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tro Personal 是家专业的

婚姻介绍所，转为真诚寻找

婚姻恋爱关系的男，女提供

服务。 

在我们数据库中有几千名真

诚的男，女士。他们来自不

同的民族，都有稳定，甚至

成功的事业。 我们不仅见过

他们，通过服务对他们十分

了解。 这是安全交友的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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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又来到了! 

亲爱的朋友，我们又走近了一年中最令人兴奋的时期：圣诞节！ 让我

们共同来庆祝一年的辛苦和一年的成果。 每年Metro Personal都要为会

员组织各种聚会。 以下是我们今年的圣诞聚会：  

布里斯班:   11月24日;  在布里斯班河边餐馆举办圣诞午餐。 届时不仅

有好的食品，还可以相识很多真诚的朋友。  

悉尼:      12月1日， 在悉尼市中心5星级酒店举办圣诞自助

餐。有音乐，有跳舞还有表演。 

 

墨尔本:   12月15日， 在墨尔本市中心高级中国餐厅举办圣诞午餐。  

餐厅食品以味美，质高而著名。  

 

如果你像参加我目的聚会，请联系你当地的Metro办公室;  

布里斯班:  07-30109264;  info@metropersonal.com.au    

 悉尼     02-92210123;   eva@metropersonal.com.au 

墨尔本: (03) 9670 4551 ; vic!metropersonal.com.au 

 



Frances 聪明又漂亮。 她从小就很努力。 

这份努力得到了回报。现在她成了一名专

家医生。 

Frances 很有同情心，她为人真诚，温

柔。说话轻轻的，很善于理解他人。  

工作之余，Frances l喜欢把生活安排得满

满的。 她的爱好有画画，音乐，爬山，

唱歌。 她是一位基督徒。  

 

如果你想了解Frances的情况，请联系我

们： eva@metropersonal.com.au; or 

0433560668 

 

“ We are not hopeless, but helpless” 

       部分女会员 

Frances, 39  医生 

Su 30  经理 

 

Su 是一位非常漂亮，时髦的女性。 不仅漂亮，她

也很聪明。 自小她就移民澳洲。她了解东，西方

两种文化，能流利说两种不同语言。  

 

大学毕业后，Su 一直在零售行业工作。她现在已

经是位经理了。 她非常容易沟通，很礼貌，坦

诚，有幽默感。 

I如果·你想了解Such， 请联系我们：  

eva@metropersonal.com.au 
 

Remarks:  To protect the privacy of our members, we have to use professional photos instead of members’ 

photos.  



Jessica 出生中国。来澳洲居住了20多年。 她漂

亮，可爱，也很开心。  

 

Jessica自小的梦想是和孩子打交道。 现在她成了

一名老师。她很爱自己的工作，总感到自己还像

个孩子。  

 

Jessica 喜欢音乐，钢琴，旅游，户外活动，看体

育比赛，和朋友见面。 

 

根据她自己的描述，她不是一个复杂的人，不喜

欢和人争吵。  

 

如果你想了解 Jessica, 请联系我们: 

eva@metropersonal.com.au; or 0433560668 

Yumiko 50 护士 

Yumiko 出生日本。她曾经在世界很多国

家工作和居住过。 她的生活经历使得她

学到很多不同的文化，了解不同文化的社

会和人。 

Yumiko 是个温柔，大方的人。 她是一名

专业护士。工作时她很认真，敬业。 工

作完毕她喜欢享受生活。 她的爱好有看

戏，周末旅游，看书，烹调，看电影。 

Yumiko 想寻找一位真诚的伴侣，分享生

活。 

如果你想了解Yumiko，请联系我们: 

eva@metropersonal.com.au; or 

0433560668 

Jessica 29  老师 



Vincent 44   澳籍华裔商人 

 

Vincent 身高178米，外形很好。他中国出

生，在澳洲居住了将近20年。  现拥有一份

在房地产行业的成功生意。 

 

Vincent 是一位很懂礼貌的男士。在生意中

他努力，坚定。但生活中，他却很慷慨，对

人友善。  

 

Vincent 已经单身很久了。 他想有爱人和被

爱的机会。希望有一位理想的伴侣可以走进

他的生活。 

 

如果你想了解Vincent的情况，请联系我们：

eva@metropersonal.com.au; 0433560668 

 John 50   大学讲师 

 

Chris 是一位体高，英俊的男士。 他获得过很多学

历，现在名牌大学担任讲师。 除了讲学，他还发表

过上百篇论文，常被请做演讲嘉宾。  

 

John 曾经在亚洲国家生活和工作过。他爱亚洲文

化，亚洲人和亚洲的价值观。 他是一位幽默，有

趣，但礼貌的人。 

John 很想娶一位亚洲太太，有一个混血的孩子。 他

喜欢聪明，善良，不喜欢吵架的人。 希望她懂礼

貌，明事理。 

 

如果你想了解John,请联系我们：  

eva@metropersonal.com.au 

Or 0433560668 

 

部分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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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ff在一个好家庭中出生和成长。 从小

他得到的训练是要自律，努力。 在成长

过程中给，他一直有目标和追求。 凡是

他设立的目标都可以完成。现在他成功经

营着一家网络公司。  

虽然成功，但 Geoff 保持着谦卑的心态。

他很礼貌，容易相处。 

如果你想了解Geoff, 请联系我们： 

eva@metropersonal.com.au; 0433560668 

 

Leon 70 Retired millionaire  

 

Leon used to be very successful. The hard work-

ing brought him a lovely life style. He has beach 

front house and other investment. He travels 

around the world in business class. He loves fish-

ing, going to shows, football, museum. 

 

Leon looks very good for his age. He is tall, fit, 

well groomed. He  is also very generous,  

treating others very nice. 

 

Leon has divorced for long time. He is ready to 

settle down and to find love again.  

 

If you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Leon,  please 

contact us: eva@metropersonal.com.au;  

0433560668 

               Geoff 30,  公司董事长 

Remarks:  To protect the privacy of our members, we have to use professional photos instead of members’ photos.  



 

大男人后面的小男孩 

 

Belinda打电话告诉我她马上要与Frank 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有点吃惊，但真心为他们高兴。 

 

Frank是位即英俊，有成功的商人。他还有非常好的性格，开朗，幽默，容易相处。 凡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很容易找到女朋友。 因

为他的条件，我们有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士都愿意见他，了解他。他每次与女士见面都很绅士，非常慷慨。但却没有产生要结婚的冲

动。有些女士认为Frank只是玩玩而已。。 

  

Belinda完全相反。她外表一般，打扮一般，工作也一般。但她为人很好，耐心，真诚。她不喜欢社交。只要在人多的地方，她几乎

不讲话。 

 

一次聚会上，我刻意把Belinda安排在Frank旁边。 那天来了很多人。 因为Frank的性格， 他那一桌是整个聚会最热闹的地方。 整桌

人几乎都积极参与谈话，说笑。唯有Belinda特别安静。她很害羞，只是听。  

 

但没有想到第二天，Frank特意来找我，要求了解Belinda更多的情况。 他告诉我Belinda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很想发展一下。 这

令我非常好奇。 他告诉我发生在Party中的一个故事。 在大家热闹谈话的时候， 坐在他旁边的Belinda看到他的眼镜在桌上。她顺手

拿起，用自己的手绢把眼镜镜片搽干净，然后轻轻地放回桌上。 这个小动作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但却进入了Frank的眼角。 他从

这个动作中看到Belinda性格中的细腻，以及对他人的关心。  

 

我也问他为什么没有和以往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士发展，他说：漂亮不是男人唯一追求的目标。 他对其中一些女士试图管教他，

逼他按照她们的想法去说话，行事，花钱的做法特别反感。他前妻就是如此。他为此受过不少伤害。  

 

故事的结局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Belinda和Frank 结婚了。他们还生了一位漂亮的儿子。  

Frank的故事给了我一些启发，特别是男人在恋爱中的需要。 

 

我首先学到的是女人美貌和年轻不是恋爱成功的保证。 而朴实不一定是成功的障碍。 虽然每个人在选择对象的需要不同，但至少

有一些男士没有把女性的年轻和美貌放在选择伴侣的第一位。或者说，女士对男士的吸引不完全需要美貌。 

 

“男人”这个字对女人来说意味着：顶天立地，充满自信，可以依靠。 当一位男士没有给女士带来这样的形象，他就会被责问： 你

是男人吗？但很多女性不了解大男人后面有一个永远抹不掉的孩子。孩子会顽皮。孩子需要被人赞扬。孩子需要被人关心。 Frank 

这位在商场上叱喝风云，在所有人眼中坚毅的大男人后面其实也有一个小男孩。 他顽皮，他需要人关心，他需要在女人面前像个

男人。 和其他女性不同，Belinda在与他相处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试图改变过他的顽皮。 也没有认为这种顽皮是不正经，有失大雅。 

Belinda并没有像妈那样照顾他，但却懂得在一些细小的地方去关心他。 最重要的是Belinda让Frank成为自己，不需要改变。这使

Frank感到自信。 

 

在女人的本性中有很多母性。 这种母性不仅体现在她们处理与孩子的关系中，也体现在与男性的交往中。 有时她们真的分不清和

自己在一起的那位男士是自己的孩子还是自己的男友，或老公。 管教，啰嗦，试图改变他人的做法常在女性身上发生。 对于性格

软弱的男士，这些做法可以生存。但对于一些有个性，有自信的男士来说，这些做法常会导致失败。 

我很希望女士们不要忘记男人骨子里的小男孩。 他们需要空间，需要顽皮，需要自由，需要得到关心，不需要被改变。只要让他

们自由保留小男孩的特征 ，他们反过来一定会像照顾小女孩那样去照顾好自己的女朋友。  

 

Eva Chen:  eva@metropersonal.com.au; 0433560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