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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理期開始到年期結束之中，有很多女性會面對自己不同的困擾，而男性們對於女性

的生理期更是充滿了許多的疑惑與誤解。本實驗利用問卷的形式調查金近四百人，去針對

金門縣青少年階段的迷思概念討論，分成三大類：1 女性生理期過程中的各種食物對生理

的影響與真實情況的差距、2 男性對於女性生理期的認知與真實情況的差距、3 同時比對男

性與女性雙方對於女性生理期的認知相似程度。 

而在整個實驗後期，利用問卷內有問到是否為金門人以及身高體重的數據，特別比對

金門在地人的身高與台灣成年男女的平均身高差，發現到「金門人比較矮」這些外地居民

或是長輩耆老們的既定印象被解開了！並不是金門人比較矮，正確的說法是：金門的男生

比較矮。 

 

壹、 研究動機 

在女性的青少年時期會手忙腳亂地迎接初次生理期，接下來要想盡辦法的平和相處到更

年期結束為止。在高一上的生物課程中，課程內容教到了有關人體的結構、器官功能等，同

時也教到了男女生身體構造的差異，這時我們驚訝的發現，因為性別的差異，男女生對彼此

竟有如此多想法上的差異與矛盾，而前者在生理期問題上，對於女生知識落差竟如此懸殊，

甚至女生跟女生之間在部分問題想法上也有一些顯著的不同，對此我們產生濃厚的興趣。 

網路資料或是報章雜誌時常對於生理期的敘述是「根據統計，生理期….」、「普遍來說，

女性的月經…  」卻沒有一篇文章是明白指出統計的來源。 

在閱讀這些文章會覺得常常不符合周遭女性朋友的描述，甚至與周遭親朋好友談論時，

有些男生對於女性生理期的提問也非常的誇張與不可思議，竟然有男生覺得生理期的顏色會

與電視廣告上為了顯示液體顏色所加的藍色墨水是一樣的！他們以為女生生理期是藍色的！？

我們又不是納美人，怎麼會有藍色的經血呢？都說是經血了，不是應該與血的顏色相同是紅

色的嗎？ 

鑒於上述種種原因，我們想要更加了解高中階段的青少年對於生理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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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一、初次生理期來臨的早晚有什麼生理上的差異。 

二、初經早晚與月經週期穩定度是否有關聯。 

三、飲食的不同是否會影響生理期間之症狀。 

四、女性於月經期間是否真的會有情緒不穩的問題。 

五、金門青少年對於月經是否有基本的認識。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品名 用途 數量 

電腦設備 搜索資料，分析整理 1 組 

答案卡 問卷發放，回答 400 張 

影印紙 影印問卷 400 張 

紙、筆 確定架構與問卷設計 3 組 

資料夾 收納參考資料及紀錄紙本 2 本 

軟體 Excel、Word 資料處理與分析作業 2 套 

橡皮筋 回收綑綁完成後問卷 

與用於後續清點作業 

30 條 

回收箱 回收並存放使用後問卷 3 組 

讀卡機 清點並統整問卷 1 組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認識月經 

高一上的生物課有講到關於女性的生殖系統，我們也利用網路上資源，蒐集網路

上的資料作整理，另外也在圖書館中查找了一些相關書籍。 

月經又稱為生理期，指血液或黏膜定期從子宮內膜經過陰道排出體外的現象。月

經週期的發生與體內激素濃度的高低有關，在月經週期間，女生身體為了做好懷孕的

準備，子宮內膜會增厚，同時排出卵子。而卵子大約是在月經週期的第 14 天被釋出，

同一時間，用來提供養分的子宮內膜也已經變厚，準備讓胚胎著床發育，這時如果並

未懷孕的話，子宮內膜將會崩解，形成所謂的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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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行問卷調查 

藉由查找相關資料、問卷調查等方法，進行資料的交叉比對、分析。透過針對以

金門縣為範圍、將近四百人的問卷數據，進行深入探討：青少年男女性對生理期的了

解程度以及女性在生理期間時真正的情況。 

(一)設計問卷：針對女性、男性對生理期的各項狀況、常見迷思設計問題。 

 

(二)問卷調查：將問卷發給金門縣十五、十六歲的青少年進行填寫，收集數據資料。 

(三)問卷分析：將獲得的數據利用 EXCEL 的樞紐分析獲得資料與資料之間的關聯性。 

(四)數據討論：將分析後的數據畫成圖表，尋找當中關聯性比較大的結果。 

 

三、  整理結論並製作報告 

(一)整理結論：從結果中關聯性較大的數據一項項進行分析，做出進一步的結論。 

(二)製作報告:彙集所有統整的資料並製作成報告。 

 

  



4 
 

伍、研究結果 

一、女生 

(一)女性 BMI 值與初次生理期年齡百分比堆疊橫條圖 

 

(縱座標為 BMI 值，橫坐標各顏色為不同年齡層之分佈) 

圖 1：女性 BMI 值與初次生理期年齡百分比堆疊橫條圖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二)女性初次生理期年齡與週期穩定度百分比堆疊橫條圖 

 

圖 2：女性初次生理期年齡與週期穩定度百分比堆疊橫條圖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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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受測者在生理期期間吃冰的影響 

 

圖 3：女性受測者在生理期期間吃冰的影響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四)女性受測者在生理期期間吃辛辣食品的影響 

 

圖 4：女性受測者在生理期期間吃興辣食品的影響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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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女性受測者在生理期期間喝茶類飲品的影響 

 

圖 5：女性受測者在生理期期間喝茶類飲品的影響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六)女性受測者在生理期期間喝咖啡飲品的影響 

 

圖 6：女性受測者在生理期期間喝咖啡飲品的影響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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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女性受測者食用一般認知內會影響經痛的品項的影響 

 

圖 7：女性受測者食用一般認知內會影響經痛的品項的影響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八)女性受測者在生理期期間排遺狀況的改變 

 

圖 8：女性受測者在生理期期間排遺狀況的改變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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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生 

(一)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生理期排出體外物質的顏色 

 

圖 9：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生理期排出體外物質的顏色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二)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生理期的形式 

 

圖 10：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生理期的形式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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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生理期是否能透過肌肉控制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四)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換衛生用品的頻率 

 

圖 12：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換衛生用品的頻率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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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男性受測者是否有購買衛生用品的經驗 

 

圖 13：男性受測者是否有購買衛生用品的經驗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六)男性受測者對女性生理期間受孕機率認知 

 

圖 14：男性受測者對女性生理期間受孕機率認知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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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生與女生對照 

(一)生理期間會不會影響非正餐的進食量 

1.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生理期狀況 

 

圖 15：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生理期間會不會影響非正餐的進食量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2.女性受測者生理期狀況 

 

圖 16：女性生理期間會不會影響非正餐的進食量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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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理期間情緒是否改變 

1.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生理期狀況 

 

圖 17：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生理期間生理期間情緒是否改變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2.女性受測者生理期狀況 

 

圖 18：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生理期間生理期間情緒是否改變 

圖片來源：數據分析後自行作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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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金門人普遍身高的調查 

表 1、金門男女平均身高 

 女性受測者 男性受測者 

金門人 159.4545 (154 人) 166.9231 (104 人) 

所有受測者 159.6283 (191 人) 168.5324 (13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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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女生 

(一)女性 BMI 值與初次生理期年齡百分比堆疊橫條圖 

利用調查的身高與體重依據公式轉換成 BMI 後，計算初次生理期的時間與 BMI

值之間的關聯性 (圖 1)。深紅色的條紋代表的是國小高年級來的女性受訪者，發現

到他們的 BMI 數值在橫條圖內的分布偏高；而淺綠色則表示國中時第一次生理期的

女性受訪者，他們的 BMI 值普遍則是分布百分比偏低。推斷在金門的女性青少年 BMI

值偏高，生理期越早來的機會比較大。 

女性荷爾蒙是由固醇類所構成，原本預設的是體脂肪越高的女性，初次生理期

會越早來到，我們沒有足夠的設備可測量體脂肪，便退而求其次的已 BMI 作為比較。

獲得相似的結果。 

 

(二)女性初次生理期年齡與週期穩定度百分比堆疊橫條圖 

國小中年級初經就來的女性，不穩定的人數相較之下較少，且週期 35 天~45 天

的人數較多；反之國中初經才來的女性相較之下經期就較不穩定，週期大多介於

20-25 天。 (圖 2) 

初經後的五年內，尤其是前兩年，因為卵巢功能尚未發育完全、排卵不穩定，

導致月經週期多半不規律，通常間隔 21 至 42 天不等。再加上此時期的女生多有課

業或生活上的精神壓力，往往使經期不規則的情況加劇。 

 

(三)女性受測者飲食與生理期疼痛的相關性： 

1、生理期間的飲食類別： 

根據我們問卷調查所做的分析指出，有高達六成以上的人在生理期來時曾因食

用冰涼食物造成經痛或血量異常的狀況 (圖 7)，依此可知冰品在我們調查的女

性受訪者當中，對生理期身體不適的狀態有顯著的相關性。 

而辛辣食品、茶類、咖啡飲品三項卻有八成以上的女性覺得對生理期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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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圖 5、圖 6)，可見在口耳相傳的一些傳聞也許與現實狀況有很大的差距。 

2、飲食品項影響到生理期間經痛： 

在圖 7 中更加明顯的指出六成左右的女性覺得吃冰會影響經痛更劇烈，而約莫

四成的女性覺得沒有差異，其他品項的選擇都在 1%以下。可推論，也許會影響

到女性子宮劇烈收縮的因素只有溫度。 

 

(四)女性受測者在生理期期間排遺狀況的改變 

有些女性在生理期來臨之前會覺得排遺特別的順暢或是有肚子不舒服的情況，那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統計出女性受測者有約三分之一表示會比平日順暢；另三分之

一與平日無異。似乎在排遺的部分也會受到生理期所影響。可以在更加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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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生 

(一)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生理期排出體外物質的顏色 

九成以上的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生理期排出物是紅色的，另有少部分的男性則

認為女性生理期排出物為其他顏色。(圖 9) 

男生也許因生活環境接觸到女性生理期的機會非常的低，所以在青少年期以前

沒有親眼見過或是聽過女性們談論關於經血的經驗。曾經聽過有男生在女性談論的

時候詢問：「女生生理期不是藍色的嗎？」當場所有女性瞪大眼睛不知如何反應，畢

竟經血、經血，月經不就是血的顏色嗎？怎麼會是藍色的！當下詢問之下才發現，

原來是因為電視廣告上，在女性生理用品示範使用都是用藍色顏料的水。 

這事件的發生我們將問題放入問卷當中作測驗，發現 91%的男性受訪者回答出

紅色，而 7%的受訪者回答咖啡色可推測也許看到的是乾涸的經血。但仍有 1.4%的

男性回答藍色、0.7%的男性回答白色。由此可知，經過國小、國中的健康教育，或

許不足夠。 

 

(二)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生理期的形式 

一般情況在沒有與女性深談的先決條件，其實男性並不能清楚知道生理期流量

的狀況，是像飲水機小小的流量不斷的流個三五天而結束嗎？這樣不會有低血壓的

困擾嗎？ 

女性在生理期前來都會焦慮的表示「我生理期快來了！」這種訊息接收後會解

讀成：女性似乎沒有如同尿意相同的感受，去感受生理期是不是要來了？某天突然

就見到了無生氣的女性朋友。是不是生理期就像一個未爆蛋，某一個時刻點爆炸之

後就沒有後續的情況。 

超過四成的男性認為生理期是一陣一陣的排出 (圖 10) 。這個選項是比較符合

女性生理期的敘述。但也顯示出了剩餘幾乎超過五成的男性對於生理期的狀況的不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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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生理期是否能透過肌肉控制 

61%的男性回答了正確的選項：生理期經血的排出無法透過肌肉控制，卻有 39%

的男性認為生理期可以透過肌肉控制。(圖 11) 

高中課程基礎生物(上)內其實會提到女性生理結構的剖面圖，子宮頸外沒有括

約肌可以像排尿一樣的方式控制經血的流出，由此得知金門高中男生對於女性生理

結構的不熟悉。 

 

(四)男性受測者認為女性換衛生用品的頻率 

男性受測者的問卷選擇狀況非常不集中 (圖 12)，認為女性要在 2-3 小時以及 4-5

小時更換一次衛生用品的比例約莫六成左右，選在 6-8 小時或以上狀況男性受測者

約有兩成。 

女性在生理期換衛生用品的頻率或時間長短，因生理期的天數以及每個人的個

體差異，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數值。會 4~5 小時更換的女性已經偏少了，應該不會有

超過 6 小時。 

選 6-8 小時跟 8 小時以上的男性將近四分之一。通常女性 3 小時左右會更換一

次衛生棉，經血濕黏的衛生棉其實很容易滋生細菌，尤其在夏天，細菌滋生的數度

更是快速，如此一來，就會增加女性私處感染的機率。一旦感染，搔癢、悶溼嚴重

至疼痛，會造成女生很大的不適，顯示部分男性對女性換衛生用品的頻率並不清楚。 

 

(五)男性受測者是否有購買衛生用品的經驗 

男性青少年有八成以上不曾協助或是任何原因去購買女性的相關衛生用品，

男性若對女生經期來時所需要的衛生用品產品認知不足，這樣一來，如果哪天需要

由男性幫忙買衛生用品，會造成一到賣場琳瑯滿目的商品卻無從選擇起，在現在女

男平等的社會氛圍下，男性會有更多機會協助女性生理期的各式需求。 

要站在大堆種類繁多的衛生用品選項前，長度有由 20cm 到 45cm、用途有日

用/夜用的不同還有護墊與一般衛生棉的差異在哪裡？甚至在現在科技發達，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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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棉條與月亮杯的出現，也許需要將男性對於女性的生理期相關概念提升。 

 

(六)男性受測者對女性生理期間受孕機率認知 

男生對女性生殖週期的排卵日與受孕機率的概念是否正確 (圖 14)。 

有二成的男性受測者認為生理期間發生性行為並不會影響受孕機率，另有三成

的男性受測者認為生理期間女性受孕機率會較高，其他五成的男性受測者認為生理

期外女性受孕機率會較高。 

男性有 50%不清楚女性的排卵期與行經期的周期，顯示國高中生的健康教育有

待加強。 

    甚至在這個較為開放的社會下，很多青少年會因為好奇或是交男女朋友等其他

種種因素進行性行為，若是對於女性生殖週期內的排卵期、行經期等與懷孕相關概

念有效的話或許可以避免非預期的懷孕，造成下一代的傷害。 

    可以建議政府或是教育單位在這一方面用較為開放的態度廣泛的教導青少年計

算安全期與受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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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生與女生對照 

(一)生理期間會不會影響非正餐的進食量 

59%女性受訪者表示，在生理期來時其實不會影響到食量，不論是正餐或是非正

餐的小點心；20%女性受訪者則覺得會因為生理期的緣故，多增加吃甜食的小點心；

而 17%表示不論口味，會增加進食的食量，因而推斷大多數女性生理期間未有食量

之改變。 

對照於男性的數據發現到男性 55%覺得女生會在生理期間增加攝取甜食的機會

(圖 15)，代表女性生理期會增加進食甜食已形成社會的既定印象。 

 

(二)生理期間情緒是否改變 

女性有六成覺得生理期來時情緒會較平常難以控制，而男性則有高達 69%認為

女性在生理期時會變得情緒易暴躁，容易為了一點小事就生氣。對此我們可以知道：

大部分男性對女性生理期來時情緒起伏觀點與女性自認在生理期時的情緒變化起伏

相似，都認為在生理期期間，情緒較易波動。這點非常符合一般人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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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金門人普遍身高的調查 

有一些同學曾經在與長輩的談論當中，曾經聽到其他人的討論：金門人女生

跟台灣本島的女生身高相較之下普遍偏矮，但同時也有討論到男生也是相同的狀

況偏矮，甚至到後來都有說金門人不論男女，跟台灣本島的人比起來比較矮的說

法。 

這一次的問卷調查當中以不具名的方式調查身高跟體重，原本的目的是想知

道體脂肪是不是會影響到女性荷爾蒙的分泌，進而影響到第一次生理期的年紀。

剛好討論到這項問題，那我們覺得或許可以統計這三百三十多份的有效問卷內身

高的平均，其中有一題可以得知是否填答問卷的人是不是金門人，交叉比對之後

獲得下列數據： 

在數據分析上統計 16、17歲的身高，獲得了金門青少女平均身高 159.45cm，

而金門青少年身高平均卻只有 166.92cm。 

根據網路上針對台灣人平均身高的資料統計，台灣成年女性身高平均為

159cm，台灣成年男性身高平均 172.5cm。與獲得的數據相比，金門青少女的身高

高於平均值 0.45cm，金門青少男身高低於平均值 2.6cm。 

由此可知，金門青少女身高在臺灣的數據相較之下是正常值，而金門青少年身高

偏矮。得到的結論：金門男生普遍偏矮。 

在結果表 1 之中發現男女比例懸殊的問題，透過性別比計算此次調查性別比

是 72，人口學上對人類社會或國家中的男女性別比，通常是以每 100 位女性所對

應的男性數目為計算標準。在人口統計學上，一般正常範圍則在 102 至 105 之間。

高於或低於這個數字，背後則可能隱藏了環境、社會、醫療等因素。目前沒有確

切的原因或找到可能性去解釋這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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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利用電腦軟體分析問卷數據，分析出的結論為：初次生理期來臨的早晚會影響

BMI 值。符合問卷前的構想。 

二、初經後的數年內，卵巢功能尚未發育完整，月經週期不規律是蠻普遍的現象。 

三、將近六成的女生自我認知覺得並不會有於生理期間增加甜食攝取量，再加上四成

的女性覺得喝熱可可或是吃巧克力對於經痛沒有顯著效果，因此可推測甜食對於

紓緩經痛效果極微弱或無。 

四、金門縣十五、十六歲男性普遍對女性的了解不足，雖然是調查金門縣青少年的數

據，但可推測台灣全國的青少年的認知應該相去不遠。 

五、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金門人的男性青少年身高較矮，與在金門生活的人口中的討

論相去不遠，但金門人女性的平均身高是正常值。 

六、於生理期期間，不論在女性自我感知或男性旁觀者的觀點上是相似的，數據顯示

確實大部分會有情緒不穩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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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52014  

目的：在探討金門地區初經時在生理，飲食狀況、情緒及男性

對月經是否有基本認識。 

類似之實驗很多，宜比較和本島青年或其他人種是否有相似性

及差異性，及如何建議相關單位如何改善應有之教育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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