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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康希与其律师——艾伦格禧律师楼的李亚伦与唐振辉。

辩方：陈述真相
六位被告中的首三位——林岭恒、康希与陈绍云——已出庭作证陈述他们所信的本案真相。本报一一详解。
CITY NEWS 采访中心报导

六位被告在城市丰收审讯一案中被
控串谋挪用教会资金，对他们而
言，本案程序过程实为漫漫征途。
法院审理此案至今已有88日，而

City News 周刊由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印制。

且颇有可能延伸至2015年底；明
年1月起，另外三名被告将出庭答
辩，随后辩方证人也会出庭作证。
检方举证时期从去年5月开

始，一直到今年2月结束；副检察
官邀请14名证人出庭作证，以此
提出诉讼。检方的指控为，城市丰
收教会所认购的思创与Firna债券

其实为“虚假”投资，旨在转移教
会建堂基金至跨界计划。第二组
第2页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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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方：陈述真相 （延续自第1页）

指控则环绕赎回思创与Firna债券
的交易。检方坚称，这些“返程交
易”— — 包括CHC与思创之前的
预付租金许可协议，以及CHC投
资于其基金经理AMAC的特别机
会基金——皆为“欺瞒”审计师
而策划。
辩方于7月14日开始举证，三
名被告人已出庭作证：前董事会会
员林岭恒、主任牧师康希与财务经
理陈绍云。
“我只从教会得着属灵利益”
教会前董事会会员兼投资委员
会会员林岭恒乃第一位出庭答辩
的被告。他在庭上作证时表示，
跨界计划为教会1995年发起的
无墙教会运动之延伸，而且是教
会完成大使命，即传福音直到地
极的方法。教会差派时任敬拜主
领——康希的妻子何耀珊——进
入流行音乐界接触未上教会的
人。
林乃创办教会的会友之
一；他是一名特许金融分析
师（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同为一名资深会计
师（Fellow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他在教会担任
几项义务职位：CHC董事会的财
政，并且也参与投资与审计委员
会。庭上证据透露他的参与大多
数是因为其背景而在会计事宜上
给予咨询。
林在庭上表示，他与一些
人因为方瑞家事件而受到极大的
“震撼”。2003年1月，方向媒体
指控教会建堂基金当时用来宣传
耀珊的音乐事业。林表示，他从
未想过公众与其他基督徒会反对
教会使用流行音乐接触世俗世界
的计划。辩方在庭上举证的这段
日子证实，教会因此才与经营跨
界计划的媒介建立间接关系——
如思创制作公司；该公司于2003
年创建，并为何耀珊经纪公司。
林在其证词中透露教会领
袖的确尽其所能以正当的方式执
行所有交易。跨界的资金来自思
创，而思创于2007年向CHC发行
高达2150万元的债券。这笔金额为
教会建堂基金的“盈余资金”，教
会执行会员也决定建堂基金可用
在投资上。林表示，他认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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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岭恒在教会正式成立为CHC前就加入教会，并且义务服事教会。

于思创债券乃合乎常理的决定，
因为耀珊一直以来作为流行歌手
的成绩卓越，他也相信该牧师康
希在如此重要的使命上绝不会失
败。此外，企业人士何清伟个人
担保承担思创在跨界计划的一切
损失也让他感到更有保障。
林在庭上的证词也透
露，CHC领袖非常认真对待审计
师的建议。投资委员会是因Baker
Tilly管理合伙人冯道清审计师之建

损乃常见做法，因为这代表的是
价值减少，但并非意味当中有任
何“不正当”的作为。最后，思
创帐目中记录了250万的减值数
额，为准确反映思创该时的财务
情况。
林声明，过去30年来，“我
从1987年认识康牧师至今”，
生活都围绕家庭、工作及教会，
而且他没有从教会获取任何个
人利益，唯有属灵与友情利益

然而，康透露2003年的方瑞家事件为教会敲
响警钟。“（它）让我们看清事实——在教
会里看为好的事物和教会以外的人所看的不
尽相同。”
议而组成。投资委员会于2007年
12月决定教会董事会必须获得基
金管理公司AMAC进行的每项投
资之全部细节；AMAC乃另一名
被告人周英汉所创建的公司。
副检察官蒋诗琪向林提出的
诸多指控之一乃林签署给何清伟
的“告慰函”以及他急于在思创
帐目中避免减值一事，而且这些
表面上看似对CHC不利。林解
释，他向周了解何清伟并无意执
行“告慰函”。林同时认为CHC
没有理由启动Firna债券的可转换
条件。
至于思创的财务情况，林解
释任何公司尽量在帐目中缩小减

除外。当资深律师斯尼华申（N
Sreenivasan）询问林，他是否明
白自己被控的阴谋为何，林回答
不知道。
跨界计划之异象家
当CHC主任牧师于8月11日出庭作
证时，法院坐满了欲前来听审的
媒体人士与好奇公众。
康在其主问中向庭上说明跨
界计划的属灵背景、跨界在亚
洲的成功以及何耀珊后来如何打
入美国音乐市场。康表示，跨界
一开始为教会使命，而且第一张
专辑作为宣教工作得到了教会资
助——执行会员对此也知情。然

而，康透露2003年的方瑞家事件
为教会敲响警钟。“（它）让我们
看清事实— — 在教会里看为好的
事物和教会以外的人所看的不尽相
同。”
方指控教会使用建堂基金宣
传何耀珊的音乐事业，并指康甚至
强迫教会崇拜耀珊；这些指控对
会友及领袖们带来极大的震撼。康
表示，从那刻起，他认为若要保护
跨界使命，教会的参与不可公诸于
世。他在其证词中表示，任何事宜
若没有公开的法律义务，为了不危
及使命，他宁愿选择不完全公开。
与此同时，康一致强调，
他首要关心的乃是教会不管如
何都要受到保障。为确保一切
“进行妥当”，他常向审计师与
律师查询。审讯证据透露Baker
Tilly的聘用金比其他审计事务所
来得高，康也仰赖“顶尖律师
楼”如德尊与立杰律师事务所的
“顶尖律师”。康重复指出，该
团队每次欲立下重大决定，他常常
提醒他们必须“问过律师与审计
师”。审讯证据也透露，被康称为
“冯弟兄”的冯道清乃康所信赖的
顾问，而CHC财务交易的所有细节
都完全公开让他知道— — 不管是
“好的、坏的或丑陋的”。
检方在盘问康时控诉他是
“最终的决策者”，并且与其他
被告串谋透过假债券“转移资金”
至跨界计划。检方也指控他们试图
掩盖“教会资金的挪用”，并指康
“操纵”思创董事，何清伟的个人
担保其实为“事后诸葛”。
康回答他的确是教会的异象
家，也是领受职任展开跨界计划的
人。然而，他指出每一位被告都
需扮演其角色确保跨界可成功进
行。他在庭上表示，他的角色乃是
为美国专辑制作拟定预算，好确
保专辑能顺利进行。康作证的这段
时间，他努力设定的各项不同情景
与预算也在庭上浮现。审讯证据透
露，当制作人怀克里夫金（Wyclef
Jean）与莉莎艾利斯（Lisa Ellis）
欲增加至少1000万美金的预算，虽
然他们过往的成绩卓越，康仍然决
定他不能让教会冒这个风险。之后
他们决定让耀珊与另一名制作人强
尼莱特（Johnny Wright）合作。
康在庭上表示，他作为一名
牧师在财务上未曾受过训练，因
此他只负责预算的部分，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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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履行其承
诺支付跨界计
划的费用，但
由于他当时现
金不足，所以
向他人贷款履
行承诺，至今
他仍在偿还这
些贷款。
于庭上出
示的另一份证
据是在2010年
调查展开后，
康前律师请他
写一封信，
“坦白承认”
他的错误。康
写下一封12页
的信件——他
从其角度解释
跨界计划的缘
由与后来所发
生的事件。当
问及他犯下什
么错，他回答
说：“我无
知，我应该更
CN档案照片
陈绍云没有将一些资讯纳入会议记录好维持CHC与思创之 多参与、更多
理解一些财务
间的距离。
交易。我认为
交由基金经理周与陈一平牧师合
自己常常不在因而有疏忽。”审讯
作解决融资的问题。会计层面则
证据显明这封信函、他给予商业事
由黄玉音与陈绍云负责。康表示
务局的回答以及他在庭上的口供皆
“每个人在跨界计划上都有需扮演
一致吻合。
的角色”。
何清伟立下的个人担保也在
“棕油”与审计师引起的事件
康被盘问时受到质疑。何清伟作为
财务经理陈绍云在庭上作证的期
检方证人曾透露他为何会担保跨
间，曾经几度激动落泪。作为三个
界计划，而该证词也与康的口供吻
孩子的母亲，陈在2008年接手黄在
合，然而检方依然试图质疑其个人
教会财务经理的职位。陈绍云被控
担保，并提出“正式”担保只有在
设计一连串的“返程”交易为制造
2010年才拟定，日期也回溯至2007
教会投资思创与Firna的债券已赎回
年。何与康两人的证词显示何清伟
的假象。

在陈绍云出庭答辩期间，CHC
收购新达的细节才为众人所知。审
讯证据透露，教会在2005年已开始
寻找新敬拜场地。到了2009年，寻
找新场地进入白热化阶段——教会
在考虑20处不同的地方后，最终缩
小至两个地点：新达新加坡（代号
“棕油”）与首都大厦坐落之地
（代号“原油”）。
为了协助寻找产业，教会在
2009年与思创达成预付租金许可
协议。审讯证据透露董事会已批准
预付租金可用来帮助思创投标新建

在预付租金许可协
议终止时，何清伟
的担保被启动，为
弥补思创的资金
上的不足。何清伟
在出庭作证时曾表
示，他已立下并遵
守承诺，而且他这
么做是相信美国专
辑会发行，预计的
销量可支付思创累
积的费用。
筑，再来用于赎回Firna与思创债券
上。最后，CHC成功收购新达部分
股权，预付租金许可协议也因此终
止。思创因而需要将剩余资金归还
给CHC。
向陈绍云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
是，2009年赎回思创与Firna债券
的真正原因。检方的立场是，该
团队这么做其实为避免教会投资于
“假”债券一事被发现。陈绍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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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教会时任审计项目合伙人沈元
成曾表示他不希望CHC帐目里存
有这些债券，因为这些不属市场债
券，需要进行评估。他们当时就决
定一次过将债券从帐目中除去。预
付租金许可协议拟定之后，部分收
入则用来赎回债券。在预付租金许
可协议终止时，何清伟的担保被启
动，为弥补思创资金上的不足。何
清伟在出庭作证时曾表示，他已立
下并遵守承诺，而且他这么做是相
信美国专辑会发行，预计的销量可
支付思创累积的费用。
检方针对陈绍云的一些做事
方法盘问她，如回溯会议记录日期
并且未在董事会议记录上记下与思
创有关的信息。陈绍云在庭上曾表
示，她没有将一些可选择是否要记
录下来的资讯包含在会议记录里，
因为她必须保持思创与CHC之间的
距离。在一些董事会议上，投资委
员会也会讨论投资委员会的议题，
但她将此记录为另一次的会议。陈
绍云表示沈要她从CHC帐目上除去
债券，但检方指出这并未记录在任
何一处，而且沈在庭上作证时表示
他没有这么对陈绍云说。
陈绍云的辩词是，她所做的一
切皆按照她信以为正确的来进行，
而且她也理解每项交易为合法。她
在庭上表示，过去10年在教会工作
是她的荣幸，而“在教会工作的这
些年，我从未企图造成教会蒙受亏
损。”
在斯尼华申资深律师向她进行
交叉询问时，陈绍云表示，在这一
切发生之后，她仍然不明白自己为
何被控。
陈绍云出庭答辩的时间于10
月2日结束，此乃审讯第六阶段。
法院将在2015年1月26日继续审
理本案，并由前基金经理周英汉
出庭作证。

林岭恒

康希

（3项控状）
被控串谋犯下失信罪——将CHC建堂基
金挪至思创与Firna“假”投资

（3项控状）
被控串谋犯下失信罪——将CHC建堂基金挪
至思创与Firna“假”投资

陈绍云

主要论点：
•他乃教会志工，在跨界计划的规划与融
资方面没有参与。
•总是为教会的最佳利益行事。
•思创与Firna债券投资乃独立单位进行
的臂距交易。
• 第一份思创债券乃真实投资。

主要论点：
•他负责跨界计划的预算但非融资层面。
•时时向律师及审计师商议，并且也提醒该
团队这么做。
•坚持教会必须受到保障而且不可面临高
风险。
•信任团队执行各别角色。

主要论点：
•相信团队里的每一位。
•相信每项交易乃合法。
•负责记下会议记录，但一些可选择是否
要记下的细节她未记下，为保护跨界
计划。
•顺从审计师沈元成的建议将“债券从
帐目除去”。

（7项控状）
被控设计一连串“返程”交易制造投资已
赎回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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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之谜
自周英汉前代表律师邱甲立资深律师质问首份情报报告为何之后，斯尼华申资深律师迄今仍然继续追究此事。慈善总监
向商业事务局进行怎样的“沟通”导致他们对城市丰收教会展开调查？

CITY NEWS 采访中心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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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尼华申资深律师表示检方未依从。

代表陈一平的资深律师斯尼华申于9
证据。法官建议斯尼华申按照刑事
月22日提交申请，要求取得慈善总
诉讼法第235节条款提交申请。
监（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法官表示：“我一开始的立场
向商业事务局（Commercial Affairs
为此。向CAD呈上的报告，至少在
Department）传递的资讯或文件，
表面看来与该法律程序有关。倘若
即最终才引发商业事务局对城市丰
如此，斯尼华申先生辩解是否必要
且应该出示该文件花上的时间应不
收教会展开调查的起始文件。
斯尼华申引述CAD发布的一
太长。”
份新闻稿；其中声明：“慈善总监
法官命令检方向调查官员韩凯
接获教会资金遭滥用的投诉，在评
文（Kevin Han音译）询问他是否有
估一些交易需要进一步调查后，就
该文件副本。
通知商业事务局。”斯尼华申指出
9月30日，审讯程序透露检方
慈善总监向商业事务局进行的这
提供13份文件给法官，大部分皆
次沟通才引发CAD对CHC展开
属公众可得资讯。法官裁定其中一
调查——这应该是首份情报报告
份文件——慈善总监预备的一叠
（First Information Report）。
PowerPoint幻灯片——为合宜。
早前，检方试图呈交基金经理
法官表示：“我发现只有
周英汉自愿向慈善总监录制的口供
A4——即慈善总监调查范围的
为证据，这其实为慈善总监2013年
PowerPoint报告——与本案有
报告之一部分。检方今年年中呈上
关。故此，我指示辩方可获取A4
一份通告要求出示该文件；但斯尼
文件。”
华申驳斥这点，并指检方应以“正
斯尼华申驳斥检方未依从该指
当方式”获取该资讯，而且也应向
令。他指出，他明确要求的是2010
辩方透露。
年5月31日联合发布的新闻稿中
该资深律师在庭上表示：
COC向CAD所进行的沟通——该
“他们有的。他
沟通或是口头上
们在调查过程中
的，但依据刑事
该
资
深
律
师
表
示
：
已经拿到手。这
诉讼法，辩方可
与本案有关因为 “检方除了我们所要求 获其沟通记录。
他们在交叉询问
他同时注意到调
的关键主题外，什么都
时已使用过。交
查官员韩凯文于
给了我们。当他们把该文 2010年4月30日被
出来。”
然 而 检 方 对 件交给你法官大人，他 委任为本案的调
查官员，但调查
此表示抗议并
称，商业事务局 们什么都提交了，只欠 却于2010年5月31
所有的文件不一 该申请的关键主题。” 日展开。韩在庭
上表示，他被委
定归检方所有。
任为调查官员时
斯尼华申指出，
曾接获一些资讯，这代表其沟通应
众所皆知，商业事务局的调查官员
在2010年4月30日之前发生。
对“副检察官有求必应”。
法官告诉斯尼华申，他可以理
该资深律师表示：“检方除了
解辩方律师对COC报告的立场。他
我们所要求的关键主题外，什么都
也澄清，他不认为斯尼华申如检方
给了我们。当他们把该文件交给你
早前所称，进行“试探性调查”。
法官大人，他们什么都提交了，只
法官注明，若是试探性调查，申请
欠该申请的关键主题。”
人根本无法辨认出他所要的文件，
法官请检方证实他们所有的文
但这里，斯尼华申指的是一项在新
件仅限于此后，决定辩方可取A4文
闻稿上向“广大民众”公布的明确
件，并且无需再讨论其他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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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OVER
跨界使命
MISSION

城市丰收教会主任牧师康
希于2001年9月1至2日之
异象周末上与会友分享
借由流行音乐传福音的想
法。其时，教会委任敬拜
主领何耀珊执行音乐使命
（后称为跨界计划）。因
其为教会使命，从一开始
教会就资助该计划。

2001

•CHC管理董事会于2002
年5月5日的董事会议上正
式肯定，该音乐使命与教
会完成大使命的整体宗旨
吻合。

•2003年1月，教会会友方瑞家在大众媒体
上指控教会使用资金宣传何的歌唱事业。
林岭恒与康双双证实该事件导致教会领袖
与管理董事会发现公众与其他基督徒其实
会反对使用流行音乐接触世界的计划。自
该事件后，教会领袖决定教会不可直接资
助跨界计划。之后，同样的在思创与CHC
的交易上，领袖们若在法律上无任何义
务，他们宁可选择不公开。
•董事会转而请何清伟履行他对康希立下的
口头承诺，支付何耀珊首两张专辑《Sun
With Love》和《SUN*day》的费用。何
清伟同意，并要求退回其建堂基金，将该
数目捐献给Attributes私人有限公司——即
当时负责专辑制作的单位。何清伟家族的
一名成员后来也录制一支影片，向教会表
达他们有意资助跨界计划。

•教会会友何清伟参加其中
一场福音演唱会时，亲眼
目睹许多人回应呼召因而
倍受感动，并向康希立下
口头承诺表示他愿资助跨
界计划。

2002

•在CHC 2003年4月27日的常年大会上，来
自TeoFoongWongLCLoong会计事务所
的冯道清录制一支影片――他在当中声
明“教会资金从未用来宣传何耀珊女士的
流行歌唱事业 …… ”康与董事会因此采纳
没有使用教会资金的立场。
•在2003年6月18日，思创私人有限公司注
册为制作公司。时任董事为周英汉、林与
周的太太钟丽珠（Janet Chong音译）。
•思创与何耀珊在2003年6月18日签署艺人
经纪合约好让思创提供艺人经纪服务。
•2003年7月，耀珊在美国录制两张单曲
《Where Did Love Go》与《One With
You》。这两首歌曲原本应该纳入她的中
文专辑，而后来负责该美国专辑的制作人
贾斯汀赫兹（Justin Herz）也会在美国宣
传这些歌曲。

2004年中旬，何清伟——思创
时任董事与跨界计划主要投资
者——飞到美国亲自与赫兹会
面；他相信耀珊打入美国市场乃
值得放手一搏的事业。

2003

2004

城市丰收案件时间表
City News周报过去一年半跟踪本案88日审讯后，按照该理解拼凑出个别事件的发生顺序，以
及检方所质疑的交易缘由：首次思创债券、思创修订债券、Firna债券及特别机会基金。本文所
呈现的资讯曾于庭上浮现，及/或可在控辩双方案情同意书取得。
CITY NEWS 采访中心报导

“洞口”已填补
教会未蒙受损失
2010年，数千万元“洞
口”急需填补——此乃
之前透过思创与Firna债
券花费在跨界计划上的
资金。康希（2014年9
月8日）作证时表示，

促使他们“填补洞口”的
缘由是因为几名博客在网
路上散播思创将教会建堂
基金挪用至跨界计划的谣
言。
与此同时，思创在预付

租金许可协议终止时急需
资金归还CHC；为偿还预
付租金许可协议，何清伟
接到要求启动他的个人担
保填补“洞口”。
何最终履行其承诺承担
跨界计划费用，他证实当时
他没有流动资金，因此向银
行及私人朋友借款填补“洞
口”。他们那时仍预期将在
美国发行的专辑会为他们带

来销售收入。庭上证据显
示，康亲自从自己的个人资
源投入资金好帮助何完成承
诺；庭上证据同时显示，何
今天仍在偿还这笔贷款。
交叉询问时，审计项目
合伙人沈元成证实，教会
当时投资于特别机会基
金，以及自思创债券赎回
的金钱已全额连本带利还
给教会。

何耀珊的英语专辑
月发行。然而，赫
意，因为它缺少了
因此要求作曲人
夫金（Wyclef J
（Shakira）《Hip
人——提升该专辑

2005 2006

教会领受职任寻找“在职场、
为职场”的新建筑好满足会众
增长的需要。CHC于该年为
新会堂展开兴起建造活动。

寻找地产
寻找地

审计师议
审计师议
债券与预
债券与

2007年7月7日的特别
会议上，教会执行会员
获知，董事会与投资委
员会拟定了一份投资政
策。他们也得知，教会
委任AMAC为其基金经
理，并将透过AMAC投
资2500万建堂基金资
金，为获得比银行更高
的利息。
2007年8月17日，AMAC
与思创签署第一份债券
认购协议；思创发行的
债券价值高达1300万
元。思创使用该资金资
助美国专辑的制作。

辑原定在2006年2
赫兹对该成品不满
了“轰动”元素，
人兼制作人怀克里
Jean）——夏奇拉
ps Don't Lie》制作
辑。

、
众
为

产
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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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兹（左上）与怀克里夫金协商不成，
因为夫金要价太高，康请赫兹商量要求
更好的价格。这才造成专辑发行第二次
延期。何耀珊后来的经理人转为音乐制
作人强尼莱特（Johnny Wright）；莱特
旗下的艺人包括贾斯汀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与强纳斯兄弟（Jonas
Brothers）。
由于该年发生仁慈事件，教会领袖与审计
师决定更加谨慎。冯建议，既然何耀珊乃
思创旗下的艺人，思创与CHC之间的关系
就需公开。何耀珊因此于2008年7月31日
与思创终止合约，并在2008年8月19日与
终极资产（Ultimate Assets）签署艺人管
理合约。终极资产乃何清伟名下的公司。
2008年10月7日，AMAC与Firna签署债券
认购协议；Firna将发行高达2450万的债
券。何清伟承诺他将使用部分债券收入资
助跨界。

2007

2008

7

何耀珊专辑后来的发
行日期原定在2010
年8月17日。耀珊的
宣传活动——包括广
播电台巡回、电视亮
相与媒体专访——计
划在2010年6月开
始。然而，本案调查
于2010年5月31日展
开，耀珊于6月12或
13日被“传召”回
新，因此最后无法回
美国发行专辑。

何耀珊在2009年3至4月期间由于
病重住院6周，这恰好在该专辑预
定发行的8月前数月。这成为美
国专辑第三次延期的缘故。专辑
发行延期，思创也无法在债券于
2009年8月16日到期时向CHC赎
回债券。

2009

2010

2008年8月10日，执行会员在一次特别会议上
得知，思创有意在河畔楼购买一单位，并将此
租赁给CHC作服事用途。他们也获知CHC董事
会决定向思创购买债券资助河畔单位的收购。

2009年6月，CHC找上新达业主商量收购新达股份事宜但
投标不成功。2009年6月3日之后，CHC与思创签署新加
坡博览中心第8厅转租延期合约；延期时段为2009年3月1
日至2011年2月28日。

2008年8月20日，思创与AMAC进入修订债
券认购协议（Amended Bond Subscription
Agreement）。思创得到的最大融资数额从
1300万增至2500万。第一份债券认购协议也
归在修订债券认购协议之下。

2009年7月18日，周呈现缴交预付租金给思创并授权思创
为教会争取产业的计划。思创将使用预付租金赎回2150万
的债券，再投资Firna 1100万，Firna则使用这笔资金偿还
CHC以赎回债券。陈绍云证实，这乃为解决审计师沈元成
所提出的审计问题。

CHC按照修订债券认购协议支出另外850万作
河畔单位收购的部分款项。其余款项则是向渣
打银行借款来支付。

2009年9月，CHC正在进行协商试图投标首都剧院坐落之
地。同一月份，周与陈一平再次与新达新业主进行商谈，
希望收购新达股份并租下礼堂供CHC使用。

2010年1月15
日，CHC签署买
卖合约收购新达
股份。

2009年10月15日，思创与CHC签署预付租金许可协议。
思创修订债券认购协议由预付租金许可协议和赎回的Firna
债券抵销。
2008年12月3日，审计师沈元成从程瑜手中接
过CHC帐目项目合伙人一职时与CHC代表开会
见面。陈绍云证实，她离开会议时深信沈不喜欢
CHC帐目中存有非上市债券。

议题
议题
预付租金许可协议交易
与预付租金许可协议交易

2009年4月9日，沈再次表示他对思创与Firna债券的顾
虑。陈绍云证实，她离开该会议时已获此印象，思创债券
若不赎回，沈将在下一个财务年度合并思创与CHC的帐
目。CHC不愿合并，因为如此一来思创将被视为与CHC一
体，即为一所宗教机构。这将造成思创为商业地产进行协
商以及向银行贷款时面对困难。
2009年10月，CHC分两期支出1140万总额给
AMAC作特别机会基金的投资。
同一月份，Firna向CHC赎回债券。

当CHC购买新达股份，预
付租金许可协议立即终止，
思创在2010年10月4日之
前已偿还4050万给C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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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问题

这一阶段审讯有诸多问题浮现——尤其当康希提供证词
并接受交叉质询问时，本报在此略解一二。
CITY NEWS 采访中心报导

CN档案照片

《孤单旅行》是何耀珊所有专辑中最
有效的布道工具。

购买何耀珊3万张《孤单旅行》
专辑的目的为何？
2004年8月21日CHC董事会
议记录显示“董事决定从思创
制作有限公司购买以下数目的
CD，作为CHC全球宣教外展
之用途。这些CD将不时送给
2004年7月至2006年12月期间
参访CHC的团队以及CHC所
服事的海外教会，以作为CHC
跨界宣教工作的见证，并将在
2004年报销这些CD的开支。”
康希在庭上透露：“……尤
其是《孤单旅行》，那是所有
亚洲专辑中最成功的一张，也
是最有效的布道工具。因此需
求仍然存在，即使宣传期已经
结束，我们的联盟教会仍在亚
洲个别地方的社区中使用它传

福音。”
CHC花了$581,000购买
32,500张《孤单旅行》以及
剩余的《Sun With Love》和
《Sun*Day》专辑。庭上证据显
示，《孤单旅行》专辑在亚洲达
到白金销量，即CHC购买其库存
前，专辑销量早超出10万张。
何清伟是否曾经要求退还其建堂
基金好用来资助跨界？我们教会
当时和现在退还政策为何？
何清伟在2003年被问及是否可以
履行其2002年的承诺赞助跨界计
划时，他确定他会。但那时候他
已奉献127万给教会作为建堂基
金。他要求转移该笔数额至跨界
计划，于是教会安排从建堂基金
退还何清伟建堂基金奉献，以支
付当时跨界计划所有费用。当时
教会未立定奉献退还政策。
不过今天教会针对奉献的政
策较清楚。教会奉献信封与网站
清楚列出奉献使用目的，而且没
有退还政策：
•所有奉献皆出于自愿，恕不
退还。

•奉 献 使 用 于 教 会 宣 教 及 各 样 活
动，包括教会建堂基金。建堂
基金为专款专用。限用于土地
取得、建筑、开发、维修及建
筑的租凭与使用，或因教会活
动而产生与场地有关之费用，
包括设备装潢的租凭或购买、
厂商服务费用和建筑管理费
用等。
•只有十一奉献和/
或建堂基金，方
开立收据。

CN档案照片

何清伟承诺
支付跨界计
划费用。

霸占法院旁听券?
媒体接到“爆料”通知城市丰收会友霸占法院旁听券
试图将公众拦阻在外，究竟真相为何？
CITY NEWS 采访中心报导

主任牧师康希于8月提供证词
期间，报纸听闻谣言CHC会
友索取所有法院旁听券，试图
避免公众人士进入法院听见真
相。虽然所有旁听券已分发出
去，但听审时法院旁听席上仍
有空位。
法庭当局于是作出决议，
审讯开始后若仍有空位，公众
人士依然可以进入法院。
为确认实情，本报采访此
次审讯协助收集旁听券的教会
同工林伟利。
根据林的说法，教会的确
做出安排为本报团队和牧养代
祷者索取旁听券；这些旁听券
由法院于早上5点至7点半间发
出。这样安排的原因在于考量
某些人必须每日出席审讯，早

晨的排队或许会让他们精疲力
尽。另外，这也可帮助需要在
这个时段载送孩子上学的为人
父母出席者。早上排队索取旁
听券的人数通常不超过20人，
其中包括神学院学生。法院每
天发出的旁听券早堂与午堂各
50张。
林强调这些安排完全出于
自愿，并未强迫。这些自愿
者早上可搭乘接驳巴士前往初
级法院，索取旁听券后巴士也
会将他们送回学校开始该天课
程。巴士费用来自欲提供援助
人士自掏腰包凑集的金钱。
他补充道：学生们索取的
旁听券只刚好足够让代祷者和
City News团队入场，收集的
票卷皆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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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耀珊是否只捐出$50,000作为
人道工作用途？
不。2007年11月24日星期六举
办的思创董事会议记录显示：何
耀珊放弃其2003至2006年《孤
单旅行》和《收获》专辑价值近
$200,000的版税。2008年，何更
放弃其《拥抱》专辑近$17,000
的版税。依据何与她该时经纪公
司思创的合约，思创将何的版税
捐给中国数个省份兴建学校，
其中包括重庆、辽宁、贵州和河
南。思创与何耀珊合作进行人道
工作，并捐献逾$100,000兴建学
校。
何耀珊是否曾在2008年北京特奥
会上演唱？
耀珊与中国著名歌手孙楠共同录
制并演绎特奥会官方主题曲《世
界有你有我》的音乐录影带，但
她未在特奥会开幕礼典上演唱。
指控指出这首歌并非特奥会
官方主题曲，但事实恰恰相反，
共有四次事件证实其真实性。
2007年8月10日：特奥会官方网
站公布《世界有你有我》从573
支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为官
方主题曲。
2007年8月11日：此主题曲在上

9

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浦江之
夜”大型公益晚会中公布；中
国政府网Big5.gov.cn报导此消
息。另外，北京2008奥运网也报
导此消息。
2007年8月28日：中国中央电视
台（CCTV）报导：“导演黄真
真与黄岳泰前日到上海为十月举
行的特殊奥运会拍主题曲MV，还
请来许鞍华担任MV顾问，孙楠及
新加坡歌手何耀珊担任爱心大使
及主唱主题曲。”
2007年9月3日：正式开幕典礼上
演唱的是另一主题曲——执行制
作人唐米舍尔（Don Mischer）
邀请昆西琼斯（Quincy Jones）
创作《你行，我也行》，而演唱
歌曲并非《世界有你有我》。
跨界计划究竟属世还是属灵？
跨界计划一开始在2001年原为
教会使命。敬拜主领何耀珊预定
录制一张流行基督教音乐专辑，
但一位专业音乐制作人建议将
其宣传为流行专辑，扩大影响
范围。第一张专辑《Sun
With
Love》成绩亮眼，第二张专辑
《SUN*day》在新加坡更获双白
金唱片殊荣。何开始前往不同国
家巡回演唱，她在演唱会结束时

CN档案照片

何耀珊与孙楠在慈善活动中演唱

由教会支付。专辑和使命缺
一不可。
跨 界 计 划 果 实 累
累。1995年CHC未有任何联
盟教会，但在2002年已增长
至13间。今天，CHC在其网
络中共有77间教会并在三个
不同国家拥有6间圣经学院。
此外，将近140,000灵魂在
福音演唱会（大多在亚洲区
域）上得救。原先的计划是
在2010年专辑最后发行时在
美国复制此模式。

分享见证，康希则作出呼召；他们看
见数千人接受耶稣基督。显然，大众
受到耀珊世俗角色和音乐的吸引；这
在对福音不敞开的地方，是个接触非
信徒的绝好良机。
方瑞家事件后，董事会决定将教
会和跨界计划区隔开来。跨界计划可
视有两个层面：跨界专辑属世俗层
面，音乐录影带和专辑制作费用由思
创和终极资产（Ultimate Assets）
支付；第二层面是跨界使命，即举
办外展音乐会为耶稣基督赢得失丧灵
魂，差派宣教士和跟进工作的费用则

跨界计划

跨界专辑

制作
• 音乐录影带
• 单曲和专辑
CN档案照片

（上）何耀珊与2010
年海地地震区的孩子
（左）何耀珊在2008
年中国四川大地震后
探访当地孩子。

宣传
• 流行演唱会
• 电视亮相

跨界使命

布道
• 外展音乐会

世俗

属灵

思创/终极资产

城市丰收教会

跟进

跨界计划的结果
近140,000灵魂得救。
联盟教会从0增至47间，分布于6个国家。
CHC网络共77间教会，包含中国30间合作教会。
分布三个不同国家的6间圣经学院（2009年已有990毕业生）。
因案件仍在审理中，所写文字或造成司法干预，因此目前还有许多其他
问题无法回答。
本报希望在合适时机作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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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讯集锦
他们身负多项控状，但三位被告在这一轮审讯中道出他们
对教会的爱，以及他们对教会跨界计划使命的委身。一起
来回顾其中的感人见证。
CITY NEWS 采访中心报导

仅从教会中得着属灵利益
林岭恒在2014年7月16日接受康希代表律师
陈杰森（Jason Chan音译）的交叉询问。
陈 ： 你是开拓CHC的会友之一，你全
家、包括你母亲都是教会会友。对吗？
林：对。
陈：很简单的问题。林先生，你会刻意做
出伤害教会的事吗？
林： …… 我 …… 1987年开始就在城市丰
收教会，那时城市丰收教会甚至尚未创
办。我的生命，基本上——我生命中所
有需求只在三样事上：家庭、工作，以及教会。自从我加入城市丰
收，我除了服事没有其他，我奉献时间、我的需要，我所付出的甚
至可能危及我的事业和家庭。我奉献金钱，从未从教会挪走任何金
钱。如果我真有获利，我想应该就是属灵的利益、友情的利
益。而我自从1987年认识康牧师至今，我从未从教会夺取
任何事物。我的核心信念就是服事。因此，要我回答这个
问题，我会说：我不会做出刻意伤害教会的事。

她不曾企图造成教会损失
陈绍云在2014年9月18日接受其代表律师加南拉美斯（Kannan
Ramesh）的主问。她感人的见证令许多出席听审的人频频拭泪。
加：你作证时说——我是依据你的回答来问你——你刚加入教会时就
信主了。对吗？这是你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吗？
陈：非常重要，法官大人。这是我的第一间教会，也是唯一的教会。
加：为什么重要？你可以稍稍告诉我们吗？
陈：法官大人，我在这个教会长大。所有的价值观，我
之所以是我，都是从这个教会学习、成长而得。我在
这里认识我的朋友、我的丈夫、成立家庭、养育三个
小孩。而且法官大人，从15岁至25岁，这是大约10
年的时间；从25岁到35岁，我有荣幸可在教会工
作，直到——直到我们被搜查的那一天。但我很
感恩，因为正式起诉之前我还有两年时间。另
外，法官大人，在教会工作的这几年，我从来
不曾企图使教会蒙受损失。从来没有。所做的
一切皆为拓展跨界计划以及为寻得建筑，这
都是为教会。还有，法官大人，我提供给商
业事务局的说词和口供皆一样，我相信我一
致不变。这是我唯一的故事，我没有其他
故事要述说……我不完美，还有许多东西
需要学习。我所做的很多事在行政上可能
并非最好……但法官大人，我从不曾企图
使教会蒙受任何亏损。

为何耀珊不在调查后返回美国
康希在2014年9月11日接受唐振辉的再问询。康明显因其幼子须承受
的煎熬而受影响。
唐：周先生也在交叉询问时问你，这段时间后，就是你被要求到商业
事务局录制口供后，为什么你或耀珊不回去美国完成专辑，让你可以
收回专辑收入。你可以解释为什么你不那么做吗？
康：法官大人，这个问题有两个部份。第一部份是为什么我不试着收
回专辑收入。就我所知，城市丰收投入思创、Firna的所有投资，全都已
经归还教会。教会没有任何金钱损失。版权、歌曲，它们都是思创和终
极资产的产业。思创的董事、终极资产董事、清伟，他们没叫我追究这
事。第二部份是耀珊为什么不回去美国发行专辑。法官大人，调查一展
开，我接受商业事务局讯问时，他们明确地告诉我必须请我太太回来。
耀珊必须在两个星期内完成所有她在美国需解决的事情，为孩子办理离
校手续、赶回新加坡接受讯问。她一回来，法官大人，她——在很短
的时间内，就遭逮捕，必须交保获释。她欲出国也受到限制。我们完全
不知道她是否会被商业事务局传召接受讯问，或者更糟的是，她是否会
被提控？法官大人，另外还要考虑我的孩子康义。法官大人，那时候整
个调查给我的孩子带来极大的震撼与创伤。他才五岁半，即将六岁。他
开始患有恐怖性焦虑，常常都会呼吸急促。我和太太必须带他看精神科
医师。他上学的地方是间非常好的基督教学校，有很好的同学，但法官
大人，这些同学年纪还小，他们会天真地问他：“你爸爸是不是已经坐
牢了？”康义常常会回来说：“爸爸，为什么学校里的老师和大人
都不断的提到你？”法官大人，这对他而言是很大的创伤。如果耀
珊继续展开巡回，而因这次审讯、案件我有任何变故，我的孩子
要怎么办？康义需要妈妈在身边。耀珊必须在他身边。教会也需要
她，她是共同创办人，她必须稳住会友的心。这就是我太太没有回
去发行专辑的原因，尽管她这么多年来付出许多努力。

跨界值得这个代价吗？
康希在2014年8月19日接受代表黄玉音的安德烈律师（Andre
Maniam）的交叉询问。他的说辞令被告陈绍云和黄落泪庭上。
安：牧师，回头看，你是否会说跨界计划的成就值得你们付
上这些代价？
康：法官大人，无庸置疑，在很大的程度上，因它为神的国
度带来的影响和成就，我觉得它值得我们付上这些代价，成
千上万的灵魂得救，许许多多教会受到影响并得创建；但让
我的教会经历这样的审讯，让其他被告、我的朋友经历这些
痛苦的时刻，让我花不少时间反思，法官大人，但我知道
我们没有违背神从上头来赐给我们的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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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希的自白书
2010年6月3日的“自白书”是庭上的关键文件，并在康希
出庭作证时所出示，同时也显明康该时的思想状态。
CITY NEWS 采访中心报导

“当你说你犯错，你犯下什么
错误？”
9月11日星期四，当康希代表
律师唐振辉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
他回答：“我无知。我可以在一些
财务交易上参与更多、理解更多。
我认为自己时时不在新加坡因此有
疏忽。法官大人，很多事情都可以
做得更好。”
唐在向康进行再问询时出示最
后一份证据，就是城市丰收教会主
任牧师于2010年6月3日所书写的
“自白书”，因为该前律师建议
他“坦白承认”。
康在这封12页的书信里从他的

角度透露调查事宜：跨界计划为教
会使命的展开、跨界对亚洲带来的
正面影响、教会会友何清伟如何主
动赞助跨界、思创如何成为耀珊的
经纪公司以致她才不失去服事教会
异象的自由、她单曲的成功如何促
成发行美国专辑的计划 、Firna债券
如何为美国专辑筹集更多资金、以
及收购新达如何促使预付租金需归
还给CHC致使思创转向何清伟请他
履行担保跨界的承诺。
康最后以四项陈情（以下专
栏）做总结，当中他提及自己为家
人、教会、基督教与上帝所存有的
担忧。

康2010年的陈情
2010年6月3日，康希写了一封12页的书信“坦白
承认”他的“疏忽”。

他到底有没有承担责任？
康希好几次表示他愿意为其他被
告“承担责任”。然而，另一名
被告人周英汉挑战他这点，并指
出康在自白书里指名是周提出资
助方法——包括与陈一平提出思
创债券、思创购买《河畔》、预
付租金、Firna债券和利息担保的

投资。
资深律师安德烈帮助大家了解
整个情况——他参考周在商业事务
局录制的口供；周解释他如何与审
计师冯道清和德尊律师事务所的律
师黄克丽丝（Christina Ng音译）
合作进行发行思创债券的程序。

取自周英汉在商业事务局录制的口供：
问：请从头到尾形容思创债券的发行直到CHC最后的债券支取。
答：我向陈一平牧师解释运作方式之后，就负责和律师进行后续的
法律工作。同时，我们也向审计师冯道清解释发行债券的事宜
和目的。因为审计师对此没有提出异议，我就和德尊律师事务
所的律师拟定第一阶段的债券协议。
问：是谁提出债券协议的条款，声明该贷款是为了进行音乐制作？
答：我告诉德尊律师事务所的黄克丽丝债券收入将用在跨界计划
上。我向律师解释跨界计划为何。她跟着我的描述，将该目的
列在债券协议里。
安德烈问道：“康牧师，讲到坦白
承认和负责任的事宜，你不会在过
程中说谎，宣称是你与律师接洽，
因为事实不是如此，对吗？”
康：“对，我不打算撒谎。”

安德烈：“你所做的就是就事论事，
列出你所做的和他人所做的，对
吗？”
康：“是的，法官大人。”

他最后以四项陈情做总结：
•我的疏忽和错误引起的后果对我的家人来说已经非常悲惨。我
每天都想到这个情况会如何影响我的孩子和他的未来。这对3
万2千多名会友的影响也十分惨痛。城市丰收最近收购新达会
议中心的股份，现在CHC是否有能力履行它在交易里的义务
也受到极大的质疑。而现在他们主任牧师的名誉受到质疑，我
担心许多会友会感到迷失和失望，不单单是对我、更是对基督
信仰和上帝。
•在我的教会之外，此事对基督教和新加坡慈善界造成的影响更
是难以想象。我担心在这之后，人们会带着极大的疑心看待所
有牧师和大型教会。慈善界在新加坡肾脏基金会和仁慈事件之
后已面对严重负面新闻，并会再次因为我的无知和疏忽受到
冲击。

We carry a wide range of Bibles,
Books, CDs, DVDs and beautiful gifts
for all occasions.

•我愿意为我作为主任牧师在服事上的失败承担其责任，不管是
在教会里、社会上、以及对于本地或海外的有需要人士。但不
仅如此，我祈求当局会帮助CHC、新加坡的基督教和本地慈
善界走出我所造成的不幸严重局面。
•最后，我向当局求情，因为我了解自己在整个情况中所犯下的
的错误。我在与德尊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进行详查后看见自己所
参与的决定有许多错误。然而，我必须坦白说，我做的任何决
定从来都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我希望你会相信我的以上证词，
给我机会改过，做个更好的人和基督徒传道人。

154 West Coast Road West Coast Plaza #01-77 S(127371)
Tel: 6779 3770 Email: sales@mounthermon.com.sg
Opening Hours: Daily 10am to 9.30pm
www.facebook.com/MountHermonBerastagi

www.mounthermon.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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