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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本書都有Logos 團隊人手增

加的 標簽 (tag)，保證您的圖書可

以被搜索、被歸類。

在Logos，您的聖經、註釋書、辭

典「認得」彼此。

Logos 讓您「用」書，而

不僅僅是「讀」書

觀看視頻：瞭解Logos爲何與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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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ogos.com/logos-editions?wvideo=wlqrmyv8f5


Logos 9: 增加400+新書

點擊比較L9套裝之間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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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logos.com/search?context=product&sortBy=Newest&limit=60&page=1&filters=Chinese%3Alanguage-chinese_Language&ownership=unowned&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
https://tc.logos.com/compare/libraries


流程

關於Logos 升級

主要功能演示

1 預備講章相關新功能

2 升級版概況

3 原文研究

4 輔導指南

其他功能亮點

Logos 教學資源

下載安裝

Q&A

【彩蛋】優惠折扣

附錄：所有套裝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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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 升級
◼ 升級不會讓您失去任何資源或功能

◼ 您只會為新增的資源付費

◼ 您真正的升級價格 請登錄Logos 官網查看

◼ 無論新舊用戶，所有套裝都有 85 折優惠 (可重复使

用！)

https://tc.logos.com/upgrade

詳細升級攻略請參考博客 :

https://tchinese.logos.com/20
20/10/29/sheng-ji-logo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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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logos.com/basepackages?utm_source=Blog&u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upgrade_basepackages
https://tc.logos.com/upgrade
https://tchinese.logos.com/2020/10/29/sheng-ji-logos-9/
https://tchinese.logos.com/2020/10/29/sheng-ji-logos-9/


瞭解Logos 9 最新功能
http://tc.logos.com/9 

http://tc.logos.com/9


預備講章相關新功能

講章編輯 

講章管理員

中文版主題概述 （準備釋經講章

工作流程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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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logos.com/9


講章編輯

◼ 新增講道模式

◼ 分享

◼ 大綱模式

◼ 新增講章筆記並可直接插入

講章

◼ 新增將講章存爲範本

支持版本：Logos 9 中文銀版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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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logos.com/9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6?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16


講章管理員

◼ 周表

◼ 徑向曆

◼ 日期安排

◼ 國定假日

◼ 篩選

支持版本：Logos 9 中文金版 及以上

過去在Logos的講道文件會自動保存，並

在講章管理員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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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17
https://support.logos.com/hc/en-us/articles/360046242132


主題概述

◼ 全面漢化；有助確立講道主題

◼ 在準備釋經講章工作流程步驟 
1.4

◼ L9 部分新增註釋書

◼ 解經講道注釋叢書

◼ BE系列

◼ 新约导论

◼ 旧约导论

支持版本：Logos 9 中文金版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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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logos.com/search?context=product&sortBy=Bestselling&limit=60&filters=language-chinese_Language%2Bresourcetype-commentaries_Resource%20Type&page=1&ownership=unowned&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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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全面加强

*搜索結果增加10倍！

搜索欄

關鍵文章

視覺篩選

移動端可以使用

書籍

萊克姆聖經辭典

21世紀IVP字典

*所有版本支持，但是套裝級別越
高結果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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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logos.com/product/198377/lai-ke-mu-sheng-jing-ci-d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7411/ivpxin-yue-zhu-ti-ci-dian-xi-lie


原文研究 1

字義研究（糧）

Logos 9 新增/金版以上包含：

萊克姆希臘文、希伯來文、亞蘭

文字典、新約及早期基督教文獻

希臘文大詞典（BDAG完整版）--
漢語聖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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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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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研究 2

聖經字義研究：

子句的參與者（Clausal 
participant）
e.g. Mt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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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logos.com/hc/en-us/articles/360031075771


原文研究 3

聖經字義研究：

語義角色（semantic roles）
與體驗者（經歷、接受的人）

摩西的對象

案例結構 Case Structure （主詞

+誡命動詞+受詞）

體驗者v.s.刺激stimuli（造成體驗

者心態改變的人事時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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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aithlifetv.com/media/assets/367524?embedded=1&autoplay=1&__hstc=18058406.95c264f8ddb63ec460ee4256909a18d4.1603722625345.1603985060557.1604199738581.8&__hssc=18058406.1.1604199738581&__hsfp=1755943903


原文研究 4 

進階搜索功能 (大陸用戶點擊這

裏)

英文的進階搜索視頻

搜尋

子句

神-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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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D5rB5hMHs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J411572e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J411572e
https://www.logos.com/features/clause-search


輔導指南

搜索關鍵字（愛，婚内抑鬱）即可得

到相關輔導資源的結果

新增輔導類書籍：

如何避開閨房風暴

當代婚姻協談手冊

改變生命改變心

親愛的，別把上帝縮小了

支持版本：Logos 9 中文銀版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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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亮點

強化的程序菜單

賬戶切換

閱讀計劃

圖表

聖經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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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亮點

強化的程序菜單

賬戶切換

閱讀計劃

圖表

聖經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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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亮點

強化的程序菜單

賬戶切換

閱讀計劃

圖表

聖經書卷

支持版本：所有Logos 9 套裝，可在PC, Mac,iOS, Android和網頁版使用

回到目錄頁  20



其他功能亮點

強化的程序菜單

賬戶切換

閱讀計劃

圖表

聖經書卷

支持版本：中文入門版以及上套裝，可在PC, Mac和網頁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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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4?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14


其他功能亮點

支持版本：中文銀版以及上套裝，可在PC, Mac和網頁版使用

強化的程序菜單

賬戶切換

閱讀計劃

圖表

聖經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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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6?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16


Logos 教學資源

YouTube頻道 繁體中文教學視頻

B站視頻 簡體中文教學視頻（視頻部分被和諧，請中國大陸地區電郵到

chinese@faithlife.com 索要完整版的網盤鏈接。）

中文幫助中心 

新手必讀幫助文章 : 熟悉Logos的功能

繁體中文博客

簡體中文博客

中文論壇：提出使用上的問題或者回報一個bug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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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c/LogosChinese
https://space.bilibili.com/474444124
mailto:chinese@faithlife.com
https://support.logos.com/hc/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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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chinese.logos.com/
https://community.logos.com/forums/130.aspx
https://tc.logos.com/faq


下載安裝
◼ 下載

◼ 安裝

◼ 安裝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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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logos.com/service/install
https://tc.logos.com/install
https://support.logos.com/hc/zh-tw/articles/360007506971-Logos-%E6%9C%80%E4%BD%8E%E7%B3%BB%E7%B5%B1%E8%A6%81%E6%B1%82


Q & A (節錄)

我第一次接觸Logos，怎樣下載Logos 9 聖經軟件？

可以先購買入門版來獲得Logos 9 的功能，比如閲讀計劃、反向

對照。未來升級可以重複使用85折優惠。

如何使用升級 85 折優惠？

登錄Logos 賬戶，將套裝放入購物車，優惠自動生效。

套裝之間有什麽不同？

請前往這裏比較所有套裝，您還可以比較中文和雙語套裝。

平板使用與電腦使用的區別有多大差異？

有一些差別，比如形態學搜索、講章編輯和視覺篩選不能在平板

上使用。最完善的功能在桌面電腦。

我如何學習使用Logos？
我們在這裏列出了所有教學資源。

請瀏覽 常見問題 獲得更多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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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4/logos-9-zhong-wen-ru-men-ban
https://tc.logos.com/basepackages
https://tc.logos.com/com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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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蛋】優惠折扣

◼ Logos 9 銀版以上套裝可獲得一個免費英文課程 Mobile Ed  （需登錄

才能看到優惠信息）

◼ 長期折扣：針對在校神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個人教育優惠， 以及針對機

構采購的機構合作優惠。

◼ 參與用戶調查：參加者有機會獲得不同程度的折扣，電郵到

chinese@faithlife.com來詢問

◼ 訂閲電子郵件 ( 繁體 | 簡體 ) ： 我們常有獨家優惠通過電郵通知

◼ 推薦我們：如果您有使用Logos的朋友，請他爲您推薦購買，雙方都能

獲得豐厚的Logos 現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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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ogos.com/redeem-course
https://tc.logos.com/academic
https://tc.logos.com/academic-solutions
https://protect-us.mimecast.com/s/BpIhCrk7z1Hwn5kBt4lZn-?domain=wx.mail.qq.com
https://protect-us.mimecast.com/s/9TGhCv2JE1SOLDYktAD7_l?domain=wx.mail.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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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所有套裝簡介
比較所有套裝請前往：https://tc.logos.com/compare 

https://tc.logos.com/compare


適合剛剛開始深度研經的基督徒

重點功能: 反向對照，概況，歸納
式查經工作流程

包含：6本聖經，8本註釋書，3本辭
典等超過20本圖書

Logos 9 中文入門版

 (Chinese Starter)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4?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14


適合信徒領袖、沒有講道需求的
教會同工使用

包含所有中文入門版資源

重點功能：經文匯編，語法、系統
神學串珠，字詞研究工作流程

包含：16本聖經，47本註釋書，5本
辭典等超過110本圖書資源

Logos 9 中文銅版

 (Chinese Bronze)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5?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15


適合偶爾需要講道的教會同工、
兼職進修神學生使用

包含所有中文入門版、銅版資源

重點功能：輔導指南(L9新增)，講
章演說模式(L9新增)，加强版講章
編輯器，語法搜索，釋經講道工作
流程

包含：19本聖經，100本註釋書，7
本辭典和百科全書等超過210本
圖書資源

Logos 9 中文銀版

 (Chinese Silver)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6?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16


適合經常需要講道的牧師、神學
教師、有深度原文研究需求的神
學生使用。

包含所有中文入門版、銅版、銀版
資源

重點功能：講章管理員
，Andersen-Forbes 原文分析工
具，語義角色以及Case Frames
數據集，自定義工作流程

包含：19本中英文聖經，166本聖
經註釋書，9本聖經辭典和百科全
書等超過660本圖書資源

Logos 9 中文金版

 (Chinese Gold)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17


適合經常需要講道的牧師、神學
教師、有深度原文研究需求的神
學生使用

包含所有中文入門版、銅版、銀
版、金版資源

重點功能：講章管理員
，Andersen-Forbes 原文分析工
具，語義角色以及Case Frames
數據集，自定義工作流程

包含：22本中英文聖經，260本聖
經註釋書，11本聖經辭典和百科
全書等超過850本圖書資源Logos 9 中文白金版

 (Chinese Gold)

Logos 9 最新推出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8?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18


適合有良好英文閲讀能力，適合
經常需要講道的牧師、一般原文
研究需求的神學生使用。

包含中文金版和英文金版的所有
資源

重點功能：中英文最高級別視覺篩
選，中英文輔導指南，中英文釋經
講道工作流程

包含：37本中英文聖經，392本聖
經註釋書，27本辭典和百科全書
等超過1,400本圖書資源

Logos 9 中英文金版

 (Chinese Gold)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9?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19


適合有良好英語閲讀能力，經常
需要講道的牧師、神學教師、有深
度原文研究需求的神學生使用。

包含中文白金版和英文白金版的
所有資源

重點功能：中英文最高級別視覺篩
選，中英文最高級別神學指南、解
經指南

包含：44中英文聖經，563本聖經
註釋書，40本辭典和百科全書等
超過1,800種圖書資源

Logos 9 中英文白金版

 (Chinese Gold)

Logos 9 最新推出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20?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