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丘丘丘丘 比比比比 特特特特 的的的的 天天天天 空空空空> 活活活活 动动动动 种种种种 类类类类 

1. 个人电脑配对个人电脑配对个人电脑配对个人电脑配对  

收费方式收费方式收费方式收费方式 : RM150 供供供供2个成功的邀约个成功的邀约个成功的邀约个成功的邀约  

<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 电电电电 脑脑脑脑 配配配配 对对对对 软软软软 件件件件 程程程程 序序序序 将将将将 会会会会 根根根根 据据据据 您您您您 的的的的 个个个个 人人人人 资资资资 料料料料 以以以以 及及及及 您您您您 的的的的 对对对对 象象象象 要要要要  求求求求 进进进进 行行行行 配配配配 对对对对，，，，进进进进 行行行行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如如如如 下下下下：－：－：－：－  举例举例举例举例：：：：  A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要要要要 进进进进 行行行行 电电电电 脑脑脑脑 配配配配 对对对对，，，，那那那那 么么么么 A先先先先 生生生生/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必必必必 须须须须 联联联联 络络络络 <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 活活活活 动动动动 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 03－－－－77262266 预预预预 约约约约 来来来来 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 进进进进 行行行行 电电电电 脑脑脑脑  配配配配 对对对对。。。。我我我我 们们们们 会会会会 替替替替 A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进进进进 行行行行 电电电电 脑脑脑脑 配配配配 对对对对，，，，找出找出找出找出 首首首首 5个个个个 最最最最 接接接接  近近近近 A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要要要要 求求求求 的的的的 参参参参 加加加加 者者者者, 由由由由 A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从从从从 中中中中 选选选选 择择择择 联联联联 络络络络 见见见见 面面面面  的的的的  顺顺顺顺 序序序序，，，，联联联联 络络络络 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 负负负负 责责责责 人人人人 将将将将 会会会会 处处处处 理理理理 联联联联 络络络络 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  ,  替替替替 A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向向向向 对对对对 方方方方 索索索索 取取取取 联联联联 络络络络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如如如如 电电电电 话话话话 联络联络联络联络, 电电电电 邮邮邮邮,等等等等），），），），只只只只 要要要要 对对对对 方方方方 同同同同 意意意意 提提提提 供供供供 联联联联 络络络络 方方方方 式及愿式及愿式及愿式及愿 意意意意 见见见见 面面面面 ，，，，就就就就 算算算算 是是是是 一一一一 个个个个 成成成成 功的功的功的功的 邀邀邀邀 约约约约 。。。。 
 （（（（<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  不不不不 会会会会 承承承承 担担担担 双双双双 方方方方 会会会会 面面面面 的的的的 用用用用 餐餐餐餐 费费费费 用用用用 或或或或 任任任任 何何何何 花花花花 费费费费 ，，，，见见见见 面面面面 地地地地 点点点点 由由由由 双双双双 方方方方 同同同同 意意意意 及及及及 确确确确 定定定定。。。。至至至至 于于于于 见见见见 面面面面 后后后后 双双双双 方是方是方是方是 否否否否 能能能能 够够够够 擦擦擦擦 出出出出 火火火火 花花花花 则则则则 不不不不 属属属属 < 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 的的的的 责责责责 任任任任 范范范范围围围围.)  

TYPES OF <CUPID SPACE> ACTIVITIES   

1. ONE TO ONE COMPUTER MATCHING  

 Fee : RM 150 for 2 successful match  

<Cupid Space> computer matching program matches participants according 

to your personal data and your requirements for the matching partner.  

Example : Mr/Ms A who want to do the computer matching will have 

to call <cupid space> center at 03-77262266 for an appointment to 
the center for computer matching. The computer data programming 

will match the first 5 most matching partners for Mr/Ms A, then Mr/
Ms A shall decide on the contacting sequence. The cupid center  
personnel will call Mr/Ms A matching partners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 If the matching partner  agrees to give her/his contact 
details (phone no or email etc, )and agrees to meet up with  

Mr/Ms A  , this is consider as 1 successful match.  

<Cupid Space> will not bear any dinning expenses or any cost incurred 

 pertaining to the meeting of both parties. <Cupid Space> will not guarantee 
the result of the meeting, and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consequences 

arising from the match/ meeting.  



2.  小型聚餐小型聚餐小型聚餐小型聚餐  

<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每月每月每月每月 会会会会 在在在在  餐餐餐餐 厅厅厅厅  定定定定 期期期期 举举举举 办办办办 <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 小小小小 型型型型 聚聚聚聚 餐餐餐餐 会会会会，，，，人人人人   

数数数数 介介介介 于于于于 30-40 人人人人（（（（男女各半男女各半男女各半男女各半），），），），收收收收 费费费费 介介介介 于于于于 RM100-RM120。。。。活活活活 动动动动 内内内内 容容容容 包包包包 括括括括 自自自自 

助助助助 晚晚晚晚 餐餐餐餐，，，，互互互互 相相相相 认认认认 识识识识 交交交交 流流流流，，，，益益益益 智智智智 游游游游 戏戏戏戏，，，，速配等速配等速配等速配等。。。。  

2. SMALL GROUP DINNER GATHERING  

<Cupid Space> will be organized small group dinner gathering 

on monthly basis at a local restaurant  for 30-40 members 
(male & female). FEE: RM100-120,  included a buffet dinner, 

 interactive games , speed dating and sharing among members.  

3.  国内旅游国内旅游国内旅游国内旅游  

<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 每每每每 三三三三个月个月个月个月会举办会举办会举办会举办1111天 或 天 或 天 或 天 或 2222天天天天1111夜 国内旅游夜 国内旅游夜 国内旅游夜 国内旅游。。。。人人人人 数数数数 大大大大 约约约约 36-40人人人人（（（（男女男女男女男女

各半各半各半各半），），），），收费介收费介收费介收费介RM170- RM400。。。。*  活活活活 动动动动 包包包包 括括括括 游游游游 览览览览 景景景景 点点点点，，，，晚晚晚晚 会会会会 交交交交 流流流流, 越越越越 野野野野 和和和和 户户户户 外外外外 游游游游 戏戏戏戏,  住住住住 宿宿宿宿,  膳膳膳膳 食食食食 和和和和 交交交交 通通通通。。。。  

3. LOCAL TOUR  

<Cupid Space> will organize1 day OR 2 days 1 night local tour in every 

three months. Tour itinerary and destination will be informed  
accordingly.  36-40 members per trip, FEE: RM170- RM400, included the 

tour, interaction games, out door activities, sharing, team work activities, 
transport, food and accommodation  

4.  大型舞会大型舞会大型舞会大型舞会  

<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丘比特的天空> 每每每每 年年年年  年年年年 底底底底 举举举举 办办办办 大大大大 型型型型 舞舞舞舞 会会会会。。。。 人人人人 数数数数 介介介介 于于于于 200-300 人人人人，，，， 

收收收收 费费费费 大大大大 约约约约RM180-RM250。。。。 活活活活 动动动动 包包包包 括括括括 自自自自 助助助助 晚晚晚晚 餐餐餐餐，，，， 交交交交 流流流流 游游游游 戏戏戏戏，，，，速速速速 配配配配 

环环环环 节节节节，，，，LINE DANCE，，，， 表表表表 演演演演，，，， DISCO NITE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4.  DINNER AND DANCE PARTY  

<Cupid Space> will organize bigger scale Dinner & Dance Party during year 

end, cater for about 200-300 participants at local hotel or club house. FEE: 
RM180-RM250, included buffet dinner, disco, line dance, special perform-

ance, interaction fun game ,speed dating and others activities.  

5.  其他活动其他活动其他活动其他活动  如如如如 电电电电 影影影影 及及及及 聚聚聚聚 餐餐餐餐 会会会会，，，，共共共共 同同同同 嗜嗜嗜嗜 好好好好 聚聚聚聚 会会会会，，，，户户户户 外外外外 活活活活 动动动动 聚聚聚聚 会会会会 等等等等 则则则则 视视视视 情情情情 况况况况 的的的的 需需需需 要要要要 而而而而  定定定定。。。。有有有有 关关关关  活活活活 动动动动  收收收收费费费费 将将将将 视视视视 有有有有 关关关关 活活活活 动动动动 而而而而 定定定定。  

5.  OTHERS  

Movie and dinner, sport activities social gathering, outdoor activities etc will 

be organized by <cupid space> upon requ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