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子与种子项目 
  
概观陈述 

神倍增出于顺服的小事 (种子)来扩张祂的国度。种子项目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工具，能帮助

当地教会通过爱心服事在他们的社区中彰显神的国度。 
 

基本概念： 

1．圣经中有关种子的比喻为服事提供了关键原则。 
2．种子项目是一些小型项目，由当地教会使用他们自身的资源所实施的，为了向教会

外的人们彰显神的爱。 
3. 种子项目的益处包括：人们被带到基督面前，相当广泛的社区需要通过基督的爱得

到满足，脱离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以及取得经验以承担将来更大的天国事工。 
4．每个种子项目有 10 个特征。 
5．从长期的效果来看，如果种子项目专注在同一批人身上，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保持

平衡，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持续进行，它们可以最有效地带来社区转化。 
 

预期效果 

1.   目前 
a.   能够全面领会并且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课程的主要内容 
b.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中向一个朋友解释种子项目的内容及其 10 个特征 

2.   将来 
a.   确认至少一种方式来满足社区的需要，它能够彰显神对那些教会外的人的爱

和关注 
b.   作为组长在下个月教导一个小组有关种子项目。 
 

 

Last updated 3/10/2009 1



种子和种子项目 
学员纲要 

 
I.         介绍 
 
 
 
 
 
 
II.        当地教会事工的种子原则 
 

A.        约翰福音 12:24 一颗种子落在地上死了 
   

例子：产生效果需要牺牲 
 

B.        马太福音 11:31-32 芥菜种子的比喻 
 
 
 

C.        约翰福音 4:37-38 这人撒种，那人收割 
 
 
 

D.        哥林多前书 3:6-9 这人撒种，那人浇水，惟有神叫他生长 
 
 
 

E.         哥林多后书 9:6-13 慷慨撒种 
 
 
 
 

III.       成长的要素 
 
 
 
 
IV.      种子原则的个人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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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项目定义

种子项目

 
V.        种子项目的目的和定义 
 
 
 
 
 
 
 
 
            A.         三个主要益处 
 
 

1.         整全的布道 
 
 
 

2.         摆脱依赖性 
 
 
 
                        3.         对更大工作的经验和自信 
 
 

 
 
III. 种子项目的特征 
 十种特征

6.  不操控

7.  用于教会以外的人群

8.  受益者参与

9.  有意识地计划整全的
影响

10. 神得称颂

1.  由神的心意推动

2.  以祷告为遮盖

3.  简单和短期

4.  计划周详

5.  利用当地资源

A.        由神的心意推动 
 
 
B.        以祷告为遮盖 
 
 
 
C.        简单和短期 
 
 
 
D.  计划周详 
 
 
E.        利用当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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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不操控 
 
 
 
 
G.       用于教会以外的人群 
 
 
   
 
H.        受益者参与 
 
 
 
 
I.         有意识地计划整全的影响 
 
 
 
 
J.         神的名被颂扬 
 

 
 
 
VII. 强化：根据种子项目的特征，以下哪些是种子项目的范例？请解释为什么它是或

者不是。 

A.        把为社区的孩子们开展的一个游戏日作为福音布道 
 
 
 
B.        根据社区需要的调研，为挨饿的孩子们举办一次野餐会 
 
 
C.        去教会一位会友家中修理厕所 

 
 

D.        粉刷和清洁当地老人院或医院 
 
 
E.        用祷告托住的一个政府赞助的扫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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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决定开展垃圾清理日之后，接下来的一天就付诸实施 
 
 

G.       为社区举办一个婚姻关系一日研讨会 
 
 

H.       一个关于营养方面的研讨会，组委员服务非常出色以至社区的参加者一点都

不需要帮忙 
 
 
I.  媒体报导了种子项目，教会得到更大的公众关注 

 
 

J.  一个儿童照顾中心的发展和运作 
 
 
 

K.        在一次寻求神对社区的心意之后，社区开会讨论儿童照顾中心的运作 
 
 

 
VIII.    长期有效性的三个原则 

 
A.        保持平衡的 
 
 
 
B.         专注的 
 
 
 
C.        持续的 



种子和种子项目 
课程叙述 

 
 

种子是圣经中耶稣使用的文字画面之一，并且它在服事上有很强的含意。事实上，根据我们从种

子上学到的两条重要原则，我们设计了叫做“种子项目”的事工。 
 
原则 1：种子在服事上有很强的含意，尤其是因为它们代表牺牲。种子的首要原则来自耶稣预言

祂自己的死：“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

结出许多粒来。”(约翰福音 12:24) 种子代表牺牲。它们死是为了完成它们被造的目的，即结果

子。虽然它们渺小卑微，但当它们死了，便结出许多倍的果子。 
 
我最喜爱的一个例子来自印度，在那里我有幸教导一群牧师，其中一位来自一个很穷的农村，在

那里，他和他的会众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他知道他的教会需要向那些居住在他们周围的人来展

现神的爱。我们的会议后，他回家请教会的姐妹们来发现他们印度教邻居的需要。接下来的礼拜

天，姐妹们分享她们的印度教邻居中的有些人只有一件纱丽(裙子)。因为当时是夏天，非常炎热

和潮湿，在每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妇女们都得洗她们的纱丽。那些只有一件纱丽的不得不呆在

家里等纱丽在太阳底下晒干。牧师询问会众中有多少姐妹有三件纱丽，并愿意将一件分给一个印

度教邻居。一个接一个，会众中的姐妹们举起手。第二天早上，教会的姐妹们拜访了她们身边的

有需要的邻居，把纱丽送给她们。印度教妇女们被深深地感动了，有些甚至请基督徒姊妹为她们

尚未出生的孩子们向上帝祷告。这个牺牲影响了印度教社区，也影响了教会的人们，他们意识到

自己并不像原来相信的那样无能为力。 
 
我常常自问，如果一个基督教非政府机构到这个村子向每个人分发免费衣物，这样产生的影响有

什么不同？礼物会更大；可能满足更多物质上的需要，但我怀疑非政府机构会产生类似于那少数

几件由教会姊妹们牺牲地给出的纱丽所带来的影响。出自那些基督徒姐妹的代表了真实的牺牲。

小小的种子，当它们代表牺牲时，就有巨大的影响。当我们所展现对神的爱是牺牲性的时候，我

相信它的影响力远大于我们因着过剩有余而有的服事。“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事实

上，我相信服事的影响与牺牲的程度成正比，牺牲越少，影响越小；牺牲越多，对国度的影响就

越大。 
 
 
原则 2：只有神能带来收割。我们顺服地撒种，但只有神才能带来果子。耶稣提醒我们，我们服

事的效果并不是我们可以夸口的理由：“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

他们所劳苦的。”(约翰福音 4:38) 神已经在我们所服事的人心里作工。无论何时在国度有所影响，

功劳归于神，而非我们。使徒保罗写到：“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

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赏赐。”
（哥林多前书 3: 6-8）我们服事的目标是基督的统管的扩展，即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目的是神国度的延伸，而非教会人数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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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我们发现了一种能在社区中展现神的爱的方式：种子项目。种子项目是

一些小型项目，教会牺牲性地使用当地资源来彰显神的爱和基督。种子项目由教会里的小组完

成，如：一些家庭、家庭团契、细胞小组、查经小组以及主日学班级。（由个人来实行的小型展

现神的爱的工作叫做爱的操练，会在另外一堂课中讨论） 
 
我可以和你们分享一个接着一个有关的故事，关于当地会众完成种子项目后神是怎样地祝福他们

牺牲性的顺服。所以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harvestfoundation.org 来看一下数百个来自世界各

地的种子项目的故事。（点击“故事 (Stories)”） 
 
   

种子项目的定义

面向
教会以外

展现
神的爱

利用
当地资源

规模小
时间短

种子项目

种子项目的目的: 
1.   用一个简单、有效并经过验证的工具来帮助一

个本地教会开始在基督身体以外的人群中彰显

神的爱。 
2.   使本地教会能够在行动上成为福音的宣告者。 
 

定义：种子项目是由当地教会参与的小规模的，短期

的服事。它使用当地资源向教会以外的人展现神的爱

，可以由下图来阐述。 
 
 
种子项目的益处：种子项目有许多益处，但在 20 年的项目实践中，至少有三点是突显其意义

的。 
 
1.    整全的布道      种子项目使那些实践这些项目的教会能看到这些简单一致彰显神的爱的项目所

具有的带人进入国度的能力。许多福音派或者正统教会有宣讲福音的布道经验。这种宣讲布

道的一个问题是，它常与经历神道成肉身的爱分隔。符合圣经的方式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能让

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看到神的爱，然后才易于接受福音内容的宣讲。 
 
2.  脱离依赖性   许多我们从 1980 年代以来有幸合作过

的教会是在发展中地区的草根性教会。他们通常在

物质上很贫穷。他们关于满足物质需要和社会需要

的服事理念是建立在大型项目上，资金是从社区以

外引进来的。种子项目帮助这些教会看见神大有能

力地、持续地使用小型的、以本地资源带动的活

动。 
 
3.  对更大项目的经历累积和信心加增   在数以千计的

种子项目以后，我们惊喜地看到这些小规模的，以

本地资源带动的服事项目如何为大得多的项目打造经验和信心。 

种子项目的益处

三个主要益处

整全的布道 摆脱依赖性
对更大项目的
经历累积和
信心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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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项目的特征：多年来，我们评估了使种子项目有效的要素。有十个特征是与获得在社区内实

现整全见证有关的。在计划和实施种子项目的过程中，这些特征成为有价值的指导方针（它们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条规，但可用来表现大部分种子项目的特征。）当我们在种子项目的计划中培训

教会领袖时，除非有好的理由能作为例外，我们都会要求他们查看他们计划的项目是否反映了这

十个特征。以下列出的是这十个特征。 
 
 
1.  种子项目是由神的心意推动的。基督徒常会陷入一

个做善行的陷阱：出于人性的同情怜悯的动机，用

人的能力去做。传统的项目启动时常常是由于一个

需要被看见，感受到，由当地人表达出来，或在调

研时发现，亦或是有外部资源可以满足那个需要。

基督徒的服事应当有所不同。基督徒应当是满有怜

悯的，但我们最强烈的动机应该是反映神对人的心

意：超越对一个可感受到的需要的出自人的怜悯。

选择种子项目应当通过寻求神的旨意：通过祷告，

学习圣经，并对社区熟悉。 

十种特征

6.  不操控

7.  用于教会以外的人群

8.  受益者参与

9.  有意识地计划整全的
影响

10. 神得称颂

1.  由神的心意推动

2.  以祷告为遮盖

3.  简单和短期

4.  计划周详

5.  利用当地资源

 
我们早期的经历之一发生在墨西哥中部一个很穷的小农村，那里有许多非常急迫的需要。这

个村子的年长的人一起归正信仰。他们退到山里三天禁食祷告，求问主作为耶稣的新跟随者

他们第一要做的是什么。在他们查经祷告时，他们确信神告诉他们去做与他们的文化习俗截

然相反的事：为他们村里的七个寡妇盖房子。他们照行了。这件事的新闻传遍了整个地区，

复兴来临了！专业的社区发展策略可能是在卫生系统、水源、健康、教育或就业等方面的工

作。但神知道什么最能展现他对人们的爱。那些领袖以牺牲性地顺服来回应他们确信是从神

那里听到的命令，神的国度由此扩展。 
 

2.  种子项目应当以祷告为遮盖。透过祷告，种子项目被圣灵确定、带领、并赋予能力；完成项目

应是对耶稣命令的有意识的回应。必须靠基督的灵的能力来做，而这个能力只有在我们通过

祷告的劳苦启动和执行我们的服事时才能降临。 
 
3.  种子项目必须简单和短期，小规模并且不复杂。项目本身不应该超过 1 至 2 天，尽管计划和准

备可能花更长的时间。小项目有一些独特的好处 (a) 圣经表明神肯定并且倍加忠心的、微小的

事工。(b) 当人们尝试并且完成小项目时，他们在信心和能力方面成长。小型项目有空间允许

人们失败、学习并重新服事，而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c) 几个小的项目合在一起可以给社区

带来大影响。(d) 小型项目为更大的项目提供经验。 
 
4.  种子项目应该是仔细策划的。当耶稣说到“计算代价” 时，祂把计划当做成功项目的正常举措。

计划包括准备、祷告、起草、实施和评估阶段。将在另一节单独的课程：《种子项目计划与

报告》中讲述做计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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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种子项目要使用当地资源完成。许多发展计划适用于必须使用外部资源的情况才能完成的项

目。外部资源固然可以有帮助，但关键在于它们提供的时机和条件。如果当地教会在使用外

部资源前没有学会把自己的资源牺牲性地投入事工，那么当地的无力感将会强化，将来当地

的主动性几乎总是更加艰难。在以下这些情况下，外部资源能被最优运用：(a) 人们已经显示

他们愿意牺牲性地使用自己的资源。(b) 外部资源没有取代当地资源。(c) 外部资源对本地资

源产生一种倍加，而非简单的增加。(d) 人们明白最终是神供应资源。 
 
6.  种子项目不带有操控性。项目应该反映神对破碎景况的怜悯心肠，它们不是一种操纵转变信仰

或赢得灵魂的方法。种子项目给我们机会遵循耶稣的命令，无条件地爱我们的邻舍，不在乎

回应。当然，我们热诚地渴望看见失丧的人能进入与耶稣的个人关系，从而看到我们的教会

增长。然而，如果转变信仰和教会增长是我们顺服的主要动机，那么我们的努力便成为操

控。耶稣从来没有操控人。祂医治他们，因为满足身体的需要尊荣并反映了天父的心肠。有

些被祂医治的人回应承认祂是主，而其余的并没有。但耶稣没有停止事工，即使当祂知道不

会有属灵的回应时。耶稣知道十个患大麻风的里只有一个人会回应，但祂仍然医治全部十个

人。 
 
7.  种子项目面向教会外的人群。服事教会肢体内的需要是好的也是必需的。但种子项目的设计是

为了帮助教会向那些教会外部的人展现神的爱。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不仅只是在教会中。

我们服事社区居民因为我们顺服耶稣的命令要爱人如己。 
 
 
8.  从种子项目中获益的人应该也尽量参与项目。当那些接受帮助的人参与到策划和帮助的过程中

时，他们就有参与对自己医治工作的尊严。为那些有能力参加却没有参与的人做事是家长式

的作风。事实上，如果我们不使用他们对于问题的第一手知识与关注，我们是很愚蠢的。那

些在事工项目中受益并且参与的人也有更强的拥有感，这样，他们更可能来使用、维护，并

改进这个项目。 
 
9.  每个种子项目都有一个主要影响的领域，但种子项目要有意识地整全，包括一个计划来影响每

个领域。当一个种子项目的性质是物质方面或社会方面时，很常见的情况是，工作的机制非

常密集以至于灵性的领域或者其他领域被遗忘了，通常是忽略了而不是有意识的。在每一个

种子项目的计划里，不可缺少的一点就是要看是不是每一个领域的影响都应当被包括并如何

被包括的，然后有意识地写入总体计划。 
 
10. 种子项目应该荣耀神，使神的名被称颂。正如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很重要，一个深思熟

虑的评估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依据国度的标准。评估的方法会在另一个单独的课程《种子项

目的计划与报告》中另作阐述。主要的评估标准就是谁得功劳，是那些做项目的人还是神？

当然应该是那位呼召我们要爱人如己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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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针对长期效应的原则：做一个单独的种子项目对于向这个破碎的世界展现神的爱是一个很好

的方式开始。然而，下列三条原则将会对在社区内提供最大的影响有帮助。 
 
1.  种子项目应该是保持平衡的。在设计项目时要能表达神的对人需求的所有方面的关注，我们使

用路加福音 2:52 作为我们服事的模式。路加福音 2:52 中四个方面分别是智慧，物质/身体，灵

性以及社会。比如委内瑞拉的卡拉皮塔区(Carapita)的教会会友有意识地建立能够反映路加福

音 2:52 各层面的种子项目。 
 

三个针对长期效应的原则

1.   保持平衡的：在各个方面的服事

2. 集中的：在同一个社区中平衡的服事

3. 持续的：长期、反复的服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 智慧：教会成员在一个公立学校给人们作防止

毒品的讲座。他们受邀再去学校作另外的讲

座。 
• 物质：教会里的 25 名成员和社区成员一起为一

个公立学校修建厕所、电力系统、课桌，和下

水道。 
• 灵性：教会组织多种方式在社区内布道。 
• 社会：教会修理了一个篮球场并且组织了社区

篮球活动和比赛。这项活动医治了两群年轻人

之间的分裂。 
 
2. 种子项目应该是专注的。同样的人群需要看到神对他们所有领域的关注。一个本地教会执行

专注的事工不能说在第一个社区满足物质的需要，在第二个社区满足灵性的需要，在第三个

社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在第四个社区满足智慧的需要。教会在服事上保持了平衡，但事工

的受益者只在一个方面看到神的关注被彰显出来。专注的事工对同样人群彰显神关注每个类

型的需要。 
 
3.  种子项目应该是持续性的，是一种服事的生活方式，彰显爱不应该只是一年一次或者两次。神

的爱应该是持续性服事的一部分，也是基督徒个人和他们的教会长期的生活方式。 
 
我们看到这些观念和有效的整全事工之间有一个重要关联。然而，如果事工不是被圣灵引导及赋

予能力，就算所有的项目纲要都被妥善地实施了，种子项目也不能扩张神的国。不要默认神的引

导和加添能力，必须积极并有意识地寻求它。愿神的国降临，愿祂的旨意成就：在你本地教会所

在的社区中。 
 
 

Last updated 3/10/2009 10



Last updated 3/10/2009 11

本章作者：  Bob Moffitt, Harvest Foundation 
末稿修订： Nadia Chandler 和 Karla Tesch, (2007 年 8 月)  
万国归主协会版权所有© 2007  
地址：  701 N. 1st Street Phoenix, AZ  85004 
电子邮件： bmoffitt@harvestfoundation.org 
网址：  www.harvestfoundation.org 和 www.disciplenations.org 
 
使用许可： 在下列前提下，我们允许并鼓励您以任何形式复制并分发本资料： 

1) 您不对本资料的内容进行任何删改； 
2) 在复制费以外，您不收取额外费用； 
3) 您所复制的数量在 1000 份以下。 
上述任何一项如有例外，需事先得到万国归主协会的明文许可。 

 
 
 

Suggested Resources (参考资料): 
 
Disciple Nations Alliance website:  www.disciplenations.org/resource/course.  Section:  Wholistic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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