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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造地設

想當年我同大家一樣，在家裏用電視汁撈飯，當年我最中意偶像，是我個女師傅，她演傻人戲演到出
神入化，兼吸引到我去支持她，因此搞到我成日追她劇，追到黐左線，當然啦她拍親劇都吸引我這條
粉腸去欣賞，有一天我因爲看到身份証寫錯我是女，而到某地方交涉，點知半路竟遇到我師傅啱啱出
席完活動離開，雖然她無望我，可是我聽到她對人說：得啦我會栽培好徒弟出來，有邊個想做我徒弟
。
我多口說：是我。
我師傅轉身望我，便向我說：我收是女徒弟，你想做我女徒弟嗎。
我向師傅說：你講嗎你唔係對我說嗎。
我師傅對我說：當然是對你說。
我對師傅說：你收是女徒弟，我又唔係女仔，你應唔係同我講嗎。
我師傅對我說：若然你可以做我女徒弟，兼成影后呢。
我向師傅說：咁你張天上太陽取下來給我看。
我師傅對我說：咁我改口修你這男徒弟先。我可在三日張你栽培你成出色女演員。
我聽了本應想唔理佢，但是我面前是個我一世人都接觸唔到女藝人，亦再想想她好似堅持要收我做徒
，也好似看得起我，不個她是藝人，照計唔會隨意看人，亦唔會看得起我這個非州和尚，唔通她真看
得起我，係咁就唔好錯失良機。



天造地設

我應該是她弟一個接觸的人，這地方亦應該是她弟一次出席活動的地方，平常在電視見她，係唔多中
意接觸粉絲及唔多出席活動。因此今次是有幸，所以勿失良機，我就答了她說：當然好，兼放長雙眼
看。
她回答我：咁好，你跟我助手乘另一部車，回我家，我助手會安排你點做。
跟個女藝人回，女藝人家當然好，是因爲人地睇得起你，兼唔係個個藝人都咁輕意比你來它家探訪，
亦唔係輕意睇得起一個人，子不過很擔心她會睇錯人，原因是她雖然睇得起我，應爲我可張自己給她
栽培成出色女藝人，但我係大叔過街老鼠，點可給她栽培成女藝人。既然講到實牙實齒，我成全她，
看她點三頭六臂，化腐朽為神奇，於是我答她說：好。
女助手向我說：我地上另一部車。
我向她女助手說：我明。
我望到平時在電視見保護她四大金剛竟保護我。
亦見她身邊出现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郭正，黄容護法保護她



天造地設

哇一來到就有這樣服務，真係唔知報喜定報優，見到一切都以成定局，本來想去改番個性都唔去，既
然她咁有把炮，一定張我化腐朽為神奇，我就即本放長雙眼看下，她嗎野胡蘆買嗎藥，我同她女助手
上了另一部車，一上我成碌木正係望住前面，她女助手對我說：你真夠運一句話，就惹到這個女藝人
睇得起你，你知嗎最近很藝人想介紹地後輩給她，收爲徒，她都推得一乾二凈，連新來的藝人來拜她
爲師，她都一樣推得一乾二淨，是因她仲年輕，資力尚淺，唔敢高攀，所真係唔明，點解你一句話會
惹到她看得起你。
我答她女助手說：她對我說我可做Hongkong姐姐，所以收我爲徒。你信唔信，最弊她收女徒弟，
我係森山大色魔，又點做她女徒弟，連hongkong姐姐，老乾婆都唔得，况我是男人，點做，除非捉
我變性，真唔明她好信心我可以做到她女徒弟嗎意思。
女助手答我說：凡事都會有因果，因此她收得妳，她可能肯定了你，你知嗎，你一回她家會先拍一場
戲，你做角色是女工人。所以唔係個個都好似你咁好運，一比人收徒弟就揸正大旗，兼坐靚車出入有
護法送。
我答她女助手說：所以我有無發夢，她可能會唔會睇錯我，諗都唔諗就叫我拍戲，擋我上賓看，叫我
一陣點拍部戲，我點識拍，發夢就得，仲擋我上賓看，我諗她打錯如意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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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低我有有講錯，可是女助手又對我說：她應該無睇錯你，若睇錯爲什麽擋你上賓看，你知嗎，就算
她收徒弟，都唔會有你這情况，一看起，你就有保鏢有助手及有車坐，回家就有戲拍，試問她要收徒
弟又點會有這服務。
我向這女助理說：嘩唔係發夢嗎，我同她三唔識七，如果子係多口，望一望，就有車坐有保鏢使加埋
有助理用兼有得拍戲，就話係因看得起我，此乎信得我過亦對我有把握，兼有信心，咁我比過咩野甜
頭她，居然對我咁着數，可是有冇咁大隻蛤乸除街跳。
女助手向我說：可能她真係睇很起你，你知一陣你拍那部戲你可袋己多，你可袋廿萬，你唔覺得她真
看起你。
我向女助手說：咁點解唔睇得起你，此乎她應爲我識飛，是的我做嗎角色，我要代二萬。
女助手對我說：路人甲，子是行去南面。
我向女助手說：正係行來行去袋廿萬，你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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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助手對我說：不是開玩笑，你再想想，說一句，看一眼，就有保鏢使就有靚車坐同埋助手協助
，加上回家有戲拍，己多發明夢都無這樣，你有是否執到。
我向女助手說：我想參加做立局議員，你安排，是一陣我咩角色，男定女。
女助手對我說：做嗎有明星唔做，做議員。不過一陣你是做女，路人。
我向女助手說：既然說句話就做演員，咁畫度符即刻可以做議員，唔得咩，無理由，荒謬，咁點解講
句話就做演員，有冇荒謬哋，喂不過我是男人，點做女人。
女助手對我說：這唔係荒謬係真，你給我身份証看先。
我對女助手說：點解我要給你身份証，不如你給我先。
女助給我看她身份証
我張我自己身份証給女助手看，我並向女助手說：我身份証性别係錯本來我想去改改。
女助手對我說：我諗你唔使去改，我明白她點解會睇得起你，你雖然是個男人但睇真，你其實係男相
女生，亦有香港少姐及影后相，唔信看自己張身份証相 。
女助手比番我張自己身份証給我收好。我當然張女助手張身份証，比番女助手後，兼答女助手說：唔
係嗎，我係男相女生，仲有可以做影后香港少姐既相貌，可是就算係，娛樂圈咁大，她點解只係咁睇
得起我。
女助手對我說因爲你符合做她徒弟。
我對女助手說：我點符合做她女徒弟，我係男人。
女助手對我說：你有冇睇自己身份証，自己張相，就係你是男人，估不到你仲有符合做她女徒弟條件
，不過唔奇，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男人可做番真女人，咁即係你未原全係男人。
我答女助手說：係奇，我這男人都可以符合做她女徒弟，仲有靚車坐，保鏢使，女助手招侍回家，限
有戲拍，仲係女演員，人工袋定廿萬，落咁重本，重金厚禮，此乎唔係睇得起我，可以符合做她女徒
弟。係擋我上賓看，擋我神拜，睇得我咁重，嘩我有咩把炮，導至她落重本。
女助手向我說：她應是睇得起你，可以做她出色女徒弟，因此服式都配埋給你，你一到步穿着服式，
化過簡單裝就可拍戲。
我答女助理說：此乎她唔係睇得起我，可以做她女徒弟，此乎她擋我ceo看。
女助手向我說：她應睇得起你，可以做她女徒弟，是因她應該可能對自己無收錯徒弟有信心，你都是
望望身份証，自己相，尋答案。
我對助手說：都好，但願如是。
於是我望望我自己身份自己後對女助手說：哇，邊個成個女神款



芙蓉出水

我個名叫你條契弟，個名都改得衰個人，自小由孤兒院養大，聽孤兒院說我呀爸叫你老豆，我呀媽叫
你老母，我自小，我父母就掉低我就一走了知，因此就比孤兒院收留，孤兒院是在我身搵到有我父母
加我名字條，先知我父母是雖，亦知我叫嗎名，我在孤兒院日子我穿嗎野，衫褲鞋襪，孤兒院班兄弟
姊妹點睇我都話我着到咁唔好睇，成個大種乞兒，不過始終唔好睇都要着，因此在孤兒院時大家叫我
騎呢怪，有一天有位姐姐對我說：如果我肯着裙我一定做番自己。
下我當時我係男仔，點着裙，仲向她說：Pk，呀姐姐你看清我係男仔定女仔，你估這裏是馬尼拉。
到我出來生活做事，每次我照鏡，見從鏡反映自己，我都會笑，原因我個款成個森山大色魔，我每一
份工都唔長，因爲地老世長期見我都會作嘔，當然啦我個款成隻森山大色魔，但我有海次經過厨窗都
會比這隻玩具熊吸引，搞到我自信心番晒，因此我買這隻大
舊衰回家，每日唔開心我都打拒包括煎皮拆骨
我出來生活工作期間，我去了人民入境處及出生處改名改性十己次，因爲個性係女，以我本身係男，
所以改番個性，連個名都改，終於名改了叫林朗，但性依然是女，仲唔係改，拒誟門外。
因此我今次本想再去出生處及入境處改性，估唔到遇上我偶像，點解我叫林朗，其實當時在孤兒院時
，唔識改改到叫你條契弟，所以改名林朗。



芺容出水

我成隻騎呢怪，估晤到有今日，子係多口一句，就比人睇得起，兼有保驃使，靚車坐，助手打點，我
真係唔知，我係度做嗎，我真係唔知我有咩把炮，人地咁睇得起我或者唔好用睇得起我，用賞識我，
到低她賞識我什麽，可以做她女徒弟，雖然最後她改變初衷，話收男徒弟，但從她助手對話，她是應
該對收我爲女徒弟有信，可是在我多口時，我以向她表明，唔通她賞識我可做她不是普通女徒弟有信
心咁簡單，係掌上明珠，所以有靚車坐保鏢使，助手打點，仲有戲拍，袋定其萬。車到了她家，女助
手向我說：我地可下車。
我答女助手說：明。
於是生香女助手下了車
我偶像兼我師傅亦下車對我說：以后你同我住這裏兼一齊生活一齊工作，一陣你做路人甲是女角，袋
廿萬，這角色子是行己步，你以后會由我和助手栽培成才，奪后。
我問師傳兼我偶像說：？
又給我名車又給我保鏢又給我助手，及拍戲仲係單單行兩步兼女角，就坐廿萬，此乎師傳你唔正止看
得起我咁簡單。



雞窩裏飛出金鳳凰

師傅兼我偶像向我說：知不知點解我收你做徒弟，你有這種待遇，你用塊鏡照下，你成個女明星相，
兼上晒鏡，又嗎理由唔有這待遇，俗語說好愧命生成。
我答師傳兼我偶像說：係唔係。
於是師傅取鏡照我，我從鏡反映自己，見自己成個香港少姐款，當場呆了向師傅兼我偔然對我師傅兼
我偶像說：哇這是邊位咁靚女。
我師傅兼我偶像對我說：這是你自己。
我對我師傅兼我偶像說：唔係嗎。
我師傅兼我偶像對我說：當然係啦，你以爲自己發夢，但估唔到原來唔係發夢，自己都可成天后，女
神，影后，女藝人，其實這是上天對你不薄，亦是你三世修來，你注定要行這路，注定萬人迷無得選
擇。
我向師傳兼我偶像說。
我是男人。
我師傅兼我偶像對我說：就係你做錯男人，所以今天你要放下男人，着番條裙，做番鏡頭下真正的女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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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真女人，仲比人妖呀媽，小李飛刀，唔係咩，試問我係男人，除了變態，有嗎理由穿了條裙就估
真女人，做男做女係注定，無得改，不過都有例外，唔通我真係可以做正常女人，唔使成隻人妖，有
冇可能，但我師傅兼我偶像對我是女人此乎肯定。仲取了條裙給我，便向我說。
你跟我女助手去換衫褲鞋襪，兼穿這條裙。
我呆呆答我師傅兼我偶像說
知，希望天下太平。
我點解咁講，是因我望住條裙亦望住個女助手諗，我唔知我一陣穿了這裙，我出來大家會擋係女人定
係人妖定係森山大色魔，我唔知一陣這女助手會唔會叫非禮告我強姦。
是因我依家是男人一世都係男人，可是我諗到這裏，我亦覺得可直得一試，無論一陣我是深井屠夫定
深山大色魔定巫婆，減濕超人都好，我都希望阿彌吉帝，亦希望唔使丟我師傅兼我偶像架，因此我取
着師傅給我裙，跟着女助手一步步去換衣。
女助手仲向我說：一陣我幫你換衫褲鞋襪。
好祝你唔好大叫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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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取住條裙和女助手入了洗手間，女助手對我說。
不要緊張，現幫你沖涼，換衫褲鞋襪兼理髮，化粧，然后你可出去拍戲。
當然緊張，我依家是個男人，一個男人一陣要比個女人一仵件衫加埋褲襪鞋，一齊除下來，唔緊張先
假，仲要幫我冲埋凉直頭擋我雪糕咁溶，都好有這穜服務，真係己難得，希望一陣佢唔好搵條舌去刮
我，我怕我會叫救命，我答她說知。
我見我前面掛着很多女性衫褲鞋襪，
忽然有點不慣仲加上女助手張穿我身衫褲鞋襪一件件除下來亦有地接受唔到，當然啦男人大丈夫解甲
歸田以很慘，仲要穿女人服式比個女人糟質，唔慣唔接受到真係假，望住女助手一件件從我身上除下
來又望住一陣這些女人底衫褲鞋襪會穿到我身上，我壓力越來越大，我汗水係咁流，個女助手同我說
。
做嗎出晒汗，唔使驚，你原本係女人，你做番女人好應該，你應高興。
下你點知我原本係女人，唔比我係深井大屠夫。



香港少姐bb

終於什麽都剥晒，好在塊皮末剥，個女助手真係落力兼嗎都睇晒，兼夠專業，夠膽色幫我剥衫褲鞋襪
，好似唔擋我係男人，好似無嗎壓力，兼若無其事，輕鬆去剥，不過唔知她覺得我剥光豬會有什麽感
覺，話唔定會加地柴米油鹼醬醋茶。不過換衫兼冲凉加扮靚靚有條女服侍真係人生的享受，你地唔恨
得咁多，我諗如果擋我係男人，我會唔會有這服務，不過她剥我期間我一地痛都冇反覺得同我按摩，
兼很舒服，哇perfect，一流，於是女助手向我說
依家幫你冲凉。
我向女助手說。
咁以后我有冇你這樣服務。
女助手向我說。
當然有，你雖要到我，我一定隨全隨到服侍你，子不過今次是要扶番你起身做番個正常女子你皮膚很
滑，唔差。
當然啦這是天生，你地恨唔到。
不過由我去沖涼一刻，我見到鏡反映我成個香港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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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雖然很專業去剥下我衫褲鞋襪，可是我沒有怪她在我同不同意以做，兼最好她剥埋同我冲，因爲有
個靚女幫我剥，幫自剥同我齊齊冲凉，幫我沖，我開心都來不及，可况依家她幫我沖涼，果然我見她
剥埋同我齊齊冲凉，兼幫我按摩，亦見她幫我和幫她全身塗皀液及洗去我全身污漬，很專業，仲唔介
意我看剥了的她，因此我很perfect,我見厚厚污漬從我身脱下亦見我身越來越潔白，亦望到鏡反映我
越來越是個香港少姐，像從層層辛苦中得美麗，我真係想像唔到我這個深井屠夫居然會變索女，不過
我亦估唔到她會唔介意自己剥埋同我冲凉，點知這時我師傅兼我偶像亦剥埋來冲凉對我和女助手說。
兩位靚女，我來冲凉。
下一件唔夠仲加多一件，嘩perfect,
不過我師傅兼我偶像，叫我靚女唔係嗎，咁依家係一男兩女在冲凉定係三個女沖涼，此乎我師傅兼我
偶像及女助手擋正我係女人，咁都好唔使比人擋深井屠夫



香港少姐bb

忽然我師傅兼我偶像對我說。
一陣冲完涼換了衫出大廳對住錢頭行過就OK，你會袋收廿萬。
我答我師傅兼我偶像說。
下師傅唔係咁簡單嗎，喂起碼都試十己次鏡。
我師傅兼我偶像對我說。
你望前面鏡，你成個香港少姐咁，莫講你做番男人角色有三十萬收，依家叫你行一行都有廿萬，仲要
唔要試鏡,你知嗎，做藝人好似你咁，一出鏡上鏡唔使拍多己次就入鏡，極知小之又小，所以點解我
睇得起你，仲有沒錯你是男人，但男人中可以做香港少姐可以做影后，不經變性亦是小之又小，你可
算是香港人中之奇人。
我答我師傅兼我偶像說。
可是我一直是男兒身，就算我成皇后都要帶着以往這個男兒身日子。
我師傅兼我偶像對我說
你一直是男兒身，又點會唔變態就成女兒身，你一直是男人又點會唔變態可以成女人，我唸你根本天
生就唔係子係男人，你仲可以做番生得孩兒女人。
下咁我係什麽人，唔係相性人。



香港少姐perfect

從前有個人要遠行，臨走時他親友張百萬黄金交給他，點知他在其它國家乞食近三十年遇番個親友對
他說。
喂想當年我比你百萬黄金去了邊。
聽了這親友話，此人竟在家尋得百萬両黄金成大富翁，這隻故事說了什麽，說了我點解由一個男人唔
經變態，就可做番個女人做女藝人做天后。點解我一步登天下站就是天后，唔通個天都中意玩我，不
如問自己點解性别不分，可是我又難怪，我一直都是男兒身認定是男人，無睇清楚自己。所以做成今
曰局面，於是我答我師傅兼我偶像說。
咁又是，如果唔係我會成個香港少姐。
我師傳兼我偶像忽然幫我沖凉對我說。
是的你做左男人有己耐，是否無諗過今日咁。
我對我師傅兼我偶像說
咁你做左女人又己耐，是否冇諗過會遇到我這個廢柴，我都唔知我做了男人己耐，但我一直比人擋騎
呢怪看，原因我無論穿什麽衫無論是點樣髮形，我儀表都成個賊眉賊眼兼似個大番薯，是的你覺得我
點。
我師傅兼我偶像對我說。
我天生就係女人，當然無遇到你這種奇人，我覺得，天給了你一份好禮物。



香港少姐perfect

我問我師傅兼我偶像。
天送了一份嗎野禮物呀。
我師傅兼我偶像對我說。
你知嗎，你係男人居然仲可以唔使變性，就可做番個唔使試鏡，就拍很戲兼收廿萬，及有人賞識及有
保鏢使及有靚車坐既美女，你唔覺得是上天給你禮物嗎，個有你雖然是美女，但你看落成個香港少姐
，你唔覺得這是上天給你禮物。
下是上天給我禮物定係開玩笑。
我對我師傅兼我偶像說。
最弊我都唔知，要遇到你先知這份大禮。
我師傅兼我偶像對我說。
唔知唔重要，既然遇到我，先知，你就好好地感恩知得來不意，用得其所。唔好辜負上夫給你禮物。
但點解上天唔給我含住黄金，等我亨盡榮華富貴，亦點解上天唔生我成個李先生款，等我做下超人。
亦點解上天唔生我成個劉生咁，等我日日溝女，不過上天識聽我問點解嗎。



香港少姐perfect

一個女孩夢想做公主，做到公主當然是正常
一個男孩有王子唔想做，去想做公主，做到會是正常嗎，可是有地野唔係話想唔想做就可做到，好似
我咁，我天生係個男人，從來冇想個做女人，因爲做男做女係定左，但今天竟然知到自己係女人，仲
做女人，哇到底個天生我出來做嗎，是否做et。男人仲可以做女人生仔是否千古奇聞。所以男仔唔使
想做公主就可做公主一地唔奇，大陽唔一定東方升，北方升，甚至唔升都得。可是我以後點面對你地
。不男不女，仲話做明星，你地一定問我。
點解到今時今你先會係女人，唔通你係人妖。
叫我點答，由男人開次到依家先變了年輕女子，仲知自己是本身是年輕女子，喂係就係神話，咁你地
相信嗎，不過我可能亦會這樣答，我一直是女，子是大家擋我男看，唔信雖唔雖要我攞張身份比你地
看，身份証，係龍係蟑無得呃，我自我生出來比人擋騎呢怪，我都一直都是蛇頭鼠眼兼深井大屠夫既
男人，無諗過今曰會成個女人咁。亦無諗過本身係女人，不過如果這是上天送給我禮物，若然是，玩
我咩，但其實可能我無看身份証或採佢都傻。



反璞歸真

我想問問大家，做男做女係唔係天注定，若然你係男人唔使變態都可以做番個生仔女人，你會有咩反
應，你係女人唔使變態忽然生鬚做男人你亦有什亦反應，但點唔做李先生，可以做超人，或做劉先生
，日日講女，咁仲好，是因唔要面對以前既問題，因爲真係難開口對人說。自己點解以前係男係女，
忽然會變成依家係女係男，可是當我想起我仲有張身份証，我覺得唔難開口，因爲身份証是無得睇呃
，子是我要解一大論耶穌，大家是聽得入耳，不過我望住我師傅兼我偶像及這女助手同我一齊沖凉，
又幫我抹洗我身，此乎她們唔使我取出身份証，就肯用隻法眼看穿我是女人兼才女，去認定我過去到
現在都係女人，無睇錯，咁又係，我身份証性别係什麽，是冇得呃，子不過我唔成認身份証性别仲想
改性别，但都逃不出有些人既法眼，其中包括我師傅兼我偶像及女助手隻法眼去看穿我什麽性别。因
此咁，令我明白其實是男是女真係天生注定，無論點改點唔誠認，唔接受，性别依然改不到注定，但
點解我到依家先是女性，唔通我一直比這個深井大屠夫兼青山大色魔，男性款呃住，咁都呃得我透，
邊個整個既死人款呃到我，害到我，差不多完全擋自己係個死人款，幾乎成世人擋正自己係個死人款
，仲要改性，好在王天不附有心人，不過既然我係女，我面前又有刺位靚女陪我及幫我冲凜，正常的
我依家張她兩個想點就點，她們應無拒絶，於是我向我師傅兼我偶像及女助手說。
我幫妳地洗妳地身。
我師傅兼我偶像及女助手對我說。
好。
啛此乎她們除了接納我是女，更無抗拒我。



反璞歸真

好呀，從末接觸骨女人身，仲係師傅兼偶像，仲係師傅兼偶像既助手，如今有得大顯身手，仲唔perf
ect，於是我按摩我師傳及我偶像先，她無反抗，仲對我說估唔到你都好手勢。
我當然對我師傅兼我偶像說
是呀。
當然是呀，有咁既機會幫自己師傅兼偶冲凉，有咁既機會摩晒她全身，她都唔叫救命，真係perfect
，靚呀，人生中一樂也，依家又跟住幫女助手冲。一件又一件真一流享受，於是我師傅兼我偶像對我
說。
估唔到我幫你刷身，你幫我刷身，我都感覺你皮膚很滑，看真你成個香港少姐，剥晒衫褲鞋襪，成個
女兒身，真不明點解你會做男人。
係羅點解我有女唔做，去做條深井大屠，不如問下生我那個，又不如問下個天



金蟬脱轂

無論我以前係深井大屠夫定青山大色魔還是個蛇虫鼠蟻，今曰既然知自己是女人，就應做番個女入，
再不應行錯路，不過舊唔去新又點來，亦不過唔先苦點後甜，係香港男人中，做着我可以做番個正常
女人，我諗都小之又小，簡直是微乎其微，是因大部分都是人妖，仲妖你呀媽那隻，想想下，如果我
依家係男人，真係唔知，我仲有冇得咁逍遥快活既享受，幫兩女仔冲凉，同兩個女仔冲凉，仲有保鑣
使靚車坐，話唔定我火葬歌蓮臣，不過我依家真係橫行霸道，是因爲知到自己是女人，又可以同我師
傅兼我偶像及女助手沖涼，仲唔係橫行霸道，冲完凉，我師傳兼我偶像及她助手各自穿上衫褲鞋襪，
亦幫我穿上衫褲鞋襪及裙，跟住我和我師傳兼我偶像和女助手齊齊望鏡反映自己，我和大家見鏡反映
我是我香港少姐，便說。
Very beautiful。



金蟬脱轂

我知你地會說什麽，你地會說，我以前是賤男，依家是影后，我點面對，仲點睇，你地有冇看過山雞
變鳳凰戲，有冇聽過醜小鴨變天鵝。雞和鳯有咩分别，鴨和鵝以有咩分别，點解山雞會變鳳凰，唔係
變家香雞，鴨會變鵝又有咩分别，點解唔變深井那隻，大家明開明，這是同一種唔同一類，爲什麽山
雞會變鳯凰，山雞還山雞，鳯凰還鳯凰，山雞點變都係鬼佬家香雞，絶唔會變鳯凰，同樣鴨同鵝都是
鴨始終係鴨，鹅始終係鵝，鴨點變都變成深井鴨，點會變深井肥鵝。所以安徒生童話真係呃細路，好
似講到七手八臂，成個菩薩，亦講到會飛，係咁安徒生自己去做埋佢，仲隻鴨爭做天鹅，唔使呃細路



半途出家

我師傅兼我偶像幫我冲凉，我當然幫番我師傅兼我偶像冲凉，雖然我師傅兼我偶像是個女藝人，但我
竟然幫她冲凉，亦比她幫我冲凉，嘩你地唔恨得咁多啦，忽然我師傅兼我偶像對我說。
林朗士豪，你知到嗎，很多女仔男仔做得這行，無論她們身份是香港少姐，香港先生定是視后，視帝
或影后，影帝，戓演員或藝員，藝人，他們和她們，不是一步就登天，亦不是天生出來，亦不是一朝
一直來，唯得你一個，天生竟然是香港少姐女性，仲是在同香港少姐女性無關，另一性别男性找到
，所以你真幸運。
當然啦，唔係安徒生個童話會厄到班小學雞，怪不得以前地前輩說香港成街黄金
，仲有人咁大隻甲乸，太陽可西方升，唔願意落，唔係咩鴨同鵝有咩分别，鴨可以成鹅，雞同金有咩
分别，雞可金蛋。咩野道道理。



半途出家

坐係度唔使做就發達，放下屠刀就可立地成佛，嘩有冇咁跨張，變魔術，凡事唔係講前因，我能夠係
男性中回復女性藝人，我能夠在男性中生出來係香港少姐，這不是有前科咩，唔通變出來就係，你地
變比我看。如果按照我師傳兼我偶像話，我天生出來就係香港少姐，唔使什麽條件，就有保鑣使，房
車坐，兼嗎都唔使做即刻有戲拍，仲唔使試鏡，袋定廿萬，坐火箭坐升降成名天下機咁着數，我不如
拍即食麵廣告，即開即食，袋一億都得，可止廿萬，你擋我神仙。定菩薩，定係傻，嗎都唔使就可登
天，如果天生有咁着數我唔怕做，你地無話我條命好，一步登天，冲上雲霄，所以我聽了我師傳兼我
偶像話，我决定參加香港少姐，試一試我天生係唔係香港少姐



半途出家

你地會問我，我既然天生香港少姐，點解我要參選港姐，咁我不如問你地，我天生出來香港少姐是否
唔可以参加香港少姐，是否參加香港少姐一定得冠軍，大家好似以爲我參加香港少姐實至明歸，實在
我唔知一參加香港少姐，會否比人用崛頭掃把掃去堆田，亦唔知我當港姐后，我點面對傳媒關於我以
前是臭男人事，忽然我對幫我沖凉兼我幫她冲凉，既我師傅兼我偶像說：師傅，我参加香港少姐好唔
好。
我師傅兼我偶像對我說我好徒林朗土豪你知唔知，師傅我都是曾参加港姐，期間經歷唔小考驗，可是
師傅我亦打算想你参加，是因為你天生出來係香港少姐，不過你缺乏了肯定，所以你弟一要参加香港
，去給所有人及自己一個肯的香港少姐，雖然選美一定有輸贏，但係你參加目的，是先肯定你自己天
生香港少姐，而你真目的係一個真正女藝人，唔係是得什麽，你知到嗎你天生除了是香港少姐，亦是
個女藝人款，所以你唔正止参選，你仲可拍戲，不過在参加港姐前，要改你個名，執一執你自己，我
知你想問當參加了港姐，無論輸贏傳謀會番揭你底牌，不要怕現實係無童話，點揭你都係一個女子，
是因你就算依家或以前你搞到成個男人咁，傳媒都擋正你係女仔，是因爲看落你天生香港少姐兼是個
女兒身，叫傳媒點信你是男人中都可做真正女性。那個。
我對我師傅兼我偶像說：下你又點知，你唔係佢地條寄生虫，沒錯我雖然男人，可是生出來唔一定香
港少姐兼可做女藝人，兼是女兒身，可能深井大屠夫，變態色魔，但亦唔肯定我可當香港少姐兼女藝
人，或唔定我做深井大屠夫，變態色魔，所以安徒生隻鴨變鵝厄到班小學雞，不過爲什麽我女兒身都
成個男人。又不過爲什麽天鵝會成個醜小鴨，唔通世事無絶對，咁即係話，包括我所有男女老少，其
中一個會係成香港姐姐，唔奇，醜小鴨都會變天鵝，太陽西方升，三歲定八十。可是點面對過去，我
一直是男人，亦點樣同大家交代，我由男人升做女人，亦點樣面對大家‘，對我副面平價。
我師傳兼我偶像聽了我話對我說：哈哈，林少姐林少姐好徒弟，你照吓鏡，你是什麽樣，你唔係一般
人，你天生注定食此行飯，只是末有人挖掘你，可是上天以幫你安排一切，你跟本唔會走到森耕大屠
夫，變態色魔路，點會係深井屠夫變態色魔，子於傳媒及大家，就算你成名，個個揭晒你地野出來，
都子會嚇到大家原來你天生出來，就係香港少姐影后look，根本唔會發現你曾是男性
。所以點解我收你做徒弟，你唔使試鏡就袋咁多錢，你知唔知，我做這行咁耐，末遇個，一個天生可
香港少姐，及影后look,既人，唯獨是你，而我做說行咁耐，哋師姐師妹，不論後輩及前輩有你這種l
ook都要二十至三十年，唯獨是你，仲有你話你以前係男人，我諗你一定搞錯自己身份。
聽了師傅兼我偶像這說我當場呆了，咁即係我係唅住金鎖匙出世，或是帝王相，一出世就登達，係咁
個天天點解要玩我，唔通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所以苦其心，勞其簕骨，嘩，估唔到個天咁好服侍，說
時遲那時快，我同我師傅和女助手沖完涼，及互相幫對方換了衫褲鞋襪，可是一沖完涼，我見我師傅
，o晒咀就向我說：你行個圈。
我聽了她話行個圈哇，估不到隻女人高跟鞋，咁啱我腳，一穿上去，我非旦沒跌，反行得舒服，照計
我穿慣男人鞋，穿番女人高跟鞋應難過登天，但我竟然唔覺得。我望了鏡，反映，我穿了女人衫褲鞋
襪後，成個香港少姐，及影后。



一步登天

我師傅兼我偶像忽然對我說：現幫你理頭髮，化粧。
點知這時有個男人入來對我師傅識：不雖化粧，叫她直接出去行一行。
我師傅兼我偶像對這男人說：導演她唔化粧得。
呵原來這個男人係男導演。
男導演對我師傅兼我偶像說：當然得，她天生出來個款，已可以上得鏡，仲使嗎化唔化粧上到鏡。
我對這位男導演說：喂唔好灑我。
男導演對我說：唔信行埋鏡頭前試。
我對男導演員說：鏡頭在邊。
男導演對我說右邊。
於是我行埋右邊鏡頭。
男導演對我說Cut。
我對男導演說：我未開，cut什麽。
男導演對我說：你已拍完。
我對男導演‘說：拍什麽。
於是男導演播番頭先我行近鏡，
給我自己和聽，我與男導演對話，我師傅兼我偶像和男導演自己看，見鏡頭拍攝出一個上曬鏡的美女
，不是我本人。
於是我和我師傅兼我偶像你眼望我眼。
男導演對我兩人說：信嗎，現行一行都已拍完，我做電視，電影咁耐，沒有一個演員唔使化粧唔使排
戲一行鏡頭前，就，ok，唯獨是這位少姐。



一步登天

哇嗎我成個上鏡少姐呀，自己做人咁耐真係冇發覺我有這一面，亦無想個堂堂男人居然可以做番個正
常女人，於是我師傅兼我偶像對我說：我真係無睇錯人，無收錯徒弟估唔到你可以嗎粧都唔使化，嗎
鏡都唔唔使試，一埋位，就上鏡。而你堂堂男人，天生居然有個，香港少姐，影后，視后，女神，有
既女兒身，look.，真係遇到你都要稱極品，你知嗎，要找到你這類人，可以講係0，因爲跟本係無可
能，現你唔係代二十萬係代二百億，你知點解嗎，你頭先擺既上鏡post，可用二十年，三十年，每
年可吸引個百億觀衆，所以你唔使拍得戲咁密，袋住二百億去過日子做其它，亦等住做視后，影后，
你亦知嗎，師傅我要做促二三十年都末有你這身價，弟二哋明星亦如是，因此你是我唯一遇到一坐低
就代二百億既女演員，你雖是唔係真男人，但我想信從來無人會擋你係男人，是因爲你有個女兒身，
有個香港少姐，影后，視后，女神有女兒身。
當我師傅說完一班記者出現在我眼前，哇唔係咁快上頭條。不個我無理記者點講，我只留意對面屋裝
修留在地下一塊磚頭



一步登天

我忽然問我師傅兼我偶像說：我到底是男是女，你覺得我是男是女。
我師傅兼我偶像對我說：你當然是女，你點解咁問，你以爲自己變態，實你望真地你一直是女兒身，
是你自己搞錯先造成男兒身，咁你應爲你是嗎身。
我對我師傅兼我偶像說：我都係跟師傅你咁說我係女兒身。
於是我有對現場記者和到來支持我的粉絲說：大家是否想我講吓我身世，手先我要說錢可以變磚頭，
磚頭可以變錢。有些人大小便永遠香，所以曰日上頭條，仲成街人擋佢地便便係寶。
相反有些人成個呀叔，無論她幾靚女到頭來是比人飛
所以話磚頭可變錢，錢可變磚頭，唔信執塊磚試吓



一步登天

點解我忽然對住大家說這話。
五十三歲既林朗先生我，堂男人居然變成，二十多歲女神，這是嗎道理，就是錢可變磚頭，磚頭可變
錢，所以世間事事物物有可能亦無可能，正如我林朗先生變成廿己歲女神。因此錢可以變磚頭，磚頭
真係可以變成錢，有些人以爲只有在男性中先找到男神，點知原來很多男神，都在女性中找到，相反
女性亦如是，這是嗎嗎道理，這是說明錢可以變磚頭，磚頭可以變錢道理。



一步登天

點解錢可變磚頭，磚頭可錢，磚頭同鏡有嗎分别，咁鴨同鵝又有咩分别，石同金又有咩分别，既然醜
小鴨可變天鵝，點石可成金，爲什麽錢唔可以變磚頭，磚頭唔可變錢。女神點解唔可以男人堆找，男
神又點解唔可以女人堆，最多個女神食晒咁多男人臭狐，最多個男神成個女人型。



遍地黄金

若果我天生是女神，就有明星做，大車坐兼保鑣使兼大屋住，有靚女服侍，咁點解我唔寧願天生係李
超人，亞洲首富，除了有大車坐，有大屋住，大把錢使，有保鑣護法，專人服侍，仲兒孫滿堂，有公
司揸手，李超人服侍我，唔好咩，好過做香港女神，香港女神除了美貌與智慧，多才多藝識拍戲，既
受人歡迎，明星仔，就是屈係間廟食元寶蠟燭香，及受人一躹躬家屬射禮散，不過我天生係李超人，
咁李超人會唔會比我坐佢個位？唔會！咁我師傅又點解睇得我起，搞到我袋了二百萬港幤，仲有女藝
人服侍，到底我係度發夢定係忘想，無論點，係咁都希望滿足了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