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tact details:   Sydney:  eva@metropersonal.com.au , 0292210123;   Brisbane: in-

fo@metropersonal.com.au or 0730109264 ; Melbourne:  vic@metropersonal.com.au  or 03 

96704551  

Metro Personal Consultants  是一家专业婚姻介绍中心。公司给单身男，女提供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平

台，帮助他们相识，并建立良好的恋爱关系。  

 

Metro已经建立了 22 年。22年中，公司建立了一条专业，透明的服务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每一位会员

不仅可以获得咨询人员的专业搭配，辅导，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挑选希望认识的对象。 与交友网，酒

吧，私人广告等交友途径相比，以下是Metro 的特点: 

 

 我们见过每一位会员，可以确保他们的存在。通过服务，我们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每一位会员的性格，

人品，需要和要求； 

 

*      在Eva Chen的带领和培训下， 公司各个分部都有专业咨询人员。 鉴于她们的经验和对每位会员的了

解， 她们可以协助提供配对服务； 

 

*   除了咨询人员的配对，每位会员都有机会在公司内部网站中物色自己喜欢的对象； 

 

*   无论是被配对，或被挑选，每位会员都会收到对方的资料和照片。其中一方不同意，公司将安排其他

推荐。 只有经过双方同意，他们的电话号码才会被交换。Metro 的承诺是“没有盲约!! 

 

*  不仅介绍，Metro还提供了一条专业的支持系统。 每位会员在恋爱中遇到困惑，误解等状况都可以与

咨询顾问讨论。 咨询顾问不仅会专业建议，还可以向交往者做些了解。在恋爱的道路上，我们的会员不

是孤独的！ 

 

在社会上，谈到婚姻介绍所，人们自然感到压力，或不放心。 但也就是这些压力，使得最终鼓足勇气加

入的人更难能可贵，更为真诚。推动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 认真对待婚姻。靠着这样的心态他们认真对

待介绍和介绍对象。这种心态是成功的真正原因。 无论你的概念如何，婚姻介绍所比交友网要好很多！ 

 

如果你想了解详细情况，请查看我们网站: www.metropersonal.com.au; or  来电：0433560668. 

 

请不要犹豫。幸福需要行动！ 



年龄:         39 

身高:        162cm 

职业:         会计 

爱好：    各类音乐，绘画，跑步，  

        户外活动，旅游 

性格:       有趣，乐趣，友好. 

地区:       布里斯班 

如果想了解她，请联系我们： 

eva@metropersonal.com.au; or 

0433560668 

“ We are not hopeless, but helpless” 

部分女会员 

Mimi : 泰国/澳洲公民 

 Emily  : 中日混血/永久居民 

  

年龄:               30 

身高:             163cm  

职业：          医生 

兴趣:            小动物，学习各种语言， 户外   

          活动，大自然，旅游。  

性格:             开朗，积极，幽默. 

地区：        悉尼 

 

如果想了解详细情况请联系:   

eva@metropersonal.com.au; or 0433560668 
 

 

备注：为了保护会员隐私，以上照片不是本人。但情况属实。请原谅。 



  

年龄 :              28 

身高 :          160 cm 

职业:           科学家 

兴趣:          音乐，插花，烹调，手工，旅  

          游。园艺 

性格：      温柔，礼貌，友好。 

地区:             悉尼 

 

如果想了解她，请联系我们

eva@metropersonal.com.au; or 0433560668 

Clare : 澳籍华裔 

 

年龄   :            49 

身高:            166cm 

职业:           自营生意 

兴趣:           烹调，户外活动，游 

          泳，唱歌，饮茶 

性格:            开朗，直接，幽默，自 

           信 

地区:              墨尔本 

想了解她的详细情况，请联系： 

eva@metropersonal.com.au 

Cindy :  澳籍华裔 



名字:           Jim 

年龄:           48 

身高:          180cm 

职业:          医生 

兴趣:        音乐会，戏剧，步行，骑单 

        车，游泳，阅读 

性格:        幽默，容易相处，热情           

地区:        悉尼 

 

如果想了解他的情况，请联系： 

eva@metropersonal.com.au;or 
0433560668 
 

  

名字:            Michael 

年龄:            68 

身高:           185cm 

职业：        公司董事长 

兴趣:           骑马，旅游，不同文化，电影， 

          阅读 

性格:            豪爽，开朗，自信 

地区:           布里斯班 

 

如果想了解他的情况请联系： 

eva@metropersonal.com.au 

Or 0433560668 

 

 

部分男会员 



“You don’t lose by loving. You lose by 
holding back” 

He was born in Hong Kong, having been  

名字:       Frank  

 年龄:       44 

 身高：  175cm 

 职业:       自营生意 

兴趣:        古典音乐，电影，步行，骑自 

        行车，旅游 

性格:         冷静，稳重，幽默 

地区:         墨尔本 

请联系:     vic@metropersonal.com.au  

 

 

名字:         Joseph 

年龄:           35 

身高:            175cm 

职业:            会计师 

爱好:             体育，烹调，旅游，上网 

性格:              稳重，幽默 

地区:              悉尼 

 

如果你想了解他的情况，请联系 

eva@metropersonal.com.au;  0433560668 

 

备注：为了保护会员隐私，以上照片不是本人。但情况属实。请原谅  



 

 
传统文化中的亚洲女性不轻易走出家门。 她们的社交圈很狭窄。她们对社会，对生活的了解和向往也很简单。 这种生活方式被

看成是女性的“德”。 

  

至今还有不少亚洲背景的父母不喜欢自己的女儿太活跃，他们认为女孩子只要好好读书，有个好工作，将来找个好老公。 兴趣

爱好太多会被看成不正派。 很多亚洲女性在描述自己时，常不爱多说自己的兴趣， 怕说多了给男士造成坏印象。 

 

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很多亚洲女士致力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业余时间喜欢的事情很少。除了看电视，上网，逛街和朋友聊聊

天，其他就没有什么事做。虽然她们也喜欢旅游。但到了旅游点只是拍几张照，说明来过此地。 

 

兴趣中的狭窄常影响了人的谈话，或者对事物的看法。 当然在传统社会中，女性不需要和他人有太多的接触，也不需要对事物

发表太多的看法。但新时代的女性却不同。她们不仅有受教育的机会，有在专业环境中工作的机会，也有认识和了解主流社会中

的专业人士，或者成功人士的机会。这些机会都需要交流，也需要她们独立对人和事物做出判断。 而加强和增加兴趣和爱好将

给她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与人接触和交流带来很多积极影响。 

 

新时代给所有人提供了增加兴趣，培养爱好的机会和场所。如果打开报纸，人们时刻可以看到各类的活动，各种兴趣培训班，或

参与各种娱乐的机会，参观各种展览，去各种场所。 我 曾经认识一位男士。虽然有一份非常好的专业工作，但他从来不会让自

己停留，或限制与工作。业余时间中，他给自己提供了很多学习和发展的机会。他是一家网球俱乐部的会员，每周有三天要去健

身房，学习各种健身方法； 他还完成了很多短期课程，包括烹调， 中文，摄影。每次旅行前，他都搜索了大量的当地信息。为

此凡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会很饥渴地了解当地的习俗，文化和历史。和他交谈是享受。因为他知识面广，对问题的看法很宽。  

要成为新时代的亚洲女性，亚洲女士完全可以像以上那位男士那样发展各类爱好，充实自己。 而关键是需要明白： 

 

* 女性有很多兴趣爱好不是不正派，或不务正业； 

* 光有好的工作远远不够。 因为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工作的生活是狭窄的生活 

* 爱好的东西越多，你的心胸就越发开阔；可以和你交流的人也就越多； 

*爱好和兴趣越多， 你事业机会也就越多。 这个社会有句话：“不在于你知道什么，还在于你认识什么人”。 兴趣爱好是社

交的桥梁，帮助你认识你想认识的人； 

* 你的兴趣爱好是沟通的法宝，可以帮助你自如地与各种背景，各种层次的人谈话； 

 兴趣爱好越多，你就越自信。 

  

从上所描述可以看到发展兴趣爱好不仅令生活充实，也是帮助我们在感情和事业中接触人的好桥梁。 

澳大利亚是一个发达国家。在每个城市中都有很多娱乐，活动设施。只要想学，不仅方便，也不需要花很多钱。比如：社会中有

各种免费的展览会，小商品市场，古董市场。 有些地区还有免费的表演，TAFE 有很多培养兴趣的短课程； 社区中有很多团体

提供各类兴趣的培训班，各大城市中都有很多免费，或者很便宜的体育场所。 总之只要有兴趣，人有学不完的东西。而且有些

活动需要有伴，但有些完全可以独自去享受。 

 

愿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亚洲女性朋友们好好充实自己，生活很美好，生活中有很多令我们享受的东西。这是新时代所赋予的机

会。愿我们通过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展现出21世纪女性的风貌  

  ——-   Eva Chen   : www.metropersonal.com.au;   电话：0433560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