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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研究作品內文 
作品名稱： 「齒」如齊貝-飲品對牙齒傷害問卷調查       
摘要（500 字以內）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中高年級學生，再歸納結論。 

1. 從問卷調查中發現，台南市國小高年級學生每個人都喝過飲料，且大家幾乎

都從幼稚園就開始喝飲料，高年級學生也比較喜歡喝奶茶，大部分的高年級

學生喝完飲料後不一定會刷牙。 

2. 從問卷調查中也發現，大部分的高年級學生每天都有刷牙，刷牙方式為被市

刷牙法，大多數的人使用軟毛刷牙，但都沒有使用含氟牙膏或含氟漱口水，

大部分的人也沒有蛀牙的情況。 

3. 從問卷調查中也發現，大部分的高年級學生使用牙膏也沒有使用固定品牌，

大部分的人都超過三個月才換牙刷，可見大部分的高年級學生都沒有注重牙

齒健康。 

4. 從問卷調查中也發現，大部分的高年級學生都不確定他們一天喝多少飲料，

可見大部分的人不管自己每天喝多少飲料。 

5. 從問卷調查中也發現，大部分的高年級學生都喜歡喝飲料且大概一天都只喝

一種飲料。 

6. 從問卷調查中也發現，大部分的家長同意我們喝飲料，但家長覺得喝飲料會

影響牙齒健康，因此要求我要漱口或刷牙，大部分的高年級學生會覺得喝飲

料會影響牙齒健康。 

 



壹、研究動機及目的(或問題)  
一、研究動機： 

四年級的時候，我在新聞上看到可樂對牙齒的傷害，因此我開始對各種不

同飲料對牙齒的影響感到好奇，當我升上五年級的時候，我們在健康與體育有

學到關於牙齒健康的資訊，再度讓我們對這個議題感到興趣，也讓我們對一般

人明明知道飲料會傷害牙齒，卻還是繼續喝飲料的行為感到好奇；也好奇一般

人對牙齒健康的概念和想法如何。 

 

二、研究目的： 

1.知道一般人喝飲料的行為和習慣。 

2.知道一般人目前牙齒的健康。 

3.知道一般人是如何清潔與保養牙齒。 

4.探討家長與學生對牙齒健康相關議題之想法。 

 

三、研究問題： 

1.想知道一般人喝飲料的行為和習慣為何 

2.想知道一般人目前牙齒的健康如何 

3.想知道一般人如何清潔與保養牙齒 

4.想知道家長與學生對牙齒健康相關議題之想法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 鈣質 

1-1 鈣質是什麼 

    在維基百科當中，鈣對生物體而言是必需的營養物質，在絕大多數的生物

體內皆具有顯著影響生理功能與生化功能的不可或缺。。生物必須藉由來自外

在環境的供應來補充每日固定的流失，中文對礦物質的稱呼習慣把「元素名稱」

後面加上一個「質」字。鈣質是中等程度的軟性，在地殼的含量很高，佔地殼

總質量 3%，因其化學活性高，可以和酸性物質放出氫氣，。在工業的主要礦物

來源如石灰岩、石膏等，在建築、肥料、和醫療上用途很廣。因此我們知道鈣

質是生物體必要的營養物質，也是大多數生物不可或缺的元素。鈣質是一種中

等程度的軟性，佔了地殼的 3%，鈣質的化學活性很高，可以和酸性物質放出氫

氣。 

 

1-2 鈣質的種類 

  鈣質的種類含有碳酸鈣、檸檬酸鈣、乳酸鈣、磷酸氫鈣、乳氫鈣、葡萄糖

酸鈣、骨骼鈣、牙齒鈣、血鈣，其中牙齒是牙齒鈣，牙齒的化學組成大部分與

骨一致，牙齒的表層為法瑯質，除了 5％水外，全部由羥磷灰石及氟磷灰石組成。

其中羥磷灰石所占比例超過 98％，結構非常嚴密，成為人體中最硬的部分，對

牙齒咀嚼、磨碎食物具有重要意義。牙本質中羥磷灰石占 70％左右，牙骨質中

約占 40％，它們的結構與骨類似。牙齒一旦形成和鈣化後，新陳代謝就降到最

低程度；而身體則內則有骨骼鈣及血鈣。 

 

1-3 生活中常見含有鈣質的物品 

  鈣（Calcium）是一種化學元素。其化學符號是 Ca，原子序數是 20。鈣是

銀白色的鹼土金屬，具有中等程度的軟性。雖然在地殼的含量也很高，為地殼

中第五豐富的元素，佔地殼總質量 3%[2]，因其化學活性頗高，可以和水或酸反

應放出氫氣，或是在空氣中便可氧化（形成緻密氧化層（氧化鈣）），因此在自

然界多以離子狀態或化合物形式存在，而沒有單質存在。在工業的主要礦物來

源如石灰岩、石膏等，在建築（水泥原料）、肥料、制鹼、和醫療上用途佷廣。

簡單來說，生活中的鈣質種類有鈣質的種類含有碳酸鈣、檸檬酸鈣、乳酸鈣、

磷酸氫鈣、乳氫鈣、葡萄糖酸鈣、骨骼鈣、牙齒鈣、血鈣。在這個研究中，較

常使用到的是碳酸鈣。 

 

二、 酸鹼 

2-1、酸鹼值測量單位 

  酸鹼值亦稱 pH 值、氫離子濃度指數、酸鹼值，是溶液中氫離子活度的一種

標度，也就是通常意義上溶液酸鹼程度的衡量標準。這個概念是 1909 年由丹麥

生物化學家瑟倫.索倫森提出的。「pH」中的「H」代表氫離子（H+），而「p」的

來源則有幾種說法。第一種稱 p 代表德語「Potenz」，意思是強度；第二種稱 pH



代表拉丁文「pondus hydrogenii」，意旨「氫的量」。現今的化學界把 p 加在無

量綱量前面表示該量的負對數。通常情況下，當 pH 小於 7 的時候，溶液呈酸性，

當 pH 大於 7 的時候，溶液呈鹼性，當 pH 等於 7 的時候，溶液為中性。pH 允許

小於 0，如鹽酸的 pH 為−1。同樣，pH 也允許大於 14，如氫氧化鈉的 pH 為 15。 

 

2-2、酸鹼值測量的方式 

石蕊試紙比較單純，只能大致分辨是酸性、中性、鹼性；相較於酸鹼指示

劑，可以有較大的指示範圍(不像石蕊試紙、單色測單一酸鹼性)。廣用試紙比

起石蕊試紙好用，單一張試紙就能偵測溶液的酸鹼性。 

指示劑，是用來輔助觀察的試劑，當結構改變時會吸收不同波長的光、產

生顏色改變。所以由名稱「酸鹼」指示劑，就是對酸鹼度的濃度變化對應顏色

變化。 

  而酸鹼指示劑常用的有石蕊試紙、廣用試紙、酚酞等等，也常使用 pH 測量

儀，也有人利用天然的酸鹼指示劑如黑豆、高麗菜等等。 

 

2-3 市面常見物品的酸鹼值 

食物有酸性食物和鹼性食物。食物進入人體後經過消化，吸收後便有殘渣，

它是酸或是鹼，這決定於存在於食物中所含的礦物質。 

 含碳酸和調味品的酸性飲料進入人體内會增加人體的酸度，但並非所有的酸

性食物進入人體後都會增加人體的酸度。檸檬汁和蘋果酒都很酸，其 pH 值為

3.5，但由於它們含有結合的檸檬酸，它進入人體後，在消化中，檸檬酸被解離

出來和鉀生成鹼性的離子，被認為檸檬酸鉀，故實際上是增加鹼度 

簡單來說，測量方式有石蕊試紙、酸鹼指示劑、廣用試紙、酚酞、pH 測量

儀和黑豆、高麗菜等等，在這個研究中，較常使用到的是 pH 測量儀。 

 

三、 市售飲料 

3-1、小朋友最喜歡的市售飲料 

 二屆全台灣飲料店爭奪戰結果出爐 

 最喜歡的飲料店票數前十名，總共有 164 間飲料店參賽，第一名 迷客夏(662

票)，第二名 大苑子(342 票)，第三名 五十嵐(272 票)，第四名 清心福全(192

票)，第五名 茶湯會(141 票)，第六名 珍煮丹(66 票)，第七名 水巷茶弄(65 票)，

第八名 麻古茶坊(64 票)，第九名 COCO(58 票)，第十名 圓石(57 票)，以上是

小朋友最喜歡的飲料前十名。 

3-2、市售飲料的種類 



 
3-3、各種飲料的酸鹼度 

 純水：當然，水基本上是中性，pH 7。也是一切飲料比較的基準。而且水可

以稀釋你吃下肚的其他成分，避免過甜、過鹹等情況。雖然塑膠瓶裝水溶出

的化學物質對人體有沒有害尚有爭議，不過只要避免共用、減少重複使用，

保持衛生即可。 

 牛奶：pH 值約 6.4-6.8，比水稍微酸一點，但是非常輕微。而且牛奶中含有

的脂肪和蛋白質讓它非常適合跟酸、辣的食物一起食用。 

 茶：pH 值約 4.9-6.0，越濃的茶越酸。而且根據茶的品種、沖泡方式等變異

很大。不過基本上還是非常輕微，而且有很多其他的健康好處。 

 咖啡：咖啡根據品種、烘培、品項等變異，一般來說比茶再略酸一點點。不

過跟咖啡因含量不太相關，因為零咖啡因咖啡酸度沒有什麼差別。 

 果汁：當然果汁百百種，不能一概論之。不過比茶或咖啡酸很多。一般來說， 

100%柳橙汁的 pH 值約在 3-4，而 100%檸檬汁則是 2 左右。果汁的酸度已經

值得人們注意牙齒侵蝕、胃部健康等問題。飲用後用水漱口、並且不要馬上

刷牙可以避免牙齒受傷。 

 碳酸飲料：碳酸飲料添加了碳酸、香料或其他原料，一般的 pH 值都在 2-3，

比果汁更酸一些。而有些酸味的碳酸飲料會添加磷酸，是一種比碳酸更強的



酸。碳酸飲料本身的強酸就已經令人擔心，更別提過量的糖、香料等添加物

了！ 

 能量飲料：基本上能量飲料和碳酸飲料的 pH 值差不多。而且人們通常覺得

能量飲料比較健康。因為通常會說添加什麼維他命、電解質，但仔細想想，

這些人工添加的含量遠不如一般天然成分的飲料啊！ 

 

3-4、各種市售飲料對牙齒的傷害 

 我們每天都會喝進各式各樣的飲料：水、茶、果汁、碳酸飲料、運動飲料等。

這些飲料有的宣稱對人體有利，可以補充多種營養；有的則經常被營養專家指

出，對人體不利。不過，有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他們對你的牙齒如何？就沒

幾個人知道了。近期發表的一片文章提示，針對果汁、碳酸飲料、運動飲料和

茶進行調查，發現不同的飲品對牙齒的影響不盡相同。為了研究飲料對牙齒的

影響，利用口腔正畸科門診拔下的新鮮健康恆牙進行試驗，因為這類牙齒和其

他門診拔下的牙齒有所區別。這部分牙齒本身還是健康的，正適合進行研究。 

 專家們把這批無色素、無菌斑的恆牙浸泡在人工唾液裡保存，又選擇了市售

的 4 類飲料，在將預先準備好的牙塊打磨後，浸泡在不同的飲料中。為了模擬

人類飲水的習慣，專家們還選擇了間斷浸泡的方式，每次先浸泡一分鐘，取出

30 秒，然後在浸泡，總共歷時 10 分鐘。如此保證每天浸泡 10 次，一共 7 日後

不同飲料組的牙齒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七天的試驗後，結果發現:4 種飲料

均可導致年輕的恆牙牙釉質鈣、磷溶出，同時造成表面顯微硬度下降。其中泡

在果汁和運動飲料中的牙齒，其牙釉質硬度下降比較明顯。 

 碳酸飲料組的硬度值也成下將趨勢，而茶飲料組牙釉質硬度起初有所下降，

第三天起下降有所回升，到第七天基本回升到原先的硬度值。飲料對牙齒的影

響一般認為飲料對牙齒的危害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飲料本身的低 pH 值，對牙可

以起到蝕侵破壞的作用；二是飲料中多含有糖分，其發酵後可引起齲病，危害

牙齒健康。而兒童和青少年正是個類飲料的最大消費群體，所以對牙齒的危害

更大。從這個調查可以看出，除了以往就認為對牙齒不好的碳酸飲料外，果汁

和運動飲料這些人們心目中的「健康飲品」，同樣可能給牙齒帶來不良影響。對

於這種情況，專家建議，首先是最好少喝飲料，相比而言，白開水是最健康的

飲用品；其次，在需要喝一些飲料的時候，如果用吸管，可以將飲料對牙齒的

不良影響儘量降低。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研究。第一部份為「發放問卷」，詳細內容如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是五年級學生，原因是想探討及了解五年級學生喝飲料的習慣

及感受。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作為主要研究工具。問卷內容依據研究目的、相關文獻資料編

製。 

三、研究流程 

    我們發放48份問卷至臺南市國小高年級學生，邀請高年級學生填寫碳酸飲

料對鈣質的影響相關之問卷，待至問卷填寫完畢後收回整理，並依照問卷填答

結果撰寫統計圖表，以圓餅圖及長條圖作為表示。本問卷回收48份，有效問卷

38份，無效問卷10份，其有效問卷回收率達79%。回收率至少要50%才勉強可接

受，60%算好，70%以上才算理想。本問卷有效回收率達79%屬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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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發放 48 份問卷至臺南市國小高年級學生，邀請高年級學生填寫飲料

的相關之問卷，待至問卷填寫完畢後收回整理，並依照問卷填答結果撰寫統計

圖表，以圓 餅圖及長條圖作為表示。本問卷回收 48 份，有效問卷 38 份，無效

問卷 10 份，其有效問卷回收率達 79%。回收率至少要 50%才勉強可接受，60%

算好，70%以上才算理想。本問卷有效回收率達 79%屬於理想的研究。以下是這

次問卷調查的分析: 

第一部分第 1 題 性別 

 

選項 男生 女生 

占比 76% 24% 

    由上圖可知，有 76%填這份問卷的人是男性，有 24%這份問卷的人是女性，

因此我們知道男性比較多填這份問卷。 

 

第一部分第 2 題  

  
選項 喝過飲料 沒喝過飲料 其他 

占比 100% 0% 0% 



   由上圖可知，有 100%的學生都喝過飲料，有沒喝過飲料的和其他則沒有人，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大家都喝過飲料。 

第一部分第 3 題  

 

 
選項 幼兒園 國小低年

級 

國小中年

級 

國小高年

級 

其他 

占比 41% 32% 11% 13% 3% 

    由上圖可知，有 41%的學生從幼稚園就開始喝飲料了，有 32%的學生從國小

低年級就開始喝飲料了，從國小中年級、高年級和其他則較低，因此我們知道

大家很早就開始喝飲料。 

 

 

 

 

 

 

 

 

 



第一部分第 4 題 

 

 
選項 奶茶 紅茶 綠茶 雪碧 可樂 牛奶 其他 

占比 24% 11% 0% 27% 14% 16% 8% 

     由上圖可知，有 27%的學生最喜歡的飲料是雪碧，24%的學生最喜歡的飲料

是奶茶，16%的學生最喜歡的飲料是牛奶，14%的學生的人最喜歡的飲料是可樂，

紅茶、其他和綠茶比較低，因此我們知道大家最喜歡的飲料都有糖。 

 

 

 

 

 

 

 

 

 

 



第一部分第 5 題  

選項 是 否 不一定 其他 

占比 26% 29% 42% 3% 

      由上圖可知，有 42%的學生的人喝完飲料不一定會刷牙，29%的學生喝完

飲料不刷牙，26%的學生喝完飲料會刷牙，其他則比較低，因此我們知道大家覺

得喝完飲料刷牙有些麻煩。 

 

第一部分第 6 題  

  
選項 是 否 不一定 其他 

占比 86% 0% 14% 0% 

    由上圖可知，有 86%的學生每天都刷牙，有 14%每天不一定刷牙，每天不刷

牙和其他則沒有人，因此我們知道大家注重衛生愛刷牙。 

 

 

 

 



第一部分第 7 題  

  
選項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 其他 

占比 0% 5% 34% 47% 3% 11% 

    由上圖可知，有 47%的學生每天刷牙三次，有 34%的學生每天刷牙兩次，每

天不刷牙、刷一次、刷四次和其他則為較低，因此我們知道大家注重衛生愛刷

牙。 

 

第一部分第 8 題  

選項 有 沒有 其他 

占比 42% 47% 11% 

      由上圖可知，有 47%的學生沒有使用含氟漱口水，有 42%有使用含氟漱口

水，其他則為較低，因此我們知道大家都比較沒有使用含氟漱口水。 

 

 

 



第一部分第 9 題  

  

選項 有 沒有 其他 

占比 46% 46% 8% 

     由上圖可知，有 46%的學生沒有使用含氟牙膏，有 46%的學生有使用含氟

牙膏，其他則為較低，因此我們知道含氟漱口水不是大家的首選。 

 

第一部分第 10 題  

  
選項 有 無 不知道 其他 

占比 8% 79% 13% 0% 

    由上圖可知，有 79%的學生沒有蛀牙，13%的學生不知道有沒有蛀牙，有和

其他則為較低，因此我們知道大家牙齒都很健康。 

 

 

 

 



第一部分第 11 題  

 

 

選項 0 顆 1 顆 其他 

占比 92% 3% 5% 

由上圖可知，有 92%的學生沒有蛀牙，1 顆和其他則為較低，因此我們知道大家

牙齒都很健康。 

 

第一部分第 12 題  

  

選項 水平衡

刷法 

垂直縦

刷法 

單顆牙

縦刷法 

貝氏刷

牙法 

旋轉法 不知道 其他 

占比 18% 11% 5% 18% 3% 42% 3% 

    由上圖可知，有 42%的學生不知道自己的刷牙方式，18%學生的刷牙方式是

水平衡刷法，18%的學生刷牙方式是貝氏刷牙法，11%的學生刷牙方式是垂直縦

刷法，單顆牙縦刷法、其他和旋轉法比較低，因此我們知道大家都不重視自己

的刷牙方式。 

 

第一部分第 13 題  



 

選

項 
黑人 

高露

潔 

舒酸

定 

牙周

適 

德恩

奈 
台鹽 Ora2 白人 

無固

定使

用品

牌 

不知

道 
其他 

占

比 
20% 5% 2% 7% 9% 0% 0% 16% 34% 5% 2% 

    由上圖可知，有 34%的學生不用一樣的牙膏，20%學生的牙膏是黑人，16%

學生的牙膏是白人，9%學生的牙膏是德恩奈，牙周適、高露潔、不知道、舒酸

定、其他、台鹽、Ora2 和旋轉法比較低，因此我們知道大家都使用不同品牌的

牙膏。 

 

第一部分第 14 題  

  
選項 軟毛 硬毛 混合毛 電動 其他 

占比 58% 10% 5% 16% 11% 

     由上圖可知，有 58%的學生使用軟毛刷牙，10%學生用硬毛刷牙，16%學生

使用電動牙刷刷牙，11%學生使用其他種類的牙刷，則有 5%的學生使用混和毛刷



牙，因此我們知道大部分的人比較喜歡用軟毛刷牙。 

 

第一部分第 15 題  

選項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其他 

占比 24% 29% 16% 31% 

     由上圖可知，有 31%的學生超過三個月才會牙刷，29%學生每用牙刷兩個月

就會換牙刷，24%學生每用牙刷一個月就會換牙刷，16%的學生使用三個月才換

牙刷，因此我們知道大部分的人換牙刷的時間跟學要教的一樣。 

第二部分第 1 題 

  

選

項 0-100 
101-2

00 

201-3

00 

301-4

00 

401-5

00 

501-6

00 

701 以

上 

不知

道 
其他 

占

比 
5% 8% 13% 8% 11% 13% 3% 26% 13% 

     由上圖可知，有 26%的學生不知道自己每天大概喝幾毫升的飲料，13%的學

生每天大概喝 201-300 毫升的飲料，13%學生每天大概喝 501-600 毫升的飲料，



13%學生每天其他毫升的飲料，每天喝 401-500 毫升、每天喝 101-200 毫升、每

天喝 301-400 毫升、每天喝 0-100 毫升和每天喝 701 以上毫升，因此我們知道

大部分的人不管自己每天喝多少飲料。 

 

 

第二部分第 2 題  

 
選項 喜歡 不喜歡 還好 其他 

占比 63% 3% 31% 3% 

    由上圖可知，有 63%的學生喜歡喝飲料，31%的學生對飲料還好，3%學生不

喜歡飲料及其他，因此我們知道 97%的人會喝飲料。 

第二部分第 3 題  

 
 

選項 不喝 1 種 2 種 3 種 4 種 其他 

占比 3% 47% 18% 3% 0% 29% 

     由上圖可知，有 47%的學生每天大概喝一種飲料，29%的學生每天大概喝其

他種飲料，18%的學生每天大概喝兩種飲料，3%的學生每天大概喝三種飲料及不



喝飲料，0%的學生每天大概喝四種飲料、，因此我們知道大部分的人比較喜歡

喝一到兩種的飲料。 

 

第二部分第 4 題  

  
選項 吸管 直接喝 不接觸瓶口 其他 

占比 37 34 3 26 

     由上圖可知，有 37%的學生喜歡用吸管喝飲料，34%的學生喜歡直接喝飲

料，26%學生喜歡用其他種方式喝飲料，3%學生喜歡不接觸瓶口的喝飲料，因此

我們知道沒有絕對喝飲料的方法。 

第三部分第 1 題  

 



 
 

選

項 

同意，我

的家長覺

得喝飲料

不會影響

牙齒健康 

同意，我

的家長覺

得喝飲料

會影響牙

齒健康，

因此要求

我要漱口

或刷牙 

不同意，

我的家長

覺得喝飲

料會影響

牙齒健康 

不同意，

我的家長

覺得喝飲

料不會影

響牙齒健

康，但就

是不給我 

不知道 其他 

占

比 

16 39 5 3 32  5 

    由上圖可知，有 39%的學生認為家長覺得喝飲料會影響牙齒健康，因此要求

我要漱口或刷牙，32%的學生不知道喝飲料的影響，16%學生認為家長覺得喝飲

料不會影響牙齒健康，5%學生認為家長覺得喝飲料會影響牙齒健康，3%學生認

為家長覺得喝飲料不會影響牙齒健康，但就是不給我，因此我們知道大部分學

生的家長沒有一定共同的想法。 

 

 

 

 

 

 

 

 

 

 

 

 

 

 



第三部分第 2 題  

 

 
 

 

選

項 

會，我覺得喝

飲料會影響

牙齒健康 

還好，我覺得

喝飲料不太

會影響牙齒

健康 

不會，我覺得

喝飲料不會

影響牙齒健

康 

不知道 其他 

占

比 

45% 26% 8% 21% 0% 

    由上圖可知，有 45%的學生認為喝飲料會影響牙齒健康，26%的學生認為喝

飲料不太會影響牙 齒健康，21%學生不知道喝飲料會不會影響牙齒健康，8%學

生認為喝飲料不會影響牙齒健康，0%學生有其他想法，因此我們知道大部分的

人想法與行為不同。 

 

 



第三部分第 3 題   

 

 
 

 

選項 我覺得

喝飲料

後，要漱

口才能

維護牙

齒健康 

我覺得

喝飲料

後，要刷

牙才能

維護牙

齒健康 

我覺得

少喝飲

料，比較

能維護

牙齒健

康 

我覺得

不喝飲

料，比較

能維護

牙齒健

康 

我覺得

多換牙

刷，比較

能維護

牙齒健

康 

不知

道，我覺

得喝影

料跟牙

齒健康

沒有影

響 

其他 

占比 21% 24% 34% 11% 5% 5% 0% 



     由上圖可知，有 34%的學生覺得少喝飲料，比較能維護牙齒健康，24%的學

生覺得喝飲料後，要刷牙才能維護牙齒健康，21%學生覺得喝飲料後，要漱口才

能維護牙齒健康，11%學生覺得不喝飲料，比較能維護牙齒，5%學生覺得多換牙

刷，比較能維護牙齒健康、覺得喝飲料跟牙齒健康沒有影響，因此我們知道大

部分的人都知道飲料對牙齒不健康。 

   由上述各個圖表得知，填寫這份問卷的人，性別大多是男性，還有少部分的

女性。我們也知道全部的人都有喝過飲料，而且大部分的人很早就開始喝飲料。

在我們調查的人之中，大多數的人最喜歡奶茶。 

 

 
 

 

 

 

 



伍、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本校高年級學生對於飲料對於牙齒的影響。為達到研究目

的，本研究針對相關文獻進行探討，提出研究架構，並以本校高年級學生為研

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獲取相關資料。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歸納出主要發

現及結論，並依結論提出建議，提供學校、教師以及家長作為參考。研究發現： 

  由問卷結果得知，大部分的人從幼兒園就開喝飲料了。大部分的人每天都會

刷牙，且每天刷三次牙，大部分的人都兩個月換一次牙刷。大部分的家長都同

意小朋友喝飲料，且覺得喝完飲料後要刷牙才能保持牙齒的健康，但大部分的

人喝完飲料後不一定會刷牙，大家最喜歡的飲料是雪碧。 

   我建議以後發問卷的人，可以把樣本的數量增加，才可以更明顯的知道碳酸

飲料對牙齒的傷害及大家的衛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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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臺南市國小中高年級學生飲料影響牙齒健康之情形 

敬愛的同學您好: 

    我們是臺南市ＯＯ國小的學生，我們針對飲料對牙齒傷害的調查，希望能夠

進一步的了解大家對潔牙的意見及想法，因此進行「臺南市國小中高年級學生飲

料影響牙齒健康之情形」的專題研究，希望您協助填答本問卷，本研究的結果只

用於學術發表，不用於商業用途,對於您的資料絕對保密，也不做個別分析，請安

心地根據您的真實感受填答，如有任何疑問，可隨時向發放問卷的同學反應，謝

謝您!    

   敬祝 

健康快樂天天開心 

指導老師:謝ＯＯ老師 

                      研究者:林ＯＯ、張ＯＯ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單選題） 

 性別：□男生□女生 

 你曾經喝過飲料嗎？□有 □沒有 □其他:_____ 

 你何時開始喝飲料： 

□幼兒園  □國小低年級□國小中年級□國小高年級 

□不知道  □其他：_____ 

 你最喜歡的飲料是甚麼？ 

□奶茶 □紅茶 □綠茶 □雪碧□可樂 

□牛奶 □其他：____________ 

 你喝完飲料後會刷牙嗎？□是 □否 □不一定 □其他：____________ 

 你每天是否會刷牙？□是 □否 □不一定 □其他：____________ 

 你每天的刷牙的次數？ 

  □0 次□1 次□2 次  □3 次  □4 次□其他：_______________ 

 你有沒有在使用含氟漱口水？□有 □沒有 □其他:_____ 

 你有沒有在使用含氟牙膏？□有 □沒有 □其他:_____ 

 你有沒有蛀牙？ 

□有 □無 □不知道 □其他：_______________ 

 你有幾顆蛀牙？ 

□0 顆□1 顆□2 顆  □3 顆  □4 顆□其他：_______________ 

 你用哪一種刷牙方式? 

□水平衡刷法□垂直縦刷法□單顆牙縦刷法 

□貝氏刷牙法□旋轉法 □不知道 □其他：___________ 

 你常用的牙膏品牌? 

□黑人   □高露潔 □舒酸定 □牙周適  

□德恩奈 □台鹽   □Ora2   □白人 

□無固定使用品牌 □不知道 □其他:_______________ 



 你常用的牙刷種類? 

□軟毛 □硬毛□混合毛□電動□其他：___________ 

 你多久換牙刷?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其他：___________ 

【第二部分】喝飲料的情形（單選題） 

1.請問你一天喝多少飲料？(毫升) 

□0-100 □101-200 □201-300 □301-400 

□401-500 □501-600 □601-700 □701 以上 

□不知道  □我不喝飲料□其他：_____ 

2.你喜歡喝飲料嗎？  □喜歡 □不喜歡 □還好 □不知道 □其他：______ 

3.請問你一天平均喝幾種飲料？ 

□不喝    □1 種  □2 種□3 種 

□4 種  □其他：____________ 

4.你喝飲料的方式？ 

□吸管□直接喝 □不接觸瓶口 □其他：_______ 

【第三部分】喝飲料的影響（單選題） 

1.你的家長同意你喝飲料嗎？ 

  □同意，我的家長覺得喝飲料不會影響牙齒健康 

  □同意，我的家長覺得喝飲料會影響牙齒健康，因此要求我要漱口或刷牙 

  □不同意，我的家長覺得喝飲料會影響牙齒健康 

  □不同意，我的家長覺得喝飲料不會影響牙齒健康，但就是不給我喝 

  □不知道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你覺得喝飲料會影響牙齒健康嗎？ 

  □會，我覺得喝飲料會影響牙齒健康 

  □還好，我覺得喝飲料不太會影響牙齒健康 

  □不會，我覺得喝飲料不會影響牙齒健康 

  □不知道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你覺得要如何維護牙齒健康？ 

  □我覺得喝飲料後，要漱口才能維護牙齒健康 

  □我覺得喝飲料後，要刷牙才能維護牙齒健康 

  □我覺得少喝飲料，比較能維護牙齒健康 

  □我覺得不喝飲料，比較能維護牙齒健康 

  □我覺得多換牙刷，比較能維護牙齒健康 

  □不知道，我覺得喝影料跟牙齒健康沒有影響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