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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UNG CHEO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龍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48）

(1) 補充協議

(2) 寄發關於
有關出售LUNG CHEONG (BVI)

HOLDINGS LIMITED全部權益及貸款之
非常重大出售

及
關連交易
之通函

(3) 刊發出售集團之若干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及
剩餘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補充協議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賣方、買方及擔保人就(i)修訂出售協議所列的付款時間及經

調整資產凈值之計算基準；(ii)股份抵押；及(iii)於完成後使用商標之權利訂立補充協議。

寄發通函

通函將載有（其中包括）出售事項之詳情、出售集團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上市規則規定之

剩餘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以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等，並將於二零一一年三

月二十五日寄發予股東。

出售集團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及剩餘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出售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八個月之未經審核財

務報表、出售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上市規

則規定之剩餘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將於通函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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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

十一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分別關於出售事項、延遲寄發有關出售事項之通函（「通函」）

及進一步延遲寄發通函。除另有列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補充協議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賣方、買方及擔保人就(i)修訂出售協議所列的付款時間及經調

整資產凈值之計算基準；(ii)股份抵押；及(iii)於完成後使用「龍昌」的品牌名稱及標識商標（「商

標」）之權利訂立補充協議（「補充協議」），詳情載於下文：

i. 付款時間

根據補充協議，賣方、買方及擔保人同意，代價將按下列時間以現金形式支付：

(1) 一千一百萬港元於完成時向賣方支付；及

(2) 剩餘款項於完成日期（或協議各方可能協定的其他日期）後三個月內按下列方式支付。

若代價高於一千一百萬港元，將由買方向賣方或其代名人支付剩餘代價。若代價低

於一千一百萬港元，將由賣方或其代名人向買方支付代價與首筆付款（即一千一百

萬港元）之間的差額。

若由於買方違約而未能支付剩餘代價，賣方將沒收買方已支付的所有款項。

ii. 經調整資產淨值

為免生疑問，若貸款少於二億八千二百萬港元，經調整資產淨值將按二億八千二百萬港

元加出售集團於完成賬目日期之負債凈額計算，賣方將向LC（BVI）或出售集團的任何其

他成員公司支付貸款與二億八千二百萬港元之間的任何差額。

若貸款高於二億八千二百萬港元，經調整資產淨值將按該未償還貸款之較高金額加出售

集團於完成賬目日期之負債凈額計算。

iii. 股份抵押

根據補充協議，作為買方履行其付款責任之擔保，於完成後買方將就銷售股份向賣方簽

訂股份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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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商標之使用

買方及擔保人共同及個別向本公司承諾，於緊接完成後，買方將促使出售集團授予本公

司及╱或剩餘集團於截至本公司停止使用商標之日（或各方可能協定的其他日期）止期間

內使用商標的權利，並按批准的形式訂立商標授權協議。

訂立補充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鑒於目前全球經濟環境不穩定，董事認為，通過訂立補充協議，於完成後從買方收取部分款

項符合本公司之利益，能夠改善本集團之資金流動性及財務狀況。此外，經修訂的付款時間

能夠保護本集團免受未來幾個月如全球信貸市場緊縮所造成之影響，而有關股份抵押的安排

亦能夠在買方未能履行其於補充協議下之付款責任時保障本集團之利益。基於上述因素，董

事認為補充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

寄發通函

根據公佈，關於（其中包括）有關出售Lung Cheong (BVI) Holdings Limited全部權益及貸款之

非常重大出售及關連交易之通函將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寄發予股東。通函將載有（其中

包括）出售事項之詳情、出售集團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上市規則規定之剩餘集團之未經審核

備考財務資料以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股東特別大會將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二日舉行，

詳情載於通函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出售集團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及剩餘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通函將載有出售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八個月之未

經審核財務資料、出售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剩餘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及剩餘集團之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i. 出售集團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

下文載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八個月之未

經審核財務資料，以及出售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之未經審核財

務報表。此概要應與通函附錄一所載財務資料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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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合併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八個月

截至十一月三十日止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八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726,270 574,735 334,106 243,709 333,103

銷售成本 (614,597) (514,081) (318,627) (218,538) (325,959)

毛利 111,673 60,654 15,479 25,171 7,144

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90,809 25,607 19,952 14,711 14,557

銷售及分銷支出 (24,278) (9,480) (6,069) (4,542) (5,213)

一般及行政費用 (136,918) (161,551) (173,994) (108,852) (82,996)

土地及樓宇重估減值 — (121,827) — — (84,283)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 (22,097) (6,790) — —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 (7,941) (402) — —

經營溢利／（虧損） 41,286 (236,635) (151,824) (73,512) (150,791)

融資成本 (23,806) (14,213) (4,133) (2,313) (3,415)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7,480 (250,848) (155,957) (75,825) (154,206)

所得稅抵免／（費用） 2,741 155 (1,178) — —

年內／期內溢利／（虧損） 20,221 (250,693) (157,135) (75,825) (154,206)

扣除稅項後其他全面收益

土地及樓宇重估收益／（虧損），淨額 — 974 — — (2,854)

控股公司注資 — — 73,535 —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38,994 16,657 (654) (9,577) —

年內／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38,994 17,631 72,881 (9,577) (2,854)

年內／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9,215 (233,062) (84,254) (85,402) (157,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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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以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十一月
於三月三十一日 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93,428 89,582 87,708 86,459
物業、廠房及設備 407,721 259,220 222,195 115,155
俱樂部會籍 2,474 2,001 2,001 2,001
遞延稅項資產 1,742 1,006 — —

505,365 351,809 311,904 203,615

流動資產
存貨 248,853 165,475 73,949 65,80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及預付款項 153,447 61,880 11,136 16,124

衍生金融工具 634 544 — —
應收稅項 102 1,760 1,760 1,76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760 17,074 28,261 37,484

446,796 246,733 115,106 121,16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及應計費用 147,722 94,648 66,326 74,711

融資租賃項下之承擔 — 140 259 406
衍生金融工具 1,002 317 — —
借貸 137,342 116,328 108,441 250,057
應付控股公司及
同系附屬公司之款項 454,963 408,201 357,215 261,890

應繳稅項 3,987 5,424 6,074 6,074

745,016 625,058 538,315 593,138

流動負債淨值 (298,220) (378,325) (423,209) (471,97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7,145 (26,516) (111,305) (268,355)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項下之承擔 — — 336 345
長期服務金撥備 77 127 261 262
遞延稅項負債 3,476 2,827 1,822 1,822

3,553 2,954 2,419 2,429

資產／（負債）淨值 203,592 (29,470) (113,724) (270,784)

權益
股本 1,010 1,010 1,010 1,010
儲備 202,582 (30,480) (114,734) (271,794)

權益總額 203,592 (29,470) (113,724) (27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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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合併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八個月

匯兌 法定 土地及樓宇 保留溢利／

股本 波動儲備 盈餘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 1,010 10,916 28,840 9,128 149,483 199,377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38,994 — — 20,221 59,215

已付股息 — — — — (55,000) (55,000)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1,010 49,910 28,840 9,128 114,704 203,592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16,657 — 974 (250,693) (233,062)

出售物業時儲備間轉撥 — — — (142) 142 —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1,010 66,567 28,840 9,960 (135,847) (29,470)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654) — — (83,600) (84,254)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010 65,913 28,840 9,960 (219,447) (113,72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2,854) (154,206) (157,060)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 1,010 65,913 28,840 7,106 (373,653) (270,784)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1,010 66,567 28,840 9,960 (135,847) (29,47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9,577) — — (75,825) (85,402)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1,010 56,990 28,840 9,960 (211,672) (11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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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八個月

截至十一月三十日止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八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7,480 (250,848) (155,957) (75,825) (154,206)

就以下項目調整：

利息收入 (144) (69) (277) (185) (100)

利息開支 4,117 6,442 4,133 2,756 3,41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3,738 41,716 34,330 22,505 24,341

遣散費撥備 — — 3,451 — —

長期服務金（撥備之撥回）／撥備 (120) 50 134 — 1

土地及樓宇重估減值 — 121,077 — — 84,283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 22,097 6,790 — —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及預付款項減值 — 7,941 402 — —

俱樂部會籍減值 — 473 — —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1,096 2,069 1,874 1,249 1,24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5,130) 5,102 — — (1,700)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65 (595) (127) (127) —

營運資本變動前之經營溢利／（虧損） 51,102 (44,545) (105,247) (49,627) (42,717)

存貨 (38,257) 83,378 91,526 44,053 8,14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及預付款項 (51,091) 83,626 50,342 3,754 (4,988)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及應計費用 42,451 (53,074) (55,523) (26,135) 8,385

信託收據銀行貸款 13,312 18,092 (31,773) (853) 47,707

經營業務產生／（所用）之現金 17,517 87,477 (50,675) (28,808) 16,536

已收利息 144 69 277 185 100

（已付）／已退所得稅 (2,552) 21 (528) — —

經營業務產生／（所用）之現金淨額 15,109 87,567 (50,926) (28,623) 1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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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合併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八個月

截至十一月三十日止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八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業務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52,062) (30,306) (3,387) (3,387) (3,873)

出售衍生金融工具所得款項 — — 354 354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6,366 4,136 — — 1,752

投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45,696) (26,170) (3,033) (3,033) (2,121)

融資活動

已付利息 (4,117) (6,442) (4,133) (2,756) (3,415)

銀行及財務機構提供之新造貸款 11,512 — 71,727 61,091 134,091

償還向銀行及財務機構借入之貸款 (37,330) (39,106) (24,091) (2,273) (40,182)

融資租約之本金部份 — (28) (253) (172) (461)

應付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之

款項增加／（減少） 129,763 (46,762) 22,549 42,945 (95,325)

已付股息 (55,000) — — — —

融資活動產生／（所用）之現金淨額 44,828 (92,338) 65,799 98,835 (5,29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4,241 (30,941) 11,840 67,179 9,223

年初／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278 43,760 17,074 17,074 28,261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影響 1,241 4,255 (653) (9,576) —

年終／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760 17,074 28,261 74,677 3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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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剩餘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下文載列剩餘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猶如出售事項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開始時進行。此概要應與通函附錄三所載財務資料一併閱讀。

(I) 剩餘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綜合財務狀況表

剩餘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備考綜合財務狀況表乃根據摘錄自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之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

一日之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編製，並作出與交易直接相關及有事實根據之與出售

事項有關之備考調整。

本集團 備考剩餘集團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備考調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1） （附註2）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附註3） 87,708 (87,708) —
物業、廠房及設備（附註3） 254,762 (222,195) 32,567
商譽 19,240 — 19,240
俱樂部會籍 2,001 (2,001) —
遞延稅項資產 2,097 — 2,097

365,808 (311,904) 53,904

流動資產
存貨 107,120 (73,949) 33,17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以及預付款項 47,151 (11,136) 36,015

可收回稅項 1,836 (1,760) 76
應收出售集團款項 — 357,215 (357,215)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858 (28,261) 242,251 257,848

199,965 242,109 327,11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及應計費用 82,537 (66,326) 16,211

融資租賃項下之承擔 6,330 (259) 6,071
借貸 208,743 (108,441) 100,302
應繳稅項 6,081 (6,074) 7

303,691 (181,100) 122,591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103,726) 423,209 204,51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2,082 111,305 25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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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備考剩餘集團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備考調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1） （附註2）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項下之承擔 4,625 (336) 4,289
長期服務金撥備 1,922 (261) 1,661
直接控股公司之貸款 50,000 — 50,000
遞延稅項負債 4,436 (1,822) 2,614

60,983 (2,419) 58,564

資產／（負債）淨值 201,099 113,724 199,859

權益
股本 295,776 295,776
儲備 (94,677) (1,240) (95,917)

總權益 201,099 199,859

附註：

(1) 該調整指假設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自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中撇除出售集團應佔資產及負債，以及重新呈列剩餘集
團與出售集團之間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2) 該調整指剩餘集團收取的經調整代價以及向買方轉讓應付剩餘集團之款項。該經調整
代價計算如下：

千港元 千港元

代價 18,000

代價調整
— 出售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負債凈額 (113,724)
— 應付剩餘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款項 357,215

經調整資產凈值 243,491
有關出售事項的估計法律及專業費用及相關開支 (1,240)
代價 (18,000) 224,251

經調整代價 242,251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出售集團之負債淨額減少至二億七千七十八萬四千港
元。出售事項之財務影響乃基於總代價之調整、有關出售事項的估計法律及專業費用
及相關開支以及出售集團於完成日期之淨資產賬面值釐定，故於出售事項完成後或會
有所變動。此調整顯示之金額僅供說明。

(3) 就剩餘集團的備考綜合財務狀況表而言，印尼廠房有關土地部分的租賃付款不能在土
地及樓宇元素之間可靠分配，因此全部租賃付款乃計入土地及樓宇成本中，歸類為物
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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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剩餘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綜合全面收益表

剩餘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綜合全面收益表乃根據摘錄自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

全面收益表編製，並作出與交易直接相關及有事實根據之與出售事項有關之備考調

整。

本集團截至 剩餘集團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 止年度之

經審核業績 備考調整 備考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4） （附註5）

營業額 402,402 (334,106) 316,887 385,183
銷售成本 (322,586) 318,627 (316,887) (320,846)

毛利 79,816 (15,479) 64,337
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9,102 (19,952) 13,922 3,072
銷售及分銷支出 (27,433) 6,069 (21,364)
一般及行政費用 (203,204) 173,994 (13,922) (43,132)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18,910) 6,790 (12,12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859) 402 (457)

經營虧損 (161,488) 151,824 (9,664)
融資成本 (11,925) 4,133 (7,792)

除所得稅前虧損 (173,413) 155,957 (17,456)
所得稅抵免 (1,540) 1,178 (362)

年內虧損 (174,953) 157,135 (17,818)

扣除稅項後其他全面收益
控股公司注資 — (73,535) 73,535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7,527 654 8,181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7,527 (72,881) 8,181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67,426) 84,254 (9,637)

附註：

(4) 該調整指自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全面收益表中撇除出售
集團應佔收入及費用。該調整預期將不會對本集團產生持續影響。

(5) 該調整指撥回出售集團與剩餘集團之間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撇銷
之集團公司間交易。該調整預期將不會對本集團產生持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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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剩餘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綜合現金流量表

剩餘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綜合現金流量表乃根據摘錄自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

現金流量表編製，並作出與交易直接相關及有事實根據之與出售事項有關之備考調

整。

本集團截至 剩餘集團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 止年度之

經審核現金流量 備考調整 備考現金流量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6） （附註7）

經營業務
除所得稅前虧損 (173,413) 155,957 (17,456)
就以下項目調整：
利息收入 (283) 277 (6)
利息開支 11,925 (4,133) 7,79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5,340 (34,330) 11,010
職工提留備用金撥備 3,451 (3,451) —
長期服務金撥備 150 (134) 16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18,910 (6,790) 12,12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以及預付款項減值 859 (402) 457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1,874 (1,874)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86) — (86)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 (127) 127 —

營運資本變動前之經營（虧損）／溢利 (91,400) 105,247 13,847
存貨 97,635 (91,526) 6,10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及預付款項 47,836 (50,342) (2,506)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7,217) 55,523 8,306
信託收據銀行貸款 (48,541) 31,773 (16,768)

經營業務（所用）／產生之現金 (41,687) 50,675 8,988
已收利息 283 (277) 6
已付所得稅 (648) 528 (120)

經營業務（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42,052) 50,926 8,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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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 剩餘集團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 止年度之

經審核現金流量 備考調整 備考現金流量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6） （附註7）

投資業務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5,907) 3,387 (2,520)
出售衍生金融工具所得款項 354 (354)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86 — 86

投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5,467) 3,033 (2,434)

融資活動
已付利息 (8,682) 4,133 (4,549)
由於配售安排發行股份 68,322 — 68,322
銀行及財務機構提供之新造貸款 83,091 (71,727) 11,364
償還向銀行及財務機構借入之貸款 (76,631) 24,091 (52,540)
融資租約之本金部份 (6,132) 253 (5,879)
應收出售集團款項增加 — (22,549) (22,549)

融資活動產生／（所用）之現金淨額 59,968 (65,799) (5,83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2,449 (11,840) 609

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652 (17,074) 377,491 387,069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影響 4,757 653 5,410

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858 (28,261) 393,088

附註：

(6) 該調整指自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現金流量表撇除出售集
團應佔現金流量。該調整預期將不會對本集團產生持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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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該調整指剩餘集團收取的經調整代價以及向買方轉讓應付剩餘集團之款項，猶如出售
事項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初已經進行。該經調整代價計算如下：

千港元 千港元

代價 18,000

代價調整
— 出售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負債凈額 (29,470)
— 應付剩餘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款項 408,201

經調整資產凈值 378,731
有關出售事項的估計法律及專業費用及相關開支 (1,240)
代價 (18,000) 359,491

收取的經調整代價 377,491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出售集團之負債淨額減少至二億七千七十八萬四千港
元。出售事項之財務影響乃基於總代價之調整、有關出售事項的估計法律及專業費用
及相關開支以及出售集團於完成日期之淨資產賬面值釐定，故於出售事項完成後或會
有所變動。此調整顯示之金額僅供說明。該調整預期將不會對本集團產生持續影響。

除本公告所述者外，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其他股價敏感資料，通函中亦無載有根據上市規則

第13.09條須以公告形式另行披露之股價敏感資料。

承董事會命

龍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王子安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梁麟先生、梁鍾銘先生、王子安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葉添鏐先生、王霖太平紳士, O.B.E., J.P.及賴恩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