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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報告★ 

 
       閱讀書目：丹麥女孩 

    研究主題: 被禁錮的靈魂— 

              跨性別者的美麗與哀愁 

  主題簡介： 
                         1.認識跨性別者 

                 2.社會對跨性別者的看待 

                 3.從多元成家看跨性別者的婚姻 

 

 

指導老師:許怡麗老師 

製作團隊:東興國中 

成員：814 黃惠宗、王韻婷、彭少萱、袁翊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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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籍介紹 

書名: 丹麥女孩 

作者: 大衛‧埃博雪夫 

譯者: 王敏雯 

出版社: 麥田 

出版日期: 2016 年 01 月 12 日 

1. 故事簡介: 

    這是一個由真人真事改編的故事。在

1926 年的哥本哈根，有位畫家，名為格蕾塔·

魏格納，她和她的風景畫家丈夫埃納爾·魏格

納是一對恩愛夫妻。某天格蕾塔的模特兒失約，因此埃納爾便代替她的模特

兒穿上女裝來完成畫作。沒想到格蕾塔的作品大受歡迎，導致格蕾塔經常把

丈夫畫成女人，他成為了格蕾塔的「靈感女神」。她的成功引發了一個不可收

拾的局面，埃納爾逐漸拋開自己男性的身分，他的行為變得女性化，並以「莉

莉·艾爾伯」的身分來生活。緃然面對社會非議，格蕾塔卻因為愛而一直因扶

持著她深愛的埃納爾。在這趟人生旅程上，格蕾塔找到愛下去的勇氣，而埃

納爾則學會勇敢的活出自我。 

2. 作者簡介:  

    大衛‧埃博雪夫(David Ebershoff)，生於加州

帕薩迪那，現居紐約。暢銷作品有《第十九個妻

子》（The 19th Wife）、《丹麥女孩》……等，都被

改編為電視劇和電影。 

    作品《丹麥女孩》榮獲美國藝術文學院羅森

塔爾基金會獎、浪達文學獎，入圍美國圖書館協

會獎（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ward）、紐約

公共圖書館獎（New York Public Library’s Young 

Lions Award）與詹姆斯‧提普奇獎（James Tiptree, 

Jr. Award），埃博雪夫並兩度獲 OUT 雜誌名列年

度百大影響力人物。另著有《帕薩迪那》（Pasadena）

和《玫塊之城》（The Rose City）；作品翻譯超過二

十種外語版本。 

 

 



6 
 

3. 人物介紹: 

 

 

二、寫作源起與背景 

(一)埃恩納、葛蕾塔和莉莉故事的發掘 

    作者有個在大學出版社任職的朋友寄了一本書給他，是一本有關性別理論的

書。他在那書裡看到一段敘述，提到了埃恩納，說他是第一個成功變性的人。作

人物 角色介紹 

埃納爾·魏格納 /  

莉莉·艾爾伯 

一位風景畫家，格蕾塔·魏格納的丈夫，因為一次穿女裝的經驗讓

他發現自己女性的靈魂。 

格爾達·魏格納 一位畫家，埃納爾·魏格納妻子，得知丈夫想做變性手術，最後選

擇用愛與支持鼓勵來陪伴她的丈夫。 

漢斯·阿希吉 青睞格爾達·魏格納畫的畫商，埃納爾兒時的好友 

亨里克 莉莉第一次出現在社交場合和她搭話的男子 

安納 格爾達·魏格納的模特兒 

華奈克羅斯醫生 幫埃納爾·魏格納做變性手術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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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為第一個變成女人的男人，是來自布魯克林的美國大兵，克莉斯汀．約根森。

這段話只說埃恩納是畫家，由妻子幫助他進行變性手術，倒引起了作者的興趣，

他在想，這個男人為何被世間遺忘，他是誰？他太太又是誰？這樣的改變如何影

響他們的婚姻？好奇心驅使作者到圖書館尋找埃恩納的生平資料，一找之下卻沒

有。於是他轉而尋找有關性別和性別認同的書，才看到莉莉．艾勒柏的名字和埃

恩納連在一起，但只有寥寥幾筆資料，而且相互矛盾。最後才找到莉莉的日記與

信件，一九三三年出版，作者的研究真正開始了。 

(二)史料蒐集過程 

    《丹麥女孩》的資料是仰賴五間圖書館館員的協助，提供作者關於人物與地

點的寶貴史料。這五家圖書館分別是：哥本哈根的丹麥皇家圖書館、丹麥皇家美

術學院圖書館、德勒斯登衛生博物館附設圖書館、紐約公共圖書館，以及帕薩迪

那公共圖書館。 

    其中最重要的資料是丹麥報紙報導埃恩納變性一事，刊登於 1930~1931 年，

尤其是《政治報》與《國家貿易報》的報導，丹麥皇家圖書館製成微縮膠卷供人

閱讀。1931 年，莉莉首次對大眾解釋她的人生，在《政治報》上發表一系列文

章。她有個朋友在這家報社做事，允許她本人執筆，以第三人口吻寫成。這幾篇

文章揭露埃恩納從已婚的知名藝術家變成年輕女人的過程，也提到德勒斯登的醫

生為她進行三次手術。數月之後，莉莉的訃聞以假名出現於《政治報》上，然而

多數人認為這也是出自莉莉之手。莉莉以其獨特的方式寫下最後幾句話，讓世人

明白她這個人。 

    莉莉過世後不久，她的朋友奈爾斯．胡勒動手編輯她的日記和信件，出版了

《男變女》一書。日記的確是極其寶貴的史料，其中有埃恩納和莉莉，更重要的

是提到性別改變的契機及過程。日記也讓作者知道如何蒐羅其他線索，包括丹麥

皇家美術學院和新港運河一帶地區、隆斯泰茲的放射科診所、日德蘭半島沼澤圍

繞的鄉村（埃恩納在那裡長大），以及巴黎和德勒斯登的幾間診所。 

三、研究動機：為什麼會選丹麥女孩？ 

  在做這份報告時，身邊的同學甚至是親朋好友看到都會問一句，為什麼選跨

性別者這個主題？沒錯，這個主題我們既不熟悉也不曾想過，但正是因為從未了

解過所以才會想要試著深入探討。其實選擇這個主題的原因非常多，可以分為以

下幾點： 

1. 閱讀《丹麥女孩》一書： 

    這本書給了我們許多省思的空間，我們為勇敢做自己的埃納爾·魏格納 / 莉



8 
 

莉·艾爾伯感到驚嘆與佩服，故事情節令我們深深的著迷，也因此想要了解丹麥

女孩真正的歷史故事與跨性別者的發展歷程。 

2. 輔導課的啟發： 

    有一次輔導課時，輔導老師帶領我們認識了吳季剛和葉永鋕二人。看到吳季

剛和葉永鋕非常不一樣的人生，我們不禁開始思考，是什麼原因讓吳季剛在國際

舞台上發光發熱，而葉永鋕成為周遭人的攻擊對象？我們希望能透過這次的報告

來找出可能的答案。 

3. 跨性別者漸增的趨勢： 

    近年來不管是同性戀、變性人或者是跨性別者，都開始爭取自己的權益，社

會大眾也越來越接受他們，從許多新聞例子中都可以看到政府和團體也開始接納

這些人。從這些社會現象中，我們想要探討跨性別者和同性戀是不是一直以來都

存在著，只不過是因為社會制度的束縛而使他們把自己隱藏在人群中，又或者是

科技的發達和食品的添加物，讓人類開始有了基因的演化？我們希望在研究的過

程中，能夠更深入的了解以及接近尋找的答案。 

四、文本分析 

1.讀後心得: 

之所以會選丹麥女孩此

書來做專題報告是因為最近

跨性別者的議題常在社會上

備受討論。常有人覺得跨性別

奇怪，覺得反感，甚至趁機霸

凌他們，但我們應該要尊重每

位跨性別者與同性戀的各種權力。最近，社會上的各個團體也陸續出來發聲，希

望能讓跨性別者可以更有自信。想要用丹麥女孩的例子，希望更多人能了解跨性

別者，並且尊重他們。 

(一) 當時的時代對跨性別者有的偏見與看法 

    當時跨性別的手術相對起來風險特別的高，那時代的人也不見得都贊同跨性

別者的看法和做法，可能會覺得:跨性別聽起來這麼可怕。而且技術還沒有那麼

好，風險很高……等。但正因為當時的人們對跨性別還不太了解，在那時還是首

例跨性別的例子，所以刻板印象相對來說就特別的大 

(二) 這些偏見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所不同 

    可能是因為當時首例跨性別者的原因，使大家對於跨性別著的看法也隨著時

代而改變。發現雖然首例跨性別者的手術並為成功，但卻因為時代和科技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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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使少部分對跨性別的看法越來越樂觀，也因為這個原因，讓大家越來越能

接受跨性別者。但大多數的人還是不願接受此事。 

(三) 我對跨性別者的看法 

    我覺得至今變性人難融入社會，願意給予協助的人並不多。在那個年代，此

事簡直是駭人聽聞，不光是世上的人頭一回知道「性別」可以如此錯綜複雜，新

聞也大肆報導變性在醫學上的可行性。最近大家也漸漸的發掘，其實跨性別者其

實沒有那麼的可怕和令人反感，大家也因此發起了「同志大遊行」等發表關於性

別的看法，現今的社會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接受跨性別者。 

    換作是我，若我的家人遇到了對於自己性別的問題，我也會給予他們很多的

意見，希望他們能了解關於性別的一些問題，以及好好的思考自己所想要的。我

不會因為自己不想要家人變成這樣或怕被看不起，就堅決不讓他們做自己想要做

的事，我會鼓勵他們，且尊重家人的想法。 

(四)若自己是故事男主角我會如何因應，和對於變性的看法 

    大家應該都知道跨性別真的是一件要戰勝自己心魔的事情。相信故事主角自

己也想了很多關於自己性別的問題，做這件跨性別的手術時真的要思考得非常

多，因為在當時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風險以及要冒很大的危險的一件事情。 

    若換作我是這故事的主角，我不會把事情看得這麼的單純，在我看來，性別

轉換並非如此，因為當時的科技並非現在的好，明明自己知道了，就應該要自知

之明，不要冒這個風險。但如果決定了，就要知道這風險很高，若動了這台刀，

可能會失敗，甚至會失去生命，我就不會去動這個手術。也要慎重的考慮到，萬

一手術失敗了，會有多少人為你感到感慨。 

(五)若我是故事女主角對於自己的先生又有何看法 

    若我是故事女主角，當然一開始也會像故事裡一樣吧~會感到震驚、不可取，

畢竟當時我也會覺得，自己的丈夫可能只是在玩玩的，並沒有想到那麼多，但漸

漸地發現，他好像越陷越深，甚至把自己當作另一個人看待。我會感到開始疑惑，

疑惑說:我們的婚姻到底還可以繼續的維持下去嗎?或是，我們真的適合嗎? 但是

我知道現在自己的丈夫最需要親人的陪伴和鼓勵，雖然知道了這件事可能造成的

後果，但我還會勇敢得陪伴著他下去。 

    我想，當你真的愛著一個人，如果有一天發現他可能不愛你的時候，也有可

能會有這樣的感受，然而這還不是葛雷塔所要面臨的。她還得面臨一個更殘酷的

事，對方可能不是有意傷害你，對方也不是因為花心，你連怪罪對方的理由都沒

有！再者，結婚又牽扯到這份愛情不是說中止就中止，你得承受來自家庭、職場、

周圍友人等的壓力。若能不在意別人看法那是件好事，但對於會在意的人來說，

那份痛苦是沒有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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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眾所皆知的吳季剛及葉永鋕 

   眾所皆知的知名服裝設計師吳季剛以及多年前一樁校園悲劇的死者葉永鋕，

兩個人的興趣與個性幾乎是相同的，但兩人的遭遇簡直天壤之別。個人覺得對於

跨性別這件事，我們並不能一直有刻板印象，覺得男生一定要打電動、愛運動，

而女生一定要玩洋娃娃、愛烹飪。並不是只要和別人不一樣就一定是他們的心理

有問題。吳季剛和葉永鋕的人生之所以會差這麼多，我覺得和環境的因素與家人

的支持有極大的關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愛的權利，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們

在外遇到了甚麼事，也應該勇於得說出；自己不喜歡，我們不想你這麼做的……

等。當然也要把自己的感受跟家人分享，相信我們的家人一定會給我們最好的意

見和最大的支持。 

 

2.佳句摘錄與體悟  

(1)埃恩那彷彿走進迷離的夢土，在那裏，安娜的洋裝，誰都可以穿。（Ｐ.２２） 

我們時常做著屬於自己的夢，在夢裡任何願望都可以實現，但現實卻不是如

此。但我們還是靠著自己的努力去達成自己的願望，許多人都完成了這項艱難的

任務，我們一定也可以。 

(2)她連求了葛蕾達好幾天，頭俯在葛蕾達身上，但葛蕾達雙手環抱她，說：「我

認為這是個錯誤，我不願意幫助你犯錯」（p.321） 

還記得父母時常拒絕我的請求，在生氣的情緒中我都會認為他們根本不愛

我，但那卻是他們表現出愛你的最佳證據。真正的愛，並非滿足自己所有的需求，

而是幫助你不犯下錯誤。 

(3)她是身在德勒斯登的丹麥女孩，是下午時跟兩個朋友出遊的年輕女人，只是

最親密的朋友去了加州，她突然感到無比孤單。(p.342) 

當彼此有了情感上的連結，無論是愛情或是友情，當一方不再身邊時，就會

有所感覺，就是一種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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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驀然間，莉莉不再想過去—迷霧一般的雙面人生，也不去想未來是否有希

望。她曾經是誰、往後會變成誰，通通不重要；她就是莉莉·艾勒柏小姐。(p.342)  

我覺得，一個人一定要肯定自我、認同自我，並以正確的人生觀看世界，才

能活得快樂自在。過去的經歷是我未來成長的養分，未來的藍圖是我前進的目

標，現在的努力是我達成目標的實踐。 

五、延伸議題 

1.認識跨性別者 

(1) 什麼是跨性別者？ 

跨性別者，就是指無法對自己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感到認同的人。簡單的來

說，當我們一出生時，醫生藉由生理特徵告訴我們是男是女，身分證告訴我們的

性別，在學校、職場、社會上我們都自動地被歸類自己的性別，但跨性別者的心

卻告訴他們，他們的性別並非像外表顯示的那樣。 

(2)跨性別者＝變性人？ 

    一般人一聽到跨性別者就會自動歸類為變性人，在社會上也有許多相同的案

例，例如：安德烈雅·佩伊奇（Andreja Pejić）、凱特琳·詹納（Caitlyn Jenner）和曾

愷芯……等知名人物，但事實並非如此，還是有許多跨性別者繼續維持現狀。早

在 1930 年就有變性手術，但當時的醫術並不發達，因此風險也相對於高出許多。

隨著科技的進步，現今的變性手術越來越純熟，但手術費卻非常高，也有些跨性

別者並不支持變性手術，因此並非所有的跨性別者都等同於變性人。 

(3)跨性別者的性傾向 

    有許多人認為誇性別者就一定是同性戀，但是實際上，一個人喜歡男生還是

女生跟對自己的性別認同是不相關的。一位對自己的性別認同是男性的人，並不

代表他喜歡的就一定是女性，一位跨性別者有可能是異性戀、雙性戀、同性戀，

所以性別認同和性傾向是沒有絕對關係的。 

(4)何謂跨男、跨女？ 

    把自己視為男性的稱為跨男，視為女性的便是跨女，這就是所謂的「性別認

同」。 

2.社會對跨性別者的看待 

甲、關於跨性別者的新聞: 

(1)打破百年慣例，美國男童軍接受跨性別人士加入! 

    美國男童軍總會宣布，將不再要求參加者以出世紙證明性別。意味著跨性別

男童亦可以加入童軍。此舉打破了該組織超過一百年的慣例。（資料來源：立場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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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國超模原是男兒身! Geena Rocero 公開跨性別身份 

    舉手投足都讓人心跳加速的美國超模 Geena Rocero，躲躲藏藏 11 年，去年底

最終「出櫃」，坦承她是原生性別男子的跨性別身份。在美國 Ted 大會中，她也

分享了關於「出櫃」的心路歷程。她希望更多像她一樣的名人站出來，讓世人了

解跨性別的困境。（資料來源：茱莉安娜的祕密花園） 

(3)美國白宮首次聘請跨性別人士 

    跨性別人士 Raffi Freedman-Gurspan，日前獲白宮招聘為宣傳及招聘總 

監，成為白宮首位公開跨性別身份的職員。28 歲的 Raffi Freedman-Gurspan 在麻

省長大，前日正式在白宮上班。此前她一直在國家跨性別平等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任職，主要擔任政策研究的工作。(資料來源：立場新聞） 

(4)生物教師半百之齡變性做自己 獲師生支持感驚喜 

    51 歲的台中一中生物老師曾愷芯，曾經是同事口中粗獷而不修邊幅的生物

男老師「曾國昌」，直至妻子去年病逝，他決定做回自己，申請改名為曾愷芯，

將到來的暑假更將做變性手術，做回真正的女人。她的舉動獲得其任教的台中一

中上下師生支持，學生更讚她「變漂亮」了。雖然母親還不能完全接受，只能用

時間等待。而她最盼望的是，社會尊重變性者。(資料來源：立場新聞） 

(5)同樣的身分，不一樣的人生—吳季剛和葉永鋕 

    同樣擁有特別氣質的兩個人，卻因為周遭的環境與親人，而導致兩人擁有不

一樣的人生。 

a.吳季剛的成功：  

    吳季剛，是一位從小非常喜愛洋娃娃的男生，小時候在畫畫，吳季剛畫的圖

一定是身穿佯裝有著一頭美麗秀髮的洋娃娃。剛開始，吳季剛的媽媽以為他只不

過是跟著她的表姊一起畫畫所以才會習慣性的畫洋娃娃，但久而久之，吳季剛的

母親越來越擔心他，還開始帶吳季剛去看醫生，但最後他的母親漸漸接受吳季剛

愛玩洋娃娃的事實，還全力支持他。終於 2009 年，吳季剛因設計美國第一夫人

蜜雪兒在總統就職典禮的禮服而自此揚名國際。 

b.葉永鋕的遺憾：     

    同樣的，在屏東縣高樹國中，卻因為周遭同學的無知而促成了一樁悲劇。葉

永鋕，從小不愛打電動，喜歡烹飪、唱歌的孩子。在溫柔的個性上還有一顆體貼

的心，是一位非常乖巧、勇於追求自己夢想的好孩子。因為班上有些調皮的男生

喜歡在葉永鋕上廁所時捉弄他，而導致葉永鋕需要在比較特殊的時間去上廁所，

但在一次音樂課下課五分鐘前，葉永鋕去上廁所，久久沒有回來，被人發現時，

他已倒在一攤血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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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環境造就不一樣的人生： 

    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一位愛玩洋娃娃的男生成為知名的國際服裝設計師，而

另一位乖巧又貼心男孩子，卻永遠消失在人間？是環境造就他們不一樣的人生

嗎？還是周遭的親人給予了他們不一樣的支持與態度？男生一定要玩機器？女

生一定要玩洋娃娃？只要和別人不一樣就一定是他們的心理有問題？有沒有可

能是「我們」把自己的刻板印象加壓在他們身上而導致他們的不快樂？這些問題

並沒有絕對的答案，但每個人一定都有自己的想法，我們也會在接下來的心得中

對吳季剛和葉永鋕以及跨性別者提出我們的看法。 

3.從多元成家看跨性別者的婚姻議題 

    最近政府開始擬定多元成家立法草案，引起了支持與反對兩極端的民眾。

目前全球已有 15 個國家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我們不禁開始思考：多元成家的

法案，到底是通過好，還是不要通過好？以下，我們將列出支持與不支持的看法

理由。 

甲、支持多元成家的理由 

(1)平等的相愛 

    多元成家應該合法化，既然異性戀可以結婚那同性戀為甚麼不能結婚。現在

是一個人人平等的時代，無論是異性相愛還是同性相愛，都是同等的價值，無分

貴賤。 

(2)同性戀也有愛的權利 

    長久以來，同性戀因為大眾的異樣眼光而隱藏自己，甚至沒有辦法結婚，

是不是時候，讓他們光明正大的面對自己，也讓他們擁有愛與被愛的權利，而不

是一味的排擠他們，多元成家不是一種罪。 

乙、反對多元成家的理由 

(1)多元成家不利於台灣人口發展 

   台灣的少子化越來越嚴重，造成勞動力以及生產力不足，如果讓多元成家合

法化，會加速台灣少子化以及高齡化所以多元成家不應該成立。 

(2)多元成家認養的小孩會造成小孩心理不健全 

   多元成家認養的小孩，在學校有很高的機率會受到同儕間的言語霸凌，造成

他們的心理層面受到影響，導致日後的人格發展不健全。 

丙、我們的看法 

    由以上言論便可看出，大眾對於多元成家的看法非常兩極化，每一個人都有

自己的看法，並沒有一定的對或錯。有些人是基於倫理道德、宗教等原因而反對，

也有些人是因為人權和平等等因素而支持，每個人都有自己堅持的理由。至於該

不該支持多元成家，我們是支持的，我們並不覺得多元成家合法化會影響到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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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問題，因為就算今天多元成家沒有合法，許多同性戀依然不會結婚和生小

孩。至於領養小孩的問題，若是害怕同性戀領養的小孩在同儕間會被排擠、霸凌，

那最根本的解決辦法為，給予小孩子的觀念是「同性戀和我們都是平等的」，教

育新一代的孩子們正確的觀念，也能從根本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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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具體生活實踐               

 

以上是我們對班上同學(14 歲)宣導及講解後所進行的意見調查表，結果顯示

出一半以上的同學皆能接受跨性別者與同性戀。 

七、資料來源 

https://thestandnews.com/lgbtq/%E6%89%93%E7%A0%B4%E7%99%BE%E5%B9

%B4%E6%85%A3%E4%BE%8B-%E7%BE%8E%E5%9C%8B%E7%94%B7%E7

%AB%A5%E8%BB%8D%E6%8E%A5%E5%8F%97%E8%B7%A8%E6%80%A7%

E5%88%A5%E4%BA%BA%E5%A3%AB%E5%8A%A0%E5%85%A5/ 

https://thestandnews.com/lgbtq/%E7%BE%8E%E5%9C%8B%E7%99%BD%E5%A

E%AE%E9%A6%96%E6%AC%A1%E8%81%98%E8%AB%8B%E8%B7%A8%E6

%80%A7%E5%88%A5%E4%BA%BA%E5%A3%AB/ 

https://thestandnews.com/lgbtq/%E7%94%9F%E7%89%A9%E6%95%99%E5%B8%

AB%E5%8D%8A%E7%99%BE%E4%B9%8B%E9%BD%A1%E8%AE%8A%E6%

80%A7%E5%81%9A%E8%87%AA%E5%B7%B1-%E7%8D%B2%E5%B8%AB%

E7%94%9F%E6%94%AF%E6%8C%81%E6%84%9F%E9%A9%9A%E5%96%9C/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20050-%E5%90%B3%E5%AD%A3%E5%8

9%9B%E6%AF%8D%E8%A6%AA%EF%BC%9A%E6%A0%BD%E5%9F%B9%E

4%BB%96%E7%9A%84%E5%A4%A9%E8%B3%A6%EF%BC%8C%E4%B9%9F

%E6%A0%BD%E5%9F%B9%E4%BB%96%E7%9A%84%E8%A6%96%E9%87%

8E/ 

http://julianacd.pixnet.net/blog/post/230203328-%E7%8E%AB%E7%91%B0%E5%

https://thestandnews.com/lgbtq/%E6%89%93%E7%A0%B4%E7%99%BE%E5%B9%B4%E6%85%A3%E4%BE%8B-%E7%BE%8E%E5%9C%8B%E7%94%B7%E7%AB%A5%E8%BB%8D%E6%8E%A5%E5%8F%97%E8%B7%A8%E6%80%A7%E5%88%A5%E4%BA%BA%E5%A3%AB%E5%8A%A0%E5%85%A5/
https://thestandnews.com/lgbtq/%E6%89%93%E7%A0%B4%E7%99%BE%E5%B9%B4%E6%85%A3%E4%BE%8B-%E7%BE%8E%E5%9C%8B%E7%94%B7%E7%AB%A5%E8%BB%8D%E6%8E%A5%E5%8F%97%E8%B7%A8%E6%80%A7%E5%88%A5%E4%BA%BA%E5%A3%AB%E5%8A%A0%E5%85%A5/
https://thestandnews.com/lgbtq/%E6%89%93%E7%A0%B4%E7%99%BE%E5%B9%B4%E6%85%A3%E4%BE%8B-%E7%BE%8E%E5%9C%8B%E7%94%B7%E7%AB%A5%E8%BB%8D%E6%8E%A5%E5%8F%97%E8%B7%A8%E6%80%A7%E5%88%A5%E4%BA%BA%E5%A3%AB%E5%8A%A0%E5%85%A5/
https://thestandnews.com/lgbtq/%E6%89%93%E7%A0%B4%E7%99%BE%E5%B9%B4%E6%85%A3%E4%BE%8B-%E7%BE%8E%E5%9C%8B%E7%94%B7%E7%AB%A5%E8%BB%8D%E6%8E%A5%E5%8F%97%E8%B7%A8%E6%80%A7%E5%88%A5%E4%BA%BA%E5%A3%AB%E5%8A%A0%E5%85%A5/
https://thestandnews.com/lgbtq/%E7%BE%8E%E5%9C%8B%E7%99%BD%E5%AE%AE%E9%A6%96%E6%AC%A1%E8%81%98%E8%AB%8B%E8%B7%A8%E6%80%A7%E5%88%A5%E4%BA%BA%E5%A3%AB/
https://thestandnews.com/lgbtq/%E7%BE%8E%E5%9C%8B%E7%99%BD%E5%AE%AE%E9%A6%96%E6%AC%A1%E8%81%98%E8%AB%8B%E8%B7%A8%E6%80%A7%E5%88%A5%E4%BA%BA%E5%A3%AB/
https://thestandnews.com/lgbtq/%E7%BE%8E%E5%9C%8B%E7%99%BD%E5%AE%AE%E9%A6%96%E6%AC%A1%E8%81%98%E8%AB%8B%E8%B7%A8%E6%80%A7%E5%88%A5%E4%BA%BA%E5%A3%AB/
https://thestandnews.com/lgbtq/%E7%94%9F%E7%89%A9%E6%95%99%E5%B8%AB%E5%8D%8A%E7%99%BE%E4%B9%8B%E9%BD%A1%E8%AE%8A%E6%80%A7%E5%81%9A%E8%87%AA%E5%B7%B1-%E7%8D%B2%E5%B8%AB%E7%94%9F%E6%94%AF%E6%8C%81%E6%84%9F%E9%A9%9A%E5%96%9C/
https://thestandnews.com/lgbtq/%E7%94%9F%E7%89%A9%E6%95%99%E5%B8%AB%E5%8D%8A%E7%99%BE%E4%B9%8B%E9%BD%A1%E8%AE%8A%E6%80%A7%E5%81%9A%E8%87%AA%E5%B7%B1-%E7%8D%B2%E5%B8%AB%E7%94%9F%E6%94%AF%E6%8C%81%E6%84%9F%E9%A9%9A%E5%96%9C/
https://thestandnews.com/lgbtq/%E7%94%9F%E7%89%A9%E6%95%99%E5%B8%AB%E5%8D%8A%E7%99%BE%E4%B9%8B%E9%BD%A1%E8%AE%8A%E6%80%A7%E5%81%9A%E8%87%AA%E5%B7%B1-%E7%8D%B2%E5%B8%AB%E7%94%9F%E6%94%AF%E6%8C%81%E6%84%9F%E9%A9%9A%E5%96%9C/
https://thestandnews.com/lgbtq/%E7%94%9F%E7%89%A9%E6%95%99%E5%B8%AB%E5%8D%8A%E7%99%BE%E4%B9%8B%E9%BD%A1%E8%AE%8A%E6%80%A7%E5%81%9A%E8%87%AA%E5%B7%B1-%E7%8D%B2%E5%B8%AB%E7%94%9F%E6%94%AF%E6%8C%81%E6%84%9F%E9%A9%9A%E5%96%9C/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20050-%E5%90%B3%E5%AD%A3%E5%89%9B%E6%AF%8D%E8%A6%AA%EF%BC%9A%E6%A0%BD%E5%9F%B9%E4%BB%96%E7%9A%84%E5%A4%A9%E8%B3%A6%EF%BC%8C%E4%B9%9F%E6%A0%BD%E5%9F%B9%E4%BB%96%E7%9A%84%E8%A6%96%E9%87%8E/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20050-%E5%90%B3%E5%AD%A3%E5%89%9B%E6%AF%8D%E8%A6%AA%EF%BC%9A%E6%A0%BD%E5%9F%B9%E4%BB%96%E7%9A%84%E5%A4%A9%E8%B3%A6%EF%BC%8C%E4%B9%9F%E6%A0%BD%E5%9F%B9%E4%BB%96%E7%9A%84%E8%A6%96%E9%87%8E/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20050-%E5%90%B3%E5%AD%A3%E5%89%9B%E6%AF%8D%E8%A6%AA%EF%BC%9A%E6%A0%BD%E5%9F%B9%E4%BB%96%E7%9A%84%E5%A4%A9%E8%B3%A6%EF%BC%8C%E4%B9%9F%E6%A0%BD%E5%9F%B9%E4%BB%96%E7%9A%84%E8%A6%96%E9%87%8E/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20050-%E5%90%B3%E5%AD%A3%E5%89%9B%E6%AF%8D%E8%A6%AA%EF%BC%9A%E6%A0%BD%E5%9F%B9%E4%BB%96%E7%9A%84%E5%A4%A9%E8%B3%A6%EF%BC%8C%E4%B9%9F%E6%A0%BD%E5%9F%B9%E4%BB%96%E7%9A%84%E8%A6%96%E9%87%8E/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20050-%E5%90%B3%E5%AD%A3%E5%89%9B%E6%AF%8D%E8%A6%AA%EF%BC%9A%E6%A0%BD%E5%9F%B9%E4%BB%96%E7%9A%84%E5%A4%A9%E8%B3%A6%EF%BC%8C%E4%B9%9F%E6%A0%BD%E5%9F%B9%E4%BB%96%E7%9A%84%E8%A6%96%E9%87%8E/
http://julianacd.pixnet.net/blog/post/230203328-%E7%8E%AB%E7%91%B0%E5%B0%91%E5%B9%B4%E8%91%89%E6%B0%B8%E9%8B%95%E4%BA%8B%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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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91%E5%B9%B4%E8%91%89%E6%B0%B8%E9%8B%95%E4%BA%8B%E4

%BB%B6 

http://ryefield.pixnet.net/blog/post/44899228-%E3%80%8A%E4%B8%B9%E9%BA

%A5%E5%A5%B3%E5%AD%A9%E3%80%8B%E4%BD%9C%E8%80%85%E8%

A8%AA%E8%AB%87%EF%BC%9A%E5%88%A5%E7%9C%8B%E6%88%91%E

7%9A%84%E8%BA%AB%E9%AB%94%EF%BC%8C%E8%A6%81%E7%9C%8

B 

    圖片來源 

http://julianacd.pixnet.net/blog/post/230203328-%E7%8E%AB%E7%91%B0%E5%

B0%91%E5%B9%B4%E8%91%89%E6%B0%B8%E9%8B%95%E4%BA%8B%E4

%BB%B6 

http://aaa0001960.pixnet.net/blog/post/240969223-  

%E2%98%BA%E3%80%90%E5%BD%B1%E8%A9%95%E3%80%91%E6%80%A

A%E5%A5%87%E5%AD%A4%E5%85%92%E9%99%A2-%E7%95%AB%E7%95

%AB%E5%BF%83%E5%BE%97-miss-peregrine%27s  

 

http://julianacd.pixnet.net/blog/post/230203328-%E7%8E%AB%E7%91%B0%E5%B0%91%E5%B9%B4%E8%91%89%E6%B0%B8%E9%8B%95%E4%BA%8B%E4%BB%B6
http://julianacd.pixnet.net/blog/post/230203328-%E7%8E%AB%E7%91%B0%E5%B0%91%E5%B9%B4%E8%91%89%E6%B0%B8%E9%8B%95%E4%BA%8B%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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