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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舉辦 會議紀錄 「為月經正名－月經教育政策研議」公聽會

日期：111年3月4日（星期五）下午2時至4時 

地點：本會一樓第一會議室 

出（列）席： 

本    會－議員黃捷 

政府官員－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專門委員劉靜文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科長張素紅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保護服務科長蕭惠如 

專家學者－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王紫菡 

          社團法人全球小紅帽協會創辦人林薇 

          社團法人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理事長顏任儀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課程督導潘如萍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老師蔡宛珊 

學生代表－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許靜玟同學(3年14班)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王婕同學(2年14班)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辛明晉同學(2年19班)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洪羽臻同學(3年5班)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林思愷同學(3年9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劉尚齊同學(高三孝班)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黃彥齊同學(2年4班)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巫愷政同學(2年3班)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蘇品蓉同學(2年7班)                         

主持人：黃議員捷 

紀  錄：吳祝慧  

甲、主持人介紹與會出席人員，宣布公聽會開始並說明公聽會要旨。 

乙、議員、學者、各單位陳述意見：  

    黃議員捷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劉專門委員靜文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科張科長素紅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保護服務科蕭科長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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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黃同學彥齊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王同學婕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潘課程督導如萍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王秘書長紫菡 

    社團法人全球小紅帽協會林創辦人薇 

    社團法人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顏理事長任儀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林同學思愷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辛同學明晉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蘇同學品蓉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巫同學愷政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許同學靜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劉同學尚齊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洪同學羽臻 

    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吳理事偉成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蔡老師宛珊 

丙、主持人: 黃議員捷 

丁、散會：下午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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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舉辦 錄音紀錄整理「為月經正名－月經教育政策研議」公聽會

主持人（黃議員捷）： 

因為時間到了，我們就準時開始。感謝大家出席今天的公聽會，我是黃

捷。首先我們介紹一下今天與會的來賓，先從我們局處這邊，教育局的劉

專委，衛生局的張科長，社會局的蕭科長，衛生局還有一位技佐嗎？葉技

佐。好，謝謝。 

今天有很多同學來，很感謝大家願意出席，今天雄女有 2 位，許靜玟同

學跟王婕同學，雄中有 1 位，謝謝，雄中有 1 位辛同學，中正高中有 1

位洪同學，小港高中林同學，師大附中劉同學，鳳中有黃同學，鳳新有 2

位，巫同學跟蘇同學，謝謝你們。 

最後還有很多友好的團體，包括學生聯盟的黃主席，也是同一位就對了

，女權會的王秘書長，小紅帽的林薇創辦人，全人教育家長協會的顏理事

長，還有國民教育輔導團的是哪一位同仁呢？［課程督學。］陳督學，好

，謝謝。還有全人教育家長協會的吳理事。好，應該沒有漏介紹，大家都

到了，OK。 

首先大家願意出席，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關心這個月經教育的議題，因

為我一直以來也都很關心性別的議題，所以我覺得這一環如果可以一起做

來的話，其實對學校的性平教育是非常有幫助的，也很感謝市府的單位到

這邊聽同學跟一些團體的說法，希望帶回學校或者是各個局處，包括衛生

局，還有社會局也都可以一起來落實。我們就從教育局開始，好不好？因

為其實去年我質詢完，好像你們在學校也都有一些落實，可以把你們的成

果跟大家分享。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劉專門委員靜文： 

主持人，還有各單位的代表、各位同學，大家午安，大家好。針對月經

教育的部分，因為今天除了局由我代表以外，剛剛也有介紹到國教輔導團

課程督學，還有我們的輔導員蔡主任也都有到現場，所以執行細節的部分

待會也可以由他們來做補充。 

在課綱裡面，針對月經教育其實我們從這 5 個學習階段，就是包含國小

的 3 個學習階段，低中高 3 個年級，然後國中階段、高中的階段，其實都

已經在課綱裡面都有健體領域這個部分。健體領域在國小跟國中每一周是

要求要有 3 節課的安排，當然這裡面就會包含了健康教育跟體育的部分，

就看各校他們在實際排課的時候，如何去區隔健康教育跟體育這一塊。 



   

4 

另外在高中的部分，固定課程裡面其實名稱上面、學分上面是健康與護

理，所以在課綱裡面針對性教育這一環都有包含學習的重點。學習的重點

在各個階段應該是要學習哪一些重點，這一塊都有在詳細的規定。也透過

這個課綱，等於說各校去安排他們的課程，實際地去看要怎麼樣去做呈現

，還有做老師增能的部分。這個是在課程的部分，我做一個說明。 

另外就是我們在這個學期找了 5 間國中有試辦，我們是針對弱勢的女生

他在取得生理用品方面可能比較不方便，這一塊除了衛生局、社會局他們

待會可能也會補充，在教育局這一塊我們找了 5 間國中試辦「月保安康」

這個計畫，就是把生理用品放置在女廁，還有在導師那邊也都有放置，可

以去照顧到可能初經來潮或者是臨時沒有注意到月經來潮這樣的弱勢學

生，讓這些學生可以方便地去取得衛生的生理用品。 

待會我們輔導團這邊針對剛剛所提到的性教育裡面的內容，以及執行的

情況，還有老師增能的這一塊會再幫我們做補充，我這邊先做以上的介紹

。 

主持人（黃議員捷）： 

我們先照這個順序，就是衛生局、社會局，之後再請輔導團，好不好？

OK。我們請衛生局。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科張科長素紅： 

主席，還有今天所有與會的代表，以及今天參加的同學們，大家午安，

大家好。衛生局針對月經教育這個部分，大概有 3 個主要的策略在推動。

第一個部分就是建構青少年友善便利的醫療服務，衛生局這邊結合本市有

7 家通過國民健康署認證的青少年生育保健親善門診，一起在門診這邊提

供青少年經期、生育保健，還有一些性別相關議題的諮詢跟輔導，全方位

地去照顧青少年的健康照護模式。 

第二個部分是結合社區跟校園去加強青少年的月經教育，這個部分是會

由高雄市 38 個行政區的衛生所結合在地轄區的國中、國小，有一些相關

的課程假設要跟衛生單位一起去提供的話，我們大概會在這個場域裡面去

推動一些月經教育，推展月經平權的概念。在民國 110 年一共辦了 74 場

，宣導的人次大概 8,000 多人。 

第三個部分，在議員的推動之下，我們也把這樣的概念，就是月經友善

的概念納入我們本來就有在推動的友善醫療環境裡面，所以我們有結合高

雄市 38 區的衛生所跟 9 家市立醫院，包括公辦民營的醫院，在這些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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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的廁所、服務台提供免費的生理用品，所以我們有製作一個生理用品

友愛盒，也就是他到衛生所或醫療院所去就醫或者是在那些場域，我們提

供免費的生理用品，另外也在服務台提供一些經期保健的相關衛教咨詢，

提供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在生理期間能夠便利自在的，不會覺得困窘的能夠

去處理經期上的需要，以上說明。 

主持人（黃議員捷）： 

謝謝衛生局。社會局。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保護服務科蕭科長惠如： 

社會局這邊，我來做報告。謝謝主席，以及我們團體的夥伴們，還有現

場的學生代表們。社會局主要的服務對象其實是在弱勢家庭家戶的部分，

大概會分成幾個對象來做說明。 

針對弱勢家庭的女性，因為高雄市的轄區滿大的，所以我們是連結在地

的食物銀行，包括有 9 個實體分行，還有 63 個發放站，希望可以在地提

供，如果是弱勢家庭他們在生理用品需求上面的不足。 

第二個是在我們本局的服務對象的部分，包括一般來講像 113 通報的個

案，家庭保護的個案或是受暴婦女的這些個案，其實我們在服務的時候就

有社工人員會主動提供相關的物質，避免他們匱乏。 

另外針對一般的女性，社會局其實也有在地的社福中心、婦女館這些場

館，這些場域我們也友善的提供生理用品，在廁所的這個部分來做提供。 

另外就是有關於月經教育的部分，在我們推動相關性別工作這麼多年以

來，月經教育或者是性別教育其實我們融合在相關的服務方案裡面來做推

動，所以這個教育宣導在民國 110 年我們也辦了 36 場。主題的部分，我

覺得可以與時俱進來再做一些延伸，等一下可能同學也可以給一些想法，

或是團體代表的部分。 

另外針對弱勢個案的轉介，剛剛教育局同仁有提到有試辦的相關計畫，

如果在學校 catch 不到的時候，譬如說寒暑假期間可能某一些孩子沒有上

學，沒有到學校。我們一般跟學校合作的方法是說學校的資源也可以及早

提供給孩子，不會因為寒暑假就中斷，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比較困難的狀

況，其實社會局跟教育局已經合作了一個轉介機制，就是真的比較困難，

他就近要運用我們社會局提供的這個物質其實也 OK 的，所以從去年 12

月就開始試辦，目前已經有 16 案轉介案進來了，我們是透過這幾個部分

來做推動跟執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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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黃議員捷）： 

好，謝謝。我們請學生民主聯盟，來。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黃同學彥齊： 

各位議員、專家學者，以及局處代表，大家好，我們是高雄學生民主聯

盟。非常感謝今日可以受邀參與此次的月經教育政策研議的公聽會，無論

現在對於月經的教育是進步，亦或是退步，可以確定的是教育的影響是長

久的，而經驗也是難以遺忘的。這些經驗讓許多人認識月經，面對月經時

共同人生過程。 

在此次公聽會前，我們夥伴特地做了很多的作業，無論是向師長或是同

學詢問，亦或是自己上網蒐集資料，我們突然意識到在我們受教育的過程

當中幾乎沒有學到有關月經的知識。在我們討論的過程當中有一些女性的

夥伴分享了他們自身的經歷，但大部分的男性夥伴卻對他們講的一知半解

，雖然這聽起來格外諷刺，卻也突顯了在義務教育中我們沒有學到這些知

識，也反映了普遍男性對於月經議題的不了解。 

在這裡想跟大家先分享幾個故事，是我們夥伴的故事，以下我會用我來

代稱。我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們班導規定全班的每一位同學都只能夠

在一堂課去 1 次廁所，但是有一位女同學比較特別，他只需要舉手，老師

就可以讓他在一堂課裡面去很多次的廁所，當時的我是很不解為什麼會這

樣子，有可能老師偏袒女同學或者是他比較不喜歡男同學之類的，但是後

來經過了解之後，才知道原來是因為那位女同學有了月經，所以家長特地

去跟老師講，才讓他有這樣子的權利可以去很多次廁所。 

後來升上高年級，我們班上有一位家境比較貧困的女同學，當時的我已

經對月經有了一定的了解，但那位女同學卻完全不知道月經是什麼。在這

個社會上其實有許多人的家庭功能依舊是不完整的，有可能是在經濟上，

有可能是在家庭的教育功能上。也許社會上有非常多的資源可以去供他們

索取，讓他們去使用，但是他們不一定知道那些資訊，甚至就算知道了，

其實有些小孩子或是一些人，他們是不敢去開口詢問的，也有部分的孩童

他可能成長於單親家庭，甚至未來可能會有同志家庭，當他們的家庭裡面

沒有女性成員的時候，家庭要怎麼肩負起教育女性孩童月經教育的責任？

也可以回到剛所提到問題，因為男性普遍沒有受到這樣的月經教育，為什

麼呢？有很常的國小時候，他們是特地將男女生帶開來，尤其只特別講給

女同學，他們認為男同學不需要知道，但就是因為這樣的舉動，所以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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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實很多男性對於月經是有誤解的，他是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存在的。 

回到義務教育的部分，我們希望在沒有辦法確保每一個家庭在月經教育

上都有辦法給予孩童協助的時候，我們能從小學就開始在教育上著手，確

保每一位無論是男性或者是女性的同學，我們都能夠在學校對於月經是每

位女性都會有的生理現象有最基本的了解。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王同學婕： 

此外，月經貧窮問題更是無國界且頻繁地發生於日常之中，每位女性一

生花費在生理用品的開銷上，大約是近 10 萬元。這筆支出相信對於比較

弱勢的家庭來說，是一筆非常龐大的支出。長久在生理用品缺乏之下，私

密處感染、心理疾病等都會導致女孩們深陷惡性循環之中。如果校內免費

提供衛生用品，不僅能減輕弱勢家庭的負擔，也能藉衛生用品倡導月經教

育。在紙上談兵的同時，更能透過親身操作，讓學童加以了解月經教育的

內涵。月經教育的實踐應先重視月經貧窮的問題，為需要援助的女性提供

必需生理用品。 

接著將以我自己的自身經歷來說，國小時班上同學一旦得知某位同學已

經進入有月經的階段，便會在他的背後議論紛紛，甚至會有他那個來了，

好奇怪喔的這種說詞。在這樣充滿歧視的字眼下，隱藏了許多層面的月經

教育不完善。或許是對月經的一無所知，或許是對月經的刻板印象，也或

許是過去的社會將月經過度的污名化，但是無論如何，教育和協助都應該

轉被動為主動，而非等到學子面臨月經時會有不知所措或者是求助無援的

情況。我們可以發現上述的情形之間是環環相扣的，對月經的偏見、刻板

印象和難以同理，種種現象的根源其實是不了解或者是沒有被賦予機會了

解。 

最後，高雄學生民主聯盟呼籲，一、月經教育應自國小即納入課綱，讓

國小學童能夠得到完善的月經教育，讓我們不必再活在月經污名化的時代

，不再以代名詞稱呼月經，不再畏懼討論。 

二、應重視月經貧窮議題，目前台北市及台南市已試辦於校園等公共場

所提供免費衛生棉，我們期盼未來高雄市也能擴大試辦，藉此減輕女性的

負擔。 

三、上述分享的案例至今仍頻繁發生於生活之中，而我們認為無論是教

育或是給予協助都應由被動轉為主動。身為學生，我們能從過往經歷體驗

月經教育的不足，正確認知月經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了。當月經教育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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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育時，相信透過一起了解，共同討論能夠創造更友善、更包容的社會

。謝謝大家，我們是高雄學生民主聯盟。 

主持人（黃議員捷）： 

謝謝。我們請國民教育輔導團補充說明。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潘課程督導如萍： 

主持人，以及與會的長官，還有我們的同學，謝謝你們給我們這一次有

關於課程的部分可以做一個說明。 

針對剛才教育局的長官有提到健康教育的這個領域，我們在學校裡面有

排了 3 節課。實際上我們的健康教育也非常的重視它，有排了 1 堂課的這

個部分，從國小開始就有一個銜接階段的架構一直到國中、到高中，包含

剛才我們有提到的新課綱。其實新課綱當中已經有把所謂的性教育都納入

到我們的課程裡面了，也包含在我們學習內容的學習重點當中，包含了個

人的衛生保健及性教育這部分。 

除了這個是課程的部分之外，我們在健康教育促進的這個部分也有在提

性教育，而且是屬於一種議題的方式來進行，包含在學校裡面的校護也有

做相關的宣導。舉一個例子，我自己本身之前在學校當輔導主任的時候，

實際上有關於衛生棉的宣導，我們針對一年級的學生也都進行所有相關這

樣的議題宣導，教他們怎麼樣地使用，教他們怎麼樣地去整理。這些事情

，我們都有去教學。 

我們國教輔導團在所有老師的部分，我們也會有所謂的非專長老師來受

理這樣的課程，專長增能研習的部分會幫老師做一個增能，讓他在我們的

課程當中能夠進行教學生有正確的認識所謂的生理期或者是月經的這個

部分，包含性教育裡面都會有這樣的教學，所以我要再一次的提醒，就是

說不管是在議題的部分，不管是課程的部分，其實我們都逐步地在讓老師

們增能，以及我們的課程在各個學校裡面都有在這樣的進行，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捷）： 

我們請女權會。等大家講完，我們再一併地回應跟討論。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王秘書長紫菡： 

大家好，我是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的秘書長王紫菡，大家都叫我王子

麵，麵麵。今天很開心議員邀請，也看到各局處的長官代表，還有團體代

表跟很多的學生，突然自己也年輕起來了這樣子。 

今天我想代表女權會來講一下在女性權益這個面向怎麼樣看待這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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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教育的政策，提供我們自己的一些看法跟意見。我今天有帶一些小道具

，我想林薇的道具應該比我厲害很多。我先講一下，我先講結論。 

我們認為月經教育不是只有護理跟健康的範疇，其實牽涉到的是很多女

性不管在就業或者是勞動參與，或者是經濟議題，或者是性健康等等的，

性別關係其實是非常廣泛，可以從月經去切入的。它其實也不是分性別，

也不分年齡層，不管什麼樣的人都可以進行這樣的月經教育，所以我們也

很希望不同的局處可以針對不同的對象去討論月經教育的內容是什麼這

樣子。這還有包含族群文化的差異或是城鄉差距，我們怎麼看待不同族群

？原住民族怎麼看待月經文化？或是說我們漢人怎麼樣看待月經文化？

這中間有非常多的差異性可以去談，所以我們覺得月經教育進而可以帶到

的是整個性別平等的概念，因此我們也希望這一次的討論可以讓月經教育

的受眾更加地廣泛去思考這件事。 

接下來，我要談 4 個小故事，也是去佐證我剛剛所說的這些結論。第一

個故事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在 20 多年前初經來的時候，那時候還不太會

用衛生棉這樣的月事用品，而且以前的衛生棉很難用，以前就是塞棉絮的

那一種，所以月經常常會流出來。我 10 幾歲、12 歲初經剛來的時候，有

一次在全家族的餐敘上面，我的月經就流在褲子上，我還記得我穿著淺黃

色的短褲，那就很清楚地看到屁股後面有一大灘紅色的東西，我的親戚就

非常的生氣，就說你這樣很髒、很難看，叫你媽媽趕快帶你回去換褲子，

他們看到我這個都吃不下飯了。其實這個指責、這個責難一直到現在都還

會影響到我的生理感受。為什麼？因為我現在只要感覺到我的月經稍微流

出來，我就會幹嘛？轉頭檢查我的屁股，這個感覺是一直存在的，我想可

能很多在座男性是沒有辦法有這種體會的，就是月經帶給你的一種恐懼感

跟羞恥感，那個污名是會影響你人的一生。我想這個污名其實也是希望藉

由正向的月經教育去讓我們知道其實月經不是這麼可怕的事情，甚至我們

看到月經會很開心說我這個月終於正常來了，或是說我這一次的月經沒有

血塊，沒有很奇怪的顏色，說不定對我來說是一個健康的表徵。我們有沒

有可能開心的看著自己的月經？每個月能夠這樣給自己一個很正向的感

受，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翻轉。 

第二個小故事，其實是在我研究所剛畢業的時候有跟著研究所的指導教

授去研究更年期，大家會覺得說為什麼要突然談到更年期？更年期其實也

是跟月經有關係。那個時候我訪談了一個阿姨，他的先生是廟公，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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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裡工作的人，他因為每個月都會有月經，他的先生就會覺得很生氣，因

為他每天都要陪著他的先生去廟裡打點各種工作，可是因為他月經來，他

的先生就會說你不准進來，因為會對神明不敬。他先生就會因為他不能做

事，又對神明不敬，對他大小聲，所以這個阿姨自從他停經之後他覺得人

生變了。因為自此之後他先生不會莫名其妙的發脾氣，大家都以為月經來

，女生才會發脾氣，結果是先生亂發脾氣。這個故事也突顯很多女性的一

生之中，不管他今天是 50 歲、60 歲，其實他人生的很多經歷都很有可能

跟他的性別角色會是有關係的，又可以從月經這中間去切入來談，這是我

的第二個小故事。 

第三個小故事，我們女權會裡面有很多性別平等的老師，我們在大學通

識課，包含我自己也曾經在高一開過課。我們在大學的通識課就會教很多

的，譬如說月事用品，我可以一個一個拿出來給大家看，除了一般最常見

的衛生棉之外，我們還有布的衛生棉，你們可以傳下去分享一下，至於有

沒有用過？我就不跟你們說了。這個是布衛生棉，這個是衛生棉條，衛生

棉條中間又分塑膠管跟紙管，以及沒有管的。大家可以傳下去，記得還我

就好，衛生棉條可以拆開。這個是月亮褲，就是直接穿上去的這樣子，晚

上就比較不會外漏。這個是月亮杯，它是矽膠做的，其實是把它縮小，然

後塞到你的陰道裡，它自動會膨開就接經血這樣子。我不曉得對面的同學

們你們有用過或看過這些嗎？最近我們的同事要開團，就是到 Amazon 的

國外網站買月經碟片，有些在台灣已經有在賣，但是它的價格相對是高的

，相對也不普及，所以有些月事用品會提醒你，你的身體需要什麼？你的

月經型態，你喜歡哪一種會讓你覺得舒服，或是說也要考量你的經濟狀況

，所以現在的月事用品比我初經剛來，這 20 年已經有非常多不一樣的東

西，選擇越來越多，但是我們有沒有機會認識這些東西？這個也可能可以

考慮一下。這個月亮杯有沒有人想要摸一下這樣子？等一下可以輪一下。 

我在大學通識課的時候，還包含我們其他老師的一些經驗，就是說有一

次我們就問大學的男生說你們知不知道衛生棉有不同的 size，那些男同學

就說他們知道，因為女生的屁股大小不同，所以有 14 公分、26 公分跟 36

公分的 size 差別，像這樣的一個迷思跟謬論，其實在現在的大學生中間

也是還滿常聽到的。我自己曾經有聽過一個學生他在匿名的作業上這樣跟

我寫說老師，你在課堂上教衛生棉條怎麼使用，萬一這個女生的陰道冠，

所謂陰道冠就俗稱的處女膜，它破掉的話，這樣子他以後他的男朋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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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很難過，他就在匿名的課程中間跟我這樣講，其實這件事又突顯的是月

經跟陰道，還有陰道冠（處女膜）這議題又跟所謂的性教育或是說性的迷

思非常有關係，所以我一直強調的是說月經教育不是只有衛生的議題而已

，其實是突顯了很多性別之間的關係，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後一個例子是我要談到我們在跟公家機關，還有一些企業或是民間團

體談生理假的議題、勞動參與的議題，其實也發現很多第一線的員工他們

覺得雖然生理假這個立意非常的良好，但是他們實際上是不敢請假的。為

什麼？因為女生他們覺得請了假會很不好意思。第一個，會把自己原來該

做的事情加諸到他的同事身上，他們覺得會不會反而害同事更忙了這樣子

，不敢請。第二個，也是有很多的男性同仁他們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女生

只是肚子稍微有一點痛，真的有這麼痛嗎？就要請 1 天的假。有些女生的

月經又不是每個月都是固定那 5 天會來，他就是會斷斷續續，甚至他可能

2、3 個月才來 1 次，或是他這個月來了，下個月月初又跑出來了。因為

每個人的身體構造或是生理現象都不一樣，所以有些男性他是沒有辦法理

解為什麼女生一定要請這個假，他覺得好像忍一下就可以過去了，或吞顆

藥就可以過去了，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企業或是勞動條件的環境之下，我

們要怎麼樣讓生理假不會成為一個污名？不會讓大家請了這個假，反而好

像會害怕或是會引來一些閒言閒語。我覺這個也是需要再去重新思考的，

其實這也不是只有針對學生，月經教育反而有時候會需要帶給成年人一些

比較正向的思考。 

最後，我再提一下我的總結，我希望各單位或是我們未來的學生，你們

也可以提出看看說你們希望的月經教育是什麼，我想再等一下的團體其實

也會提到說他們怎麼樣實際在操作，大家都可以參考看看。再次謝謝議員

提供這個機會，謝謝大家。 

主持人（黃議員捷）： 

會不會等一下結束，大家開始團購？你們那邊感覺大家都超有興趣的。

可以喔，你可以準備等一下連結給大家掃。我們就歡迎小紅帽，因為小紅

帽這 2 年其實也做了非常多月經教育的事情。 

社團法人全球小紅帽協會林創辦人薇： 

大家好。非常感謝議員的邀請，還記得那個時候我們在說很希望高雄真

的有月經教育，然後看到公聽會陸陸續續在產生，過去幾個月我們也頻繁

來到高雄各個國小到大學去推動月經教育，今天希望能夠來跟大家分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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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過程當中的一些看見跟發現，我是小紅帽創辦人林薇，小紅帽是台灣

第一個長期在推動月經平權、月經教育，在解決所有月經問題，包含剛才

提到許多月經貧窮、污名化等等問題的非營利組織。我們在過去幾年走遍

全台灣超過 14 個以上的縣市，我們的月經貧窮、青少年的陪伴服務則是

全台灣，包含離島，所有縣市都包含在內。我們看到超過 90 間以上學校

好多的老師、家長和同學，他們在討論到月經教育的時候都呈現一個同樣

的狀態，就是無助和擔心，我們剛才看到許多局處的同仁們都提到說，在

課綱裡面或是在規劃裡面是有的，可是當我們看到學生反應的時候發現，

怎麼兩個好像是在兩個平行線上面，提到的東西好像完全不一樣，明明同

處在一個縣市當中。 

今天我想要談的事情是我們每天最在乎的事，我們日日的工作都與月經

相關，我們最在乎的事情是，能不能有一天我們提到月經的時候不再感到

羞恥、不再覺得尷尬、不再覺得難以啟齒，我們希望每一個孩子真的能夠

在台灣的教育場域當中去喜歡自己的身體，當他月經來的時候，他不會因

為需要求助、需要協助，甚至需要一句關心，而感覺到非常的尷尬、害怕

或是擔心。這邊我想先聊一件事情就是，月經教育為什麼重要？我們今天

為什麼要舉辦這個公聽會？它到底為什麼重要？請大家想像一個情境，應

該是大家共同的經驗，在校園當中我們總會看到有些人突然之間把手伸進

去書包裡面拿出一個東西，躲躲藏藏、偷偷摸摸，很迅速的要趕快放進口

袋或者袖口，或者任何一個可以藏住這個方塊型東西的時候。我們也很常

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學生或是在職場當中需要請生理假的時候在心裡出現

無數個小劇場，很害怕有人問他到底真的有這麼痛嗎，或者你是不是在裝

病這樣的情形？從校園到職場，這些狀況持續的在發生，然後我們更常聽

到的就是，月經來到底可不可以吃冰，到底可不可以吃巧克力？吃巧克力

能不能舒緩經痛，有血塊是不是不正常？我的月經如果是咖啡色，是不是

我這個月做了什麼錯事，所以才會變成這樣？這些問題陪伴著幾乎所有生

理女性超過 30 到 40 年的時間，但是問題就是這些問題存在我們卻很少有

機會可以好好了解，很少有管道可以好好的了解。 

去年我們在台灣大學開設全亞洲第一門的月經通識課，為期一整個學期，

我們從方方面面來去討論月經，從職場的權益、從法律的面向、從生活的

面向、從行動創意的面向、從醫學甚至獸醫的面向來去討論月經。當我在

教課的時候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詢問台大的學生說，現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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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討論讓大家可以把心中對月經的疑惑和擔心全部講出來，當大家的疑

問呈現在投影幕上的時候，他們跟我們在國小跟國中看到的問題其實不謀

而合，也就是說台大的學生提出來的這些問題，其實跟我們在國小看見的

擔憂是一樣的，這件事情代表並不是台大學生的問題，而是在過去十幾年

來他們心中的擔憂一直都沒有被解決，這樣子的狀況也不只發生在台大，

我們發現到在全台灣好多的學校都有出現。我們最常看到的問題就是，我

這樣這樣到底是不是正常的？正常的這個詞一直沒有辦法被解答，也使得

他們日日都在擔心自己的身體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我相信這些誤解最好

的解決方式就是，當我們能夠更全面的去理解它，用理解去取而代之，只

可惜這樣的期待似乎尚未在這片土地上面全面的發生。 

根據慈濟科大張玉婷老師的研究，我們發現在花蓮只有 45%的女學生可

以回答正確的月經知識，在這樣的情況我們在教育現場看多了，更多是比

這個更高比例的，我們也看到許多老師、家長在跟月經相處好多年之後都

會告訴我們說，經過你們的課堂是我人生第一次了解到原來月經是這麼一

回事，我們在親子課當中最常看到的事情就是，爸爸媽媽抄筆記比學生還

要認真，這個當然是一個非常可愛也非常正向的現象。但是我們更擔心的

事情是，那我們能不能在 20 年之後不會再看到爸爸媽媽其實很擔心、老師

很擔心說他們沒有月經相關的知識，也沒有管道去了解。我們在台灣最常

聽到月經的名字不是月經二個字，今天在這個公聽會大家聽到無數次月經，

應該不是一個很常見的狀況，我們最常聽到的好朋友、大姨媽、那個來，

就像我們進到藥妝店買衛生紙、買棉花棒的時候，從來不會被拿到一個紙

袋，但是我們買衛生棉、衛生棉條，店員會很擔心的看著你說，你真的不

需要紙袋嗎？這樣子的現象我們都希望能夠在接下來的五年十年在台灣不

要再出現了。 

其實小紅帽持續在全台灣的大學做調查關於月經污名化，我們發現到從

2020 年現在統計最新的數據，我們看到有超過六成的學生仍然覺得月經令

他們感到尷尬和難以啟齒，這個和國際的數據差不多，全球大約有 58%的

女性覺得月經令他們感到尷尬的，但是我們在某些大學看到的是近八成的

同學都覺得是令他們感到尷尬，這個數據不分性別都有參與在這個其中。

相信講到這裡大家可以感覺到月經教育的重要性在哪裡了，講到這裡的時

候通常大家會有一個疑問就是，課綱裡面不是有，學校也有教，健康課應

該也要有教吧！為什麼還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呢？實際上目前月經教育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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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局處同仁們講到的，確實是在課綱內的，國小、國中、高中的課綱裡

面都是有的，可是我們在教育現場觀察到的是，教育工作者從國小到高中

的老師還有護理師跟我們分享的，他們說，他們基本上沒有足夠的時間可

以去教學，許多時候健康課可能會變成國文課、數學課、英文課等等其他

的課程，更多的時候他們根本沒有相對應的教具和教材可以使用，也就是

老師們被放在教育現場孤單一人沒有任何教具可以使用，他能做的事情要

不就是尋求相關單位的協助，不然就是要自己掏腰包想辦法去生出手工的

教具。很多老師也提到說，其實他先前沒有接受過相關的訓練，生理用品

的日新月異，包含月經還有相關知識的日新月異，以及越來越多的發現，

以及議題上面的這些內容，老師們或許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馬上接受到相

關的訓練可以傳遞給學生的，所以他也不知道怎麼解釋，於是當同學出現

被嘲笑的事情的時候，老師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跟他們談，所以很多時

候就會直接制止說，你不可以笑，講完之後下一步老師也進入了一個擔憂

跟無助的狀況。 

我們也有聽到老師提過一件事情是，他會跟學生說，你可以回家問爸爸

媽媽，尤其問媽媽或者問阿姨、阿嬤，他們會跟你說，可是這件事情最吊

詭的地方就在，當我們跟全台灣超過 100 個家庭接觸，然後在親子課當中

我們發現到，其實家長也是非常無助的，因為沒有人教會家長要怎麼跟孩

子討論青春期、討論成長、討論月經。所以許多的家長，包含有一個故事

就是，我非常喜歡這位媽媽，他非常可愛，他就衝過來找我們，他是一個

小孩子剛上高一的媽媽，他叫美雲，美雲媽媽就衝過來說，我在過去幾年

都一直在等一個完美的時機，我覺得有一天我會看著我的女兒覺得說，對！

就是今天了，就是今天我要跟他講月經了，但是這個 Spotlight 跟這兩個沙

發永遠沒有出現在她的家庭當中，於是等著等著時間就過去了，美雲的孩

子長大了，但月經教育卻沒有出現在他的生命當中，這樣的故事其實發生

在非常多的家庭裡。 

我們最近幾個月聽到高雄的國小和國中的教育工作者跟我們分享一件事

情，他說在小紅帽進到他們學校做月經教育之前，這個學校是不存在月經

教育的，因為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教，即便老師非常想要教也真的沒有教材

跟教具可以去使用。我們就問他說怎麼辦呢？他說，大部分的情況就是孩

子自己摸索摸索就會摸索出來了。就算有些學校有生理用品的廠商來協助，

學校也會遇到一個問題是，生理用品廠商如果有進品這樣的規範呢？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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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他們也需要去做銷售，在進品規範底下如果這間廠商的生理用品種類

並沒有到全面的話，他能不能去教別的廠商的生理用品在這個課堂當中？

也是有些學校遇到的問題。同時也有生理男性的老師來跟我們求助，他說，

他自己也常常會發現他身陷在月經污名的情況底下，所以談到月經對他來

說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於是他也不知該怎麼開口，所以就選擇跳過。即

便是有進行月經教育的學校我們很常聽到就像剛才同學提到的，只有單一

性別可以來進行這樣的課程，即便是邀請小紅帽進到學校這些學校裡面，

我們也常會要跟行政單位或是老師們溝通說，真的不用把男生的同學請到

圖書館或者自修室是讓他們自習，他們可以在原本教室的位置上一起來參

與這樣的課堂，我們花了好大的力氣就是為了確保所有性別都可以參與其

中。 

為什麼生理男性自己不會經歷到月經？我們希望能夠邀請所有性別都可

以一起來參與，原因非常簡單就是，在座無論任何一個人，你自己會不會

經歷月經？我們都一定有一個我們很深愛的人正在或曾經經歷過月經，而

且非常大的程度他可能曾經因為月經而感覺到剛剛的擔心害怕跟困擾。再

來，在 108 課綱當中我們提到同理心和素養的培養，而月經就是一個天上

掉下來的禮物，本來就很適合用來學習同理心的生理現象，為什麼這麼說

呢？因為不只地球上一半的人會經歷月經，另外一半的人不會經歷，就連

經歷月經的人們，每一個人的經驗都是非常獨特的，我敢保證在座所有會

經歷月經的人的月經經驗都是非常不一樣的，而在這個環節底下不正是給

我們一個天賜良機去學習怎麼跟不一樣的人相處嗎？可是我們卻很少去把

握到這個機會。 

在過去幾年小紅帽做的事情有以下幾個，我們在月經教育這一塊的著墨，

第一個，我們開發完成月經教材跟教具，還有書本教材以及線上持續更新

的補充資料庫，大家可以在後面看到，這個是我們平常進學校標準配備三

分之一的教材，因為今天只有我一個人來，所以帶不了這麼多教材，我就

只帶了這些，等一下大家可以一起來看。這邊主要是國小的教材，我們在

學校根據每一個不同的年齡層，還有不一樣的需求會去客制化這些課程，

真的希望在往後月經教育的現場，真的都能夠根據每一個年齡層來做分層

的教育，以及讓老師們包含生理男生的老師怎麼樣子去談，這也是一個很

適合做培訓的環節。我們的教材教案內內容不只包含月經本身，也不只包

含性別平等的概念，它還有情感教育、生命教育、身體教育等等，以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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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生理用品的了解體驗，這些都包含在裡面，我們真的希望能夠讓每一個

學生在從小開始面對月經的時候，就可以知道我有哪些選項可以使用，如

果我的同學使用 A 選項很舒服，我使用 B 選項很舒服，那我可以怎麼樣去

使用它，我在哪裡可以找得到它？我們真的希望每一個人在面對到經前症

候群、經期不適的時候，可以很自在、很舒服去面對。 

第二個，除了教材教具，我們直接進到學校授課，就像剛才提到從國小

到大學，體制外的課程包含親子的課程，也是小紅帽在努力的範圍。為什

麼一定要進到體制內的學校？很大的重點是因為，不分任何背景的孩子都

能夠至少在台灣目前是能夠進入到體制內的教育去進行這樣的課程，所以

如果我們能夠在體制內推動，那會是對所有的孩子最有效的一個方法。小

紅帽的月經教育是很跨域的，剛才不斷提到健康教育課這件事情，每次提

到這個的時候我們就會說，其實月經是可以跟各科來結合的，我們的月經

教育目前只有跟一個科目還沒有結合過，就是數學科，我們目前正在發展

跟數學科結合的方式。所以任何一個老師，因為月經是每天都會發生，它

不會因為今天沒有英文課、明天沒有國文課，所以月經就不會來，如果我

們每一個老師當中都可以有這樣子月經的概念在他日常的教學裡頭，或者

至少他是知道了解當學生需要協助的時候可以去伸出援手，相信也會打造

一個更加月經友善的環境。 

最後我們知道小紅帽一個非營利組織，不可能深入到全台灣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縣市、每一個學校裡面，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持續出版書籍，無

論是希望它成為指定讀物，希望它成為老師們最好的幫手，在老師們教學

的現場可以使用到或者製作動畫，讓大家在家裡只要有網絡、只要可以看

得到影片的地方，就可以透過這些教材跟工具能夠去學習月經，就是因為

我們真的希望台灣這片土地以後不需要再討論月經教育缺乏的問題。 

接下來要講一些小故事，在這些月經教育的計畫執行過後，老師們的回

饋對我們來講，還有學生們的反饋是最重要，也是真的即便這條路走得很

辛苦、很累，我們還是每天想要持續做下去，做到這個世界不再需要我們

那一天，就是因為這些故事。包含近期在新竹縣市我們開始推動月經教育

的徵人計畫，培訓新竹縣市的老師，將近 100 位老師來參與這個徵人研習，

我們獲得滿分五分的好評，原因很簡單，老師們大部分的問題依然就像剛

才提到的，以前怎麼都沒有這樣子的事情出現呢？在示範課程當我們開放

申請的時候，老師們在 10 分鐘之內設定鬧鐘秒殺，把全部的示範課程統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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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完了，再再顯示資源太少，過往沒有這樣子的資源可以給老師們去使用

的問題。 

學生的改變，我最喜歡講這個故事了，翔翔是一個國小五年級的學生，

我永遠記得我進到這個課堂的時候，他坐在第一排的位置，比現在前面蘇

同學離我的位置還要更近，翔翔坐在第一排的位置然後他看著我們拿著這

些教具，我拿了生理用品、拿子宮的模型走進去，他就看著我說，你不要

過來，你不要再靠近我了，你不要再過來了，然後一直不斷的往後退，他

退退退，退到後來我就說，你選一個你覺得舒服的位置參與這堂課堂就好，

你只要不要衝出門我都 OK，這個時候翔翔就跑到後面貼近牆面的位置，他

離我越遠越好。後來在課堂當中他就發現同學怎麼都笑得這麼開心，然後

他就默默的又想看又不敢參與，就默默往前往前移動，在課堂的最後他來

到了第一排又回到他的位置，然後還舉手說，他有事情想要分享，後來我

們就點他，你可以來分享，你想要分享什麼東西？他就站起來說，如果以

後再有人嘲笑月經，我會很大聲的告訴他，月經和生命很有關係，你不可

以笑他，那一刻我們發現到一個孩子在短短的課程當中，如果說改變了他

一生，這太矯情了，但至少我們在他的心中種下了一個同理友善的種子，

相信會陪伴這個孩子在他長大的過程當中會持續對他有所影響。 

再來是一個國中男學生小毅的故事，這是我們夥伴喜歡分享的，原因是

因為，在課堂結束的時候我們有時候會詢問學生，你們希望能夠在日常當

中有什麼針對月經污名或是月經貧窮改變這樣的行動，這位國中男學生小

毅就說，他說希望他之後可以在身上多帶一些生理用品，就像他會準備衛

生紙一樣，因為總會有人需要用到，總會有人需要用到的時候剛好身上沒

有，如果衛生棉、衛生棉條跟衛生紙一樣正常、一樣稀鬆平常的話，為什

麼不能帶在身上讓同學知道說，我有帶哦！如果你需要可以來找我。這兩

個故事是許多我們在月經教育現場看到，令人很感動、看到改變的故事其

中幾個，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到小紅帽網站上面會有更多。 

講了這麼多，其實我們希望月經教育在現場推動它實際可以達到的成效，

相信大家對於我們在其他縣市推動的這些案例有沒有可以參考的，或是他

們怎麼推動的一定也很有興趣。所以這邊我就來分享一下我們在過去幾年

跟不同的縣市和地方政府合作的案例有哪些？包含剛才有提到的台南市政

府跟台北市政府的案例，我們在台南市推動的是國小的月經教育，也包含

了台南市政府他們自己也有去公共場域提供免費的生理用品，我們在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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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月經教育的時候和我們會同步進行教師的分享、教學狀況的追蹤、示

範教具的引進、教材的引進這四大塊，那新竹縣市其實跟台南市大同小異，

但是新竹縣市進行更大規模、更深度的教師培訓，所以人數更多，能夠做

的時間也更長期。台北市主要鎖定在國中端，他們使用的是直接授課，所

以小紅帽直接進到學校裡面去授課，然後也將指定讀物、教材和教具引進

校園當中。 

月經議題其實在過去幾年不僅只是這些地方政府重視，它更是國際推動

一個很重要的趨勢，為什麼會希望高雄市府還有高雄市的所有單位可以更

加盡快來推動跟重視？其實也是因為這是一個國際目前的趨勢，關注也持

續在提升，相信如果我們能夠搭著這個浪潮的話，也能夠讓國際更看見台

灣在月經議題或者是性別議題上面推動的能量。聯合國副秘書長在 2020 年

女孩月特別提到說，如果全球有幾個很亟要要重視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

月經的議題，史丹佛的大學社會創新期刊特別點出，解決月經議題是一件

CP 值很高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解決月經問題其實我們會發現，很多時

候我們花了好多的資源在教育現場，但如果在教育現場當中包含月經貧窮

的問題，如果這些孩子連進到學校的場域都沒有辦法，或是進到學校場域

的時候沒有辦法感到時時刻刻是安心的、是舒服的，即便我們花了再多的

心力在教育現場當中投注其他的教育資源，或許孩子也沒有辦法全面的去

享受跟感受到。 

小紅帽這幾年在台灣推動月經平權努力，在去年獲得了英國黛安娜人道

主義獎的肯定，這件事情並不是說我們做得多好，它代表的是國際真的在

重視這個議題，我們得這個獎唯一想要顯示的一件事情，也唯一覺得它最

重要的意義真的是在，原來世界真的在關注這個議題，而台灣的能量是可

以被世界看見的。今天來到這個公聽會，我剛剛講了非常非常多的內容，

真正想要講的事情有以下幾個，也是由衷的希望高雄市能夠在今天的公聽

會之後持續推動的幾項發展，第一個，我們希望能夠從小開始做起，從國

小開始，國中、高中也都包含在內，但我們知道不可能一夕之間全部改變，

所以慢慢來推動是完完全全可以接受的，但是一定要有這個長期的規劃，

而不是單次的進行。第二個，希望推動的內容不會只有包含其中一個面向

而省去了其他面向，它必須要去包含教師的徵人、教材的引進，示範課程、

教學方法交流，還有後續持續的施行狀況的追蹤，如果等一下衛生局、社

會局還有教育局這邊能夠跟我們分享更多施行狀況的成效或者追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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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非常非常想要聽到的內容。再來就是，月經本來就不會是今天有明天

就不會有的，所以希望無論是在校園還是社區當中都可以有月經教育的推

動，這是我們今天最希望能夠達成的三件事情。 

最後要講的就是，我們希望任何一個孩子不要讓今天的無從調解成為每

一個人心中永遠的傷痛，說不出口的秘密，我們希望生理性別所造成的跟

月經有關的差異，它不是一個誤解或是嘲笑出現的機會，而是大家可以互

相了解、學習同理心、練習同理心，創造一個更加友善環境的機會。小紅

帽常常說一句話就是，這是一場月經為名的運動，所有人都可以是局內人，

也希望真的從今天開始高雄市府可以跟我們並肩同行，一起來推動月經教

育，將月經平權落實在這個城市當中。 

主持人（黃議員捷）： 

你們的教材要不要也給大家傳閱？還是等一下我們直接讓你們在前面示

範，好不好？可以先給大家傳閱，等一下有時間的話，歡迎林薇直接在這

邊跟大家分享，請全人家長協會發言。 

社團法人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顏理事長任儀： 

議員、各局處的代表，還有友團的代表、同學們，我是全人教育家長協

會理事長顏任儀，剛剛聽大家說了這麼多，也聽到各局處包括教育局、社

會局、衛生局對於月經教育或是相關月經用品的提供或者進行，身為一個

家長，我們這一輩的家長對於性別教育是非常青黃不接的年代，絕大多數

根本就沒有接受過性別教育，我們現在的孩子在學校至少課綱上面，姑且

不論學校落實的個別狀況如何？但至少課綱上面是有性別教育這個東西的

存在，當然也包含性教育的環節。 

我覺得身為家長，大家剛剛都有特別講到，性教育的環節盡量從國小端

開始落實，我們都知道說有一句話叫做性教育永遠不嫌早，從幼兒端也可

以啦！只是看你用什麼樣的話去跟孩子解釋。當孩子進到學校的時候有時

候家長之間也會互相交流，有一個學校的老師去討論， 3、5 年前有一次我

就碰到學校特教的教助老師，他跟我講了一個特教孩子的狀況，那個孩子

的狀況比較特殊，他有時候會有一些需要自我刺激的行為出現，我們就會

討論一些事情，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說，學校現在性教育的部分大概都怎

麼上？他大致上講了一下說，女生一樣就是帶去視聽教室看影片，窗簾會

拉起來，我不曉得在場的同學你們之前接受到健體教育時候的情景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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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那個教助老師跟我講的時候，為什麼三年前我聽到的跟我 30 年前接

觸的好像也差不多。我們會覺得課綱或者書籍的內容、教材的內容都已經

有精進了，可是身為家長，當我們在問老師的時候，怎麼自己的孩子跟自

己那時候在學校裡面的狀況沒有差別太多。我們覺得月經教育這個東西，

我們長期在關心教育這一塊，而且我們自己的團體裡面也有各種不同家庭

背景的家長，包括有同志家長，有一對同志爸爸他們自己有女兒，我心裡

會覺得說，如果像剛剛那樣的狀況，一樣也是女同學帶去看一下月經教育

的影片，像我們以前這樣可能還會發個衛生棉之類的，這樣爸爸該怎麼樣

教女兒呢？我們有單親的家庭也有同志家庭，把生理男性排除在外真的是

很說不過去的。 

像剛剛前面夥伴們分享的，我覺得月經教育這個東西對課綱來講的話，

林薇說除了數學之外，其他的都有融入，我完全可以想像，因為我自己也

有帶一些學生，那些學生有一次私底下問我說，老師，什麼叫棉條？我心

裡想說，我不是教健體的，健體老師不會講棉條這件事情嗎？他們就說，

就講過去了，我說，你們為什麼對棉條有興趣？幾個女學生就說，因為聽

到或者是查到說用起來很輕鬆，他們會想要很輕鬆，我就直接從包包裡面

掏出三隻給他們看，他們就一個一個拆開看，我就告訴他們怎麼用，學生

就會有一點遲疑，他們就問說，老師，用了會不會不舒服了？會不會怎麼

樣？我當然就是仔細跟他們說，學生說，真的喔！這樣好好好，但是後來

有沒有再去試用我沒有去追蹤。 

但是我會覺得，那我們的月經教育裡面，市面上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月經

用品，像這邊的教具也越來越多，剛剛大家也有傳下去，有布衛生棉，有

月亮褲，有月亮杯，甚至有棉條，連比較常見的棉條還是有很多同學不知

道，有一次我跟一個媽媽分享棉條這件事情，他就很好奇！他的女兒剛好

在國高中的階段，我說他都用衛生棉嗎？他說我都買衛生棉給他女兒，我

說有試過棉條嗎？你們覺得那個媽媽會回我什麼？我說，你有想過給你女

兒用棉條嗎？因為用棉條很輕鬆，我跟他說這個相見恨晚。然後那個媽媽

就說，可是這樣處女膜會不會戳破？我覺得這個也是性平教育的一部分，

因為我們這一輩真的沒有受過這一類的教育，媽媽或者是家長們一來有刻

板的性別印象，二來對月經教育的概念也非常不足，我覺得家長這個部分

的態度某種程度也會影響到孩子看自己身體的狀況。 

身為家長我們覺得說，除了學校之外，家長自己的觀念也要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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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會覺得月經教育除了結合健體的部分，它對於社會性平、勞動經濟條

件這些東西也都是，我們之前有出去宣講，到一些宗教信仰活動比較多的

鄉鎮的時候，他們會覺得拜拜的時候有月經就沒有辦法進去，這個東西當

然會影響到孩子看自己身體，當然我覺得環保議題也是可以，像剛剛講衛

生棉，衛生棉和棉條，如果像月亮杯，或者像布衛生棉，某種程度也可以

解決掉月經貧窮的部分，家長或孩子本身可能會很介意把東西塞進去這個

動作，我們也許可以從課程裡面去破除這樣的概念，破除這樣的迷思。身

為一個媽媽還有一個性平教育工作者，我們也會希望知道，既然剛剛的局

處都有講到課綱裡面有落實，課綱裡面至少有把這個東西排上去，我們到

底可不可以在月經教育上面更進一步落實細節的方向。 

剛剛聽到衛生局說，38 各鄉鎮市的衛生所也都有提供一些月經教育，那

我們也想了解這些內容大概是什麼樣的內容，對於一些民眾的宣導，譬如

說像我們這些家長，我們已經沒有在上課了，這些宣導的部分我們要怎麼

樣觸及到，像我就不知道有這一些活動。如果要破除月經貧窮的話，我們

如果在一些公共場合裡面放這些衛生用品的可行度有多大，可以實行的範

圍有多大？我剛剛也請教了林薇，就是像台北市和台南的國中有放，剛剛

我們這邊的局處有提到高雄有 5 間學校針對弱勢的女學生，放在廁所或是

老師那邊。我也在想說這種東西是不有擴大的可能性。因為我之前有一次

在宣講裡面提到可不可以在公共場所裡面的廁所放這些衛生用品，結果台

下馬上就有人說：「這樣會不會被人家偷走？」就是怕會被搜括一空。可是

我就不太曉得，如果高雄有 5 間學校這樣放的話，有這樣的情形嗎？真的

有同學會把那些東西搜括一空嗎？如果真的有人去搜括一空的話，是不是

代表真的有人有這樣的需要，因為對於弱勢的人來講，那確實是一筆不小

的負擔。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也許請我們的局處也可以參考的地方。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捷）： 

    謝謝全人教育家長協會。因為今天有很多高中的同學有來，而且很特

別的是有很多男同學，你們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們從小到到現在接受到

的相關教育是什麼，你們的經驗跟感受是什麼，我們等一下再讓局處做

一輪的回應，這樣他們也比較可以再具體的講一些執行的內容。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林同學思愷： 

    各位局處代表和在座的貴賓大家好，我目前是高中生。其實從國小到

現在的教育裡面，跟我們夥伴一起討論過關於月經教育的事情，其實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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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分享的幾個故事是我親身的故事。在當時那堂課裡面，有一天放學

時，老師把女生留下來跟她們說月經的事情，其實當時我是非常不了解

月經是怎樣的狀況，甚至當時誤以為老師是偏坦那些女生。我希望未來

如果有月經教育，我們可以把實體的衛生棉或是棉條，甚至更多的生理

用品，實際給女性同學操作或是男性同學操作。像剛才協會的理事長也

有提到，未來如果有多元的家庭是同志家庭，如果我們男同學沒有接受

到這種月經教育，未來領養小孩就不懂得怎麼教育下一代。如果在義務

教育上面沒有月經教育的政策時，等於他在家庭裡面就沒有受到幫助，

學校就會變成他的最後一道防線。謝謝。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辛同學明晉： 

    大家好，我是來自高雄學生民主聯盟的辛明晉，我要分享的是我自己

在國小時候的經驗。其實剛剛有提到現在的課綱裡面有納入月經的教育，

但是我也滿好奇這個教育是排到國小幾年級的時候。因為在我們國小的

時候，其實老師都跟我們說大概在國中的時候才會有月經。但我的印象

中，好像三年級還是四年級的時候，班上就有女生第一次月經來的經驗。

那時候其實是遮遮掩掩的，因為我們是男生，所以沒有聽到這個資訊，

當時也是老師把女生帶開，所以班上的女生全部都知道，有點像是女生

之間的小秘密，會偷偷傳給一些男生，變成大家就開始猜測這個人到底

是誰。我覺得與其這樣讓學生遮遮掩掩的，像小秘密的方式到處傳開，

還不如我們就公開來好好的認識這個東西，才不會造成污名化或是這個

東西是不能談的。我的發言到這邊，謝謝。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蘇同學品蓉： 

    議員好、大家好。我是來自高雄學生民主聯盟的蘇品蓉，我想要分享

跟大家比較不一樣的點是，我在國小跟國中都曾經接受過和月經相關的

健康教育。我們國小大概一、二年級的時候，就曾經在健康課中帶大家

到保健室，當時護士阿姨有直接解釋衛生棉和為什麼會有月經來等相關

的性知識。但是那時候大家並不是那麼正視這件事情，我想其實有可能

是因為那時候的我們還小，不管是女同學或是男同學都對月經有很多的

未知而且陌生的感覺。一直到國中，我們學校也有開設過講座，也發過

免費的衛生棉，也在班上設置放衛生棉的小盒子，如果同學有需要又不

敢開口的話，就可以去拿。所以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在月經方面的教育

其實相對來說比較健全。我也是最近聽到月經污名化的公聽會，我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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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原來月經教育在很多學校裡面有很大很大的落差。因為對於學生來講，

我們能夠直接接受到月經知識的管道只有家庭跟學校，如果我們沒有主

動去尋求的話，被動得知的管道其實只有這兩個。所以當家庭知識不健

全或是沒有人主動告訴我們月經是怎麼來的，月經其實並不是一件不正

常的事情的時候，我們其實會有很多未知，而且很陌生的恐懼感。我覺

得因為我受到相對健全的月經教育，所以我在面對它的時候，我並沒有

那麼焦慮或者感到羞恥。所以我覺得月經教育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必

然會成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謝謝。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巫同學愷政： 

    議員、各位局處代表、各位團體大家好，我是來自高雄學生民主聯盟

的巫愷政。雖然健康教育的部分在國小的時候就有將月經教育納入課綱

裡面，但是就我自身的經驗來說，國小到國中是沒有學習到相關的知識，

我覺得問題就是實際上課的時數太少了，能夠實際去教學月經的時數太

少了。在高中部分，一週兩節，老師也有進度壓力，他沒有辦法完整的

去教導月經教育。我這邊會特別提到男性的部分，就是我希望男性也可

以一併接受月經教育，因為不僅可以更了解另外一個性別的生理部分的

問題，也可以了解女性在生理期時的心理層面，不管在心理層面或是生

理層面都可以更加的了解。我剛剛看到那一本裡面就有寫到，女生在經

期的時候可能會有什麼樣的身體反應，男生在未來兩性的相處上就可以

更了解女生的心情。以上，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捷）： 

   後面是不是還有三個同學，你們要不要發言？可以來這邊，沒關係，都

可以分享一下，都不用嗎？難得來了，而且我們很多局處的長官都在這

邊，可以讓他們了解一下。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許同學靜玟： 

    各位好，我是高雄學生民主聯盟的許靜玟，我想簡單分享一件事情就

好。就是我今天要來參加這場公聽會的時候，我就跟教官請公假，他就

問我：「要去參加哪一場公聽會？」我回答：「今天要參加有關月經教

育的公聽會。」然後他就說：「喔～月經教育，會不會覺得太露骨了呢？」

我就立馬意識到，因為我就讀高雄女中，因為大家都是女生，所以我們

彼此間不太會避諱月經這件事情，包括如果沒有衛生棉，我們會在班上

大叫：「誰有衛生棉可以借我一下。」但是我的教官是一位中年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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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跟他講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卻覺得我說到「月經」這兩個字，對他

來說可能太露骨、太敏感了。這也讓我意識到原來「月經」這兩個字對

於他們來說很敏感，我們可能有接受到比較進步的教育，但是對於他們

那一代的人來說，月經卻是必須被隱藏的事情。然後我就跟他說：「月

經有什麼奇怪的嗎？」他就說：「可是你們不是都會說『那個』來嗎？」

這也讓我想到，因為我們這一代有受過這樣的教育，所以知道不用避諱

「月經」這兩個字。但是對於他們來說，他們可能沒有接受過這樣子的

教育，因此更突顯出月經教育的重要。這是我分享的故事，謝謝。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劉同學尚齊： 

    大家好，我是今年應屆的高三畢業生，等於從國小六年級到國中三年

級再到高中三年級的過程當中，在我的印象裡面事實上只有小五、小六

的時候，有在健康課裡面有教過相關月經和生殖器官相關的內容。事實

上在前面的10年當中，在健康課裡面是沒有任何著墨的，通常都是講一

些飲食、運動等等，或是一些救護傷害的內容。所以這個篇幅事實上在

我們現行的課綱當中，不管是國小、國中或是高中，原本的課綱都是有

規劃這些課程內容。但是事實上在各校的運作當中，或是在教學當中，

有沒有被確實落實，也是我們要去注意跟發現的地方。就是它確實沒有

被落實，即使我們一開始有做規劃。沒有被落實就會發現我們現在月經

教育的落實是不夠完善的。所以我想要強調的是，在月經的教育當中，

即使我們規劃得很完善，做了很多的努力，但事實上沒有被落實的話，

最終還是一樣沒有成果。以上是我想要特別提出的論點，謝謝大家。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洪同學羽臻： 

    大家好，我是高雄學生民主聯盟的洪羽臻，其實我想講的剛剛前面很

多人都已經有講了。其實我剛剛出來的時候有經歷一件事情，就像剛剛

有一位代表也有提到，他小時候因為月經來，就被家裡人認為很不乾淨，

很不衛生。我剛剛要來之前，我就跟我的組長說：「我要去參加公聽會

了。」他說：「你要去參加『那個』的公聽會。」我說：「對，月經教

育的公聽會。」他說：「月經就是『那個』來，為什麼要正名？那個跟

大姨媽不是都是月經嗎？」我就說：「『那個』是貶低它的稱呼，為什

麼不能直稱呢？而且月經教育在我受教育的過程中，一直都是一個被隱

藏或是被簡單帶過的東西。」他還是回答我說：「反正『那個』在家裡

不是也會教嗎？『那個』為什麼要帶到學校來教呢？」他在這個中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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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當中，一直用『那個』去稱呼月經，其實讓我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我

趕著出來，所以我也不想跟他爭執太多。所以我想強調的點是，在月經

教育過程中，除了對於學生，除了從國小到高中的教育之外，對於老師

端，或者是對於學校行政老師的研習，我們希望可以更擴大，不是讓老

師自願或是讓老師自行報名參加，希望更多的是可以強制老師，在他們

的研習分數中一定要有月經教育的研習。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捷）： 

    謝謝同學們的分享，其實從同學們的經驗就很直接。不好意思，請偉

成理事發言。 

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吳理事偉成： 

    主席、各位局處代表，以及所有的學生好。我今天其實是來學習的，

你剛剛聽到就知道我們男生的知識多麼貧乏。不過我也很訝異剛剛鳳新

高中的巫同學，因為他現在也還是高中生，他說他其實也都沒有受到這

些教育。但不是都已經編入課綱這麼久了，他現在才幾歲，應該都要受

過相關的教育了。不過我是從一個家長的角度，我沒有辦法去談月經經

驗。不過我剛剛聽了也反思了一下我對小孩子的教育，我覺得爸爸在這

個部分也可以盡很多心力。我家兩個小孩子都是男生，有一個小孩子現

在可能已經進入青春期了，因為他會對我的身體好奇，也會對自己的身

體好奇，我同時就告訴他，男性的身體發展是怎麼樣，我相信他相對的

也會開始對異性的身體發展好奇，這部分可能反而是男性家長可以著力

的部分。就是我們了解了正確的知識之後，反而跟你同性的小孩子比較

有機會相處或是討論生理構造的時候，也可以跟他談論異性的身體部分，

或是包含這些月經教育的部分。我覺得男性家長不見得完全可以置身事

外。 

    第二個，我們家除了媽媽以外，其他都是男生，當整理垃圾整理到一

定程度厭煩的時候，我就開始教育小孩子。當他長大到可以整理浴室的

垃圾桶時，也可以開始接觸這些東西的時候，會視為一種很正常的事情，

而不會覺得整理這個垃圾有多麼不正常，或是看到這些東西覺得異常。 

再來提到一個實際發生在學校衝突的事情，我的鄰居有一個小女孩，她

現在剛好也經歷青春期，可能碰到類似有一點性平的案子。可是媽媽可能

有一種解讀，就是可能因為女孩子月經來了，或是她在青春期的情緒特別

不好，所以她的反應可能過度去看待這件事情。有時候就會把事情歸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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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經身上或是青春期身上，而沒有去正視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正性平的

案件。所以我覺得從家長的角度說，如果有正確的理解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看事情的觀點可能就會不一樣，在教育上或是在性平的教育上可能都

會是一個共同協力的角色。所以我覺得男性在這方面也要開始去理解、去

了解，不能在國中或國小階段pass太多，老師分開上甚至不上。因為這樣

聽起來，學校不上，男性的小孩在家裡，媽媽搞不好也不會跟他講這些，

爸爸也不會跟他講這些。像我們以前受的教育，可能去宮廟的時候把這些

污名化的觀念還是一直傳承下去，或是會自然而然受影響，我們男性就不

要去談月經這件事情。看今天出席的局處大概也知道，男性還是比較缺乏

這方面的常識。不過我還是覺得很好，今天來學習，今天來把月經聽好聽

滿。 

我想請教，教育局在學校推展這件事情會有任何的困難點嗎？因為我之

前有聽過，衛生棉放在學校這件事情到底誰要去管，到底是導師要去管，

還是學務處要去管或是校護要去管，好像不同單位有不同的作法。只補助

那些弱勢的女生嗎？還是全面性針對所有的女性？因為誰突然來潮也不

知道，可能在學校就突然來了。所以我也想要請教教育局，這方面在推展

上有沒有什麼任何的困難性？ 

主持人（黃議員捷）： 

謝謝。我們就請教育局、衛生局跟社會局一一做答復，因為主要還是在

教育局，剛剛你們講的可能比較籠統，包括教育局跟輔導團這邊。因為聽

起來教育現場是落差很大的，就是有沒有教或是教的內容都因老師而異。

甚至很多學生的經驗也都不一樣，有人有教，有人沒有教，大家接觸到的

程度也都不一樣，我覺得這可能你們要多做說明。 

另外，我想要知道你們有沒有做你們教老師的部分，因為剛剛聽到比較

多的是你們會在學校教學生，老師端這邊呢？因為剛剛同學也有提到，像

教官或是學校老師，自己就沒有這樣的智識的話該怎麼辦？這應該是輔導

團要進行的，等一下也可以補充說明。 

最後就是像林薇這樣的團體如果要進到校園的話，你們可以怎麼跟他們

合作？以上。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劉專門委員靜文： 

    謝謝主席。我想講的其實主席已經幫我講了。因為我從上個禮拜就接

到公聽會的通知單，其實體健科的同仁就幫我準備了非常多的資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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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內容就是告訴我說，在我們課綱裡面在什麼領域，然後是教什麼，

每一個年級是教什麼內容。我看了資料和今天的流程，我就想說這個部

分其實不用講太多，因為今天邀請了非常多的同學來，會有這個議題的

產生，一定就是執行上有困難。就是像剛剛大家一直在講到的，一開始

規劃有，可是執行上卻有這麼大的落差。包含這幾天在準備的過程當中，

我也詢問了好幾代不同的同事，當然除了我自己的經驗，我的上一代就

告訴我，他們以前根本就沒有在教；中間有一代比較好，就是課督這一

代，這一代是說有教，但是就照著課本上去唸，大概也是不太希望同學

詢問；到了我這一代是把女生帶到另外一個地方上課，我剛剛很訝異的

是，居然我的下一代還是同樣的情況。事實上我問到的都是男生女生一

起上，所以事實上在每個學校的執行情況應該是有極大的落差。 

所以具體建議就是說，剛剛也看到小紅帽協會的教材，還有創辦人提到

的各種論述，我覺得可以跟我們輔導團談師培這一塊。因為無論是污名化

這個問題，或者是我們在施教的對象，執行落差的問題，其實回歸到最終

兩個管道，就是老師跟家長，而家長又是來自於老師。所以老師的培訓其

實非常非常的重要。這一塊希望後續我們再跟小紅帽協會直接談，因為我

們的學校數相當多，全國第二多的。所以可以直接從源頭做起，我們來談

看看要怎麼樣落實到學校去。這是如何教的這一塊。 

    另外，剛剛有同學提到課綱到底是從幾年級開始教，其實過程中我們

都一直在強調，其實個人衛生與性教育這一塊是從一年級就有了，只是

每個年級的重點不一樣，但是有提到月經教育的應該是在五年級。實際

的落實情況，我們後續再跟小紅帽協會探討看要怎麼樣執行。 

另外，剛剛兩位代表有提到針對月經貧窮這個案子，現在是試辦，能不

能擴大？還有在推展上是不是有什麼困難點？其實我們在討論的過程當

中，會先用試辦，其實是因為一開始我們就有去參考了台南、台北辦理的

方式。說實在，我第一眼看到的時候，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是土象星座的，

覺得衛生棉放在廁所裡面不會潮濕嗎？反正我想到的點跟人家不太一樣。

然後大家一討論，發現大家想到的點又更多了，包含剛剛代表有提到，同

學會不會就整個拿走了，一問之下還真的有。因為大部分的學校放在健康

中心，護理師就一直在跟我們反映，目前來拿的同學就是固定那些，譬如

說她在經期的時候就是每天都來拿，有些導師也是這樣子反映。所以他們

覺得適度的控管還是有必要的，因此會有這種試辦的模式。還有一開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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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設計的時候，因為其他的縣市弄得不太美觀，台北用的是一個很像類似

直接投幣式衛生紙的樣子，比較陽剛一點；台南就是有點掀開式的透明盒

子，比較俗氣一點。所以一開始我們就設計了「Care Bag」，我覺得這個

唸起來還不錯，而且還滿美的，可是就有人提到會被整個拿走更方便，她

要帶走更方便。所以現在我們設計了一個箱子，它是可以鎖在廁所裡面的，

整個形也比較漂亮，名稱上就是「Moon Care 月保安康」，我們在試辦期

間包含衛生棉被同學帶走，這也是一種試辦的結果，我們會討論看這樣的

模式要怎麼去執行會比較好一點。這是我們當時要試辦的部分。當然未來

針對這方面的需求，還有試辦的過程，我們會再看看擴大的話要如何來辦

理。做以上的回應，謝謝。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科張科長素紅： 

    主席、今天各位與會的代表，還有同學們。很高興今天參加這場公聽

會，也聽了很多同學真實的聽聞或經驗，這些我們也曾經經歷過或是曾

經聽聞過。我想月經這件事情，透過大家一起去把它變成像全人教育一

樣，它其實應該是很正面的去看待，因為我們過去都曾經經驗過比較隱

諱，好像比較不能在公開的場合去談這件事情，確實很多自己的經驗是

不敢去講的。但是月經每個人遇到的狀況有很多個別性，我覺得在教育

層面的部分，其實是讓這件事情變成敢去講的，覺得那是一件自然的事

情，它本來就是身為人類，身為女性很自然的現象。未來推廣的部分，

其實是讓這件事情能夠像一般的事情一樣公開去講的。因為過往可能個

別所經歷的，就像有些同學剛剛有提到月經是黑色的或有塊狀會不會怎

麼樣？其實在我們比較年輕的時候是不太敢去談這樣的事情，也不太敢

去問，只能私下去問同學。所以也因此在衛生體系裡面，從開始經歷月

經到經歷月經初期的階段，大部分都在學校的場域裡面，所以學校教育

單位也把這個納入課綱裡面。其實在衛生系統裡面，針對這個部分才開

始從醫療體系或是公共衛生體系裡面去推廣，一般的醫療體系裡面像醫

院、診所之類的，希望從這個層面希望能加強青少年經期的教育，所以

才開始去推廣，鼓勵醫院或是診所能夠成立青少年親善門診，其中有一

部分就是針對青少年遇到的問題，不管是月經或是性教育方面的諮詢。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未來已經通過認證能夠去推廣，讓更多人知道，它

是可以被運用的，就是去這些門診不是去看病的，而是有一些問題時可

以去諮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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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剛剛全人教育家長協會理事長有提到衛生所怎麼去結合，因為

過往衛生單位普遍去推性教育這件事情，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常態的工作。

近幾年教育單位其實也已經都把兩性教育納入基本的課綱，所以我們在

公共衛生這個部分，大概都是會在轄區裡面跟在地的國小、國中去了解，

學校除了課綱之外，有要我們去提供一些教育的，他們會提需求給我們。

他提出需求之後，我就再請老師或是由衛生單位的人進去，就是就學校

所提出的需求來安排一些課程。就是在本來的課綱之外，如果學校有提

出他們需要什麼樣的課程，我們會就他所提出的課程去辦講座。 

    再來，如果是針對月經教育這件事情，我們大概可以做的，還是會透

過公衛體系跟醫療體系裡面去推廣這件事情。我剛剛很感動小紅帽的林

薇，這麼年輕做了那麼多事情，而且經過你的說明，這件事情變得有趣，

然後讓大家可以重新來看月經教育這件事情。我覺得目前的課綱或者是

目前已經有的教育方式，或許就是用原來我們認為應該要教的方式。可

是現在的學生或是現在年輕的同學，或許有更需要或者覺得更被理解的

方式。我覺得林薇他們把這個部分帶出來，這樣是滿值得去推廣的。以

上。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保護服務科蕭科長惠如： 

    社會局簡單回應，首先我想要先肯定現場的學生們，我覺得其實我也

不是很老，我44歲，我自己的孩子也才國一、國二。看到大家可以這樣

談不同的議題，談月經的議題，我覺得大家的表現真的都很棒，而且把

握每個時機去講出自己的感受和經驗，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示範跟練

習。所以我要先給各位學生肯定。 

    另外，也謝謝高雄市，因為議員的安排，其實高雄市很幸運的是我們

有很多性別的團體在高雄，包括師資的部分，我們有性別相關研究的學

術資源。所以我剛剛catch到一個點是，當然社會局主要服務的對象，我

們會希望不要漏接，讓他們在這件事情上面得到更多的幫助。我覺得另

外一個特別的點，或許未來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是重新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或是再追求另外一個層次的性別平等。雖然我們的主題是月經教育，事

實上不是只有這個，還有別的議題可以談。剛剛前面其實有談到一些月

經教育的素材在台灣其實不普遍，這個是台灣現在的狀態，透過小紅帽

的推展，其實我們可以讓這些素材進來。市面上的廠商業者有素材，其

實某部分也是一種革命，重新倡議社會的一個運動型態。所以我覺得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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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從性別議題的角度來切入，其實在局處的推動當中，可以跳脫只有月

經，或是只有『那個』，還有很多層次可以討論，譬如說族群、多元等

等。所以社會局後續在相關的工作推展上也會往這個方向再去做思考。

以上補充。 

主持人（黃議員捷）： 

    輔導團這邊要不要補充一下，因為其實你們才是執行者。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潘課程督導如萍： 

    主席以及現場的夥伴好。其實各位同學在說的這些經歷，我的經歷最

多，我的孩子已經大學畢業，而且出社會工作了。所有你們經歷的這些

事情，其實在我的教學生涯當中都有經歷，而且我的學生也都有這樣的

反應，我們也逐一一步一步的讓孩子認知自己，以及尊重性別的部分。

所以我們目前輔導團實際上在111學年度的時候就跟小紅帽合作了，我們

已經開始在進行這個部分。針對今天大家所提出的意見，我們這邊有幾

個回應是，我們對性別的尊重與認同會在課程當中再加重一點。再來就

是正確的認知生理的結構，以及功能和保健如何去推動，我們會在這個

地方多做著墨。包含我們在教材、教案跟示範教學當中，以及整合性的

各領域整合，再融入到我們的課程裡面去，我們也會再多著墨這個部分。

甚至提供現場教學的老師更多的教學的能力，進入到教學面，而不是把

這個議題帶過去而已。這個其實是關乎每一個人的健康，這個健康的議

題是一輩子的，生理期或是月經的教育，不是短短的在學生時代這段時

間而已，其實它是很長的，是一個人生命長度的延伸。所以這個部分我

們會在課程當中再融入，只是需要老師們能夠更加投入到這個區塊的健

康教學。 

  剛剛還有提到哪個年級教學的部分，其實每一個年級，包含幼兒的階

段，以及國小、國中、高中階段，甚至到大學，應該都是逐步的加深加

廣的給他概念，而不是一下子給他那麼深的概念，實際上對他來講完全

無法吸收。所以我們現場帶了一位團員，她是實際執行面的老師，蔡主

任會來跟我們解說現場的健康老師會做怎麼樣的教學。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蔡老師宛珊： 

  議員、課督以及各位長官和各團體大家好。我首先還是真的要肯定各

位同學剛剛表達你的感受，我是前金國中的老師，各位同學離我並不遠，

就是也許你在我的手上畢業一、兩年，頂多三年的孩子，但是你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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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沒有學過月經教育這件事情，你在課堂上都沒有學到，其實我也很

想要問你怎麼了，教育現場到底怎麼了。實際上在我們的健康教育裡面，

其實性教育這個議題，在課綱裡從小學到國中都有，誠如剛剛課督所講

的，就是加深加廣。國一的部分，其實我們就會先複習你在小學學習的，

譬如說第二性徵的變化、生理的變化、各個器官的功能、構造。再來就

是你的保健的部分，譬如說剛剛我們看到了好多的教具，其實我們在教

育現場的老師，如果也像我是本科系，台師大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畢業

的，其實我們在現場教學的話，在教具上多元化的運用和教材的使用上

來講，其實我們都是非常的教學正常化。到了國二的時候，其實我們也

都有談到情感教育，各位孩子，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上到情感教育這一堂

課，以及會告訴你要懂得保護自己。譬如說性病的問題，以及要怎麼樣

做好防護的措施等等，其實我們在國二會談到這一塊。到了國三我們會

談懷孕，譬如說在孕婦懷胎的這10個月，還有baby在肚子裡面10個月的

成長變化，孕婦的改變等等，我們要怎麼樣尊重。男同學和女同學都是

在班上正常的上課，現在也都沒有男女分班，現在的時代應該沒有男女

分班這件事了。所以我也滿訝異，各位孩子你們離我其實都不遠，但是

我聽到這真的是讓我訝異的一件事情。我們甚至還會提到家庭經營的這

一塊。所以如果在健康教育這一堂課真的有在落實的話，其實各位孩子

的需求，你想要學習到的部分，應該都要有學習到。剛剛我所談的，是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健康教育的老師，所以我跟你做這樣子的分享。我很

高興各位孩子很重視這個議題，未來說不定在你的生涯發展上，也可以

朝這個方向不斷的倡議下去。 

  我退回到輔導團的角色上來講，我們也會不斷的在老師的部分，提供

老師的增能，讓老師回到教育現場能夠真的落實，真的有在教學。我覺

得各位同學真的很棒，但是我覺得又喜又憂，憂的是你告訴我你都沒有

學到；喜的是你們能夠表達，我們也會把你們的聲音不斷的回到教育現

場裡提出來，然後我們能夠不斷的做改進。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捷）： 

    謝謝老師。有沒有其他的同仁想要補充的都可以，自由發言。 

社團法人全球小紅帽協會林創辦人薇： 

    我想要問幾個問題，首先非常感謝剛剛教育局的劉專委提到後續可能

可以合作的方向，待會兒會後請教育局劉專委把目前高雄市的狀況來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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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分享一下，我們也比較知道後續的合作可以怎麼樣去進行。 

    我這邊還是要提一件事情，就是我們每次在講月經教育的時候，都會

很擔心最後會落到教育現場的老師被責怪。但其實我們看到的最大落差

跟問題點是出在老師其實很多超級無敵想教，這也反映在我剛才提到為

什麼新竹縣市的試辦課程一出來就秒殺，老師們一大早就設定鬧鐘，沒

有搶到還會打電話來說：「拜託可不可以讓我補名額進去。」等等。這

代表的是教育現場的老師非常想要去教學，但是他沒有相對應的資源。

所以我想這個落差還是必須要先點出來，以避免真的有很多在教育現場

認真推動的老師因此而被誤會。然而我想要提一件事情，就是國教輔導

團這邊確實有來聯繫小紅帽，也有在111學年度進行增能的部分。但我們

比較擔憂的是，我們目前看到的都是比較單次性的計畫，當時在回復的

時候應該有提到這件事情。我們比較希望推動的是長期，而不是單次性

的講座聽完，後面就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這樣是我們滿擔憂的情形。

我們在跟各個縣市政府合作的時候，也都會特別提到這件事情。當然其

實我們在收到回復的時候，國教團好像有提到一件事情，是不知道有沒

有後續的預算去推動長期的計畫。所以這方面可能要讓議員知道，就是

看看高雄市政府這邊可以怎麼一起來協力跟推動，讓教育現場的老師有

相關的資源，也能夠長期的推動下去。 

    還有我滿想要知道剛剛社會局跟教育局都有提到提供生理用品這件事

情，包含教育局有提到在學校放置生理用品的共享，這方面小紅帽也很

願意來協力。其實我們過往的經驗是在蘇格蘭協助推動免費生理用品法

案跟置放方式的經驗，包含潮濕的問題，其實我們試驗了超過30種不一

樣的方式，到底可以怎麼樣避免潮濕，還有置放的盒子怎麼樣不會撞到

頭以及動線怎麼設計等等。這些其實我們都很願意跟每個縣市政府合作，

到底怎麼在學校的場域去進行，所以如果能夠進行的話，也很歡迎來找

我們。 

    再來是提到助人工作者這一塊，其實我剛剛沒有講到的是，台南市政

府在跟我們合作的時候，有做一個嘗試，後續這也是我們持續在追蹤的

狀況跟很感動的地方。他們針對台南市無論是不是跟性別有相關的團體

或是助人工作者，實際上會去接觸到有可能會有月經貧窮個案的助人工

作者，都進行了增能跟培訓的課程。原因就像我剛剛提到的，你永遠不

知道哪裡的個案會出現月經貧窮的狀況，或是哪裡的個案會出現需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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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教育的情形產生。所以如果大家整體在社區當中都有一個意識出現的

話，其實就能夠去避免無法接住任何一個需要的人。所以這是我在台南

市嘗試的方案，也很歡迎提供給高雄市社會局參考。以上是我想要回應

的地方。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王秘書長紫菡：    

    我稍微補充跟建議一下，剛剛聽完幾個代表跟同學的意見，其實也突

顯除了學校教育的欠缺之外，家庭教育這一塊好像有些家長也不知道怎

麼教起，就是爸爸這邊的經驗。我小時候爸媽也沒有教，其實都丟給學

校，我覺得現場老師的壓力應該也非常大。我在思考的是有沒有可能在

社區教育或社會教育這一塊，在既有的性別教育裡面把這樣的議題融入

進去。也不是另外去多做很多的課程，而是我們融入既有的這些課程，

就是在談性別平等的中間，我們就以月經為出發點，以月經為議題做為

這次的主軸來談相關的部分，就是像剛剛社會局的科長和輔導團的課督

也有提到這樣的融入。我知道公部門的第一線都非常非常的辛苦，還有

經費的考量。所以用既有的課程來融入月經的教育，或許是另外一種可

行的方式，我或許可以幫忙傳達給家庭教育中心，可以思考看看。以上

是我的意見，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捷）： 

    還有沒有其他人要補充？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蘇同學品蓉： 

    我剛剛聽到老師說，其實課綱內都有編入課程，但是我們不一定有接

受到資訊的問題。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部分是，其實我們有沒有接受到

資訊不只是老師知不知道，或是老師有沒有教，有一個部分也是學生到

底有沒有在聽。因為現在課綱上來講，學生要寫的作業可能很多，或是

大家還要補習，很多人會拿健康課來補等一下要考試或是沒有寫完的內

容。所以我覺得學生有一個很大的現象是，大家在上健康課的時候，大

家只喜歡聽跟性教育有關的部分，我們教了很多面向，像是食品、運動

或是營養，包括月經議題，至少在我自己的經驗中，我一直都是有上到

這個部分的。所以我覺得今天月經教育或許大家會覺得不普及，不一定

是老師或是校方的問題，我覺得學生究竟有沒有認知到這件事情的重要

性，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謝謝。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巫同學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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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也要再補充一下，雖然說我們都知道國小、國中、高中的課程

裡面都有規劃健教課程，但是就像老師剛才說的，健教課程涵蓋的範圍

很大，有各個面向的問題要去教育學生。這時候就會有一個問題，在教

學現場的老師時間會不夠。尤其是在過去，在教學現場有嚴重的借課問

題，像健教課這種非主科就很常被借課。在時間不夠的狀況之下，老師

把課文唸過去也是上課。但我們會希望在未來可以有更完整的月經教育，

像那本教材那樣，可以完整的講到月經教育的部分，從各個面向讓學生

更加的了解月經。像剛才提到學生沒有專心上課的問題，我覺得未來是

不是可以考慮透過多元的教學，讓學生對這個議題感到興趣，進而去學

習到這方面的知識。以上，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捷）： 

    還有誰要補充？創辦人要補充嗎？ 

社團法人全球小紅帽協會林創辦人薇： 

    我想要特別講一個鼓勵爸爸這個角色的事情，其實我們現在在親子課

的教育現場看到大概有三成到四成都是爸爸這個角色進入到這個課程，

我們甚至看到很多是爸爸帶著兒子來的，他們家中是沒有女兒的。我們

一開始也會詢問他們，家中沒有女兒，來上課的動機是什麼？其實很多

爸爸給我們的反饋都是，很多議題不是自己在經歷，可是也會想要去知

道，我的孩子身邊一定會有有月經的人，所以可以去經歷。所以我覺得

在社區這一塊可以多鼓勵爸爸們，拿這些案例讓他們知道其他的爸爸也

有一起來參與，不會讓爸爸覺得進入到這個場域只有一個人，讓他的孤

單感跟擔心感可以慢慢的降低。 

主持人（黃議員捷）： 

    還有沒有老師、同學或是團體要補充的？各位理事長們都可以再多做

最後的補充。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林同學思愷： 

    我這邊想要提到的是關於生理假的部分，現在目前高中好像每間學校

都會有規定幾天生理假，我們學校目前是規定每月只能請一次生理假。

對於同學來說，可能經期不確定是幾天，包含生理上的不舒服，或是未

來可能會有心理上的不適，是否可以放寬生理假的標準或是延長天數，

我覺得也是可以討論的一部分。以上，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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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後我就來做一個總結。因為其實在去年的時候，我們有跟教育

局、衛生局和社會局一起合作，當時是希望先拋磚引玉，我們就邀了衛

生棉的廠商，他們也捐了2千個衛生棉給54所高雄的偏鄉小學。的確執行

後有一些狀況，就像剛才提到的，適不適合放在廁所，或是一次直接整

包被拿走怎麼辦之類的，就是大家都會有一些執行上的問題。我當然是

希望還是可以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因為目的不只是讓需要的同學可以

拿到，也是對月經正名的一種方式。所以接下來我希望除了從師培這部

分，讓老師們都有足夠的知識之外，其實剛剛林薇提到讓社區，甚至家

長、小孩都可以有這樣的意識，我覺得非常好。所以社會局跟衛生局這

方面可能也要想一下，不要把責任都丟給教育局，他們什麼教育都要教

其實也是很辛苦。因為大家都會說環境教育怎麼沒有教，或是勞動教育

怎麼沒有教，當然他們什麼教育都應該要教也沒有錯，只是希望這個是

不分局處的合作。 

今天我的目的是希望藉由月經教育讓大家可以認識更多性平教育的內

容，這個當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實現場有很多我們平常就一起合作推

動性平教育的夥伴，希望高雄成為推動性平教育最進步的一個城市。而不

是還有同學跟老師反映有人沒有教，甚至到這個年代了，還是有人感受不

是很好，我覺得這個速度都太慢了。所以希望我們這一代的同學們，大家

都是非常正向而且健康看待這一件事情的，一起從過去的羞恥感變成未來

非常正向的看待所有性平上面的問題。 

    今天非常感謝，希望之後林薇的經驗也可以帶給我們高雄市，剛才

一直聽到台南市做得很好，聽了非常嫉妒，我們高雄不要輸，接下來就交

給教育局了，我們不要輸好不好，大家加油！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