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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雲（成功大學醫學系暨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本文探討戰後至二十一世紀初台灣女人初經經驗的變遷及其歷史脈絡，即初

經來臨時的感受、態度、反應與相關行動，並以「從意外、驚嚇到等待」勾勒出

半世紀以來的主要歷史變化，指出此歷程蘊含著知識與性別權力的轉變。本文使

用的歷史材料，包括報章雜誌和醫療、護理、心理衛生教育相關文獻，��位女

性的自述文字或已出版之口述史訪談紀錄，以及 ��位女性的口述史訪問內容。

歷史中的各種條件，尤其是相關知識，是影響女性身體經驗的重要因素，例如，

女孩們是否曾被預告初經的來臨、知識與教育及其內容、初次來經時身在何處，

以及月經是否為談論的話題、是否與周遭親友談論月經、身旁相關人士提供的協

助，如母親、姊妹、同儕、男性友人和父親等。本文特別關注知識的多重面貌，

早期女孩雖未被預告月經，但許多人透過年長女性網絡間接學習，也接受各種

非正式月經教育。1��0年代之後，則逐漸以醫普衛生學校教育與衛生棉廣告為

主。此外，月經議題也有公共化的趨勢，除了醫學衛生知識的普及與學校教育的

建制化鼓勵人們公開討論之外，父親與男性友人也逐漸被納入月經事務中。

關鍵詞：初經、年輕女孩、知識與性別政治、台灣衛生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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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孩子的時候鄰居歐巴桑都會講起那個（笑）⋯⋯那個血

怎樣怎樣，我在旁邊聽到，我都會記得。（尤女士訪談；初經為

1��0年代初期）

第一次好朋友來的時候，非常匆忙毫無準備，猶記得好像就在下

課時，覺得褲子濕濕黏黏，跑去廁所一看，那麼多的血，自己真

是嚇死了，趕快拿衛生紙墊在褲底塞住，好不容易熬到放學回

家⋯⋯好朋友讓我窘死了！（華芸，1���；初經為 1��0年代中

期）

我媽很早就告訴我們（我跟我妹妹）關於月經的事和性教育。為

的是要我們懂得保護自己，以及面對生理期時不會驚慌失措。所

以我的態度是呈現等待初經的狀態。我媽說初經來時要買蛋糕慶

祝的，結果我跟妹妹都沒吃到。（小柯自述；初經為 �000年代初

期） 1 

致謝辭：本文為科技部研究計畫「台灣年輕女孩初經三部曲：身體、衛生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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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年出生的尤女士大約在 1��0年代來初經，彼時月經是難以

啟齒的話題，學習月經知識的方式往往間接而隱晦。對那個世代的女

性而言，初經意味著驚訝，但是她們處於農業社會且較少接受國小以

上的教育，多數在家中來經，尚不至於不知所措。出生於 1��0年代

者如華芸，初經來時台灣社會已相當工業化，由於正式月經教育才剛

開始，初經來時，仍是驚訝，且如果身處公共空間，更是尷尬。當

時的心理學界注意到此現象，指出多數的女孩初次月經是「害怕」、

「驚慌」、「憂慮」、「難為情」及「不知所措」，並強調月經教育的重

要性與急迫性，是為月經教育的開端（邱維城、蘇建文、黃堅厚，

1���；郭惠美，1��0）。1��0年代後經歷初經的女性，雖然在初見經

血的那一刻仍然相當驚嚇，但她們多數已對月經有所了解。當代台

灣，年輕女孩在初經來臨前，如上述的小柯，大多熟悉月經一事，期

待它的來臨，且可與同學、家人甚至男性聊此話題。

對多數女人而言，初經是必經的歷程，是由女孩到女人的里程

碑。 2 月經也是歷來女性主義與性別研究關注的重要議題，西蒙．波

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其名著《第二性》第二冊第一章，便以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woman.）揭櫫女人的社會形成。波娃認為初經是女孩理解自己身體

意義的開端，對身體感到羞恥也由此開始。書中引述 Havelock Ellis

料請見附錄。

� 例外如先天具有兩套生殖系統者，即所謂的陰陽人。近代以來，有無月經往往

被視為判斷身體性別的關鍵，月經遲遲不來常引起是否為「真正的女人」的疑

惑（丘愛芝，�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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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1���年的調查，顯示 1��個美國少女中，有 ��人在初經來時完

全不知發生什麼事，��人僅模糊理解。不少女孩以為初經的血是腹

瀉、致命的出血或性病，也有誤以為自己患了不明疾病而跳塞納河自

殺（de Beauvoir, 1���/Trans. Borde and Malovany-Chevallier, �011: ��0, 

���）。之後的相關研究探討的議題包括初經與禁忌、女性身體的性

化、衛生知識與現代性等（Mead, 1���; Lee and Sasser-Coen, 1���; 

Brookes and Tennant, 1���; Freidenfelds, �00�），這些文獻均指向知識

之於女性身體的重要性。

戰後以來，台灣經歷了工業化、（衛生）教育普及和消費社會等

變遷，女性的身體經驗是否也隨之變化？新興的衛生教育與衛生棉產

業帶來什麼樣的改變？雖然國外的婦女史或醫療史已有不少研究，但

台灣性別歷史研究仍有待開發。本文以初經經驗為例，探索戰後女

性身體經驗與知識的變遷，為台灣歷史加入性別與身體的面向，並與

國外研究比較，以了解台灣性別身體史的特殊性。美國婦女史學者

Joan Brumberg（1���: 10�-10�）所提的幾個初經史研究問題值得參

考：（美國）女孩們通常在幾歲第一次來經？是否都準備好迎接月經

的來臨？女孩的母親與其他年長女性是否都參與此歷程？女孩們如何

學習成為女人？為何衛生危機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對本研究而言，

除了來經的年齡及有無先備知識外，不同時期的初經經驗反映了什麼

樣的知識政治？女性身邊有哪些相關人士參與知識傳遞、經驗分享與

協助？本文以這組提問為起點，嘗試了解過去台灣女性的身體經驗與

處境，並追溯性別與知識權力運作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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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一）初經研究

初經牽涉幾個議題，包括生命政治、性別身體政治、知識與權力

關係等。就國家而言，近代政權關注女性人口的初經年齡，因其代表

著生產力，是治理技術所需的基礎知識，也是生命政治（bio-politics）

的展現。例如日治初期婦產科醫師的「產婦人科的基礎調查」月經研

究，既為婦產科對於婦女疾病、生產照顧的準備工作，同時也是了解

殖民地生產力的重要知識基礎（傅大為，�00�: 10�-11�）。又如婦女

的月經知識與人口控制的成敗密切相關，也是二十世紀下半期人口

局的研究內容（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ask Force on Psychosocial 

Research in Family Planning, 1��1）。1��0年代以來，人類生物學就經

濟社會健康及營養等方面的改進對於身高、體重、初經（年齡下降）

及嬰兒死亡率的影響，也有不少研究（Huang and Malina, 1���）。資

本工業脈絡下，女工的健康意味著生產力的豐沛程度，因此來經後的

血紅素值有其重要性（林思儀，1���）。還有在象徵國力的體育脈絡

中，身高體重、運動能力都與初經年齡息息相關（吳金玉，1��0）。

在生命政治的探討外，鮮少有歷史研究關注台灣初經或月經經

驗，因此也無主要的辯論。台灣史領域中，婦女史是更小的領域，月

經史，尤其是身體經驗的面向，史料稀少，僅能透過口述史彌補不

足。史料稀少的原因，除了婦女史早已指出的女性在歷史中缺席的現

象，也因月經是禁忌話題，少見記載。另外，在台灣性別醫療史研究

中，以醫學建制變遷、產婆史、生育控制史、護理史及生殖科技為主

要議題。或許因月經涉及知識、家庭性別關係及女性身體與公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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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更廣泛的層面，尚未見月經之研究。在歷史領域之外，少數的台灣

初經研究，可見於心理、公衛與護理領域的初經年齡調查（邱維城、

蘇建文、黃堅厚，1���；周無愁，1���；藍玲、徐素珍、江千代，

1���；Chang and Chen, �00�），可惜其中雖有兼及初經來時的心理成

熟度，卻鮮少針對主體經驗做著墨。

不過，少數護理研究間接觀察了女性的經驗，如張玉婷與林美玲

（Chang and Lin, �01�）研究東部地區青春期學生對月經的詮釋，浮現

「在矛盾中努力成長」之主題，顯示初經與月經的感受主要是「含糊

不清的」、「被忽略的」、「骯髒的」、「私人的」和「成長的」事件。

另外，張玨等（1���）對於都會地區中年婦女（生於 1���-1���）月

經經驗的公衛研究，雖不以初經為主要論題，但除發現初經年齡下降

外，也指出初經經驗多為負面的，像是害怕、羞恥、生氣、討厭、不

方便、不適應及怕得要死，是少數關照到主體經驗的先鋒研究。

相對於台灣歷史研究之稀少，西方婦女史與婦女研究則較為豐

富，探討的議題包括衛生醫學知識的影響、衛生用品的出現、女性的

人際社會脈絡，以及身體的性別政治。前述歷史學者 Brumberg以美

國二十世紀的初經歷史為例，指出醫療及衛生棉產業將初經形塑成衛

生事件，女孩在初經時面臨「衛生的危機」（hygienic crisis），被教導

要注意衛生、防漏及維持乾淨。她也對照不同時期女性學習月經知識

的脈絡─十九世紀女孩們在日常生活的女性網絡中耳濡目染，無形

中獲得關於身體的知識，理解初經來臨與成長的意義，二十世紀後則

以衛生棉消費為主要的初經經驗，較少關照成長的意義（Brumberg, 

1���）。Lara Freidenfelds（�00�）探討二十世紀美國人對於月經的態

度與經驗的改變，指出性教育者、月經產品公司、廣告商、體育教育

者及醫師共同形塑了現代月經。在月經現代化之前，無論對女人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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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來說，月經是不可談論的話題，主要的處理方式是月經布，來經期

間必須避免受寒。現代的月經則強調科學知識的教育，同時公共化，

鼓勵家庭、學校、人際網絡中的討論，而且以衛生棉為主要處理方

式。

Barbara Brookes及Margaret Tennant（1���）研究 1��0-1��0年代

紐西蘭白種（Pakeha）婦女的月經經驗，分析了 �0位婦女的初經經

驗及衛生用品廣告兩種敘事，指出月經對於女性特質（womanhood）

之社會建構的重要性。英國史學者 Sally Alexander（1���）則以

1��0-1��0年代英國的貧窮女性為例，探討母女之間身體知識的傳遞

情形。她指出關於女人身體的知識，無論是生理構造功能原理或是

性，都令人難以啟齒，反映出社會對於女性身體的負面觀點。因此，

母親們雖然有身體知識，但通常不告訴女兒，女兒們對於母親的認同

也常是矛盾而複雜的，月經、懷孕及生產往往是驚嚇的經驗。

上述的羞恥、尷尬、隱藏等問題，是性別身體政治的展現，並

不僅止於歷史研究，Janet Lee與 Jennifer Sasser-Coen（1���）邀請

許多女性回憶初經經驗，探討身體政治、女性身體異性戀化（hetero-

sexualization）的啟動，及性的調控機制（regulation of sexuality）等議

題。例如許多父母對於女兒初次來經的立即反應通常是「要好好保護

自己」，至於保護的內涵為何，則盡在不言中，暗示著父母們憂慮女

兒若未能保護自己，即有可能發生性行為而懷孕。

Iris Young（�00�）除了回顧女性主義的月經著作之外，尤其關

注知識的性別政治。Young質疑許多專家，包括具有女性主義思維

者，似乎皆預設女孩與女人應有「正確的」生理知識，亦即主流醫

學知識。Young認為這類知識可能造成女人與其身體的異化，並引

用 Emily Martin的研究，指出具較少科學知識的女人，通常在談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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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較能觸及她們身體變化的經驗及與他人的關係。

在科學知識之外，成年禮習俗是許多社會因應女孩成為女人（或

初經來臨）的主要方式，也代表著女性的社會地位轉變。台灣某些地

方有「做十六歲」的成年禮習俗，尤以台南最盛行，雖然未必以生

理成熟為依據，但有學者認為此習俗源自古人的生理觀，即「女子

二七月事來潮、男子二八（十六歲）精滿而溢為轉形成人的重要關

鍵」（彭美玲，1���: ��）。台灣原住民各族也有成年禮，主要根據身

體發育成熟的程度來決定，以男子有狩獵能力、女子有月經為主。例

如泰雅族女孩子月經來潮後，即為長大成人，而在額頭上刺青（陳國

鈞，1���）。有些布農族的女孩在身體發育後，就開始學習織布與做

飯（蔡善神，1���: ��）。美國猶太移民則以母親打女兒一記耳光作

為儀式（Brumberg, 1���: 11�）。

（二）月經研究

相對於初經研究的稀少，月經研究有不少可資參考者，大致分

佈於民俗研究、人類學、公衛、衛生教育、護理及醫學領域。公衛如

張菊惠（�00�）觀察工廠女性作業員的經痛問題，採取參與式行動研

究，協助她們釐清月經與經痛的迷思，翻轉醫療化的觀點，並營造女

性的情誼與網絡，是少數關注社會關係的研究。民俗與人類學研究著

重於不潔、禁忌信念與身體觀。朱明若（Chu, 1��0）訪問了 ��位台

灣各階層婦女，除了指出經血為骯髒不潔的文化信念之外，也發現婦

女們認為自己於月經期間是不潔且較虛弱的，故遵循某些禁忌以保

護他人，並採取保健措施，隱藏月經，努力維持月經的規律。Emily 

Martin Ahern（1���）分析台灣文化中各種具污染力量的物質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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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包括月經、經血及生產等。 3 Charlotte Furth與 Shu-yueh Ch’en

（陳淑月）（1���）發現婦女們援用西醫、中醫及民間佛教等三種知識

傳統來詮釋月經，雖然她們並未批評這些知識中的性別意識型態，但

不同知識傳統之並用削弱了知識的權威性，讓個人有選擇的空間。

除了女性的能動性外，人類學者翁玲玲（1���: 1��）更主張：

「經產血對女性而言，早已不是令人卑微的『穢惡』，也已經不是

消極被動的血餘，而是女性用以增強自身並可以積極操弄的『工

具』。」她除了討論不潔觀念的社會變遷，也批評既有研究所持的男

性宰制論述。 4 不過，女性能增強自身的力量或積極操弄某些工具，

並不表示結構層面或象徵層次對於女性身體的負面態度已不存在。翁

文的研究時間是 1��0年代，醫普知識與學校衛生教育視月經為「自

然現象」或「成熟」的象徵已行之有年，因此對於經血是否不潔這樣

的問題，人們很容易以標準答案「正常的生理現象」或「自然現象」

回答，但是這未必表示月經或經血已完全平常化。換言之，從歷史的

角度來看，「正常的生理現象」反映的是 1��0年代末以來醫療衛生教

育的影響。事實上，二十一世紀的教育研究還觀察到女學生對月經仍

抱持負面態度（賴皎，�00�）。游美惠（�00�）也批評性別隔離的月

經教育強化傳統的意識型態，傳遞月經是骯髒的訊息，並倡導男女都

應接受月經教育。

除了負面觀點及女性的主體性之外，Francesca Bray（1���）亦

注意到調經議題，在中醫的知識傳統中，規律的月經是婦女健康與生

� Emily Martin為女性主義人類學家，在 1���年之前以 Emily Martin Ahern之名
發表作品，之後則以 Emily Martin具名。故本文引述其研究時，出現Martin、
Ahern兩種姓氏。

� 翁文所批評的學者為 Sangren（1���）、Wolf（1���）與 Aher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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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能力的關鍵，因此重視調經。本研究也觀察到母親為女兒調經的傳

統，著重於初經來之後的飲食。

另外，周春燕（�00�）討論中國近代史中月經知識逐漸走出禁

忌的歷程，將之放在強國強種的歷史脈絡中。她認為西方婦科知識

東傳、女性雜誌出現、及西方新式月經用品的引入使月經走出禁忌。

周文所謂的禁忌，主要指公領域知識的層面，亦即月經議題在公眾媒

體中出現與否。然而，月經知識走出公共禁忌後，個別女人的經驗

是否也隨之走出禁忌？則有待考察。Tani E. Barlow（�00�／白露、

苗延威譯，�00�）討論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通俗社會學（vernacular 

sociology），指出其信奉一種自然女性特質（natural womanhood），

如衛生棉廣告中「講求衛生的現代女性，懂得如何保持身體清潔」，

並指出衛生棉廣告是促成月經公共化的重要推力。

在台灣歷史方面，性、生理衛生脈絡下的月經教育研究仍屬少

數。李貞德（�011）探討戰後 1���-1���年間的衛生教育課本，指出

最主要的變化是作者個人風格消失，朝向標準化發展。其中有關女

性生理的部分，「由來經到停經，以懷孕和分娩為主軸，對月經的描

繪，從早期教本中性發育成熟的表現，演變為懷孕失敗的象徵」，顯

示近代衛生知識的演變軌跡。論及經期保健的部分，則僅限於清洗，

缺乏對其他問題，如不順、經痛及白帶的處理。上述研究顯示初經經

驗不僅與女性的社會處境息息相關，同時也是性別政治運作的結果。

雖然近代已有美國、紐西蘭及英國的初經研究，但台灣女性初經經驗

的歷史仍有待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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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與方法

本文的目的在於了解台灣女性的身體經驗與處境，並以此追溯性

別與知識權力運作的軌跡及其歷史背景。本文所使用的歷史材料，包

括報章雜誌和醫療、護理、心理衛生教育相關文獻，以及 ��位女性

的自述文字與已出版之口述史訪談紀錄。由於初經與月經難以啟齒的

特性，不易留下紀錄，為彌補初經經驗文獻的缺乏並增加資料的豐富

性，本文也納入 ��位女性的口述史。無論是接受筆者訪問者、女性

自述，或是已出版的口述史人物，均整理於文末的附錄中。本文受訪

者均以化名呈現，但引用女性自述時，如為已出版之文獻，則採用其

自述所使用的姓名。口述史資料部分來自晚近研究或民間機構的口述

史出版品，如中央研究院與外省台灣人協會等。自述文字部分來自已

出版的文獻資料，部分來自筆者人際網絡中的女孩提供有關初經的回

憶文字。口述史進行時間為 �00�-�01�年，受訪者來源為人際網絡的

引介，受訪者與自序文章作者的出生年代介於 1���-1���年之間，居

住地分佈於台北、苗栗、台中、高雄及屏東，教育程度從不識字到博

士皆有。除了極少數受訪者由於生活極端艱苦，完全不記得初經何時

來之外，其他受訪者均記得來經的年齡及當時情境。

四、研究發現

（一）戰後：意外的年代

歷史變遷很少一夕之間黑白判分，僅少數走在時代前端。同樣

地，新時代來臨後，仍有人沿襲舊的作法，同時期的個別女性，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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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也可能存在異質性。本文僅勾勒出不同時期的條件及其主要變遷趨

勢，並不主張各時期全面的差異。筆者將戰後粗分為兩個時期，以

1��0年代為分水嶺，討論幾個面向：家中是否有人告知、初經來時

的感受、日常生活中學習月經的非正式方式，以及學校月經教育的情

形。

1. 家庭生活與女性網絡

目前 ��歲以上的婦女們，少女時隱藏月經、感到骯髒羞恥是很

普遍的現象。她們的初經來潮於 1��0年代之前，屬於醫療專家、衛

生棉產業及學校尚未展開初經教育的時代。由於鮮少被事先告知，年

輕女孩在初經來臨的當下，大多是驚嚇與不知所措。母女姊妹間少談

或完全不談月經，女孩們也努力隱藏月經，偶爾談起，則以避免經血

外漏為主。 5 

雖然早在 1���年，蔣渭水（1���: ��）即已建議父母應在「月

經來潮以前，予先詳細說明」，但事實上，女兒的教育似乎鮮少包括

預告初經。例如 1���年出生的黃卓麗雲簡潔地說：「家裡沒有教，以

前當然是不講這些」（何忻蓓，�011: 1��）。1���年出生的鄒陳淑娟

也說：「沒有教這種事⋯⋯我媽媽也很保守，話也很少」（林瑋豐，

�011: �0�）。1���年出生的張媽媽的初經記憶是：「來的時候，我不

知道，我很害怕。」1��0年代來台灣研究的人類學者Margery Wolf

曾描述她的翻譯在國小六年級時目睹同班同學月經突至的故事：這女

孩以為自己快死了，所以很恐慌（hysterical），只得勞動數位女老師

來安撫她。同村的其他婦女也都表示對於月經所知有限，母親們也都

� Wolf（1���）、Furth and Ch’en（1���）亦有類似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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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告知。 6 另一位生於 1��0年代的女性，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其

他皆為兄弟，左鄰右舍也都是男孩，加上母親並未告知月經之事，初

經來時她正好在學校，不知如何處理，恐懼萬分。 7 

沒有預先告知並不意味著女孩們不知道月經這件事。不過，得

知此事的方式往往並非來自正式的課堂教育或書本，而與其日常所處

的家庭環境密切相關。有的女孩能夠事先得知月經一事，通常是因為

成長環境中有其他年長女性，而於日常生活中偶然聽到她們論及月經

（玉書，�011: �1-��）。月經布也是月經知識的主要來源及傳遞工具，

婦女在製作、清洗、或將月經布曝曬於院中時，一旁的年輕女孩得以

間接而懵懂地知道了月經。如此形塑了月經知識傳遞的特性：這種方

式是隨機而不普遍的，女孩能否獲得知識，或是能學多少，端看機

緣。

尤女士沒有姊妹只有五個哥哥，除了念了幾年小學之外，都在家

中。長年臥病在床的母親，在她初經來臨之前，從未提及月經一事，

但是她從年長女性鄰居的日常交談中得知了月經：

〔鄰居媽媽們〕都會講起那個血怎樣怎樣⋯⋯我在旁邊聽到，我

都會記得。⋯⋯我們隔壁有個歐巴桑她會做衣服什麼的，就縫一

縫整排〔月經布〕，縫整排之後⋯⋯這中間才可以鋪布，⋯⋯連

那個粗紙也沒有，都用布，溼了以後才去洗一洗，曬乾之後又拿

來用⋯⋯然後說我就都看隔壁的，她都晾在外面，我以前看到人

家做什麼，我就會做，所以我就自己縫自己做。（尤女士訪談）

� Wolf（1���: ��）稱此為 puzzling ignorance，或許是與美國相比。
� �00�年高雄新興社區大學女性寫作班的課堂發言，徵得同學同意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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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她從年長女人間的閒聊獲得月經知識，初經來臨時，人在家

中，沒有驚慌且早已學會製作月經布及處理月經。

另一種得知月經事實的非正式管道，是廁所中的血跡與衛生紙或

衛生棉。1��0年出生的張女士在眷村中長大，公共廁所是非正式的

月經教育空間：

我們廁所是公用的，一百戶只有二棟廁所，五十戶用一棟，那男

生一半，女生一半⋯⋯所以我們看到有血啊⋯⋯不是衛生紙，黃

草紙那個很多血啊，慢慢地自己去聯想啊⋯⋯去處理啊，去學

習⋯⋯（張女士訪談）

1���年出生的江女士認識月經的方式如下：

我很小的時候，就跟我媽講說，奇怪啊，我在便所內⋯⋯有看到

底下有血啊，那我就跟我媽說，便所內有血耶〔小聲〕。我媽媽

才說，笨小孩，那就比較大人的查某都會那樣啊，她洗的那個布

我才知道原來是做這個用的，那個時候只是這樣迷迷茫茫的一個

印象而已。（江女士訪談）

在母女或姊妹間，甚少談論月經相關知識或意義，甚至月經的存

在。換句話說，月經對於大部分家庭內的女人，通常只能意會不能言

傳，如江女士所言：「父母都沒講，甚至我跟我女兒我也沒講。」即

使可以談論，通常也避免直接使用月經一詞，而用代號或間接談論。

但是，這個禁忌在成年女性之間則較為寬鬆。

除了少談之外，月經經驗的另一重點是隱藏，包括清洗月經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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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身體清潔，不留下任何痕跡。隱藏是女人日常生活的例行工作，

也是女孩成為女人的重要訓練項目。對於靈巧的女孩而言，隱藏月經

並非難事。又因為隱藏月經是如此確實，家人不見得會知道家中女兒

月經來臨。上述的尤女士在月經來四次且都自己默默處理之後，她的

母親仍不知情。後來她無意中聽到鄰居說，如果月經沒來有可能是患

「女孩子病」，因害怕才告訴母親。母親這時才仔細詢問她月經何時

來，何時不來，且驚訝地說「我怎麼都不知道？」

1���年出生的張媽媽回憶雖然家中的姊姊已有月經，她卻完全

不知情，「姊姊〔的表現〕根本好像只有我有月經的樣子，別人都沒

有〔月經〕，因為我不會處理，我跑到草裡面，用草擦」。母親得知

她有月經，則是因「我洗不乾淨嘛，那褲子、衣服到處都是血⋯⋯」

1���年出生的黃女士談月經布的處理：「就是在洗澡的時候，或者進

去廁所的時候，你把它〔月經帶〕洗乾淨⋯⋯不能亂放⋯⋯啊你也不

能夠拿出去曝曬⋯⋯會不好意思。」黃女士的姐姐同時也扮演了月經

隱藏技術的指導者，如果月經帶隱藏不好，「應該會罵」，黃女士沒

看過姊姊的月經帶，姊妹倆也不會討論月經。

女孩們在驚慌與學習隱藏時，母親們的作為呢？大部分的女孩在

驚見血的那一刻，都是去找母親或家中的主要照顧者如祖母，母親通

常會教導處理的方式。雖然許多受訪者的母親並沒有教導她們月經的

知識，但是她們並無抱怨，也未必如大眾論述一般，認為母親必須負

起預告月經的責任，她們自己多半也未預告女兒月經一事。在此脈絡

下，月經屬於女人的家務事，也如 1���年出生的王陳女士所言「來

了自然就會了」，如此或可說明為何許多受訪者並無抱怨。

母親們雖未必傳授初經知識，但會教導注意事項或調經。女性

在初經剛來的幾年，月經常不規則，許多母親因而以食補來照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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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經。例如 1���年出生的王少芬在初經來後哭著喊「做女孩子真倒

楣」，母親「煮了紅糖水泡了兩個蛋」，也安慰她不知所措的心（王

少芬，�011: 1�）。尤女士的母親、李元貞（1���）的母親、賈瑜及

其他受訪者的母親都曾提供特別的食物給女兒。至今母親們仍然持續

這個傳統，由醫普雜誌常見的月經食譜也可知其普遍性，如莊靜芬

（1���）、潘玉女（1���）、郭純育（1���）及李怡嬅（�00�），強調

在初經來後以食物調養女兒的身體。這也呼應了 Young（�00�）所說

的，女人（孩）關心的是處理等實用知識，而非生殖系統的原理。此

外，食補也顯示中醫知識傳統的影響。據此傳統，預告初經的來臨遠

不如調經重要，也是民間與新興醫學知識的重要差異。

1��0年代之前，雖然母親們不預告，但其他年長女性提供了個

別女孩可學習的環境。這個學習是聽多於問，觀察多過分享，女孩們

必需學會默記與自律，如尤女士。換言之，月經知識的傳達並沒有一

個具體的正式管道，而是間接耳濡目染傳遞在女人與女孩之間。這種

學習的特性是，如果女孩身處的環境缺乏年長女性的日常對話，加上

女性普遍隱藏月經，很有可能就無從學習，造成同時代女性間的經驗

差異。

換言之，在醫學衛生教育興起前，月經知識與處理方法的傳遞，

是透過舊有家庭鄰里間不同年齡的女性所組成的網絡，或是日常生活

中的相關空間與事物。在大家庭式微及女性普遍受教育之後，女孩身

旁的重要人物不再是其他年長女性，而是學校中的同儕，也就是其他

年輕女孩。同儕之間主要傳遞的是衛生棉的消費訊息，以及「誰已經

有月經，我還沒」或「大家都還沒有來月經，但我卻來月經了」這類

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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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教育

以上是女孩在家庭中的經驗，那麼學校的情形如何？在學校月

經教育制度化之前，許多婦女獲得西醫月經知識的主要管道是在生產

完後，由婦產科醫師教導避孕方式，如計算安全期，或是在家庭計畫

推動時（始於 1���），由公衛護士教導相關知識。 8 無論是婦產科醫

師或公衛護士的教導，都是在生育控制的脈絡下，且其對象為已婚婦

女，並不涵蓋未婚女性或學生。

�0歲以上的受訪女性中，除了一位出生於 1���年、日治時期就

讀屏東高女的李老師記得初中時老師曾經教過之外，其他人若不是在

學時間極短，就是學校沒有提供這方面的教育。

由於教師的性別或態度，即使有月經教育，也僅強化了月經是

難以啟齒之事的印象，且學生並不感到切身相關。日治時期，即使是

小學，女性教師亦居少數。 9 1��0年國小女性教師佔 �0.��%，1��0

年達 ��.��%，中等學校女老師較少，1��0年為 1�.0�%，1��0年為

��.�0%（教育部，�000）。男老師若教授這個主題，師生均尷尬，並

不令人意外。例如，無論是日治時期的屏東高等女學校，或是戰後嘉

義某學校，老師都是男性。蘇媽媽轉述蔡老師的經歷：「是年輕的男

老師，教授月經事宜，老師講課講得滿臉大紅，以致口齒不清。學生

嘛，好像這些跟自己無關沒在聽⋯⋯」 10 滿臉通紅的男老師，可想而

� 黃女士及王大姊均由婦產科醫師教導避孕。推動家庭計畫的舒子寬則在報紙上

提供已婚婦女避孕知識（舒子寬，1��1/�/��）。
� 根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歷年國民學校概況〉，國民學校的教員男女比

例在 1���年為 1�:�，到 1��0年則為 �0�:�1�（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
1���）。

10 由於 �00�/�/�0訪談錄音檔不清，故於 �00�/�/��以電子郵件與蘇媽媽確認訪談
內容，文字內容由蘇媽媽所撰寫。蘇媽媽所轉述的，是同日接受訪問的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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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傳達了月經令人難以啟齒的訊息，學生則覺得「好像這些跟自己無

關」。又如 1���年出生的江女士回憶高雄女中的情形：「衛生教育有

很多⋯⋯有關身體教育、骨骼的，但是講到這一段的時候，她就害羞

答答地很簡單地帶過去。」到了 1��0年代，雖然月經教育已經開始

實施，但上述情形在都會以外仍然常見。1��0年出生、成長於南投

的洪惠敏表示，小學時隔壁班老師為女性且有上月經教育，她的老師

為男性，未提供月經教育。

不管有無教育，月經會以各種形式出現在學生的生活中，引起

驚慌，如：「在不分男女的小學裡，常常有男學生從廁所裡，慌慌張

張地跑到老師那兒，報告有人受了大傷」（琳達，1���/�/�）。出生於

1���年的張媽媽也有類似的回憶：她的小學同學有一次在上數學課

時來月經，相當驚慌「臉青青的」，老師發現不對，請她站起來，她

雖然企圖掩飾，但不幸因為站起來反而讓血滴下來。男生們就說：

「血！」張媽媽描述這位老師是「尚未結婚」的男性，正在納悶「怎

麼會流血」時，發現不對，「老師就退後了」，之後老師也未處理，

「也不講，就算了」。

除了學校鮮少提供月經教育外，由於隱藏月經是如此理所當然，

在公共場合談論或披露更形困難，或帶來恐慌與尷尬，如下面這個不

幸的故事：

〔初二〕那年的二月七日，初潮突然湧現，在我保守的家庭中，

從來沒有任何人對我提起過要如何準備和應付生理上的重大改

變，我的驚慌失措是可以想見的。於是沒有參加降旗典禮就匆匆

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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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著腳踏車回家了。第二天上學後，導師鐵青著臉宣佈昨天下午

坐在我隔鄰的一位同學遺失了一個小錢包，內有十五元不翼而

飛，顯然是一樁偷竊事件，她要明察且捉出小偷嚴辦。⋯⋯她隨

後要昨天沒參加降旗的同學站起來說明原由⋯⋯她們都有正當的

理由不參加降旗，問到我時，我只訥訥的說因身體不適先回去

了。她追問那裡不適，我竟羞怯的滿面通紅說不出話來。於是她

直覺的認為我有問題⋯⋯（小草，1��0/�/�）

因為老師的主觀與固執，使得事情越演越烈，故事主角最後被以

「有偷竊之嫌並且侮辱師長」為由記小過一次，終究無法洗刷冤屈。

雖然威權的教育文化是這樁悲慘情事的重要背景，但是關鍵在於月經

令人難以啟齒的特性，來經的身體有口難言而蒙冤。

綜合上述，1��0年代之前，月經是私領域中女人的家務事。許

多女孩在家中來經，雖有恐懼但較少尷尬，即使多數未被預告初經，

女孩們仍可透過非正式的管道，如家庭、親友及鄰里婦女的日常聊天

等等，學習有關月經的知識。少數雖曾在學校上過相關課程，但其教

授方式並未讓人感到切身相關。後來逐漸有事先告知女孩月經者，但

人們並無法預知初經究竟何時會來，初經來時，女孩仍相當驚訝。差

別可能在於，事先不知有月經者，往往會誤以為自己生病或快死了。

此外中醫傳統有關女人身體的知識中，調經顯然比預告來經重要。

（二）1970 年代之後的初經經驗：月經教育的開始

1��0年代開始的工業化（黃富三，1���；胡台麗，1���）使得

許多農村女性走入工廠，1���年起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且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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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初經來臨正值國中期間，於是有越來越多的女孩在初經來臨時身

處學校或其他公共空間，往往倍覺尷尬與驚嚇。

同時，初經年齡下降也使月經教育顯得迫切。綜合幾項初經年齡

調查，1���年初經年齡為 1�.11，1���年為 1�.0�，1���年為 1�.��，

1���年則是 1�.��（邱維城、蘇建文、黃堅厚，1���；陳彰惠、洪志

秀，1���；藍玲、徐素珍、江千代，1���；周無愁，1���）。 11 1���

年首次出現初經年齡下降的報導，視其為「自由中國」的成就，是

「文明的進步」或「趕上歐美」的證明（謝振主，1���/�/1�）。然而，

現實的問題是月經教育施行的時間點，當初經年齡已快降至小學階段

時，國中才實施恐怕太晚。面對這些社會與身體變化，女孩們有哪些

資源能用以面對初經？以下就學校教育、大眾醫療健康知識、衛生棉

工業等面向來討論。

1. 學校教育

在國小方面，健康教育課程直到 1���年才獨立設科，之前都是

併入其他科，且內容過度以介紹知識為主，未反映生活所需（李復

惠、賴香如，�000）。在此情形下，月經教育是否施行值得懷疑。至

於國中方面，雖然 1��0年代初期面臨師資問題，如教育人員對健康

教育認識不足、衛生課程不受重視、教學時數少及師資不足等（李叔

佩，1��0），1��1年仍訂定「健康教育」課程標準並編有生殖相關內

容，但實施情形不一，多數教師略過不談或讓學生自行閱讀。不少受

訪者提到教師略過此主題的現象，例如楊玉余自述中提到母親的回

憶：「學校的健康教育真的很糟糕，老師從來不上，都叫我們自己回

11 另一項針對台灣三代婦女的研究，祖母輩的初經年齡為 1�-1�歲之間，母親輩
則為 1�.�歲，年輕婦女則為 1�歲（Chang and Chen,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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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看。」

許多文獻也指出「健康教育第十四章跳過」的現象。少數有教的

老師，倒是令人印象深刻。如賴岡言的回憶：

在我受國民教育的年代，唯一僅有的性知識來自於所謂的國民中

學健康教育課本中「第十三章與十四章」⋯⋯不過我相信很多人

也曾經聽說有些健康教育老師迅速地帶領學生跳躍這兩個章節的

故事。（賴岡言，�00�）

此外，尚有許多根據過來人經驗的相關報導，提及早期「健康教

育十三、十四章跳過不教」（蘇芊玲，�01�/�/�；王儷靜、黃嘉韻，

�01�），或是「以前健康教育老師翻到青春期的章節很快就跳過去，

月經來也覺得很害羞不好意思讓家人知道」（姜林佑，�01�/11/1�）。

1���年的電影《國中十四章》，敘述男老師林鵬和女老師何婉珍講述

第十四章時的尷尬和困擾，因為男學生們總會提出難以回答的問題，

女生則因害羞而裝聽不懂（林鷹，1���）。

從高紀惠（1���b: ���）的研究多少可知月經教育的情況：

在 ���位國小五、六年級女生中，�1%知道有「月經」這個名詞，

��.�1%聽人家說過月經衛生知識，同樣也有 ��.�1%的女生希望在初

經來前習得這方面的知識。同時她批評當時的經期衛生教育：

現行的國小「健康教育」科目內容中並未編入經期衛生知識，國

中的「健康教育」及高中女生的「軍訓護理」科目內容中也僅略

提一二而已，然而大學女生的「軍訓護理」科目卻隻字未提。

（高紀惠，1���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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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還有陳麗美的研究批評小學課程僅簡單介紹「性別的差異」，

說明男女體格、外型上的差異，「並不符合實際需要」，並建議於國

小提供月經教育（民生報，1���/1/��），直指月經年齡下降的現象。

1���年一項針對高雄市國中女生的月經調查，指出大部分女生

「能確認初經是自然現象、證明生理正常、表示成熟長大。但初經來

潮時的心理反應卻是充滿害怕、羞恥、驚嚇與憤怒，身心負擔頗重」

（陳彰惠、洪志秀，1���: ��1）。不過，直到 1���年，仍有研究認為

國中女生月經「知識不足」，平均答對率只有 ��.��%，顯示課程落

實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國中女生也視月經為「自然現象表示

成熟長大」（聯合報，1���/1�/1�）。

除了研究之外，也有來自學校教師提倡月經教育的呼聲，如「國

小教師已漸面臨層出不窮，有關月經處理問題上的困擾」的報導（張

玉雯、陳麗美，1���），呼籲學校應予學生充分的準備，告知相關知

識與處理方式。 12 

雖然教育施行不一，相較於早期，1��0年前後於國中來經的女

孩，已較有可能被預告初經（呂芝華，�00�）。到了 1��0年代末，

幾乎已邁入新的階段，小學高年級女生多已學習到月經相關知識。

1���年一項針對台北市國小六年級女生的調查顯示，��.�%的學生

已經知道什麼是月經，且 ��.�%在第一次月經前就已經聽過月經

（藍玲、徐素珍、江千代，1���）。面對初經來臨，女孩們已有所準

備，與初經的身體也有了新的關係。

雖然衛生棉在 1��0年代即已出現，但因售價較高，並不普及。

1� 1��0年代末，初經年齡下降的問題再度浮現時，問題性已不太一樣：如果月
經來臨代表著女孩成為女人，那麼台灣社會要如何看待十一、二歲來經的女學

生？（歐銀釧，1���/�/�；羅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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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0年代後，許多衛生棉公司才採取積極作為，派員至學校宣

導衛生教育，藉以促銷衛生棉（張慧中，1���/�/11）。1���年南僑首

次突破新聞局的規範，推出張艾嘉代言好自在衛生棉的電視廣告，使

好自在由二線產品躍升至一線，亦使衛生棉成為相當普及的日常用

品。 13 

衛生棉公司的月經教育起初以國中學生為主，到了 1��0年代也

進入小學，如報導：「學校替即將步入青春期的孩子們預做準備，請

衛生棉公司的護理師來學校講課，教導五年級女孩認識兩性的身體發

育，以及女性月經的護理⋯⋯」（李光真，1���: �0）。衛生棉公司的

月經課程及衛生棉贈品，是許多女孩共同的記憶。如 1��1年出生的

受訪者吳小姐回憶：「我國中的時候（1���）在學校朝會過後在大禮

堂教，他們〔好自在衛生棉公司〕還送每個人一份試用品，大概兩

三片不同功能的衛生棉，一本介紹月經並教人紀錄月經週期的小本

子。」認識與購買衛生棉逐漸成為傳遞知識、分享經驗的重要方式。

當代女孩多數在來經前已接受過衛生棉公司所提供的月經教

育，她們視來經為進入大人世界的入場券，對於月經的態度是「羞

澀又驚喜」，同時也充滿期待。她們也提到《長大的感覺，真好》

（Patterson, 1��0／尹萍譯，�000）、《與女兒的私密對話》（Gillooly, 

1���／陳慧靜譯，�000）這類健康醫普書籍，顯示其已有所準備。

李明如此描述她的經驗：

1� 好自在傳遞「現代、智慧、關懷、自信」的品牌訊息，「作夢也想不到，好自
在會有翅膀」，「是女人所有問題的答案」（蕭富峰，�00�: �1�）。張艾嘉代言
好自在的成功，成為許多行銷書籍討論的案例（柳婷，1���: 1�0；張永誠，
1���: 1��；許安琪，�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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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五開始，學校便舉辦一系列專屬女生、關於生理期的講座，

會後總會發下一包包衛生棉，讓我們或羞赧地隱藏著，或驕傲地

向男生大聲吹噓。那時總覺得衛生棉是種「大人用」的東西，意

義同於胸罩或是口紅，我們像是羽毛初豐的鳥兒，尷尬地窺伺著

大人世界的一點一滴。⋯⋯有天接到好友打來的電話，電話那頭

的她用既羞澀又驚喜的語氣訴說著尷尬的發現⋯⋯「好麻煩！好

痛！」⋯⋯我卻默默地欣羨著，她終於也晉升為大人世界中的一

員。

又如大學女生小莊的自述：

我的月經真的來的時候⋯⋯那位女同學的初經已經來過了，所以

一副經驗老到的樣子和我講解著如何使用衛生棉，還要我不要慌

張，其實我想告訴她，我期待這一天好久了，一點都不慌張呢。

除了學校與衛生棉公司合作是女孩們獲得月經知識的重要來源之外，

大眾文化中的醫普知識在這段期間也經歷了有意義的轉變。

2. 切身相關的醫學衛生知識

這一節筆者將討論女性生理知識傳播方式的改變，之後再討論初

經經驗的轉變。1��0年代初期的大眾醫普文獻即有關於月經（生醫）

的知識，但主要集中於月經的正常與否。自 1��0年代中期起，相關

論述不再侷限於探討疾病，而以介紹新興科學衛生知識為主（高鈺

鐺，1���）。1��0年代下半期以後開始脫離介紹的模式，醫普知識的

傳播方式，也漸漸由戰後初期強調客觀自然知識、且不以女孩為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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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的抽離呈現，轉變為關照知識的主體及其處境。

戰後初期有關初經的討論，與上述小學健康教育類似，以介紹

科學知識為主，不含性的內容，也不涉及接受知識的主體。以 1��0

年創刊的《衛生雜誌》與《大眾醫學》為例，其文章大多譯自國外

雜誌，且以介紹生理變化為主（王秀雲，�00�）。以女性生理為題

的大眾書刊，通常第一章即以初經及月經為主要內容，也將月經侷

限在生理知識的框架下，去除與性相關的討論。例如出版於 1���年

的《女性十四講》，序言中言明區分生理知識與性知識之必要：「在

少女的面前盡量避免談及，並且嚴厲地禁止子女們追究關於這方面的

知識⋯⋯」，為滿足青年男女的好奇心，將其「導入正途，使之獲得

正當的啟示」（金之田，1���: �）。此外亦可見零星的報紙文章論及

月經與初經（巧兒，1���/�/1�）。不過也有少數例外。例如醫師執筆

描述其與「年青〔sic〕女病人」在診間的對話，直接對第二人稱的

「你」發言：

這些生理上的常識，你是應該知道的，假如你的老師能多告訴你

一點有關女性生理發育的常識，大概你今天就不會到醫院裡來求

診了⋯⋯你所恐懼的「病」，其實不是「病」，而是自然的生理

現象。（得真，1��0: ��）

進入 1��0年代後，不僅報紙與雜誌的醫藥衛生欄可見較多的月

經文章，內容也具體描述年輕女孩來經時的情境，納入女孩作為月

經的主體，對她們發言並傳播知識。從〈女兒月經來時怎麼辦？〉、

〈應該怎樣回答孩子的性問題〉、〈女兒的身體〉之類的標題，可得

知這些文章的設定讀者是家中有女兒的父母（愛凌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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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柄譯，1���/10/�；鄧尉，1���/�/�；Madaras, 1���／崔家蓉譯，

1���；莊靜芬，1���）。

將月經主體納入傳播或教導知識的對象的過程中，相關研究扮演

了重要角色。如前述，各種關於月經的調查研究，除了建議將月經加

入學校衛生教育的內容，更跨出學術期刊的範圍，出現於通俗健康雜

誌，如台大護理系高紀惠（1���a）的研究。另一方面，當教育體制

中的月經教育仍在起步，大眾醫普書籍已經不避諱而直接對年輕女孩

發言（王秀雲，�00�）。例如《婦女病診斷與治療》一書，從其書寫

的語氣與手法，可看出設定的讀者為年輕女性：

月經是不能預防的，只是先要做好準備工作，假如你有姊姊最好

請教姊姊，如果沒有可以問媽媽或同學⋯⋯現在讓我先告訴你一

些預備工作。首先你可去百貨公司或百貨商店購買衛生帶一條及

衛生棉一盒⋯⋯（柯益華，1���: �）

醫普健康書籍中的專家們除了提倡月經教育的必要，也強調科學

與衛生。例如出版於 1���年的小冊子《女性青春篇》，便認為經期

中最重要的是月經帶的清潔： 14 

月經帶直接與外陰部接觸，最易將細菌帶至陰道內而引起感

染⋯⋯按經血的多寡，勤加更換。⋯⋯曬乾後儲存於乾燥清潔的

地方，切不可藏於陰暗潮濕處，否則容易助長細菌繁殖。（陳之

1� 其他注意事項為：月經的清潔（淋浴為優良辦法）、避免精神上的刺激、避免
性交、充分睡眠與休息、食用易消化及營養豐富的食物、避免辣椒等刺激性食

物，以及注意大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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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1���: �-�）

這裡所強調的衛生防菌，也是後來衛生棉廣告的重點。從衛生棉的命

名有別於過去的月經布與草紙，也可看出此新興知識典範的特色。

醫療護理專家於報章撰文宣導、參與座談或演講，也有助於醫

普的推展。例如 1��0年代中期，女性雜誌出版社、專欄作家、衛生

棉公司，以及徐千田、陳皙堯、阮正雄和江千代等婦產科醫師，皆受

邀參加台北青年會主辦的「初潮」與「女性生理保健」座談會（華，

1���/�/��）。各種調查的出現，加上對於年輕女孩的性問題的疑慮，

引起了許多討論。這些討論不僅限於醫療護理專家，女作家嶺月也參

與其中。 15 此外，醫學生也加入衛生教育的啟蒙行列，例如 1���年

醫學院學生在高雄組成播暉工作團，利用寒暑假到各地演講，並舉

辦「醫學週」，每天到一、兩個國中做兩次「生理衛生講座」，「灌

輸學生對月經、包皮、手淫和夢遺等生理問題的正確觀念」（君韜，

1���/10/�）。到了 1��0年代，薇薇夫人已有如下的觀察：

「生理期」的初潮，大約是一個女性最初經歷的嚇人事件，以前

曾聽說有些小女孩嚇得又哭又叫，以為自己要死了。現在人各種

知識大增，也許不再有這樣的女孩⋯⋯（薇薇夫人，1���/�/1�）

醫普書籍的重要性在於，看書或雜誌是較不令人尷尬的獲取月

1� 嶺月（1���/�/�）所寫的〈生命開花〉一文，引用了日本的調查，認為「女孩
子的成長提早（因為初經的提早），結婚年齡卻不斷延後⋯⋯我們要愁的已不

是青春的短暫，而是青春的過長了」。此外，也有人關心升學壓力造成月經不

正常的問題（聯合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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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知識的方式。例如黃女士表示她會閱讀《姐妹》：「《姐妹》裡面就

教很多啊，就好像很多不容易開口的。也有一些〔跟性有關〕。但他

們寫得都很隱諱，就寫得都不會像現在赤裸裸的，所以我們是一知半

解⋯⋯」 16 也有父母會買醫普書給女兒看，1��0年出生的洪惠敏說 :

「爸爸買過一本書給我看。」

能否與人談論月經的情形也有新發展。同儕逐漸成為傳達月經知

識與產品的重要人物，而越接近當代，與同學談論月經的例子越多。

當代女孩在小學時期就已經開始在同儕間談論，才會有如前述引文中

羨慕來經同學的情形。換句話說，月經逐漸從過去不同世代間女性的

知識，轉化成學校同儕間的話題。

3. 歷史的不變：隱藏

雖然同儕間談論月經已成尋常，但隱藏月經仍是不變的重點。在

李昂（1���: ��-��）〈人間世〉的描述中，月經是「寢室女同學偶提

及，都藏隱的用三號來代替，總以為是件羞怯事，最好少提起」。文

中亦提及母親嚴厲的臉色傳達了此事不能談論的訊息，且雖然理論上

國中已有相關課程，但要到高中護理才將已有三年的身體經驗正名為

「月經」。隱藏成功與否，成為女孩們變成成人過程中的一項重要身

體經驗與考驗，如 Young（�00�）所說的，女人的月經衣櫃，女人得

小心翼翼地隱藏。

女孩們所需隱藏的不僅限於月經的事實，還包括月經布與衛生棉

等相關事物。例如出生於 1��0年、女人健康故事書寫工作坊的學員

1� 《姐妹》雜誌在香港發行，創刊於 1��0年，�00�年停刊，在台灣相當普遍。
其內容包括香港演藝圈報導、電影小說、醫學保健常識、美容時尚，以及交友

園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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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書的經驗：「那還是民風閉塞，衛生棉會用舊報紙層層包裹，遮遮

掩掩的年代」（玉書，�011: �1-��）。此例中，姊妹因購買衛生棉而

知道彼此的月經事，但購買時仍得遮遮掩掩。

經血外漏是最需避免的，尤其是身處公共空間時。無論是 1��0

年代前或後，年輕女性與月經的重要問題之一是公共空間，尤以

1���年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後為然。許多人初經來臨時正巧在學校，

除了驚嚇之外，也多了尷尬。即使女孩們可能已被預先告知初經一

事，但初經哪天來臨是無法預測的，若適逢身處公共空間，則更是感

到困窘不安，如前述華芸初經的情境。

恐慌尷尬的形成與身體處於公共空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許

多月經故事是關於公共場合中不預期的月經來臨所造成的主體與旁觀

者的尷尬，例如「有一個國中女生，一邊走路，經血一邊順著腿往下

淌，居然毫不知情，還是學校的衛生組長看見了，特別請護士來教她

處理」（君韜，1���/10/�）。我們可將此例與前述的尤女士相較：後

者顯得相對從容而自然。尤女士沒有接受過學校教育，也未如後來眾

多台灣女孩一般到工廠當女工或車掌小姐，因此她初經來時人在家

中，少了因女人開始進入公共空間而引生的身體問題性。 17 

另一個也與公共空間及隱藏相關的是男孩或男人的存在與眼光。

前文張媽媽回憶小學同學的敘述中，除了男老師的尷尬，害怕男生看

到是主要重點。直到 1��0年代初，薇薇夫人（1���/�/1�）仍然觀察

到類似的現象：「大約是兩三年前，我曾問過一些國中女生，贊不贊

成男女合班？大多數贊成，但有一個女生憂慮地說：『不過聽已經上

男女合班的人說，最討厭的就是生理期啦，一點都不方便。』」又如

1� 車掌小姐由於工作時間長，無法在需要換衛生紙時到廁所去，也常面臨尷尬的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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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曲水宴（1���）的研究，直到 1��0年代，女學生仍表示「害怕被

男同學發現」。

衛生棉的命名與廣告也透露出月經的身體在公共空間的問題性，

例如 1��0年代「好自在」的命名反映了當時許多職場女性最關注的

核心─如何在月經來時仍可以「好自在」。1���年出生、自 1��0

年代即投入衛生棉產業的陳飛龍指出，當時有大量的畢業生進入就業

市場，而身處競爭社會的青年人「一定要有自信」，「如果女性在月

經週期中，要去面試，跟客戶講話、面對上司、要跟男朋友或跟一

堆人一起出去玩，她會覺得不輕鬆、不舒服，這〔是〕要解決的問

題」。 18 

如此的社會脈絡及月經的身體，不僅造就了好自在的出現，同時

也形塑了 1���年第一支衛生棉電視廣告的基調─由當時最受各階

層女性崇拜的偶像張艾嘉所代言的好自在，策略性地選擇不涉及衛生

棉的實際功能，而著重於打造理想形象。根據陳飛龍先生的回憶，該

電視廣告「絕對不去做功能性的廣告」，即衛生棉吸收經血之類的內

容，而是要做「一個社會上，不知不覺被我突破的，⋯⋯這個衝擊

啊，是會對年輕人那一代。然後這樣子的一個廣告呢，讓新聞局的那

些人，看起來啊，好像不會對社會有不良的印象、不良的效果」。陳

飛龍此處所指的是早期新聞局以兒童不宜、有害善良風俗為由，禁止

衛生棉廣告在電視上播映，直到南僑突破新聞局的規定，於晚間九點

半播映衛生棉廣告。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該廣告之所以有影響

力，正在於它表達出當時女性處境的核心─月經的身體如何於進入

1� 陳飛龍為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南僑集團會長。他於 1���年首
創衛生棉電視廣告，以張艾嘉為好自在的代言人。本文所引述者，為 �00�年
�月 �0日陳飛龍接受研究者訪問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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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領域後能夠好自在。

4. 月經議題的公共化

雖然許多女孩的初經經驗仍是驚訝不知所措，多數也依舊隱藏

來經，但初經與月經話題有逐漸公共化的趨勢，跨出女人家務事的範

圍。不只學校與衛生棉公司提供的月經教育預告初經，各種衛生棉廣

告、醫普書籍文章、同儕之間的談論，以及父親、男友、兄弟等男性

角色的納入，均使其與之前的不可談論形成對照，促成月經話題的公

共化。換言之，月經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事，逐漸成為可以聊天的

話題。

1��0年代後，這個公共化的具體展現之一是納入男性家人的

參與。初經的種種原屬女人的家務事，男性雖知悉但很少參與其

中。 19 例如 �00�年一位以天空藍為筆名的家庭主婦投書報紙，敘述

父母離婚後與父親、姐姐同住，小學五年級初經來時，因為不敢告訴

父親，又與姊姊溝通不良，「連買衛生棉也遲疑」，經痛不知如何處

理，自己服用救苦丹（腸胃藥），後來就「莫名其妙」被送到醫院去

（天空藍，�00�/�/��）。 20 從上下文看來，作者似乎沒有接受過月經

教育，初經來時雖想告訴姐姐，卻「不知如何開口」，而姐姐初經來

時雖然知道那是什麼，但「沒有勇氣去買衛生棉，只好像我一樣墊衛

生紙」。然而，這種情形逐漸有所改變。1���年出生的受訪者張女士

提到，對於女兒的月經教育，不避諱讓家中的兒子知道，兒子不僅會

1� 張天韻（�00�）認為男性被排除於認識月經的管道外，並主張男性並非直接的
壓迫者，而是消極的穩固者。

�0 從內文提及的購買衛生棉與身分推測，作者可能的初經時間大約是 1��0年代
中期至 1��0年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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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姊姊買衛生棉，也會幫忙拿衛生棉。作家關曉榮（1���）在散文中

描述他於 1���年掩埋女兒胞衣的情景，文末以妻子的輕聲告知「女

兒的初潮來了」（1��0年代）作為結尾，顯現出一位父親對於女兒來

到人世間與邁入新階段的關注。

進入 1��0年代後，各方更積極地鼓勵男性參與。學者王麗容呼

籲「男性踴躍加入兒女的生理教育，共同教育下一代喜愛自己的身

體」（陳怡君，�00�/�/��）；雲曉（�011）鼓勵父親在青春期女兒成長

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討論月經與性知識，以獲得女兒的尊敬與信

任；一篇題為〈陪女兒安度初潮〉的文章提問「月經是小女孩蛻變為

少女的大事，父母如何帶她面對變化？」明白指出此項工作是父母的

責任，而不僅限母親（李怡嬅，�00�: �0�）。此外，也有許多父親以

第一人稱書寫女兒初經來時他們的感受與因應之道，如陳浩（�011）

為楊照《我想遇見妳的人生：給女兒愛的書寫》一書所寫的序言，即

以楊照聽到女兒初潮來時落淚為例，描繪父親與女兒關係的特殊性。

此外，也可見如〈爸爸去買衛生棉！〉之類的文章（易有靜自述）。

1���年出生的作家湯舒雯如此描繪其父購買衛生棉的情景：

每逢週期父親便不須提醒地會進入明亮的超商，也許像一匹識途

老馬，駐足於滿架的女性用品前，無視身後婦女來來去去。⋯⋯

母親後來曾笑說我初時經期不準，使喚著父親補給生理用品的姿

態那樣理所當然：「像要買的東西不是衛生棉似的。」（湯舒雯，

�00�）

雖然作者文末以「然而，也許是真有芥蒂的。母親。」作結，點出月

經仍然是令人尷尬的事情，但是文中以「識途老馬」描述父親至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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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衛生棉，顯示父親的參與已相當平常。

不僅男性被納入月經事務中，許多父母逐漸以各種儀式來慶祝

女兒的初經來臨：「有一對父母舉行一個派對，請來了自己和女兒的

朋友，為的是慶祝女兒要變成大女孩了」（白冰瑩，1���/�/�）。有的

父母則向女兒道賀，或買蛋糕慶祝，如文章一開始所提到的大學生小

柯。

1��0年代起，女性主義者也致力去除對月經的負面態度（張小

虹，1���；張菊惠，1���；吳嘉苓，�00�/�000）。許多開明進步的人

士認為需要公開且健康地談論月經，如坊間翻譯自美國，印刷精美、

圖文並茂的《女孩子的秘密書》，以年輕女孩第一人稱的方式訴說月

經的種種：

我自己很幸運，能跟媽媽聊這個話題，不過我知道大部分的女孩

都很不好意思談這件事⋯⋯我們也很希望這本書能幫助爸媽，跟

女兒聊聊有關月經與性的問題。⋯⋯我希望做爸媽的在談這些事

情時，不要像說教一樣⋯⋯（Gravelle, Gravelle, and Palen, 1���

／林家瑜譯，�00�: �）

除此之外，還有翻譯書籍《我的小紅書》（Nalebuff, �00�／林

雨蒨、陳宗琦、謝維玲譯，�011），收入世界各地各年齡層女孩的初

經故事。不過，這個公共化的歷程是異質且曲折的。1���年立法院

制定勞動基準法時，也將女工的生理假納入討論，勞工團體主張將

生理假納入，但內政部卻未將其納入草案，理由是：「我國婦女較為

保守，生理請假或難啟口，是以未列入本法」（唐文慧，1���: 1�）。

直到 �00�年性別工作平等法通過後，生理假才納入勞基法。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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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月經歸為私密之事，也認為月經仍是難以啟齒之事，顯示月經在

1��0年代仍未公共化。

總之，典型的當代初經經驗，是女孩們已經透過學校教育、同儕

討論、衛生棉廣告及大眾媒體等各種管道，有了相當的準備，同儕間

甚至會比較誰已來經，誰較早升格為女人。1���年出生的梅子如此

描述她的初經：

其實當時媽媽的「不知所措」比月經的來臨，反而更讓我印象深

刻；因為之前我早就與其他班上發育快的同學討論過月經了，只

是覺得媽媽的反應遜斃了。（吳嘉苓，�00�/�000） 21 

這個例子除了同儕的重要性外，與之前女孩初經的尷尬驚慌幾乎完全

相反：此時驚慌的人是母親而非女孩自己，母女的反應也對照出不同

女孩的成長經驗。在初經年齡不斷提前的情形下，許多母親在面對十

歲小女孩的初經來潮時，相當意外與「不知所措」。而十歲來經之所

以令許多父母及關心者憂慮，乃是因為初經的來臨逐漸等同於「成為

女人」。

無論如何，「成為女人」仍是女孩們理解初經來臨的方式之一，

象徵身分的晉升，所以常見「初經是由女孩轉變成女人的象徵」、

「感覺自己也是個女人了」的說法（引自蔣新榕、易有靜自述）。月

經教育普及與衛生棉廣告使得女孩們已有所準備，如前文引用女孩自

述所透露出的渴望─等待自己初經的來臨，並羨慕初經比自己早來

的同儕。

�1 筆者致電與故事主角梅子確認，此乃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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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戰後至今，年輕女孩的初經經驗歷經諸多轉變。在經歷初經的心

情上，從意外、驚嚇逐漸變成等待（或失望）。在正式的月經教育之

前，大部分的女孩並未被預先告知初經一事，因此其初經經驗充滿了

驚嚇，心想「我生病了」或「我快死了」。也有人認為初經是「本來

就會這樣」（如張女士），因而在驚嚇之後也能接受。無論是哪一種，

她們之後均逐漸學習處理月經（如製作與清洗月經布），並以隱藏及

避免尷尬為重點。在月經教育初始的轉折時期，許多人或因未被告

知，或因身處公共空間，仍受到驚嚇或感到尷尬緊張。相對之下，當

代的女孩在初經來前，已普遍於小學接受月經教育並期待初經來臨，

希望進階成為女人。當然，還有許多人對如此的身分轉換感到失落，

如作家湯舒雯（�00�）用台灣與南非斷交隱喻自己與童年斷交。或是

少數抗拒異性戀身分認同者，也對「成為女人」感到失望。

知識的性別政治與月經經驗密切相關，包括知識的有無、是否

被告知、獲取的方式與內容。在知識學習的面向上，早期女孩們從非

正式的途徑獲得月經教育，如洗月經布、廁所的跡象及女性的閒談。

戰後初期只有零星的學校教育，因此雖是切身相關的知識，女孩卻覺

得事不關己或相當尷尬。1��0年代將月經知識納入學校健康教育後，

雖然多數教師仍匆匆帶過或略過不提，但女性逐漸能在學校獲取相關

知識。加上大眾健康知識普及、1��0年代後衛生棉公司的廣告手法

越發積極，使得月經逐漸在女孩同儕間成為可談的話題。也由於衛生

棉公司已成為大人或成為女人作為促銷重點，致使許多女孩對於月經

的到來充滿期待。

就知識的內容而言，新興的科學衛生教育逐漸與傳統月經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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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抗衡，並稱月經為「自然的現象」，將某些禁忌（如不能洗頭）斥

為迷信，同時強調衛生與清潔。這類新知是否能讓女孩們增能呢？是

否如翁玲玲（1���）所主張，女性可積極操弄？確實有些受訪者能坦

然接受初經，因為是「自然」的。不過，這個自然論述無法去除社會

對女人身體的負面觀感，受訪者的經驗感受也相當異質。科學知識並

未降低隱藏月經的必要或月經與骯髒的連結，衛生棉的廣告也強化女

性必須保持清潔的身體規範。科技進步並不等於解放，也與女性社會

處境的改善沒有必然關聯。陳彰惠與洪志秀（1���: ��1）的研究發

現「能確認初經是自然現象⋯⋯但初經來潮時的心理反應卻是充滿害

怕、羞恥、驚嚇與憤怒⋯⋯」，顯示「自然的現象」或「正常的生理

現象」這類科學論述未必有增能的效果。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多數

女性較關注的是如何處理月經的問題，如母親們重視保健調經，生

理知識反而不是很重要；這呼應了 Young對於以西醫為主的「正確」

知識的批評（Young, �00�; Martin, 1���）。

在身體的層次上，身處公共空間的月經身體若無資源可用，則

難免困窘與尷尬。但在言說的層次上，初經與月經在戰後逐漸從女人

的私密事變成公共議題，成為可聊的話題。回顧歷史，除了年長女性

外，月經曾是女孩間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事情。換言之，月經從原來

的女人家內事，逐漸變成醫療專家討論的健康衛生問題，有時延伸至

性教育的範圍，乃至成為親友「聊天」的話題。此可談論的特性也擴

及男性家人與友人。

本文與既有研究相較，有異有同。在同方面，月經衛生現代性，

也就是近代醫學衛生知識以啟蒙的姿態逐漸進入女性身體知識的範

圍，並且建構女人的無知。伴隨此歷程的是將女性身體自然化，也使

月經議題公共化。在差異方面，若將台灣與美國相比，台灣的月經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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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現代性相對較晚，Brumberg的衛生危機及 Freidenfelds所描繪的現

代式月經，大約始於二十世紀初，而台灣則是在 1��0年代末才逐漸

展開。其次，相較於 Brumberg的美國歷史中「不適任母親」的知識

性別權力關係，台灣雖也責怪母親無知，但不適任母親的論述只見於

零星的報刊文章。從女人的經驗與大眾醫普書中，反而可見許多母親

為女兒調經，儘管有些女兒並不喜歡這類蘊含著異性戀生殖暗示的作

為。此外，本研究也特別關注空間與月經身體的關係，尤其是隱藏與

尷尬，是現有文獻較少處理的面向。最後，現有研究亦鮮少注意公共

化歷程中男性加入的現象。

人們常以「成為女人」指稱初經的到來。許多女性期待身分的晉

升並感到興奮，但也有許多女性感到失落與不安，還有許多原本與男

孩一起玩耍的女孩不知如何是好（陳質采，1���），遙遙呼應西蒙．

波娃的《第二性》。也有人抗拒伴隨初經而來的異性戀化，很怕媽媽

講出「女孩變成女人」、「要保護自己」而有所反抗（賈瑜自述），希

望自己是男生的女孩則更感到失望（高宇廷自述）。這些經驗背後反

映的是，對於身處異性戀社會中的女性來說，初經的到來不只標示著

長大，也啟動異性戀的邏輯，「要保護自己」則是性的調控（Lee and 

Sasser-Coen, 1���）。晚近由於生物醫療化（biomedicalization）的趨

勢，初經的意義更複雜化，除了原有的性與生殖成熟外，還加上身高

發育與乳癌風險。這些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該如何理解這段歷史？身體的經驗受歷史條件影響，包括特定

社會文化的價值觀、意識型態、知識權威及個別身體的處境。對於個

別女孩而言，月經成為可談話題的意義為何？她們是否較戰後初期的

女孩們更自在呢？雖然當代許多女孩有較多的準備，她們也渴望好自

在、期待成為女人，但是對於自己的身體，她們似乎仍然很難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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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社會中有更多的關注加諸於身體，女孩們被鼓勵展示身體且接受

來自四面八方的凝視，但身體與容貌卻似乎難以完美。遙望歷史，生

活在女人網絡中的女孩，除了初經來臨那一刻的驚嚇之外，或許較為

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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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受訪者／自敘者及其初經經驗一覽（�0人）

受訪者／

自敘者

出生年／ 
初經年齡

資料類別口述史

／訪談日期

訪談

地點

訪談者 教育程度 初經 
地點

反應 月經 
教育

用品

余文秀 1��1/1� 口述史 台北 游鑑明 小學 家中 不怕 家庭 布

江女士 1���/1� 訪談�00�/�/� 高雄 筆者 高中 家中 驚嚇 家庭 布

陳澎湖 1���/�0 訪談�00�/�/1� 高雄 筆者 無 家中 不怕 無 布

陳老師 1���/1�-1� 訪談�00�/�/�0 屏東 筆者 師範 n/a 驚嚇，哭 無 布

陳嘉德 1���/1� 口述史 n/a n/a 小學 保育院 驚嚇，哭 n/a 紙

林泰康 1���/1� 訪談�00�/�/� 高雄 筆者 小學 n/a n/a 無 布

孫阿媽 1���/1� 訪談�00�/�/�� 高雄 筆者 高中 n/a n/a 無 布

鄒陳淑娟 1��� 口述史 高雄 林瑋豐 n/a n/a 驚嚇 無 布

李老師 1���/1� 訪談�00�/�/�0 屏東 筆者 師範 家中 驚嚇 學校 布

郭阿長 1���/1� 訪談�00�/�/1� 高雄 筆者 三年 山裡種

菜

「自然」 無 布

陳阿嬷 1���/N 訪談�00�/�/1� 高雄 筆者 無 家中 驚嚇 無 布

黃卓麗雲 1��� 口述史 高雄 何忻蓓 無 n/a 驚嚇 無 布

簡奶奶 1��0/N 訪談�00�/�/0� 高雄 筆者 不識字 n/a n/a 無 布

蔡姨婆 1���/1� 訪談�00�/�/�0 屏東 筆者 師範 家中 丟臉 無 布

吳阿邊 1���/N 訪談�00�/�/1� 高雄 筆者 小學 n/a n/a 無 布

蘇媽媽 1��1/1� 訪談�00�/�/�0 屏東 筆者 師範 家中 「我生病了」 無 布

王陳女士 1���/N 訪談�00�/�/� 台中 筆者 小學 家中 「自然」 無 布

傅女士 1���/1� 訪談�00�/0�/�� 高雄 筆者 師專 家中 奇怪 無 布／月

經帶

湯女士 1���/1� 訪談�00�/�/1� 高雄 筆者 國中 n/a n/a 家庭 布

尤女士 1���/1� 訪談�00�/0�/0� 高雄 筆者 無 家中 不怕 家庭 布

李媽媽 1��0/1� 訪談�00�/0�/�� 高雄 筆者 小學 家中 驚嚇 無 布

蔡老師 1��1/1� 訪談�00�/�/�0 屏東 筆者 師範 n/a n/a 無 布

邱奶奶 1��1/1� 訪談�00�/0�/10 屏東 筆者 國中 家中 驚嚇，哭 家庭 布

王少芬 1���/1� 口述史 n/a n/a 初中 學校 哭喊著「做女

孩子真倒楣」

n/a n/a

陸奶奶 1���/1� 訪談�00�/�/1� 高雄 朱彥柔 小學 家中 奇怪 家庭 布

李元貞 1���/1� 自述 n/a n/a 碩士 n/a 「心裡發慌」 n/a 草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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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蘭 1���/1� 訪談�00�/1�/�� 高雄 筆者 大學 學校 驚嚇 無 月經帶

張媽媽 1���/1� 訪談�00�/�/� 高雄 筆者 高中 n/a 驚嚇 無 布

張女士 1��0/1� 訪談�00�/�/1� 高雄 筆者 小學 n/a 「本來就會這

樣」

無 布／衛

生紙

小草 ca1��0/N 自述 n/a n/a n/a n/a 驚嚇 n/a n/a

王惠惠 1���/11 訪談�00�/0�/0� 高雄 朱彥柔 大專 學校 驚嚇 無 衛生紙

楊女士 1��1/1� 訪談�00�/1/0� 高雄 筆者 高職 學校 驚嚇 家庭 布

劉阿姨 1���/1� 訪談�00�/1�/�� 苗栗 盧念萱 高中 學校 驚嚇 家庭 布

王大姊 1���/1� 訪談�01�/0�/�� 台中 筆者 五專 家中 驚嚇 無 布

黃女士 1���/1� 訪談�00�/11/� 高雄 蔡郁俐 高職 家中 驚嚇「怎麼會

這樣」

無 月經帶

王二姐 1���/1� 訪談�01�/0�/�� 台中 筆者 大學 上學途

中

驚嚇 無 布

黃媽媽 1���/1� 訪談�00�/11/� 高雄 筆者 高職 家中 驚嚇 無 布

陳小紅 1��0/1� 訪談�00�/1�/1� 屏東 曾雅靖 高中 家中 驚嚇 無 衛生褲

／衛生

紙

陳質采 1��1/1� 自述 n/a n/a 大學 n/a 「擔心經血外

漏」

n/a n/a

楊翠 1���/N 自述 n/a n/a 博士 n/a 「成為女人」 n/a n/a

華芸 1���/N 自述 n/a n/a 碩士 學校 「窘死了」 n/a n/a

玉書 1��0/11 口述史 n/a n/a 大學 家中 「發呆」 n/a 衛生棉

洪惠敏 1��0/10 訪談�01�/0�/11 高雄 筆者 博士 家中 等待 無 衛生棉

賴文雅 1��1/1� 訪談�00�/�/�� 高雄 筆者 碩士 學校 驚嚇，哭回家 無 衛生棉

梅子 1���/1� 自述 n/a n/a 碩士 家中 自然，「媽媽

的反應遜斃

了」

小學 衛生棉

蔡一立 1��1/11 訪談�01�/11/11 高雄 筆者 碩士 家中 驚訝，疑惑 國中 衛生棉

曾玲 1���/1� 訪談�01�/1/�� 高雄 筆者 碩士 姨媽家 「總是會來」 小學 衛生棉

廖宜 1���/1� 訪談�01�/11/11 台北 筆者 碩士 家中 「世界要毀滅

了」

小學 衛生棉

盧廷 1���/1� 訪談�01�/1/�� 高雄 筆者 碩士 家中 “oh, no” 小學 衛生棉

賈瑜 1���/10 自述

�01�/�/01

高雄 筆者 碩士 學校 「緊張不想被

說很害羞」

小學 衛生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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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舒雯 1���/10 自述 n/a n/a 大學 n/a 「無助彆扭而

羞澀」

小學 衛生棉

蔡維昕 1���/1� 訪談�01�/11/11 高雄 筆者 大學 補習班 平常 小學 衛生棉

小莊 1���/N 自述 高雄 n/a 大學 n/a 等待 小學 衛生棉

小柯 1���/N 自述 高雄 n/a 大學 n/a 等待 小學

／家

庭

衛生棉

蔣新榕 1���/11 自述 高雄 n/a 大學 n/a 驚嚇 小學 衛生棉

李明 1���/1� 自述 高雄 n/a 大學 麥當勞 欣喜，驚嚇 小學

舉辦

衛生

棉講

座

衛生棉

黃志欣 1���/N 自述 高雄 n/a 大學 na 「希望自己是

男生／失望」

小學 衛生棉

楊玉余 1���/11 自述 高雄 n/a 大學 家中 「怎麼可能」 n/a 衛生棉

易有靜 1���/1� 自述 高雄 n/a 大學 家中 「是個女人

了」

小學 衛生棉

高宇廷 1���/10 自述 高雄 n/a 大學 家中 「不想接受」

**
小學 衛生棉

有關名字之說明：凡筆者所訪問者皆使用化名，已出版或印行者則依該文獻所

使用之名字。

有關資料性質之說明：凡受訪談者即為接受筆者或筆者助理訪問者，口述史者

為已印行出版之口述史資料，自述者則為已出版或未出版之當事者本人陳述之

內容，其中未出版者為以文字回答筆者所問的關於初經經驗的問題。

標記n/a者：受訪者／自敘者遺忘初經來的時間或相關細節，或未提及。
**自述者因初經比學校健康教育更早來，不想接受來經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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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urprise to Anticipation: Girls’ Experiences 
with First Menstruation in Taiwan, 1950s-2000s

Hsiu-Yun Wang  School of Medicine, and Center for Society,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rawing from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biographical accounts, and 

other 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0 women born between the 1��0s 

and 1��0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ing history of young girls’ 

experiences of menarche in Taiwan since World War II. Young girls 

who experienced their menarche before the 1��0s were often caught by 

surprise and filled with fear about what was going on with their bodies. In 

contrast, as a result of menstruation education beginning in the 1��0s, later 

young girls were much more likely to possess knowledge of menstruation 

long before its arrival. This paper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girls’ level of knowledge about menstruation before it first 

occurred, where they were when they had their first period, if or when 

menstruation was a possible topic of conversation, and who was involved 

in caring for their menstruating bodies. From the 1��0s, in addition to 

girls being educated in “correct” menstruation knowledge as a resul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girls increasingly 

experienced their menarche in a public setting, often with much 

embarrassment. Medical practitioners in Taiwan, including physicians, 

nurses, hygiene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and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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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en working with sanitary napkin companies, began to advocate health 

education for school girls. Menstruation education—from institutional 

instruction to newspaper advice columns to popular health books—also 

profoundly changed the ways girls experienced their period, including 

the possibility of open conversation about the subject and involvement 

by males (e.g., fathers, brothers, and male peers). I argue that the ways 

in which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women in Taiwan experienced their 

menarche were shaped by the politics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gendered 

knowledge within shifting structures of social relations.

Keywords:  menarche, young girls, knowledge and gender politics, 

hygiene education in postwar 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