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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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3

本院對住院病患執行口腔衛生情形：

早晚帶領潔牙隊活動與綠茶漱口保健方案。

專案小組參考文獻制定「護理人員對精神
科病人口腔衛生知識、信念與行為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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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4

口腔衛生知識次量表：發生齲齒的原因、牙周病、

食物與牙菌斑的關係、正確的刷牙方式，共20題，答對1
題1分，答錯0分，分數0-20分。

口腔衛生信念次量表：精神病人口腔清潔的重要

性、與口腔護理為職責之一等，共8題。採5點計分；非常
同意5分，同意4分，沒意見3分，沒意見2分，非常不同意

1分，分數8-40分。

口腔衛生行為次量表：是否曾衛教精神病患正確

的刷牙方式、少吃甜食等共8題，有給1分，沒有0分，分
數0-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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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5

於2011年7月4日至7月8日，專案小組成員
針對36位護理人員進行口腔衛生知識、信
念與行為調查：

口腔衛生知識平均得分13.27分（滿分：20分）

口腔衛生信念平均得分32.05分（滿分：40分）

口腔衛生行為平均得分 5.83分（滿分：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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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查證~1

曾、潘、楊、謝、歐陽（2003）針對某精神療養院
的精神病患進行口腔健康流行病學的調查
發現：303位精神病患的牙周病盛行率男性
為99.5 ％ ，女性96.9 ％ （一般人性男性為

51.34 ％ ， 女性50.31 ％ ） 。

張樺欣（2008）探討台灣機構式慢性精神病患
口腔健康狀況，發現294位病患齲齒盛行率
為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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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查證~2

適當的口腔衛生指導，如：每天刷牙、定
期檢查牙齒，是可以改善嚴重精神病患的
生活品質（ Khokhar, Clifton, Jones, Tosh,2011 ）。

影響護理人員口腔衛生指導的因素，如：
病患、組織、工作、口腔衛生的知識、信
念與行為（魏，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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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查證~3

持續性品質改善（CQI）的主要精神為積極地
不斷改善、逐步修訂，讓照護品質能漸趨向
盡善盡美的程度（劉，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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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專案介入後護理人員口腔衛生的知識、
信念、行為的分數較前測進步，且達
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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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由專業照顧身心障礙者的牙醫師、口腔

照護指導員和院內口腔衛生推動小組成員，
針對36位護理人員，進行20小時的口腔衛
生知識、信念及行為課程。分別在教學前
及教學後進行施測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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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辦法及執行過程~1

由牙醫師公會全聯會至本院舉辦14小時的
口腔保健課程：

一、授課

身心障礙者牙科概論與衛教

口腔預防保健基本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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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保健上課情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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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辦法及執行過程~2

二、潔牙實作教學

貝氏刷牙法及牙線操作

潔牙教導與實作演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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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保健上課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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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保健上課情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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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保健上課情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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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保健上課情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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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保健上課情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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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辦法及執行過程~3  

從36位護理人員中選取12位，成立口腔衛
生推動小組－角色模範。

於2011年8、9月份舉辦6小時的院內口腔衛
生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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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辦法及執行過程~4  

一、每2週的護理人員在職訓練課程

播放其他身心障礙機構改善住民口腔衛生
的過程之紀錄片

嚴重齲齒、牙周病之新聞與照片

身心障礙者的口腔衛生照護的現況與展望

院方口腔衛生推動之政策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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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辦法及執行過程~5

二、各病房的晨間會議

潔牙工具說明

貝氏刷牙法

牙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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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評值~1

在課程結束施測，護理人員的口腔衛生知識、

信念和行為的平均得分有提升，且達統計上的

顯著差異（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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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評值~2
表一

護理人員對精神科病人口腔衛生知識、信念與行為量表統計 N＝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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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前測 後測 p值 t 值

Mean ±SD Mean ±SD

知識 13.27 ± 2.37 15.83 ± 1.74 0.000 -5.894
共20題

信念 32.05 ± 5.30 34.41 ± 3.26 0.006 -5.941
共8題

行為 5.83 ± 1.81 6.72 ± 1.48 0.011 -2.671
共8題



討論

知識、信念與行為的改變是需要時間的

口腔衛生推動小組成員為角色模範

下一步計畫請12位口腔衛生推動小組成員
對病患進行一連串的口腔衛生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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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1

院內口腔衛生教育訓練課程後用量表施測，
口腔衛生知識、信念和行為的平均得分有
提升，且分數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精神科醫療人員應該積極與口腔衛生專業
人員討論、合作，發展可以解決精神病患
口腔衛生問題的口腔衛生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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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2

Oral health advice for people with 
serious mental illness (Review)

（ Khokhar W.A., Clifton A., Jones H., Tosh G.，2011 ）

目前尚未有針對精神病患的口腔衛生照護

使用介入性措施之研究。

建議可於精神醫療機構全面推廣護理人員
口腔衛生指導課程，共同為了促進精神病
患的口腔衛生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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