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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媒人婆

MingPaoDailyNews

近年 「剩女、敗犬」 名詞一一出現
，形容一群達適婚年齡卻未找到對象
的中女。要擺脫 「剩女」 形象，不少
女性已不介意走回古代婚姻制度——
找媒人撮合，先相睇、後結婚。身為
摩登媒人婆的 Susan 亦認為，相睇結
婚是度身訂做的撮合，總好過當事人
在原有的社區圈子裏兜兜轉轉撲個空
，所以幾年前搞了這門傳統的媒人生
意，針對的是富貴客路市場。
文：梁寶茵／圖：梁寶茵、資料圖片

◀ Susan 搞這盤生
意，以撮合婚配或
有意建立長
期情侶關係
者為目標。

▲現代的西方約會通常都是 AA 制，各自為
自己的花費付錢，但 Susan 的媒人生意則主
張傳統約會，即男主外，女主內。約會前，
她會提醒男方必須為女方的餐飲或其他活動
費用付費。

創業檔案

專攻富貴客
約會網站 VS 媒人
在古代的婚姻制度，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較少女性會擔心嫁不出，因為媒人出馬，必定會為
女方找一頭好人家撮合，不過雙方就失去了自由戀
愛的機會。
來到今天的 e 世代，就算本身的社交圈子不大，
網上四通八達，約會網站、facebook、msn 等媒介
也 可 靠 自 己 結 識 有 緣 人 ， 但 這 個 時 候 Susan
Semeniw 卻 開 設 傳 統 的 媒 人 公 司 Divine
Intervention Inc.，她這樣做豈不是大唱反調，走回
古代盲婚啞嫁的步伐，好像有點老土啊！Susan 解
釋： 「
不是！現代的媒人不但提供客戶很多選擇，
而且我要確定雙方感覺舒服自然，才能繼續撮合成
一對！」那麼網上也有很多約會網站，在資料庫裏
找到適合的一方，便可自行約會了！Susan 則說：
「
這個市場很大，現時網上的約會網站都是基於資
料庫的人選然後作配對，雙方都要繳費，通常都是
以約會或拍散拖為目的。但我的公司則走傳統的媒
人方式，客戶都是希望婚配或找尋一個可建立長期
關係的終身伴侶，為客戶尋找的對象不限於公司的
資料庫，還會透過不同的渠道為客戶四出蒐尋對象
，可謂度身訂造的配對服務，而付費的只需要委託
媒人的那方客戶。」
Susan 續說： 「當客戶委託我尋找對象後，我會
先與對方在電話上傾談一次，然後正式見面，詢問
對方的基本資料，例如戀愛歷史、背景、價值觀、
生活方式、理想伴侶的各項要求等。在這個階段，
也會審查客戶的各項條件，包括其外表、背景等和
要求對象的條件會否可能配合，如果在這時候發現
客戶所開出的條件是不切實際，我亦不諱言會對他

▲ Susan 的開工工具很簡單，只需一部電腦
和一部電話，但創業成本仍價值不菲，皆因
貴在招聘人才。

▲▶不要以為 Susan
在街上眈天望地像
等人，其實她正在
做探子，為客戶蒐
羅他們心水的對象
外貌，有適當的人
選經過，就立刻遞
上卡片。這個方法
有點漁翁撒網，但
Susan 表示只是尋伴
行動的第一步。
們直說，例如想與自己年輕二、三十年的人結婚、
又或者一個外表不吸引的男人想找一個火辣熱女郎
為終身伴侶等，機會不是沒有，但很微，我會照事
實與客戶說，如他們仍不明白，還要堅持自己開出
的條件，我寧願放棄一單沒可能的生意。

創新職位——伴侶 「星探」
「與客戶談妥了條件後，我們才動筆簽合約。
之後，我會根據客戶開出的條件，透過不同的渠
道四出找他們的心水對象，例如登廣告、在社交
網絡上聯絡，又或者出訪不同的社交場合甚至在
街上物色有可能的人選，與星探的角色差不多。
」在人群中找有潛質的明星可先以貌取人，但要
找對象不但有點漁翁撒網，而且又不知對方的性
格與背景，好像很危險啊！Susan 則說： 「這只是
尋伴行動的第一步，先從客戶要求的對象外表入
手，我也不知路過的人選已婚或適合與否，但先
給他們一張卡片，待對方有興趣自然會聯絡，我
們才慢慢了解各項條件。」搞這盤生意，雖然開
工工具只需一部電腦和電話，但 Susan 不諱言人才
佔了她公司的大部分開支，為了這盤生意她已聘
請了五至八個這種伴侶 「
星探」。
當雙方看過大家的照片，有意開始約會，Susan

創業成本（二零零六年）：
辦公室租金、網頁、員工薪金 約廿萬元

收入狀況：

會在根據雙方的喜好安排約會，但約會前她先會提
醒男方將負擔那次約會的消費。Susan 說： 「因為
我們搞的是傳統媒人生意，還是鼓勵男方應有的紳
士風度。」然後 Susan 會繼續跟進個案，與客戶傾
談會否與所介紹的對象繼續約會或另揀人選，整套
媒人服務為一萬元至二萬五千元不等。記者以為聽
錯價錢，與 Susan 再核實多次，才確定要找理想伴
侶結婚原來那麼昂貴！Susan 笑說： 「很多顧客也
有這樣的反應，我要花唇舌解釋為何那麼貴，除了
是度身訂造的服務外，時間期限和蒐羅的市場也是
影響價錢的因素。時間期限由客戶決定，由六個月
至兩年不等，但平均來說每個客戶都設定為一年期
限，即是說在一年內，我要跟進為客戶介紹的對象
和約會情況，我也希望他們有個美滿結局。至於蒐
羅市場方面，基本上以卑詩省為主，但如果想把蒐
羅範圍擴至其他省或其他國家，價錢也會有所調整
。我所介紹的對象有超過九成半的客戶感滿意，超
過一半的客戶最後可成婚或發展為長期伴侶。」

有錢人難搵終身伴侶？
Susan 的這封 「媒人利市」很有分量，要花得起
錢聘請她為媒人婆的顧客，應該都是非富則貴了！
她也直言： 「
我鎖定的客戶市場正是走高級路線，
客戶都是名人、大亨或公司集團 CEO。」有錢人
通常活躍於有錢人的圈子，五光十色、多姿多采，
他們應該有很多門當戶對的選擇，為何也找不到對
象？Susan 則說： 「他們不是每個都想結婚，有些
曾離過婚或伴侶已去世，想找一個終身伴侶陪伴走
下剩餘的路，奈何他們太出名，不想公開找對象，
又難於走出他們現處的社交圈子，所以便秘密找媒
人協助撮合。」雖然近期剩女現象盛行，但 Susan

營業額每年倍增

剩女對策——專攻姊弟戀？
近年來 「姊弟戀」 盛行，在娛樂圈中的
有王菲與李亞鵬、楊千嬅與丁子高、蔡少
芬與張晉等，要解決女多男少的剩女現象
，專攻姊弟戀是否唯一對策呢？Susan 則說
： 「在北美的剩女情況其實也差不多，女
性比男性多出 2-4%，但十八歲以下的組別
，男性比女性多出約 5%。雖然如此，但也
不可說 『姊弟戀』 就是必然的答案，也要
視乎雙方的感覺和心態適婚與否而定。」
開辦這公司五年，客戶都是以男性為多，年齡介乎
三十至六十五歲不等。Susan 續說： 「以我的經驗
，我觀察到男士通常對女士的外表要求條件較多，
女士則追求安全感，但兩者通常都不喜歡肥胖型。
」Susan 在 Gastown 租用一個辦公室為公司的基地
，要確保公司的正常運作，每個月是否都要招攬新
顧客？真的有那麼多富貴客嗎？她說： 「
我從不擔
心客源的問題，記得第一宗生意是從廣告中招攬而
來的，後來口碑相傳，所以公司的名字也在名人圈
子活躍起來。」
今年四十五歲的 Susan 未做老闆前，曾從事市場
銷售工作，經過一年的市場研究後，她發現媒人或
獵頭公司都是可發展的生意，但鑑於她的興趣和擁
有的愛情直覺，她最後還是開辦這間媒人公司。

創業自我檢討
優點：
❋具熱誠打理生意
❋天生具敏銳愛情直覺，懂得撮合適合
的一對情侶
❋懂處理不同層次的人際關係

改善之處：

❋需更掌握市場的需要
❋要更了解客戶的目標對象
❋令顧客更直接明白其生意獨特之處

前景：
▲ Susan 坦言，她公司目前的顧客都是以西人
為主，但她期望可開發華人的婚配市場。

以美國著名媒人 Patt Stanger 為目標，
成為加拿大首屈一指的媒人

星座運程
受到新事
物的刺激更
讓人情緒興
奮起來，今
天的你似乎
與新的事物
特別有緣分
。當然與新認識的人物，也有
緣分的暗示。你明亮爽朗的笑
容讓周圍的氣氛溫馨愉快，愈
是碰到困難的情況還不忘笑容
的話，其他人也很願意幫助這
樣開朗的人。

為了別人
的事而辛苦
奔走，不過
辛苦卻不見
得有代價。
不僅未獲得
應有的回報
，甚至還被認為理所當然。今
天可是深刻感受到助人的疲累
，或許也對人心會有一時失望
的感受。否則就要自己先做好
不求回報的心理準備，以免期
望愈大失望也愈大。

期限前應
該做而還未
做完的事，
今天可是最
適合加緊趕
工的日子了
。不僅效率
較佳，而且進度將可預期完成
。今天在工作上的努力，也有
獲得認同與讚賞的可能。不過
相對的肩膀上的責任也加重了
，在高興的同時對這點也要有
所覺悟才可。

獅子座 7/23-8/22 幫助別人

處女座 8/23-9/22 在異性間

卻不如缺點
來得讓人注
意，一點小
錯誤就受到
別人側目眼
光的可能。
其實也是自己硬要勉強去做超
過能力範圍的事，或是將理想
定得太高都會引起這些現象，
所以今天最好是採取保守一點
的姿態，避免太突出的行動方
式比較安全。

或團體間順
利解決困難
問題，讓你
贏得大家的
信任。即使
遭遇工作上
的試鍊，更要積極表現你解決
的對策。不妨將對自己的要求
、想要弄到手的東西比往常更
提高一點，一旦達成的話自信
的感覺讓你更滿足，這也是激
勵自己的好方式。

的人氣上升
的象，有
新結識異性
的朋友或戀
人的可能。
但是感情上
卻也心急不得，急躁催促對
方回答反而遭致挫折的可能，
需要時間一步一步培養。不過
已經是男女朋友的人，可要注
意別在情人面前提起太多異性
朋友的事情了。

天秤座 9/23-10/22

天蠍座 10/23-11/21

人馬座11/22-12/21

山羊座 12/22-1/19

水瓶座
座 1/20-2/19

雙魚座 2/20-3/20

白羊座 3/21-4/19

集中力不
佳，感到有
些精神恍惚
的一天，因
此而被人提
醒、叮嚀也
就在所難免
。今天最好隨時提醒自己做事
不能太疏忽，感覺精神不濟時
，就打開窗戶呼吸一下外面的
新鮮空氣。閒暇時起身活動一
下也有幫助，別待在一個固定
的地方，久不久就要動一動。

金牛座 4/20-5/20

對還未開
始做、還沒
出現結果的
事情有過
度憂慮的傾
向，老是想
如果失敗
的話怎麼辦，這樣的心態下反
而錯誤更容易出現的可能，倒
不如多想想過去成功的例子。
而精神上的疲倦感也讓你整個
人看起來懶洋洋的，晚上就別
再遊樂了！

雙子座 5/21-6/21

工作上遇
到麻煩時別
人都願意助
你一臂之力
，正是因為
今天有良
好的援助運
，讓你做起事來更順暢無阻，
所以今天以團隊的行動方式要
比個人單打獨鬥來得更有效率
。今天在團體中也需要由你來
努力營造周圍平靜和諧的氣氛
，自己首先要保持一張笑臉。

巨蟹座 6/22-7/22 你的優點

將平常沉
默寡言的形
象拋開，準
備一些笑話
吧。今天的
情緒氣氛似
乎要靠你自
己來製造，而且隨時派得上用
場的預感。還要多多利用機會
表現自己，甚至可毛遂自薦一
下，懂得適當推銷自己的人才
是掌握幸運的人。此外，交際
費上不宜太吝嗇了。

今天有
注意力較低
落的傾向，
因趕時間又
加上粗心大
意下導致錯
誤連發的狀
況。無論在時間安排或工作進
度上，應拿捏寬鬆一點。如果
真是自己疏忽所犯下的錯誤可
要有勇氣道歉，絕不可強詞奪
理辯解，而且將是愈辯愈糟，
冷靜應對才可解決問題。

是非好壞
的判斷能力
遲鈍，當遇
到誘惑難以
下決定時，
還是找人商
量一下比較
好。也因運氣不甚安定，心情
有些混亂理不出頭緒，今天似
乎參與集體行動會比你一個人
來得有利。還有待在較為寬廣
的場所，對你的商談很有幫助
，但讚美他人時需注意用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