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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metropersonal.com.au 

02-922101123;   043356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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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bou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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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sb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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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0109264; 040317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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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 Personal Consultants 是在澳洲和新西兰的一家专业婚姻介绍所。   

与交友网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的会员都是真实的。 不仅见过他们，通过服务

我们很了解他们。   为此比其他途径要安全很多。 

使我们公司一直站在行业首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专业服务和会员的数

量与质量。 我们为大家提供了可以自由选择的平台，再加上专业红娘的搭

配。两者结合可以避免失去有缘之人的相见机会。    

然而无论是会员自己的选择还是咨询顾问的搭配，我们的原则：必须交换资

料和照片，并经过双方同意才可以交换电话号码。 这样的制度使会员不会浪

费时间。同时也使我们没有欺骗的机会。我们的承诺是：没有盲目的相亲. 

公司创世人，Eva Chen 长期以来对恋爱心理做了很多研究，并发表过500多

篇专栏。 此外我们还提供免费咨询，帮助大家在恋爱过程中消除误解，或改

变错误的做法。  

相亲是一件浪漫和轻松的事。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更多的有情人可以在

此相识，并发展他们的友谊和爱情。. 



人的潜在素质(3) 

上月刊物中，我分享了对人的“j积极的心态”的认识。 这种心态常使得我们容易抓住生活中的机会，容易在挑战中战胜困难，也容易

宽恕他人，与他人取长补短。这是一个对事业，家庭成功都十分重要的心态。   

 

今天我还想分享人身上的另一种潜质。那就是：性格中的透明度.  

 

我们知道人有不同性格。我们也同意每种性格中都有其长处和短处。 没有对或错的区分。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有些性格的长处更加容

易吸引他人。更加容易令他人接受。更加令他人感到容易接近。   

 

相信我们接触过一些不容易坦诚的人。他们不喜欢与他人分享感情，或者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即便表达，也只是说一半，藏一半。 

和他们相处，我们需要用很多猜疑，估计或想象去理解他们的想法，感情或目标。  

 

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接触过不少人。他们本性中就有一种坦诚。他们不隐瞒自己的感情和想法。 他们不怕与人探讨或者分享自己的

个人情况。他们不怕为自己的错误向他人道歉。 人们在形容这样的人时常说：你所看到的就是其真正的人。  也就是说他们很透明。 

 

性格中有透明度不等于需要傻傻地把一切秘密公布于众，或者毫不保留自己的隐私。 其实他们所分享的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隐藏的东

西。 他们与人分享是因为他们想帮助他人去理解他们。他们不怕他人利用他们的分享来攻击他们。他们准备去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  

 

在一个恋爱关系中，伴侣在性格中的透明度很容易获得我们的信任和理解。 他们不需要我们去想象，去猜疑。无论是赞同，或意见不

一， 透明的性格至少让我们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他们在责怪什么，或没有责怪什么。 其实性格的透明耶稣

对他人的一种公平， 使人不用蒙在鼓里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这样的透明使我们被伤害的机会减少， 做朋友，做伴侣的机会增多。 

  

我见过很多性格很透明的人。 和他们相处令感到舒服，自然。他们在激励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和透明度和他们相处。 我们虽然不可能要

求每个人都可以如此坦诚，如此透明。 但你在寻找另一半时， 千万不要轻易放弃一位可以对你坦诚，让你相信的人！ 

  



Shane 高级项目经理 45岁 

身高1.85米，十分英俊。 从未婚。 自小受过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影响。曾是一位钢琴手。 现在在政府

机构中负责电脑设备，是一位高级经理。 在工作和社交中，他认识了很多政府官员，为此社会关系很

好。 Shane是一位很讲究礼貌，很幽默的人。 他喜欢有文化，懂生活的伴侣。 如果你有兴趣，请联

系我们：eva@metropersonal.com.au 或者： 61433560668 

Sam  澳籍地产发展商 

 

他中等身材， 斯文，打扮时髦。 大学教育，曾是一名会计师。 进入地产发展已有20多年，非常成

功。喜欢旅游，音乐， 市场，美食， 文化和健身。 他是一位很稳重的绅士，礼貌，尊重他人。 Sam

喜欢聪明，有个性的亚洲女士。 不要总发公主病，懂得尊重他人。  

如果你对Sam 有兴趣，请与我们联系： eva@metropersonal.com.au;  或者： 61433560668 



亲爱的Betty, 

去年11月经朋友介绍来到你这里。12月初回国，2月才回到奥克兰。在

短短的3个月之内，你总是很努力和我沟通，帮助我，教我如何与人相

处。现在我找到了我的真爱。I am a woman in love!  现在我每一天都很

开心。因为男士很绅士。很善良，很照顾我和儿子！ 

因为你我才有现在的幸福。再次由衷感谢！祝福你们公司越做越好。

帮助每一个需要幸福的人找到幸福生活！ 也祝福你越来越美丽！ 

感恩有你！ 

Lisa 

(translation) 

Dear Betty, 

Introduced by friend, I came to see you last November. Early December I 

returned to China and came back to Auckland this Feb. Just in a short 3 

months, you always tried very hard to communicate with me, helped me 

and taught me how to deal with others. Now I have found my true love. I 

am a woman in love! I am so happy every day, because he is so gentle and 

kind. He looks after me and my son so well. 

It was you that I can have the happiness today. Again, I express my sincere 

appreciation. May your company go strength to strength, helping all the 

people who need happiness to find their happy live! Also bless you to be 

more beautiful. 

Thank you! 

Lisa 

Remarks: 

To protect the privacy, this photo is not the couple who 

writes the le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