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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前天举行最大型集体约会活动，吸引 144 名年龄介于 20
至 40 岁的单身男女参加，男女各占一半。这个在怡阁酒店
（ York Hotel ）举行的集体约会活动 , 成功申请列入 “新加坡
纪录大全 ” 。
活动安排每组 4 个人（两男两女）坐在一起，他们有 10
分钟的交流时间，时间一到，每一组中的两名男性就会换去另一组，
继续认识新朋友。
在两个小时内，每名参加者有机会与 24 人交谈，若在交流中发现
心仪的人，就可在卡片上写自己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交给对方，人数不
限。
这项活动的 CompleteMe 红娘公司负责人吴柔臻（ 33 岁）说，这
次活动的概念，源自日本集体约会（ Gokon ）概念，希望提供一个平
台让单身人士接触更多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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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柔臻说： “ 因为平时人们工作忙碌，都没有机会结交异性。通过
这次活动，我希望这些单身人士可以在朋友的陪同下，更轻松地认识
新朋友，扩大社交圈子。 ”
为了让一些比较害羞的参加者有话题可聊，主办单位在投影屏幕
上提供一些话题，并且安排助手从旁观察，如果发现有一组气氛似乎
很尴尬，助手就会介入帮忙。
活动也安排 20 分休息时间，让大家有机会喘口气休息。
吴柔臻说，不排除再次举办类似活动的可能性，也可能加入一些
互动小游戏，以更多样化的形式让参加者更了解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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