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tro Personal is a profes-
sional match-making agen-
cy for people who  are in-
terested in relationship. 

There are over 1000 beau-
tiful Asian women in our 
books.  We’ve met them 
and known them. Our ser-
vice  is  personal, confiden-
tial, convenient and trans-
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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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etropersonal.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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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圣诞节又快到了! 

我们即将步入一年中最令人兴奋的时期。 让我们放松起来，共同庆

祝！  

每年Metro Personal 各分部都为会员组织各类圣诞聚会。以下是今年

的一部分聚会：  

1.  布里斯班： 11月24日（周六）。我们假座市中心河边餐厅为大家

准备了圣诞午餐。在那里有美食，美景，还有美人。 

 

2. 悉尼： 12月1日 （周六）我们在市中心高级酒店为你准备了圣诞晚

餐。 除了丰盛的自助餐外，我们还有各种娱乐活动。 

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活动中，你可以与其他会员相识，交流。希望不要

错过机会！ 

详细情况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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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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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在聚会上见到你！ 

 



 

 

Vivian 是一位漂亮的的中国女士。她身材

高挑，留着漂亮的长发。  

来澳洲前， Vivian 一直在跨国公司工

作。为此她可以说流利的英文。 现在她

在一家大公司担任销售代表。 

Vivian 很聪明，对生活充满激情。她的爱

好很多，包括体育，户外活动，电影，烹

调，等。她也很喜欢阅读，知识面很广。

生活中，她喜欢笑。很好相处. 

如果你想多了解 Vivian ，请联系我们: 

eva@metropersonal.com.au; or 0433560668 

 

“ We are not hopeless, but helpless” 

       我们的一些女会员 

Vivian 37, 销售代表 

Jean 27, 医生 

 

Jean 是一位可爱的中国女士。她10多岁就移民澳

洲。她聪明努力。完成医学院的课程后，她正式

成为医生。一边工作，一边还在进修。有一天，

她想成为一名专科医生。 

 

Jean的事业和为人都令人尊敬。 她是一位谦虚，

低调，充满同情心的人。 她不喜欢复杂，可以坦

诚表达自己。 她很爱她的家庭。从里到外她都是

一位优秀的女士。 

 

备注：为保护会员的隐私，我们无法把她们的真实照片公开发表。所用照片是专业网中



Wendy 出生和成长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她开从

事自己的生意。 目前生意开展非常成功。这给了

她机会和时间来的澳洲，进修硕士学位。  

 

Wendy 聪明，低调，冷静。她对人友善，尊重。

遇到矛盾，她会选择退让。对待家人她孝顺，关

心。 

 

Wendy 喜欢体育，打球。也喜欢周末外出郊游，

爬山，和朋友聚聚。 她是很多男士梦中追求的理

想太太。.  

 

如果你想多了解Wendy, 请联系我们： 

eva@metropersonal.com.au; or 0433560668 

Yuki 45  , 厨师 

 

Yuki 出生在日本。现在居住澳洲已经超过

10年，成为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 她很

喜欢厨师这份工作，因为厨师令她发挥创

造性。  

除了工作，Yuki喜欢把生活安排得很丰

富。她爱好体育，网球，也喜欢看戏，电

影。 她常邀请朋友去家中品尝她的美食

和茶道。 

Yuki  很朴实。她坦诚，直接，但礼貌。

与人接触中，她很诚实，尊重他人。 

如果你想多了解Yuki的情况，请联系我

Wendy 33 , 自营生意 



 

Frank 39 , 医生 

 

Frank 很帅气，高个，充满活力。 他出生和

成长在欧洲。为此非常有文化性和国际性。 

 
 

在欧洲完成医学学位后，他又花了几年时间

在澳洲转换了医生资格。现在他已经是澳洲

持牌的正规医生。  

 

Frank 是一位快乐的人。他爱生活，喜欢尝

试不同的东西。他幽默，有趣。他非常爱他

的父母，常去欧洲看他们。  

 

如果你想多了解Frank的情况，请联系我

们：  

 Matthew  57  公司懂事长 

 

Matthew 是一位实实在在的澳洲人。 他一生都在经

营自己的生意。目前他所经营的公司在澳洲很多城

市都有分部。 

 

Matthew 比较讲究穿着。他的打扮得体，现代化。 

他喜欢高质量的生活方式。旅游也是他的挚爱。他

已经去过世界很多国家和地方。旅游令他看到了不

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的人。 

 

Matthew 还喜欢阅读。他阅读面很广，从而知识面

也很广。 

 

一些男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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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ff 是一位中等偏高的中国男士。他出

生于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他礼貌，尊重老

人，办事果断。只要认定的事，他都会努

力，直到成功。目前他所经营的生意在澳

洲也获得了很大成功。 

Geoff很朴实。他自信，但不傲慢，从不

吹嘘。他知识面很广，很善谈。. 

如果你想多了解Geoff的情况，请联系我

们： eva@metropersonal.com.au; 

0433560668 

Chris  66, 退休商人 

 

Chris 体高，健康，看上去很年轻，很精神。 

他出生在欧洲，也去过很多国家。对生活有着

很大的激情。 

 

Chris 的生意曾经很成功。为此他建立了很扎

实的经济基础。 现在他选择退休，因为他希望

可以好好享受劳动成果。 他爱音乐，也喜欢看

戏剧，参观展览，周末市场。 

 

Chris 的性格热情，友好。他很诚实，坦率，

喜欢表达自己的看法。 

 

如果你想多了解Chris的情况，请联系我们： 

               Geoff 31,  公司懂事长 

备注：为了保护会员的隐私，我们无法公开刊登他们的照片。所用照片来自专业相片渠道。请原



 

 

几个礼拜前，Matthew 打电话给我。他听起来很沮丧。最近见了几位女士令他失去信心。 大家都不愿见他第

二次。 

 其实，Matthew 加入服务不久。开始我还十分有信心帮他。因为他长得不错，人也老实，而且工作稳定。

我们中有很多女士就需要这样的丈夫。 

 加入我们服务前Matthew 有过一段很长的恋爱关系。在整个关系中，他付出很大。除了给女朋友购买礼

物，带她去度假以外，他还做了很多家务，照顾女友，其中包括做饭，洗衣，清洁，等。 当女友不开心，他

总是试图理解，妥协。 但可惜的是长期付出和容忍被女友认为是应该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最后他只能放

弃这段关系。  

虽然分手，Matthew 心中的情感还没有完全离开。他有很大怨恨和气愤。 每一次认识新对象，他都要提过

去这段经历。而且都讲的很详细。 他认为这样做是诚实。   

 我找了和Matthew 见过面的女士聊天，发现他的诚实并没有得女士的好评论。 有一位女士告诉我，听了

Matthew 的故事令她感到同情。但同时，她很害怕会遇到和Matthew 同样的遭遇，被人伤害。Matthew的故

事使她顾虑更大，信心更小。 

 另一位女士告诉我，听了Matthew 的故事，她感到问题不可能出在一个人身上。 因为恋爱关系是两个人之

间的事，双方都要付责。 她认为Matthew 一定也有做错的地方。 

 还有一位听过Matthew 故事的女士说，看来Matthew 不是聪明人。要不怎么会被人耍成这样呢？ 

 我曾经建议Matthew 不要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倾吐这些。 但他说这是诚实。  

 其实，我见过不少类似Matthew 这样的人。 他们的用意很好，希望诚实表达自己，让对方了解自己。但技

术上的错误是过早，过多给那些更本不认识他们，不了解他们的人灌输消极信息。  

 在此我并不是建议大家要说谎。但保留一定的隐私不是说谎，更不是欺骗。 每个人都有过恋爱经历。也可

以说几乎大部分人都有过失败的经验。但这些经验是让我们自己学习和提高，而不是为了让他人同情，议论 

。或判断我们。  

过早，过多讲述自己的恋爱史会带来以下的负面结果: 

 1. 砍杀缘分. 谈论恋爱经历很容易把人引入消极情绪，无法感受浪漫的甜蜜;  

2.  吸引消极反映.  人的思维先是消极的。任何消极情绪，包括愤怒，抱怨都容易获得不公正的猜想 

3. 使人不忘过去，无法往前走。 如果一个人总将过去，他的思维，感情都会留在过去，没有机会重新开始 

   

但如果我们可以保留一些消极的故事，给对方时间和空间客观地了解我们，这样对大家都公平。记住，恋爱

应该是一个充满爱和快乐的交往。 为此不要制造任何障碍来影响这种爱和快乐的交往！ 

  

By Eva C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