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tro Personal 是一个专业

的婚姻介绍所，转为认真，

诚恳的单身男，女物色终身

伴侣 

在我们数据库中有很多优秀

的男女。我们见过他们，了

解他们。 我们的咨询人员都

经过专业培训。我们的服务

安全，可靠.  

Please visit our web: 

www.metropersonal.com.au 

联系方式： 悉尼:  eva@metropersonal.com.au , 0292210123;   布里斯班: info@metropersonal.com.au or 

0730109264 ; 墨尔本:  vic@metropersonal.com.au  or 03 96704551  

Newsletter 
September 2018 

亲爱的 Nan 和Phil, 

 

听到你们这个月将在漂亮的昆士兰喜结良缘，我们由衷感到高兴。  

 

我们还记得你们第一次分别走进我们办公室的情景。 你们紧张，害

羞，但很诚恳。 很荣幸我们有机会介绍你们相识，见证你们爱情的发

展。  我们发自内心祝福你们，愿你们的婚姻生活充满和睦和幸福。 .  

 

祝你们的婚礼圆满成功！ 

 

爱你们的， 

Metro Personal Consultants 全体员工 



Sophie自小移民澳洲，是一位乖巧的
女孩，很好上进，学习成绩一直优秀。
现在正在攻读医学，希望成为一名年轻
的医生。 
 
不仅聪明，Sophie也很漂亮。她温
柔，大方，打扮很得体，很有才华。从
小就学习钢琴，绘画。至今有空时，她
还以音乐和画画来放松自己。 她对人
尊重，孝顺父母，生活上从不追求豪
华。 
 
Sophie 喜欢的人是有自信，心态积
极， 务实，不说大话。 虽然她还年
轻，但感情和思想上她都已经准备好。
喜欢可以找到一位有缘的好男友。 
 
如果你想了解Sophie, 请联系我们； 

0433560668, 

eva@metropersonal.com.au  

“ We are not hopeless, but helpless” 

       Some of our women 

Sophie 25  (Medical student) 

 

Grace 27  药剂师 

 
Grace 是一位非常可爱的药剂师。她爱笑，
对人和善，非常容易相处。  
 
她的家庭和睦。家人间无话不说。 家庭的幸
福使Grace在感情上一直很健康。 她向往真
正的爱，向往有一个自己和睦的家庭。 
 
工作之余，Grace喜欢锻炼身体。她也很爱音
乐，常去音乐会。 旅游也是她的挚爱。每年
全家都要去一次海外旅游。  
 

如果你想了解Grace更多的情况，请联系我
们： 0433560668； 
eva@metropersonal.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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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ad of members’ photos.  



 
 
Lee是一位漂亮的大学老师。 体高，苗条，长发披
肩。 她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从小爱好文学，文艺
和体育。 大学毕业后，她曾经做过不同的工作。但
学校的气氛和文化总在吸引着她。为此她决定成为一
名老师。现在住在漂亮的悉尼。 
 
Lee性格中充满着好奇。她喜欢学习不同的东西，把
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满满的。 她开朗， 性格很透明，
有幽默感。朋友，学生都很喜欢她。 
 

Lee希望有机会认识一位热爱生活， 受过教育，对生
活积极上进的男士。她相信他们之间的沟通一定会很
好。  

 

如果你想了解Lee,请联系我们： 0433560668； 

eva@metropersonal.com.au  

Mary 45      ( Accountant)  

Mary 在澳洲已经居住了10年。 她很喜欢

澳洲文化和英语。 她不仅可以说一口流

利的英语，有时还喜欢用英文书写一些体

会。  

Mary 很喜欢体育。她正在学打高尔夫

球。 她还是一位乒乓好手。    

Mary的生活很好。但缺乏了一些东西： 

一位好伴侣。 她希望可以认识一位喜欢

体育，热情，友好的男士。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 Mary, 请联系我们： 

eva@metropersonal.com.au; or 

0433560668 

Lee 33  Chinese  (大学讲师) 



Jeff  53  Entrepreneur  
 
Jeff 是一位帅气，有头脑的成功者。 他
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中，从小品学兼
优。硕士毕业后，他开始从商。 他的生
意遍及很多地区和国家。 
 
事业成功没有改变Jeff 务实的个性。他
坦诚，头脑清晰，谦卑。 他热爱生活，
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和他交流是一
种享受，因为他逻辑思维清晰，知识面
广。 
Jeff 希望可以认识一位朴实，有现代化
思维，但又欣赏传统文化的伴侣。他希
望可以从交朋友开始，并最终可以发展
为终身伴侣。 
 
如果你想多了解Jeff,请与我们联
系： 0433560668； 
eva@metropersonal.com.au  

Jeremy  30   ( IT professional) 

 

Jeremy 自小和家人一起移民澳洲。 他可以说
流利的粤语和英语。 读完大学后，他开始在电
脑行业工作。工作很稳定。 
 
Jeremy 喜欢体育。经常和朋友一起打篮球和
网球。 他也喜欢音乐。有时也喜欢给自己做点
好吃的。 他性格稳重，但非常随和，从不喜欢
与人争吵。对人很宽容，不计较。虽然从小在
澳洲长大，但Jeremy还是非常喜欢亚洲的传统
文化。他孝敬父母。 
 

Jeremy 希望找到一位与他有共同价值观，热

爱生活，尊重老人的好伴侣。 

 

如果你想多了解Jeremy,请联系我们； 

 

 0433560668; eva@metropersonal.com.au  

Some  of our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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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ce曾和他太太一起创造了服装王国。 
从设计，到制作，到销售，他们一条龙。 
每年为了获取更多的设计思维，他们去欧洲
参加各种时装发布会。 可惜太太几年前因
病离开了他，留下他独自照顾着这个家和庞
大的生意。  
 
Bruce 开朗，大度，不喜欢斤斤计较。 他
喜欢开玩笑，令和他相处的人感到舒服。  
 

孩子都大了，有了自己的家庭。Bruce 感
到很孤独。他希望找到一位随后，董事，脾
气好的亚裔女士共享生活。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Bruce,请联系我们：

0433560668,eva@metropersonal.co

 

Kevin  53  技校老师 

 
 
Kevin 体高1.80米，具有运动员的身材。 年轻
时他非常喜欢读书，拥有多个高等学位。 他很
喜欢学术界的安宁，为此选择了教学为事业生
涯。但Kevin不是书呆子。除了工作以外，他的
兴趣非常广泛。 他喜欢体育，戏剧， 音乐，自
己动手制作东西， 逛周末市场。  
 
Kevin的性格冷静，不爱发怒，十分容易体谅他
人。 他的幽默和丰富的知识使得朋友愿意和他
交流。  
 

Kevin想找一位性格轻松一些，爱旅游，爱尝试
新生事物的亚裔女性。 希望她的年龄不要太
轻。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Kevin, 请联系我们： 

0433560668； eva@metropersonal.com.au 

               Bruce 67 (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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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s’ photos.  



 

Shirley 是一位来自上海的中年妇女。 在中国的时候，她曾经受过很好的教育，事业一项很顺利。但离婚对她

打击很大。她发誓要换环境。 正好儿子想来澳洲读书。于是她辞去了工作，依然和儿子来到悉尼。 

 

在朋友的鼓动下，她走进了我们公司。和她聊了将近两个小时，感到她确实很有智慧。去过不少国家，见过

很多人。而且说话的方式也很和气。 因为喜欢英文，大学毕业后她一直有自学。所以虽然来了不久，但她完

全可以用英文交流。Shirley 的要求并不高，非常同情达理。 

 

参加服务后，我们给他介绍了不少专业男士。 但很长一段时间她还是没有与任何男士建立稳定的恋爱关系。

大部分男士约她见一次面后就没有下文。 我们做了一些了解，发现男士对她没有任何抱怨，而且认同她是一

位非常有意思，聪明的好人。但为什么他们却没有兴趣和这位有意思，聪明的好女人交往呢？ 

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一位与Shirley见过面的男士随便说了一句：Shirley人不错。但可惜有点老。 说这话的

男士比Shirley大了10岁。 

有一次公司搞活动，Shirley 也来了。 看见她，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位好女人得不到男性的亲睐。  

我们的活动是为会员安排的。大家来的目是找对象。为此大部分的人都经过一定的修饰。虽然不是很容重，

但干干净净，很体面。但Shirley 视乎没有这种意识。她上身穿着一件大棉袄，下面是一条可以拖到脚背的长

裙，然后穿的是运动鞋。整个打扮从颜色，款式，场合都不协调。 既不像去超市购物，也不像去运动，锻炼

身体，更不像在参加单身聚会。这时我才明白比她大10岁的男士还说她“老”。 她不是年纪老，而是打扮太老

陈。 

我很好奇地问她平时约会是否这样打扮？她说是。她还认为这样没有什么不好，让人看到自己最真实的一

面。 

她的话一点没有错。我们都希望恋爱交往者看到自己真实的一面，也不喜欢对方是因为外表而爱上我们。 但

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了解人性的特点，以及所处的场合需要。 

男性是视觉性的。如果视觉得不到满足，他们无法兴奋。 不要说结婚，就连约会的冲动都没有。 有人说，

这样的男人不是好男人。其实女性也不太例外，只是程度与男士不同。男，女相识的初期都没有感情。双方

互不了解。能使他们产生了解对方的兴趣多数在外表。 只有当关系深入，甚至接了婚，人们才开始因为有感

情而不在乎外表。 恋爱中当事人需要给自己和对方创造接触，了解和产生感情的机会。外表是创作机会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  

另外现在的社会和我们50，60年代的中国不一样。人们对他人的期待不同，对人的智慧衡量标准也变了。 懂

得按照时代和场所打扮，装饰自己就是一种智慧，也是反映时代气息的方式。 

我很能理解Shirley. 她把大部分的精力和思维都放在如何培养孩子，如何搞好自己的事业。为此没有留意，或

者没有受过打扮，装饰的训练。其实，培养一下自己在打扮上的情趣也不难。打扮不等于需要花很多钱，更

不需要脱离朴实的本质。打扮只需要我们多留心街上行人的穿着，多留心服装店橱窗的摆设，多留心电影，

电视剧中人们的打扮，然后根据自己的性格，体型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款式和色彩。 

恋爱关系中无法回避外表的吸引。 就好像一件好产品需要好包装一样。好产品没有好包装进不了市场。好人

不经过好修饰同样会遭到很多被拒绝的可能。  

       （By Eva Chen: eva@metropersonal.com.au, 02-9221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