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康中医陈珮晶医师指出，在中医来说，造成口臭的
原因包括饮食不当，工作和生活压力，邪毒外袭，睡眠不
足，口腔问题、药物和晚期癌患等。
　　她说，暴饮暴食，消化不良也会导致食物积滞于肠
胃，腑气不通，而会出现口臭、腹胀便秘或大便臭秽问
题。
　　“慢性胃病和食道逆流患者也会出现口有酸臭味，打
嗝，胸口灼热的症状。”
　　其中，如果糖尿病患发现呼出的口气如烂苹果的味
道，她吁请及早求医，因为这是体内出现严重的血糖控制
不佳，代谢紊乱等问题。除此，如果
口气中有严重难闻的气味，如阿摩尼
亚（Ammonia）的味道，也可能是肝
肾问题或体内毒素代谢异常的警示，
不能掉以轻心。
　　当然，情志不遂，工作或生活压
力太大，容易紧张焦虑，肝气郁结，
久郁化火，也会引发口臭、口苦咽
干、烦躁失眠等问题。
　　陈医师指出：“鼻窦炎、扁桃腺
发炎或是其他鼻咽部疾病，也会出现
痰粘稠、有腥味、口臭、咽喉肿痛的
问题，长期抽烟者会出现口干舌燥，
口有烟臭味问题。”
　　众所周知，睡眠不足也会引发其
他问题，包括导致虚火上炎，耗伤口
中津液。而当口腔唾液分泌不足时，
细菌大量繁殖也会出现口臭。
　　“不注意口腔卫生，食物残渣留
在口腔内，牙周炎，牙龈出血化脓和
蛀牙，也会导致口腔出现腐臭的味
道。”
　　另外，陈医师提醒，一些药物可能导致肠道菌群失
调，产生有害臭味的物质，形成口臭。

漱口及中医食疗
　　陈珮晶中医师建议，用淡盐水或茶叶水漱口，有助消
除口中异味，又可以舒缓咽痒肿痛。
　　“口腔卫生十分重要，每日注意勤刷牙，清洗牙间
隙，消除口腔内的食物残渣，以预防口臭。”
　　陈医师给读者提供三个有助消除口臭的食疗方：
　　1. 薄荷菊花绿茶：
材料：菊花3g、薄荷3g、绿茶叶5g
制法：用300cc沸水将绿茶叶泡开后，加入薄荷和菊花，浸
泡15分钟，即可饮用。
功效：疏散肺热，疏肝行气。适用于肺热及肝火旺盛引起
的口臭。
　　2. 菊花山楂决明子茶：
材料：菊花3g、山楂5g、决明子5g、甘草2g
制法：将所有材料装进过滤袋，放入杯中，加入500cc沸水
浸泡10分钟，就可饮用。
功效：清肝降火，润肠通便。适合肠胃积热、肝火旺盛的
口臭。
　　3. 金桔橙汁：
材料：橙1个，金桔5个，蜂蜜适量。
制法：将橙、金桔洗净后，去皮，去籽剥块，放入果汁机
榨成汁。倒入杯中，加入适量蜂蜜调味，即可饮用。
功效：芳香理气，生津止渴。适于阴虚火旺，口干口臭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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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病阻断措施期间，大家外
出一律要罩不离口，口

罩，自冠状病毒肆虐以来，已成
了大家的生活“必需”，再也
不是感冒病人或医护人员的专利
了。
　　可是，长时间戴着口罩，口
和鼻都被捂住，在局促的空间里
却闻到自己的口气。有些人会纳
闷自己的口气何以变重了？异味
甚至口臭都罩在口罩内散不去。
戴口罩之前，没有好好闻过自己
的口气，现在却如此明显，不禁
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口臭的尴尬，
甚至担心口气重、口臭是燥热或
压力等问题造成，还是意味着健
康亮起红灯？
　　黄廷方医院牙科部门的牙龈
专科医生黄立铭接受《联合早
报》访问时指出，造成口臭的原
因未必出自口腔，也可能是非口
腔问题引起的。
　　宜康中医陈珮晶医师提醒，
糖尿病患如果闻到口内发出烂苹
果的味道，应及早求医。再者，
口中如果发出严重难闻的气味，
也可能是肝肾或体内毒素代谢异
常导致，不能掉以轻心。
　　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综合诊
疗所呼吸工作组主任陈德栖医生
也提醒，口臭或警示潜在的口腔
和健康风险，如果还伴有身体疼
痛、不适，建议求诊。
　　百汇珊顿医疗集团医疗总监
庄宇铨医生指出，喝水不足也会
影响唾液分泌，削弱这个“口腔
卫士”的灭菌功能，引致口臭。

喝水不够可能导致重口气
　　黄廷方医院牙科部门的牙龈
专科医生黄立铭说，戴上口罩
后，闻到自己有口臭或是口气

重，可能是
之前已经有
此类问题，
但因为没有
戴口罩，所
以一直未有
察觉。
　 　 他 解
释 ： “ 戴
上口罩，呼
出来的气体
就困在口罩
内，令口气
变得更为明
显。”
　　不过，
黄 医 生 强
调，口臭不
是口罩造成

的，而是由口腔与非口腔问题造
成的。
　　他指出，长时间戴口罩可能
会让人忘了喝水，没有像平常那
样适时补充水分。居家办公可能
出现同样的情况，以致戴上口罩
时，就会嗅到自己难闻的口气。
　　他解释：“喝水不够，会令
口腔内的唾液分泌大量减少、变
干，口气也会变重。另外，食物
残留在口腔内，同样会引发口臭
的问题。”
　　就口腔而言，他指出，常

见牙周炎或牙龈生脓造成难闻异
味。当然，也可能是吃了某些会
引发重口气的食物，例如洋葱、
蒜头和榴梿，而吃后又没有刷
牙、漱口，洁净口腔。再者，抽
烟也会引发口臭问题。
　　黄医生说：“造成口臭的
主因，如果出在口腔，建议多
喝水、刷牙、用牙线，保持口
腔卫生，确保没有牙周和牙龈疾
病。”
　　对于常漱口和喷口气清新剂
会不会消除口臭问题，黄医生指
出这些只是辅助作用，保持口腔
卫生的方法离不开刷牙和用牙线
洁净齿缝。

其他可能引起口臭的疾病
　　另一个或被忽略的问题出在
扁桃腺，扁桃腺结石也会导致令
人尴尬的口臭问题。
　　黄立铭医生指出，扁桃腺的
表层是粗糙，非平滑的。口腔中
的食物经咀嚼、分解吞咽后，一
些除了会残留在齿缝、舌面外，
还会粘附在扁桃腺的表面上，久
了形成结石，即是白色的硬块。
虽然在扁桃腺表面上的一些食物
残留会自行脱落，但如果扁桃腺
经常发炎、肿大，甚至结石而演
变成慢性细菌感染，也会出现口
臭问题。
　　因此，黄医生劝请长期有扁
桃腺发炎问题的患者，应该及时
求诊，不要自行乱服药。必要的
时候，他建议扁桃腺结石患者采
取一劳永逸的方法，接受手术去
除扁桃腺。

　　另一个非口腔问题引发的口
臭，可能是鼻腔问题，因鼻涕倒
流所致，如鼻窦炎。
　　黄立铭医生指出，慢性鼻窦
炎在本地较为常见，症状包括鼻
涕倒流、鼻塞、疲劳等，同时，
因为鼻子两侧的鼻窦发炎肿胀，
造成很大的压力，引起脸部疼痛
不适。除此，所产生的粘液会堵
塞并积存在鼻窦中，引致口臭。
　　另外，他说：“糖尿病患的
血糖控制不佳，也会出现口臭。
很多初期糖尿病患并不知道自己
有高血糖问题，直至因其他病症
求诊时，才发现患上了糖尿病。
所以说，口臭也是健康警钟。”
　　因此，黄医生提醒，如果口
臭问题一直存在且严重的话，应
求诊。

口臭或警示潜在的 
口腔和健康风险
　　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综合诊
疗所呼吸工作组主任陈德栖医生
受访时说，口臭或警示潜在的口
腔和健康风险，例如：
·口腔卫生差、蛀牙和牙龈疾
病；
·药物引起的口干副作用；
·鼻腔问题：例如慢性鼻窦炎问
题；
·肺部疾病：例如慢性肺部感染
或因疾病引起的细胞组织增生；
·细胞组织增生：口腔、鼻腔、
喉咙或胃部可能因疾病引起的细
胞组织增生或赘生物；
·血糖问题：糖尿病患者未能很
好地控制血糖。

　　陈医生强调，脱水导致口
干，也是引发口臭的原因之一，
所以，补充足够的水分是必须
的。
　　但是，如果口臭严重或持续
存在，喝水本身可能无济于事，
陈医生提醒，长时间的口臭有其
须要正视的根本问题，应先让牙
医检查。
　　“因为80％的口臭是由口

腔和牙齿问
题引起的。
但如果口臭
伴有身体疼
痛和不适，
建 议 去 求
诊。不过，
为降低受感
染的风险，
建议在冠病
阻断措施之
后 才 去 求
诊，除非强
烈的不适已
严重影响日
常 生 活 作
息。”

唾液不足会削弱抗菌功能
　　百汇珊顿医疗集团医疗总监
庄宇铨医生受访时指出，口臭可
能是因牙齿问题（例如蛀牙或牙
龈疾病）引起的。
　　他说：“口腔、鼻腔或喉咙
受细菌感染，胃酸倒流，肝脏或
肾脏疾病问题，也会出现口臭问
题。当然，还有就是抽烟。”
　　庄医生指出，唾液具有抗菌
作用，喝水不够会令口腔内的唾
液不足，令
其抗菌功能
被削弱而导
致口腔内的
细菌增生，
引起口臭问
题。因此，
喝 足 够 的
水，以促进
唾液的分泌
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也
要减少酒精
和咖啡的摄
取量。
　　庄医生
提醒，如果口臭问题持续或没有
随着喝水量增加，每天至少刷牙
两次和使用牙线等步骤而有所改
善，应向牙医或医生求诊。
　　庄医生也列出有助减少口
臭、促进消化功能的食品包括：
优酪乳，蔬菜如红色灯笼椒和西
兰花等，全谷类、瘦肉、鳄梨和
低果糖的水果，例如橙和葡萄
柚，并避免高度加工和高脂的食
物。”

重口气敲响健康警钟

口罩，自冠病疫情肆虐以来已成了生活“必

需”，出门必戴，口腔异味因此被罩住散不去，

甚至被放大，让人闻到自己的口臭。

受访中西医分析引起口臭的原因，并提醒，口臭

或警示潜在的口腔和健康风险，如果还伴有身体

疼痛、不适，建议及时求诊。

吃了某些会引发重口气的食物，例如洋葱、蒜头和榴梿，又没有刷牙、漱口，可能造成口腔异味。
（iStock图片）

人们长时间戴着口罩，异味甚至
口臭散不去。造成口腔异味的原
因未必出自口腔，也可能是非口
腔问题引起。（iStock图片）

罩不住的口臭

牙龈专科黄立铭
医生：喝水不
够，会令口腔内
的唾液分泌大量
减少、变干，牙
周炎或牙龈生脓
也造成难闻异
味。（档案照）

陈珮晶医师：情志
不遂，工作或生
活压力太大，容易
紧张焦虑，肝气郁
结，久郁化火，也
会引发口臭、口苦
咽干、烦躁失眠等
问题。（受访者提
供）

陈德栖医生：如
果口臭严重或持
续存在，喝水也
无济于事，就应
先让牙医检查。
（受访者提供）

庄宇铨医生：有
助减少口臭、促
进消化的食品包
括：优酪乳、蔬
菜、全谷类、瘦
肉等。（受访者
提供）

饮食不当、工作生活压力
可引起口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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