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不幸事件

何耀珊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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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陈一平（左）与林岭恒。

他们口中的见证

城市丰收审讯的最后三位被告和其他被告显示同样的思想状态并维持同一立场。
CITY NEWS 采访中心报导

国家法院花了138日时间审理城
市丰收教会领袖一案；六名被告
人——城市丰收主任牧师康希、教
会董事会前财政与秘书林岭恒、

财务经理陈绍云、前基金经理周英
汉、副主任牧师陈一平和会计师黄
玉音在这期间出庭答辩。同时，法
院也传召14名检方证人与三名辩方

证人出庭作证。被告面对的是透过
虚假债券使用教会资金支付跨界计
划费用及做假帐控状。
周、陈一平与黄在今年一月至

五月期间提出的重点对于从2013
年5月15日开始追踪本案的读者而
言并不陌生：债券乃真实投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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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与律师皆已得知债券的目的与
相关细节；按照美国专辑的销售估
计，被告完全相信债券将会赎回；
预付租金许可协议和特别机会基金
乃是具有真实义务的真实投资，而
不是教会使用自己的资金偿还其投
资。
本报回顾辩方主要论点。
债券并非“虚假”
跨界计划起始于亚洲，亦指台湾、
香港、马来西亚与印尼。在2006
年底，何耀珊接到扩展至美国的
机会，因此才需要更多资金资助
何的首张英语专辑。审讯证据透
露，被告试图向银行贷款不成后，
陈一平建议教会建堂基金贷款给
思创。CHC 投资经纪 AMAC
Capital Partners的创办人周则提
出教会向思创收购债券的概念。建
构第一次思创债券（以及之后的修
订债券认购协议）和Firna债券条
件的责任因此落在他身上。
检方控诉这些债券皆属虚假交
易；他们试图证实以下几点：债
券条件乃是被告单方面的决定、
康与陈“掌控”思创（使用它为
转移教会资金的“管道”）、
以及被告“知道”债券在到期时将
无法偿还。此外，他们也称投资债
券不是建堂基金的合法用途。
被告持续维持其立场——债券
乃真实投资，因为教会在进行投资
之后收获4.5%至7%的利润。教会
章程也允许教会使用建堂基金的多
余资金作投资。此外，所有财务交
易已经过董事会和思创董事批准。
其他被告的证词与康的相同，
他们表示已将建堂基金投资于思创
的计划告知 Baker Tilly 审计事务所
时任管理合伙人冯道清，债券协议
后来也是CHC律师拟定的。被告
指出，这些专业人士从来未表明该
交易不合法或不正当。
负责建构债券的周为债券的合
法性进行辩护。检方辩称思创与
Firna债券投资不是建堂基金合法
的使用方式，但周挑战该论点并声
明其实最终教会董事会有权利决定
建堂基金的授权用途。审讯证据透
露，从2002年起，董事会已为跨
界计划的相关交易给予核准，后来
寻找新产业的交易也是如此。
偿还债券的真实义务
检方试图证实的另一点是思创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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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平（左）与代表律师斯尼华申。

偿还CHC的真实义务，因此债券
皆属虚假；检方表示其实一直是被
告在讨论如何提供资金给思创赎回
债券。
被告在进行辩护时表示他们作
为教会家庭的一份子，正尝试帮助
印尼商人何清伟——亦即跨界计划
担保人——承担在短期内需要支付
庞大资金的负担。数位人士——包
括何本身——曾在审讯期间表示自
己从2002年起就有意资助跨界计
划。
黄在答辩时也坚持思创债券有
真实义务，而且思创董事——包括
何清伟在内——是需承担义务的负
责人。她解释其他被告协助拟定偿
还债券的计划因为他们有份参与跨
界计划。她补充，原来的计划是使
用专辑收入偿还债券，但不幸的是
专辑制作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被延
迟了，他们才无法使用专辑收入偿
还债券。
六位被告皆证实，承担跨界计
划费用的承诺已兑现，教会最终连
本带利的收回其投资。
被告作证时表示，他们不相信
教会所签署的财务交易其实乃虚假
或违法。电邮证据也显示黄向审计
师冯道清询问他们是否违反企业管
理原则以及债券是否合法。冯回答
说，教会领袖所做的一切必须让教
会与会友受益。黄也解释冯是非常
资深的审计师——他的专长是为教

会及慈善机构进行审核，因此六人
才会信任并且仰赖他的咨询。
“掌控”之议题
检方试图证实被告向审计师表现
CHC没有掌控思创的假象。检方
的论点为，黄请思创董事在公司董
事会会议记录上签名，是为向审计
师显示真正负责所有财务交易的人
是思创董事。然而，检方建议真正
掌控思创并为思创做决策的人是康
与陈一平。
在盘问之下，陈解释思创董事
在签署第一次1300万思创债券认
购协议时就已同意可花的数额和
计划预算为1300万。之后，他们
将支取资金的管理权交给跨界团
队——该团队负责为计划的运作做
决策。毕竟此乃CHC的使命，因
此作为教会领袖，康与陈为跨界的
执行作协调工作再合适不过。
检方建议陈与其他被告透过
聘用金与租金操纵思创与CHC
之间的资金流动，只单单为提供
思创财务资助——思创不过是
他们进行阴谋的“渠道”。陈
不同意检方说法并指出教会董
事会必须批准该数额，而且思创
职员也需要同意服务费用才可
维持其运作。他表示CHC给思
创的每一元必须是为真实、合理
的服务缴付的。检方指控陈编造
“托辞”为辩护资金的转移——这

是为确保思创有资金偿还教会应得
的债券利息。但陈问道：在进行投
资之后，帮助保障其投资为何不
对。
行在“灰色地带”
检方在庭上屡次出示的一份关键证
据乃是黄所写的一封电邮，该电邮
列出冯曾给予的建议，但该审计师
在庭上作证时指出该建议“不正
当”。
该电邮证据显示，冯曾告诉
被告不需将会议中的所有内容记
下，为不“表现”出CHC掌控思
创的“画面”。冯于2013年在庭
上作证时宣称自己没有给予这样的
意见；他表示自己不会要任何人做
“不正当”的事——即建议被告错
误表现CHC与思创的关系。
黄与其他被告一样驳斥冯的证
词。她在庭上表示 Baker Tilly 时
任管理董事实际上请被告做会议记
录时必须确保两家机构保持一定距
离。黄也解释，她从未认为冯的建
议不正当并否认检方说法——即这
是他们从冯的言辞中推断出来的，
为辩护被告为何维持CHC与思创
分开的表象。
周在冯给予建议时也在场，他
证实该审计师“教导”CHC人员
如何以正当合法的方式行事，但同
时达到教会欲保持低调的目的。
周忆起，冯认为掌控的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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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成功有十足的把握
并且也相信思创，后来
包括Firna可以用专辑收
入偿还债券。
教会资金“返程投资”
背后实情
检 方 称 涉 及 思
创、Firna、终极资产
（Ultimate Assets）、
AMAC和教会的一连串
债券赎回交易——即预
付租金许可协议和特别
机会基金——其实原为
“隐瞒资金流动的痕
迹”并“掩盖”教会用
自身的金钱偿还自己的
事实。
被告对该指控的回
应是，教会提早赎回思
CN档案照片
创与Firna债券是希望解
前思创 会计师黄玉音（右）。
决审计师沈元成提出的
审计议题；债券属非上
主观的“灰色地带”，并建议他们 市投资而且其兑换条件可造成估价
不要宣扬CHC完全掌控思创，而 问题。
且他补充冯建议他们行在空隙之间
检方向被告提出，他们尝试在
且不违背规则。
帐目上除去债券因为沈提出的议题
庭上证据透露，尽管教会领袖 会引发减值问题，审计师也会进一
一直希望向广泛大众保持低调，但 步查验思创债券。检方论点为，审
被告没有向审计师隐瞒任何事情。 计师若进一步查验就会发现债券的
周表示，在债券交易发生之前，冯 虚假性质。黄不同意检方的假设；
是第一位获知此事的人。
她声明自己所做的乃是教会董事的
陈与其他被告一样证实他从未 意 愿 ， 因 为 他 们 希 望 解 决 审 计 议
认为交易不正当，因为他们已经向 题。她也补充到，该年的财务报告
冯咨询过；冯一直是陈所尊敬且信 已显示债券减值；审计师对此知情
任的基督徒长老。
因此没有所谓查验债券的顾虑。
沈在庭上答辩时证实自己知道
债券是否可收回？
预付租金许可协议在帐目上会抵消
周 在 庭 上 答 辩 时 ， 检 方 重 申 其 立 思创债券，因此债券也会得赎回，
场——被告在2007年签署思创债 对 此 他 并 无 异 议 。 然 而 ， 他 不 同
券时并不相信债券在2009年到期
时可赎回。检方表示：这证实债券
虚假。
在黄写给陈一平的一封电邮
里，黄表示20万张销量的现金预
算显示思创在债券到期时将无法偿
还债券。但该会计师在庭上作证时
表示20万张的数字乃是情景规划之
用，教会一贯作风是先为最坏情况
做打算和筹划。
之后，何耀珊的美国经理贾斯
汀赫兹（Justin Herz 音译）按照
跨界专辑150万张的销量给被告另
一份现金流量预算。以该数字来
看，思创将能够偿还债券资金给
CHC。周也在庭上表示，他对专

意被告回忆说他曾告诉CHC财务
经理陈绍云他希望债券从帐目上除
去。
检方称这些交易同为虚假。陈
不同意，并和其他被告一样指出检
方所质问的特别机会基金投资其实
有本金保证，而且已连本带利归还
给CHC。
虽然思创使用部分预付租金
收购债券，陈解释思创仍有义务
提供CHC所支付的相等价值之服
务，亦指在某预定时期使用场地。
思创则会用美国专辑销量所带来
的预计收入履行该责任。简而言
之，AMAC与思创有法律义务补
偿CHC所支付的资金。
此外，检方的控诉是特别机会
基金利率的回溯计算方式证实该投
资不真实，而且这些不是以商业利
益为导向的交易。
周回应，投资是以预期回报而
不按其执行过程与架构所定。他也
补充到自己未称特别机会基金投资
为商业利益导向交易，但他们这么
做的原因在于他认为沈希望债券从
帐目上除去。
无做假帐之行为——交易照其真正
性质记录在案
黄否认检方说法——即她与其他被
告在教会帐目上捏造特别机会基金
和预付租金许可协议的记录。她表
示，它们其实照其真正性质——投
资与租金——记录在案；使用预付
租金抵消思创债券只是短暂措施。
检方早前出示的电邮显示黄告
诉其员工，预付租金的数额乃是
“自定数字”。黄之前在其主问中
已解释她的原意是该数字是个估
计，而不是他们随意而定的。

被告持续维持其立场——
债券乃真实投资，因为教
会在进行投资之后收获
4.5%至7%的利润。教会章
程也允许教会使用建堂基
金的多余资金作投资。此
外，所有财务交易已经过
董事会和思创董事批准。

3

检方向黄提出使用部分预付租
金抵消思创债券是虚假交易，因为
该资金其实不为租赁所用。黄不同
意并声明预付租金许可协议有真实
的法律义务。检方进而表示，此
外，记录该交易为预付租金乃是虚
假记录；这是为欺瞒审计师的作
为。黄连同其他被告证实该交易按
照其真正性质记录在案，而且他们
从未有意欺瞒审计师。
检方是否举证充分？
斯尼华申（N Sreenivasan）资深
律师在带领当事人陈一平进行主
问前首先在庭上花一小时总结案
件当时的进展，而且他将其焦点
放在六人所面对的控状上。
他提出数项不支持检方举证的
论点，其中是检方表明不接受检
方证人的一些证词——因此他们
提出控诉不是因为其证人证词的
缘故，而是不顾其证词依然提出
控诉。斯尼华申也注意到，检方
在辩方举证进展之时频频为自己
的控诉加入新观点。
该资深律师指出，失信罪涉及
受害人的产业损失，然而在本案
中跨界计划乃是教会使命；既然
该案件无投诉人也无受害人，因
此失信罪的控状应该撤销。
周、陈与黄一致在庭上表示，
他们在为跨界计划寻找资助时一
切行为出于诚信，同时相信他们
服事的是神定下的目的和使命。
尽管现今面临窘境，他们皆表示
对跨界计划所得到的布道成就表
示欣慰。
检辩双方将在九月份提交口述陈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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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基金经理周英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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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不幸事件
跨界计划
制作专辑，其中包含何耀
珊之前的单曲以及与贾斯
汀赫兹（Justin Herz）合
作后的新曲。

2005-2006

耀珊经纪公司思创的赞助人
资助美国的专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迫在眉
梢的两件事情同时发生。我们
一起回顾跨界计划和寻找产业
二事件发生时间如何吻合，致
使现金短缺的问题。
CITY NEWS 采访中心报导

寻找新建筑
城市丰收教会为要在职
场设立一新教会建筑而
兴起建造。

2007
贾斯汀赫兹决定邀请怀克里
夫金（Wyclef Jean）加
入。耀珊与怀克里夫一同巡
回；引起广大回响。怀克里
夫决定重新录制专辑；发行
日期延至2009年。

专辑费用提高。寻找其他的
资助管道；银行贷款利息过
高。AMAC以CHC资金投资
思创。价值1300万的第一笔
思创债券交易成功。

思创受委托代表CHC竞
标商业地产。

2008
耀珊被指定为北京奥林
匹克《唱响奥运》的音乐
大使。
与怀克里夫资金协商不
成。
耀珊的经纪人转为终
极资产（Ultimate
Assets）。

专辑延期的关系，思创无法
在两年内偿还资金给教会。
拟定修订债券认购协议将偿
还期限延后至10年。CHC支
出另外850万偿还购买河畔
的贷款。耀珊转换经纪公司
时，Firna透过AMAC发行
1100万债券给CHC。

思创购买河畔，租赁场
地给CHC。
寻找CHC的
新建筑，考
虑超过30个
地点。

2009
耀珊与新的制作人强尼莱
特（Johnny Wright）重
新编写和重新录制专辑。
她因肠沾粘而需进行两次
大手术。

CHC和思创签署预付租金
许可协议（ARLA），支付
6500万租金给思创为教会租
赁新加坡博览中心。审计师
的顾虑致使思创和Firna债
券赎回。

产业搜寻范围缩小至新
达和首都大厦（Capitol
Building）。

2010
发行专辑《Causing A
Ruckus》的计划已经定
下。计划包括6月15日开
始夏日广播宣传和俱乐部
巡回。预计8月17日推出
专辑。

CHC成功收购新达股份
后，ARLA终止。思创于5月
31日偿还4050万（包含利
息）给CHC；商业事务局开
始对CHC展开调查。

CHC于1月购
买新达股份，
价值超过9000
万。不再需要
AR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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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耀珊于5月19日以辩方证人身份出庭作证。

何耀珊出庭作证
何耀珊上个月出庭作证时，该证词回应了许多在城市丰收
案件中浮现的问题。
CITY NEWS 采访中心报导

何耀珊——教会共同创办人以及主任
牧师康希之妻子——一直是城市丰收
审讯的焦点，但在今年五月中旬之
前，她从未公开表示她在美国花五年
时间预备美国跨界专辑时所发生的一
切来龙去脉。
城市丰收审讯从2013年5月15日开
始，其庭上证词屡次证实何是跨界计

划的封面歌手；跨界计划乃是教会使用
流行音乐传播福音的使命。六位被告证
实，教会对资助来源保持低调为保护跨
界计划传福音的使命。
因此，当被告周英汉在2015年5月
19日传召何为其证人出庭时，许多媒
体人员与公众人士前来听审，法庭座无
虚席。

跨界的起始
何在庭上叙述其丈夫对亚洲年轻人心
存负担，尤其是对台湾的年轻人——
他们对流行文化比对上教会更感兴
趣。2002年，何领受的一次预言是她
将有机会对上百万人歌唱，并且带领
他们信主。何成功的在国际牧训学校
（International Pastors' School）进
行“流行”演出后，就到台湾发展音
乐事业。
审讯证据透露跨界计划有三重目
的：使用流行音乐接触青少年带领他
们信基督、鼓励基督徒艺人分享信
仰，最后是为接触文化并拓展CHC的
社会人道工作。
2003年，美国传道人罗宾哈佛克
（Robin Harfouche）将何的中文专
辑交给制作人贾斯汀赫兹（Justin
Herz），赫兹也协助制作何的其中一
张华语专辑。与此同时，赫兹正在寻
找一名亚洲艺人进攻美国市场，因此
有意提拔何。当赫兹请制作人彼得罗
福森（Peter Rafaelson）为她编写英
文歌曲时，那即是美国跨界计划的开
始。何曾发行五张美国舞蹈单曲，当
中有三张荣获美国告示牌舞曲排行榜
的冠军。
何表示她对美国专辑很有信
心：“我相信神，因为首先，这道
门不是我们找到的，而是为我们打
开的……我们相信这是神为我们开
的门。”她也表述“贾斯汀赫兹的
成就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同时她
相信怀克里夫金（Wyclef Jean）能
使专辑在美国取得商业成功，因为
他曾帮助夏奇拉（Shakira）打入美国
市场。
这般信心不来自何一人；教会也
在2002年为她祷告，差派她出去执行
亚洲跨界，2004年的美国跨界也是如
此。她表示：“我知道他们对神、对
这个使命都有信心。”
专辑为何延迟？
六位被告被控转移教会资金支付跨界
计划费用。他们为自己进行辩护时解
释该资金乃是投入何经纪公司的真实
投资，而且有真实的法律义务。何英
语专辑的收入原本在2007年就可偿还
投资，但其发行却屡遭延迟。
该专辑的第一版本在2007年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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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但赫兹决定邀请怀克里夫加入给予
提升。怀克里夫让何以特别艺人的身
份在其2007年专辑《Carnival II》中亮
相。何与怀克里夫在美国与欧洲进行巡
回，依据他们所得的正面回响，怀克里
夫建议重新制作专辑，并将专辑发行延
迟至2009年。审讯证据也透露从2007
至2008年，何也担任2008年《唱响奥
运》北京奥运音乐大使——她到访中国
各地鼓励大学生为奥林匹克提交创作。
2008年底，由于聘请怀克里夫
的费用过高，其合作关系也因此终
止。赫兹后来邀请另一名制作人强尼
莱特（Johnny Wright）致力打造专
辑。2009年初，何因为身体出现肠沾
粘的情况而必须动两次大手术；专辑发
行日期再一次延迟。何在庭上表示，到
了2010年3月，专辑制作已步入尾声。
她当时开始参加彩排，而且已准备好
在2010年6月15日展开专辑发行前的
巡回演唱。专辑预定在2010年8月17日
发行。
商业事务局于2010年5月31日向城
市丰收领袖展开调查。
为何没有发行专辑？
周质问何，她为何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回
去美国发行专辑；何表示她一直有意这
么做。专辑已准备好，而且她曾认真考
虑回美发行专辑。
但何解释：“法官大人，我身为人
妻，我的丈夫被指犯罪，而且我的儿子
不时情绪崩溃，因为同学很天真的问他
爸爸是不是已经坐牢了。”
“法官大人，我不知道身为人妻
人母，离开丈夫、在这段时间不陪伴他
而且带着儿子离开是不是我该做的事？
康希若出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否
背着跨界计划的重担，自己一人照顾儿
子？我不知道我能否装作一切都没发生
继续演出。”
何在庭上表示，作为城市丰收教
会的共同创办人，她也非常关心教会而
且她希望可以在这里回应会友的问题。
此外，何一直都保释在外，只有到了
2013年才无需保释。
然而，对何而言，发行美国专辑
与否还未成定局。她表示：“上帝若愿
意，能完成跨界是我的荣幸，因为我
们——不单是我——都为此付出极大的
努力。”

债券交易为何需保持低调？

华语专辑成功吗？

“……教会若继续或坚持资助我，那公众就会知道跨界计划是教会的宣教计
划……这就是为什么在方瑞家事件之后，我相信教会董事和领袖们的决定……
我们会让清伟做该计划的主要资助人……我们不希望公众视我为福音歌手，因
为他们若把我当作福音歌手，把这当成教会的计划，非信徒就不会这么敞开的
聆听我的歌曲……他们也不会来参加演唱会，或有机会听见证接受耶稣。”

“一般上销量统计工作是交由唱片公司和经理人进行 …… 但我的印象是
专辑卖得很好。我记得 … … 应该是我第一张或第二张专辑销量达双白
金…… 在新加坡应该是一张专辑卖了至少3万张。此外，我记得我还是华
纳艺人的时候，他们召开记者招待会，总经理在会上提到《收获》专辑销
量超过50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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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信圣徒的代祷
城市丰收的会友和朋友皆以双膝争战；本报采访数位审讯
期间的代祷者。
CITY NEWS 采访中心报导

“祷告让我与正在进行中的审讯
保持连结，并使我看见每个阶段
神如何在我们教会里动工”──
城市丰收教会洪敦兴牧师如此表
示。自2013年5月针对CHC六
名被告的审讯开始后，教会会友
定期聚集并站在破口上为教会
代祷。带领数场祷告会的洪牧
师补充道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是“2015年5月15日由我带领的那
次祷告会，也就是公开审讯结束
前的最后一次祷告会──我感觉
弟兄姐妹对教会领袖和受审领袖
们所流露的爱和鼓励。”
2015年，全教会的祷告加
温，尤其是案件在五月接近尾声
之际。自2010年8月26日的第一
场祷告会开始，共有82场祷告会
在数个不同地点进行，其中包括

CHC裕廊西会堂、YMCA和新颂
恩宣道中心；而2015年5月15日进
行的最后一场祷告会更有300名会
友挤满整个会场。每一场祷告会
中，会友先有私祷时间，然后才
依据祷告清单逐一祷告。接着是
简短的敬拜赞美时光，最后才是
集体为审讯、教会和领袖祷告。
洪表示：“5月15日的祷告会
中，我们进入神强烈的同在，也
服事感到受困于某些景况的弟兄
姐妹。当天其中一名出席的会友
这周在教会看到我时，告诉我她
在所祈求的领域获得了突破。赞
美主！”
虽然教会晚间祷告会在下班后
进行，但许多人仍抽出晚上的时
间，从办公室或学校赶来这里同
心合一祷告。24岁的神学生刘炜

CN档案照片

审讯期间的其中一场祷告会。

“（我们）立志与这些被告们共同
走过这次审讯。当我们持续
祷告到底，万事都要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 洪敦兴，CHC牧师

扬道出许多出席者的心声：“我
要站在破口中，因为教会是我的
家。当你家经历困难，你该做的
事就是动身回家，留在家中与家
人同聚一处。祷告就是我与家人
同在并支持他们。”
26岁的客服经理王淑娴表达类
似的观点：“将我的时间纳上十
分之一来到神的家是我的荣幸。
人们都说身处经历审讯的教会还
如此委身很不容易。如果容易的
话，又何必这么做呢？同样的，
如果我家人经历困难，我会咬紧
牙关陪在他们身边──这才是最
重要的事。”
她忆道CHC另一名牧师
陈亚兰分享，即使神延迟回应
祷告，仍要保持忠心。“我感
觉神清楚告诉我保持耐心，不
要动摇。我记得那晚回家，我
很兴奋地传简讯告诉组员这个
启示：神正在寻找愿意牺牲的
心，而祂找着了我们──祂找着
教会。”
祷告并非只来自本地教会

的信徒；斯里兰卡迦南团契国
际教会（Canaan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 Church）的牧师
暨CHC多年的好友亚伯特牧师
（Albert V Jebanayagam）
谈到他的教会自2010年起就一直
在代祷。“五年前调查开始时，
我们教会的五人代祷勇士团队每
天都祷告数小时，最多可达八小
时。我们不断与CHC当地的代祷
勇士联系；我们也与真正关心和
爱CHC领袖的牧者和会友组成
代祷网路。因为这些祷告，我们
全部人都更亲近神。”如此忠心
代祷的背后动力，是因为“我们
个人对康牧师的爱──我们教会
从CHC初创之际就与他合作。这
是我们对CHC所有的爱和支持表
达感谢。”他如此表示。“作为
城市丰收教会的会友和牧师，我
立志与这些被告们共同走过这次
审讯”，洪说道，同时提醒所有
参与祷告会的代祷者：“当我们
持续祷告到底，万事都要互相效
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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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讯集锦
今年法院审讯主要交锋和言论。
CITY NEWS 采访中心报导

代表陈一平的斯尼华申资深律师
（N Sreenivasan）在3月23日的
开庭陈述里总结辩方论点。
检方“奇特”的控诉
“我们的情况奇特，因为检方表
示他们不是依据其证人的证词提
出控诉，而是不顾其证词依然提
出控诉。”
被告的思想状态
“根据检方说法，被告讨论的是
某项虚假计划，他们自己也知道
此乃虚假 …… 那他们这段时间讨
论的是不存在的事物吗？如果他
们知道这是虚假，就没有什么好
讨论的。你不需要讨论预算；你
不需要讨论是否有资金偿还；你
不需要先设定两年的偿还日期，
之后再改成十年。”
他们向审计师征求意见
“冯道清被传召上庭最终是有益
的，因为这向我们显明事情的真相。它显明的是被告试图做对的事；他们尝
试取得批准，并且公开他们当时认为与此有关的一切资讯。”
不法损失或不法所得才能构成失信罪
“法官大人，失信罪一般上是有人受害的罪行 …… 若是侵犯资产，就必须是
侵犯他人资产的罪行。这与破坏公物不一样。教会中没有一名检方证人站出
来指出教会是受害者。因此，我们现有的情况很奇特，因为失信罪本来应该
有人受害，但这起案件里却无任何受害人……”
“法官大人，如果你记得《悲惨世界》这部电影，当尚万强（Jean
Valjean）偷走银器被逮捕时，主教说：‘是我送给他的。’尽管探长贾维尔
（Inspector Javert）和警官不同意，他们还是得放走尚万强。如果我没有说
自己面对不法损失或你因我损失而有不法所得，那这算是不法损失吗？”
“检方的论点：这不是不法所得，而只是不法损失的问题 ……因此现在的
问题很有意思：如果正如检方所同意的，CHC的金钱用来资助跨界计划——
即教会的宗旨之一——那不法损失或有意造成不法损失的这个问题有何立足
点？检方就必须在这点上让步 …… 那么基本上你说的是：“教会的资金本该
用在这方面，但现在却用在教会其他方面”。这是他们最有力的诉讼。他们
的诉讼无法高过这点。”
“倘若我们回到基础，失信罪就是受害人面对资产的损失 ……姑且抛开所
有纷繁的想法和复杂的辩论，这起案件其实很清楚：‘本案无人犯法。’”
资金回到教会
“在警方进行搜查之前，被告已决定取消预付租金许可协议，并且偿还所有
资金。在调查展开前，他们已归还500万，其余的则在2010年10月连本带利
归还给教会。因此他们的确完成这交易，检方辩论道：‘你要如何在两年内
偿还债券？’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当我的当事人和其他教会领袖相信他们可
以赚取资金，而且在必要时偿还资金，这不是空想而已，因为事实上，他们
证明他们做得到。他们以为自己能办到；他们知道自己能办到，但最重要的
是，他们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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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本可以令教会进入全球宣教
陈一平于3月25日主问中的证词。
“我只想说，在教会进行这些投资之后，所有的资金都回
到教会并且用在新达建筑上。每一分钱都交代清楚，利息
也包括在内。我知道我经历的这五年非常艰难，但每一次
想到教会现在可以使用新达设施，每周末享受新会堂，法
官大人，我认为这是我多年来抱有的异象和目标，我很开
心看到这已经成就了。”
“唯一可惜的是专辑因为调查展开而不能发行。若在
2010年8月发行，教会就能进入全球宣教，那是我们的另
一个目标，法官大人，这是我十年来投身做的——即做神
的工。”

跨界计划和产业的搜寻让周有使命感
周英汉于1月29日主问中的证词。
“法官大人，这就是跨界计划。我无视自己当时的情况，
全心全意投入寻找产业和跨界计划，因为我认为这是城
市丰收教会最重要的两件事。我后来说：‘它给了我使命
感，提醒我神依然使用我。这让我为主坚持下去，帮助我
的信心刚强，尽管我未见到任何明显的突破。’”
“法官大人，这些年来，2007、2008、2009年，我
从不认为自己处在阴谋之中。我以为神在使用我。我在寻
找产业和参与跨界计划时，它给了我使命感。它提醒我神
为了祂的国度使用我。我从来没有不良动机，要造成教会
蒙受亏损。”

寻求律师和审计师的建议
黄玉音于4月28日主问中的证词。
“我还在教会上班的那几年，甚至在开创
自己的公司Advante之后，我只想要服
事神 …… 而且我对待工作非常认真。无
论我做什么，一定会全力以赴 …… 我只
想参与，帮助教会完成神赐给我们的
呼召。”
“法官大人，我非常爱教会，而
且我不会做任何非法的事让我、我的
领袖和教会家庭身处危险。我确信所
做的一切都合法正当，我也相信英汉
的金融专业意见。我们多次向律师和
审计师寻求建议。我从来没想过我们
所做的事可能触法…… 法官大人，最
后我要说的是，如果不是因为城市丰
收教会的异象，今天我不会陷入这般
窘境，但当我想到城市丰收教会和跨
界计划触摸了许许多多的生命，我依
然感恩自己有份参与。”

黄玉音说她的动机一直都
为服事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