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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綫上教學！
New！教學活動頁面上綫  繁體 | 簡體

4月教學：學習使用Logos 指南

點擊訂閲Logos中文郵件： 繁體 | 簡體

關注Logos 中文社交媒體：  Facebook , YouTube and WeChat

聯絡我們：Chinese@faith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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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現場教學
Part 1 - 視頻下載鏈接

Logos 界面 | *資源優先順序 | 捷徑列 
瀏覽聖經 | 平行資源 | 經文比較  
*反向對照 | *對應的詞語 
*形態學視覺篩選 | 命題大綱

*搜索 | *右鍵搜索 
*釋經講道工作流程

*講章編輯 | 講章管理員

Part 2 - 視頻下載鏈接

*語法和子句搜索 | 進階搜尋

以下不設現場教學，單獨有教學視頻

*概況 | *筆記和醒目顯示 
聖經字義研究指南 | *聖經瀏覽器 | 經文匯編 

Q&A
Logos 9 優惠折扣

附錄1：關於Logos 9
附錄2：所有套裝簡介

下載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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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演示所用版本為 中文金版  的桌面應用 (desktop app)，可在此下載。取決於您的套裝版本，搜索結果和演示可能不同。

*推薦必學。登記免費試用Logos 9 中文金版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70/assets/11600048/content.mp4?signature=yI-xs4b_w5btm7wCzFg7jOyJEPY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logos-9-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7
https://tc.logos.com/get-started?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getstarted
https://tc.logos.com/goldfreetrial?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GFT0321&utm_content=perk


Logos 界面：工具列

視頻 2分45秒

 回到目錄頁 5

捷徑列

Shortcut

主頁 圖書
資料庫

概況
(L9新增)

搜索欄
Go Box

更新/同步
通知區域

版
面
配
置

關
閉
所
有
開
啓
視
窗

賬
戶

説
明
：又
稱
爲
三
點
按
鈕

除了點擊，您可以選中並拖拽某個功能到工作區域，包括圖書資料庫、搜索欄和所有捷徑列上的内容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通知 notification area （藍色按鈕）：

更新的資源和功能會在這裏顯示

同步 sync （灰色圓環）：

自動同步，點擊一下手動檢 查更新並同步

Logos 界面：通知和同步

 回到目錄頁 6



Logos 界面：
説明菜單

説明菜單

幫助文件（按F1）：正在漢化中

瀏覽所有文檔：自動打開手冊 (manual) 解釋數據
集的用法

綫上支援中心：進入中文支援中心，您可以搜索
功能、用法等支援主題（不能用於圖書搜索）

應用主題：暗色模式  (L9 新增)

程式設定：界面語言、引用格式、下載方式、默認
字體和背景等

關於Logos聖經軟體：您的Logos賬號郵件、軟件
版本

視頻 3分06秒處

 回到目錄頁 7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Logos 界面：
主頁設置

主頁

儀表板 
Dashboard 
  

程式設定：
更改默認開機畫面

瀏覽 Explore

建議選擇：

中文博客

Logos消息

 回到目錄頁 8



設定資源優先順序

容易混淆的圖書類型

● 百科全書  Encyclopedia (聖經辭典)
● 詞典 Lexicon (查原文)
● 字典 Dictionary (查語言；如，英漢字典 )

第一梯隊 （必選） 第二梯隊 （可選）

聖經 Bibles 經文選集  Lectionaries

聖經辭典  Bible Dictionaries 靈修日曆  Devotionals 

註釋書 Commentaries

希伯來文詞典  Hebrew Dictionaries

希臘文詞典  Greek Dictionaries

 回到目錄頁 9



設定資源優先順序

辭典

LBD: Lexham Bible Dictionary
萊克姆聖經辭典  （LBD中文版）

聖經註釋書

拖拽系列中的一本，默認整個系列都

是優先的，比如BE系列(生命更新解

經) 和 解經講道注釋系列

詞典

中文版BDAG 和3本萊克姆聖經詞典

*優先資源目前不支持篩選

最先選擇你最常用的聖經

，選中並拖拽到右欄

● 拖拽的順序決定資

源的優先程度

● 選擇數量不限

● 清除偏好資源：右

鍵選中然後 “清除”

演示中所用範例（供參考）

 回到目錄頁 10

視頻  5分29秒

https://tc.logos.com/search?context=product&sortBy=Bestselling&limit=60&filters=language-chinese_Language%2Bresourcetype-dictionaries_Resource%20Type&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bibledictionary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8377/lai-ke-mu-sheng-jing-ci-di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198377
https://tc.logos.com/search?context=product&sortBy=Bestselling&limit=60&filters=language-chinese_Language%2Bresourcetype-commentaries_Resource%20Type&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commentary
https://tc.logos.com/beserie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beseries
https://tc.logos.com/beserie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beseries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4402/xin-yue-ji-zao-qi-ji-du-jiao-xi-la-wen-da-ci-di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194402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如何快速打開一本書：捷徑列

將常用書放入捷徑列

將書籍打開然後拖拽到捷徑列

捷徑列建立文件夾  （L9 新增）

選中某本書然後右鍵打開菜單， 文件

名必須完全一樣，暫時不支持拖拽。

將檔案夾中某一本書刪除

將某本書的檔案夾名刪除。同理，如

果要刪除檔案夾，將裏面每一本書的

檔案夾名刪除。該功能未來會優化。

排序

每本書都是默認按照字母排序，可通

過更改顯示標簽來人爲排序（藍框）

如何排序 folder? 一樣，為檔案夾取名時，更改

顯示標簽來排序

視頻  10分05秒處

 回到目錄頁 11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瀏覽聖經

經節欄 Reference box

無須打全名，章和節之間可以用空行或者冒號

比如，約翰福音2章16節→ 約2 16 或者 Jn 2 16
中文界面下，無論英文還是中文聖經，打英文或者

中文縮寫都可以出結果，繁 简也都通用

快速找到經節（註釋書同理）

如果在同一章裏面跳節數，只需要 Tab -> 節（輸入

節數） → 回車 

 回到目錄頁 12

視頻  13分35秒處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瀏覽聖經

快速瀏覽（藍框）通過上下箭頭

*文章/章 （在聖經中作用相同）

注：快速翻頁須使用快捷鍵

下一頁：按  space 
上一頁：按  shfit + space 

*所有 shortcut 

應用於所有書：程式設定

内容縮放  ：文件、指南、圖書字體大小

程式縮放：界面的圖表、菜單

*這個設定不會在其他設備上同步

字體大小

Ctrl +  字體放大

Ctrl  -  字體縮小

 回到目錄頁 13

https://support.logos.com/hc/en-us/articles/360016370932-Keyboard-Shortcuts


瀏覽聖經 - 視覺篩選

視覺篩選  Visual Filter 
◼ 顯示小標題  （Show article titles）
◼ 顯示頁碼

◼ 調整文章格式

*視覺篩選還有更多高級用法

首先選中  “資料 Resource”和“只要聖經經文  Bible Text Only”

● 聖經經文格式  Bible Text Formatting：斜體顯示原文中沒有的詞語  (KJV, 
ASV等適用)

● 每行只要一節經文  one verse per line：*章節和經文數目也要選中

● 非聖經經文  Non bible text：顯示聖經章節前的小標題  (pericopy)，本身不

是聖經的一部分

*所有適當的資源中顯示  → 同類型的資源内都套用這個個格式  

 回到目錄頁 14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54y1X7pY


資源連結設定 

打開一本聖經，再打開一本註釋書。然後按書本工具

列右上角的三點按鈕（紅框）進行 資源連接，用同一

個字母連接你想要連接的書本，它們將會同步滾動。

這裏給和合本字母A，同樣，右邊的解經講道注釋也

給予A

每一次的資源連接隨著書本的關閉就不會

保存，但是我們可以保存版面，不用每次都

手動連接常用的書本組合。

高級功能：有時注釋書是一個系列，只需要

將系列中任意一本和常用聖經連接，就會自

動和整個系列連接。比如這裏是解經講道注

釋哥林多後書和和合本連接，但是當研究羅

馬書時，會自動打開解經講道注釋羅馬書。

 回到目錄頁 15

視頻  16分20秒處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資源連結設定：版面配置

將保存好的版面放到捷徑列

更新當前版面配置  update active layout 來讓保存好的

版面每次可以從最新的位置打開。

比如，哥林多後書 1章學習完，下一次要從 2章開始。

高级技巧：将更新當前版面配置按鈕放到捷径列

*要输入全名，区分繁简

*在go box 輸入 更新當前版面配置，然後拖拽到捷徑列

*这个按钮适用所有的已经保存的版面

可以使用已經預存的版面。更多信息 查看這裏

 回到目錄頁 16

https://support.logos.com/hc/en-us/articles/360016599631-What-are-Layouts-and-How-Do-I-Use-Them-


鍵盤快捷鍵：

左鍵：切換到平行資源中的上一本

右鍵：切換到平行資源中的下一本

平行資源

在同一個分頁打開聖經  （取代目前打開的聖經）
適用於所有設定了優先資源的種類

*在辭典這種類型裏，檢索平行資源需要一點時間

 回到目錄頁 17

視頻  21分50秒處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在不同版本的聖經中比較經文，并自動顯示差異

18

經文比較 Text Comparison

打開方式：工具 > 經文比較  

隨意點擊某一個版本，然後在

搜索框中輸入聖經名稱或縮

寫，選擇要比較的版本；

清除搜索框，進入比較視圖；

可拖拽聖經調整次序，第一本

聖經將默認成爲基準文本；

可選擇儲存現有組合。

回到目錄頁  18

快速比較經文段（免打字），選中經文段，經節欄

自動會調整，然後再按 F7

註釋書頁面按F7, 也可以快速叫出經文比較 ，默

認以偏好聖經排序

視頻  23分50秒處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19

經文比較 Text Comparison

基準文本

默認第一欄是基準文本  (base Bible)

黑色文本：和基準文本一致

藍色文本：和基準文本不一致  
顯示差異：只選擇這個，差異處會以紅色圓點標示

顯示基準文本  ：和顯示差異一起選，基準文本會以黑色

劃綫格式顯示

*目前不支持中英聖經比較；中文聖經之間比較須繁簡

統一

顯示

差異

顯示

基準文本

回到目錄頁  19



反向對照 Interlinear

20

表面結構 背後結構

該版本的譯文 希伯來文 /希臘文詞條

希伯來文 /希臘文原稿

形態學

Louw-Nida 號碼

意義 (sense)

經文是「立體」的
反向對照功能，挖掘經文的結構

回到目錄頁  20

中文金版支持反向對照的聖經

*中文： CUV-Shen-繁體，CUV-Shen-簡體，CUNP-Shangdi-繁體，RCUV-繁體

*英文：ESV，KJV，LEB，NIV，NET,  Septuagint: H.B. Swete Edition, 和多個希臘文 /希伯

來文-拉丁文反向對照

您不會在圖書資料庫中 “找到”反向對照聖經，因爲本質上它是一項功能。當您擁有它時，

您會自動看到上圖藍框的圖標。

在功能比較頁面上，找到“逐字對照” 這一項可以看到不同版本中支包含的對照資源。

視頻  第 28分處

https://tc.logos.com/product/54390/fan-ti-zhong-wen-sheng-jing-he-he-ben-shen-ban-the-holy-bible-traditional-chinese-union-versio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221&utm_content=54390
https://tc.logos.com/product/54403/jian-ti-zhong-wen-sheng-jing-he-he-ben-shen-ban-the-holy-bible-simplified-chinese-union-versio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221&utm_content=54403
https://tc.logos.com/product/2910/zhong-wen-sheng-jing-xin-biao-dian-he-he-be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221&utm_content=2910
https://tc.logos.com/product/8794/zhong-wen-sheng-jing-he-he-ben-xiu-ding-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221&utm_content=8794
https://tc.logos.com/compare/featuresets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反向對照 Interlinear

首先，要購買反向對照聖經，然後，確認自己有該反向對

照聖經版本對應的聖經版本。

在Logos中，反向對照聖經可以單獨買，但是必須和相應

版本的聖經一起使用。詳情請留意反向對照聖經 產品頁

上的説明。另一個辦法是直接買套裝， 中文金版套裝  以
上有所有四本反向對照聖經。

 回到目錄頁 21

https://tc.logos.com/search?query=%E5%8F%8D%E5%90%91&sortBy=Relevance&limit=60&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logos-9-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7


反向對照 Interlinear

22

内建反向逐字對照選項解釋：

表面字 Surface: 該譯本的經文

原稿字 Manuscript: 希伯來文 /希臘文字

原稿字(音譯) Manuscript (Transliterated) : 
英語字節音譯，幫助大家發音  

詞條 Lemma: dictionary form of a word (原
型)
詞條(音譯) Lemma (Transliterated)

字根 Root: 注意和詞條區分；詞條是字根發

展而來

字根(音譯)  Root (Transliterated)

形態學 (Morphology): form of the word 詞
性，名詞or動詞？現在時or過去時？

史特朗號碼  (Strong’s Number) : 基於KJV
的原文-英文索引號碼

Louw-Nida 號碼：基於 Louw-Nida Greek 
Lexicon對照方式一：經文下方顯示

回到目錄頁  22

https://support.logos.com/hc/en-us/articles/360028307111-Using-Strong-s-Numbers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99/greek-english-lexicon-of-the-new-testament-based-on-semantic-domains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99/greek-english-lexicon-of-the-new-testament-based-on-semantic-domains


反向對照 Interlinear

23

對照格支持自定義  ：單擊右鍵

*選擇某一個字、點擊並左右滑動可以調整對照格

意義 (Sense): 聖經意義詞彙（簡體翻譯爲  圣经意义辞典） 
Logos 聖經原文專家開發，説明該字在上下文中的意義。

中文金版套裝  有中文版。
對照方式二：反向逐字對照格  

回到目錄頁  23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logos-9-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7


反向對照 Interlinear

24

示範：馬太福音  5:48 

小箭頭(紅框)：譯本上的詞是同一個希臘文

大箭頭(綠框)：「一樣」和「像」出自同一個希臘文

圓點代表此處文本是被添加的

回到目錄頁  24



25

找到聖經中重複出現的詞語

對應的詞語 Corresponding Words

例子：Jn 21:15 耶穌問彼得是否愛他

視覺篩選：資料>對應的詞語（選浮標） >同樣的詞條

同一個字  (Same Word): 同一個希臘文或希伯來文字

相同的表面文字  (Same Surface Text): 按照譯本語言，同一個字

同樣的詞條  (Same Lemma): 同一個希臘文或希伯來詞條

同樣的字根  (Same Root)：同一個希臘文或希伯來字根

回到目錄頁  25

視頻  第 35分35秒 處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26

對應的詞語 Corresponding Words

例子1：約21:15 對比彼得和耶穌所説的愛 例子2：腓3:6  逼迫、竭力追求、直跑都是同一個詞條

回到目錄頁  26

對應的詞語在觀察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功能，甚至不需要希臘文和希伯來的知識。建議開展研經之前，至少用對應的詞語，慢慢逐字讀一遍。



搜索 Search

27回到目錄頁  27

精確搜索短語：半角引號，比如  “in christ”

符合關鍵詞大小寫   match case ；比如，搜索 “Father” 和 “father”結果是不同的。

符合所有單詞型態  match all word forms

符合相同的經文出處  match equivalent references

視頻   39分15秒 處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搜索 Search

28回到目錄頁  28

搜索經文：<弗1:5> → 等於掃描每一本書後面的經文索引和脚注，但是不用翻書啦



搜索 Search

29回到目錄頁  29

聖經内搜索

*常用聖經：優先資源中的頭五本

高級技巧：搜尋範本可以執行更多

自定義搜索！

觀看視頻  瞭解更多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J411S7wp


右鍵搜索  Right Click Searching

30回到目錄頁  30

適用場景：在讀經的時候想找到關於 XX的經文

例子：使徒行傳18:4

找到所有含有  “辯論” 這兩個字的經文

視頻  42分10秒 處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右鍵搜索  Right Click Searching

31回到目錄頁  31

 “辯論” 可能來自好幾個希臘文詞條

右鍵菜單分爲兩欄， A欄是主菜單，選擇相應的内容后，會自動開

啓B欄，進行該内容可適用的的下一步操作



右鍵搜索  Right Click Searching

32回到目錄頁  32

搜索某個事物在聖經中出現

搜索某個人名在聖經中出現

因爲無論是搜表面文字還是搜詞條，

都無法搜到指代意義，但是通過在聖

經内搜索事物，可以做到。



右鍵搜索  Right Click Searching

33回到目錄頁  33

每一次的新搜索都會默認打開一個新搜索窗口，想只保留一個窗

口，選擇將搜尋傳送到這裏。之後該搜尋窗口上會出現一個紅色圓

環

瀏覽搜索記錄



進階技能 —— 形態學視覺篩選 



形態學視覺篩選 Morphology Visual Filter

35

例子：但以理書4:25
第一個掌權：單數；第二個：複數

但是在中文文本中，動詞沒有位格單複數的變化，看不出原意

通過形態學視覺篩選，找出某一類型的詞或者語態、語氣等，并且自動在經文中顯示

中文銅版以上套裝包含

回到目錄頁  35

視頻  43分57秒 處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5/logos-9-zhong-wen-tong-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221&utm_content=195615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形態學視覺篩選 Morphology Visual Filter

36

打開方式：文件>新的>視覺篩選
*所有資源  = 所有相應的資源，這裏指所有反向對照聖經

*Logos 希臘文、希伯來文形態學  包含在中文銀版套裝及以上

輸入 @, 選擇動詞，自動彈出延申菜單，選擇命令語態，格式設定選擇 “着火”

回到目錄頁  36



形態學視覺篩選 Morphology Visual Filter

37

@ 動詞/分詞，格式選擇藍色前景色

@R?2?S 代名詞>第二人稱>單數 You
格式選擇  框

回到目錄頁  37



形態學視覺篩選 Morphology Visual Filter

38

@R?2?P 代名詞>第二人稱>雙數 Y’all
格式選擇  雙框

然後回到路加福音 22:31

形態學搜索基於原文文本。這裏你們，是譯者

添加，并沒有在原有的希臘文本中，因此視覺

篩選不會將其篩選出來

回到目錄頁  38



形態學視覺篩選 Morphology Visual Filter

39

聖經瀏覽器也可以套用視覺篩選

回到目錄頁  39



命題大綱 Propositional Outline

40

打開方式：視覺篩選  > 資料 > 命題大綱

銀版：新約命題大綱

金版：新約和舊約命題大綱

這裏最靠左邊的make disciples 是整個19節的頭，也就是希臘文原文的第一句，因爲這是經文中最重要的

部分。19節首先告訴你一個命令，是 make disciples，但是GO是前提，於是被稱爲背景-行動；兩個 c (擴大)，
是補充説明。合起來的意思就是，去讓萬民做門徒，首先要 “去”，然後做兩件事，施洗和教導。

回到目錄頁  40

視頻   49分30秒 處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6/logos-9-zhong-wen-y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221&utm_content=195616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logos-9-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221&utm_content=195617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釋經講道工作流程



準備釋經講章工作流程

打開方式：指南>準備釋經講章

● 1.3 閱讀經文

○ 多個版本的聖經

■ 希臘文、中文、英文

○ 反向逐字對照

○ 視覺篩選--作者重複的重要字

■ 概況

■ 自定義：文件  → 新增 → 視覺篩選 
■ 系統自帶：

對應的詞語  e.g.試探

希臘文的命令句  (imperatives)
■ 命題大綱：

● 句子、文章的結構

● 1.2c 時態 “落”在 → 暫時的，不

是永久的。  
○ 鑰辭形態學搜索：試探πειρα
○ 字義研究

支持版本：Logos 9 中文銀版 及以上（舊約命題大綱在金版以上）

視頻   53分37秒 處

回到目錄頁  42

https://www.logos.com/features/new-testament-propositional-outlines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6?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6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準備釋經講章工作流程

● 1.4 確定可能的主題

○ 主題概述

■ 心懷二意

○ 經文清單：歸納新舊約的經

文、重點

■ 全景模式、緊湊模式

■ “記住”模式：幫助預備的時

候思想與記憶

支持版本：Logos 9 中文金版 及以上

回到目錄頁  43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logos-9-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7


準備釋經講章工作流程

● 研究經文

○ 2.1 確定經文的基本事實

■ 概況

■ 新漢語譯本普及版新約聖經（雅

各書背景、作者）

○ 2.2在原文里閱讀您的經文

○ 2.3 比較聖經版本

○ 2.6 識別聖經事件：幫助我們了解

新約如何引用舊約

○ 2.7重要字詞：

■ 試驗，真正的 dokimion

■ 渴望，熱望，渴求=私慾-不是中

立的嗎？

比較中文BDAG（金版以上）與更新版（銀版以

下）的差異

回到目錄頁  44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4402/xin-yue-ji-zao-qi-ji-du-jiao-xi-la-wen-da-ci-dian


準備釋經講章工作流程

● 4. 識別重要的聖經串珠

○ 4.1 識別聖經串珠

■ 舊約聖經的新約用法

■ 共享的意義  → 心懷二意 →  
聖經意義詞彙  → 詞條 →  
聖經字義研究  （兩個靈魂）  
→ 萊克姆新約希臘文字典  

■ 註釋書 
○ 4.2 經文彙編

■ 幾乎在雅各書的每一節都

可以找到舊約的源頭

回到目錄頁  45



準備釋經講章工作流程

● 5. 咨詢註釋書

○ 新功能

■ 按系列、作者、時代分

○ 應用類（例證）的註釋書

■ Be系列

○ 教父的經典註釋

■ 古代信仰聖經註釋

○ 現代解經注釋

■ 聖言現代詮釋系列 --賴若瀚

牧師的雅各書註釋

原文解經但也重牧會實例

■ Pillar新約註釋（英文）

● 6 經文大綱

○ 6.1聖經大綱瀏覽器

聖經大綱瀏覽器

回到目錄頁  46

https://tc.logos.com/product/184080/wei-er-si-bi-bo-shi-bexi-lie-xin-jiu-yue-sheng-jing-zhu-shi-cong-shu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7337/gu-dai-ji-du-xin-yang-sheng-jing-zhu-shi-xin-jiu-yue-shang
https://tc.logos.com/product/150102/yong-huo-de-xin-yang-ya-ge-shu-quan-shi
https://tc.logos.com/product/150102/yong-huo-de-xin-yang-ya-ge-shu-quan-shi
https://tc.logos.com/product/166799/pillar-new-testament-commentary-pntc


講章編輯



講章編輯

● New: 將講章存爲範本

○ 可以在安排一年的講道時使

用。

○ 大綱模式

○ 分享

● 幻燈片背景

● New: 講道模式

● 新增講章筆記並可直接插入講章

支持版本：Logos 9 中文銀版 及以上

視頻  1小時50秒 處

回到目錄頁  48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6?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6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講章管理員 



講章管理員

50

右上方的三條菜單，可調整菜單項目；

也可拖拽菜單項目調整次序，和欄寬。

類似圖書資料庫的視圖

左邊為篩選欄，點擊右邊的  i 圓環會出現metadata的編輯面板。

中文金版及以上獨有

打開方式：工具  > 講章管理員

儲存、記錄、編排所有講義類文件（包括講章

和課件）的一體化工具

不僅可用於講章編排，同樣適用於主日學和課

程編排，并且提供各個國家地區節假日，并支

持添加教會、神學院行事曆進行客制化安排

回到目錄頁  50

按照時間瀏覽

視頻  第1小時12分20秒 處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logos-9-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7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講章管理員 - 講章模板

51回到目錄頁  51

文件 > 新的 > 講章

選擇 範本 ，完成儲存一個講章模板



講章管理員 - 批量添加、編輯講章

52回到目錄頁  52

從3月7號這一周開始的每個周日，增加 5個講章，且這些講章都要套用我的

講章模板，然後點擊  新增

1

2

3

4



講章管理員

53回到目錄頁  53

在選中5個講章的情況下，進行 bulk editing，
比如，加上系列名：復活節 2021

經文要用英文寫書

卷名 (未來會改進 )

*私人筆記：若講章

文件分享給其他人，

這部分内容不會公

開

瞭解完整信息面板

解釋

https://support.logos.com/hc/en-us/articles/360046242132#template
https://support.logos.com/hc/en-us/articles/360046242132#template


講章管理員

54回到目錄頁  54

選擇徑向曆視圖（綠框）

1. 將節假日或者Faithlife 群組的節假

日加入視圖

*節假日支持所有國家，以您的郵寄地址

爲準，點擊這裏添加和編輯郵寄地址 。

2. 講道系列

3. 講章

4. 最外圈：節假日

*紅色框出的灰色部分代表一周

*選中某個講章之後，可以在右邊直接編

輯講章主要信息

https://tc.logos.com/account/shipping


語法和子句搜索

使用金版Part 2 - 教學視頻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70/assets/11600048/content.mp4?signature=yI-xs4b_w5btm7wCzFg7jOyJEPY


語法和子句的搜索
~語法篇 1~

● 希臘文要選希臘文的語法書：
○ Cascadia Syntax Graphs of NT 

SBL Edition
● 林前13.8

○ “愛”作為句子裡面的
■ 主詞
■ 受詞
■ 介詞賓語：

● 在愛裡in love
● from his love
● by the love of the 

HS

 回到目錄頁 56

教學視頻  13秒 處 

https://www.logos.com/product/27284/cascadia-syntax-graphs-of-the-new-testament-sbl-edition
https://www.logos.com/product/27284/cascadia-syntax-graphs-of-the-new-testament-sbl-edition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70/assets/11600048/content.mp4?signature=yI-xs4b_w5btm7wCzFg7jOyJEPY


● 希伯來文要選希伯來文的
語法書：
○ Andersen-Forbes 

Phrase Marker 
Analysis Dataset

● 詩篇62.5
● “盼望”作為句子裡面的

○ 主詞
○ 受詞

 回到目錄頁 57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84408/andersen-forbes-phrase-marker-analysis-dataset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84408/andersen-forbes-phrase-marker-analysis-dataset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84408/andersen-forbes-phrase-marker-analysis-dataset


● 希伯來文語法工具書
○ Andersen-Forbes Phrase 

Marker Analysis Dataset
■ 每一個句子主要由三個元

素組成
● Clause
● Clause IC 

(immediate 
constituent)

● Segments
■ 複雜版

● 上述三個元素
● 再加上 phrase, 

supra-clausal 
○ A systematic glossary to the 

Andersen-Forbes analysis of 
the Hebrew bible：可以查不懂的
縮寫是指什麼， e.g. CIC = 
Clausal immediate constituent

語法和子句的搜索
~語法篇 2-1~

 回到目錄頁 58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84408/andersen-forbes-phrase-marker-analysis-dataset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84408/andersen-forbes-phrase-marker-analysis-dataset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78461/a-systematic-glossary-to-the-andersen-forbes-analysis-of-the-hebrew-bible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78461/a-systematic-glossary-to-the-andersen-forbes-analysis-of-the-hebrew-bible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78461/a-systematic-glossary-to-the-andersen-forbes-analysis-of-the-hebrew-bible


● 士師記4.6
○ 子句的結構：

■  CL + CIC + Segments
○ finite verb [segment-she called] 

+ indirect object
○ 她叫了某某來 → 這個語法順序

在舊約裡面出現在哪些地方 → 
總共7處

語法和子句的搜索
~語法篇 2-2~

 回到目錄頁 59



~語法2-3~

● 特別的語法以及語境的研究
○ 子句裡伴隨著動物： 

■ cic → segment
■ accompanier + creature 

→ 55個結果
■ 不要有“活物”的句子 → 42

個結果

 回到目錄頁 60



~語法2-4~

● 在Segment之下的所有種類，您可以探
索以下的研究

○ P source內，神怎麼稱呼自己
○ 詩篇中詩人求告神，是怎麼稱呼

神的？
○ 在子句裡面人名被叫了兩次 出

3.4

 回到目錄頁 61

教學視頻  45分05秒 處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70/assets/11600048/content.mp4?signature=yI-xs4b_w5btm7wCzFg7jOyJEPY


~語法2-5~

● 先知的call to attention
○ 賽 66.5 為例
○ 根據AFPMA來做語法搜尋
○ 同樣的結構在先知書裡面出現過

24次
● 根據AFPMA給我們的資訊

 回到目錄頁 62



語法和子句的搜索
~子句篇~

● 子句裡的主詞與受眾
○ 保羅與猶太人的互動

■ 主事者:保羅 AND 人物:猶
太人

○ 保羅與外邦人
■ 主事者:保羅 AND 人物:外

邦人  
● Operators:指令

○ AND
○ ANDNOT
○ BEFORE
○ AFTER

 回到目錄頁 63

教學視頻  58分35秒 處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70/assets/11600048/content.mp4?signature=yI-xs4b_w5btm7wCzFg7jOyJEPY


進階搜尋 Advanced Search



進階搜尋 1
advanced search

● 同樣的字、順序，在聖經哪

裡裡面出現

● Operator:全部大寫
○ BEFORE
○ CHARS (Characters):

■ 4 CHARS: 這兩個字的順序
不能夠有超過4個字母或空
白的距離

○ WORDS幾個字的距離：
■ 詞條:ְּב BEFORE 5 

WORDS 詞條:1:ֵׁשם
■ 差5個字的距離

○ AFTER
○ WITHIN

 回到目錄頁 65

教學視頻  1小時01分30秒 處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70/assets/11600048/content.mp4?signature=yI-xs4b_w5btm7wCzFg7jOyJEPY


進階搜尋 2

形態學搜尋：

● 右鍵 → 選對詞條 → 搜尋
○ 等同於複製這個詞條的搜尋

 回到目錄頁 66



進階搜尋 2

形態學搜尋：

● h:qra→ 
○ h=希伯來文
○ qra
○ @ → 可以選擇詞性以及更多

 回到目錄頁 67



進階搜尋 3：形態學

● 特定動詞形態的搜尋
○ @
○ 加上我們之前想要的在句子裡

的排列順序
○ 例子：
○ 詞條:1:קרא@V?F???C 

BEFORE 3 WORDS 詞條:ְּב 
BEFORE 1 CHARS 詞條:1:ֵׁשם

● 教授：prefix pre infinitive 
construct pronoun suffix

● prefix prep
○ @preposition
○ BEFORE 1 CHAR
○ infinitive construct: @VI 

+CONSTRUCT
○ PRONOMINAL SUFFIX

 回到目錄頁 68



進階搜尋4：

● 工具 →  形態查詢

● Qal Perfect V with 
Pronoun Suffix

● 呼求神的名

 回到目錄頁 69



進階搜尋4：

 回到目錄頁 70



Logos 9 重要功能 —— 概況 
不設現場教學 請參考 教學視頻鏈接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8535851/assets/11516830/content.mp4?signature=ZYBUGeSV395j4bA9pVkksu03h40


有問題？概況一下

72

概況 Factbook

Logos 9 將概況放到了主菜單欄

快捷鍵打開 : Alt + K (Windows) Command + option + K (Mac)
*每六周Logos 免費更新一次，概況的搜索結果也有可能更新

概況是Logos獨有的工具，它類似谷

歌+維基百科，可以成爲聖經研究的

起點。

包含在包括免費基本版中的所有套

裝中，套裝版本越高，搜索結果越

多。

在Logos 9 中，在概況中搜索，還會

得到關於在Logos中操作的提示。

搜索請區分繁簡，雙語套裝用 戶還可

進行英文搜索。最佳方法還是在英文

界面下搜英文，中文界面下搜中文。

回到目錄頁  72

教學視頻 鏈接
*視頻中所用套裝為中英文白金版，講義和截圖使用

的是中文金版

https://tc.logos.com/chinesebasic?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221&utm_content=basic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8535851/assets/11516830/content.mp4?signature=ZYBUGeSV395j4bA9pVkksu03h40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logos-9-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7


73

概況 Factbook

操作：搜索“提摩太” 
（注意繁簡要和界面語言一致）

懸停鼠標在某一行，出現右側的三點

按鈕，可選擇摺叠或展開所有條目。

回到目錄頁  73

拖拽某個鏈接在新窗口打開



74

概況 Factbook

被翻譯爲的種類來自  LEB，但是經文的譯本來

自您的優先聖經。雙語套裝用 戶請嘗試英文界

面搜索英文關鍵詞， “被翻譯爲”的種類更多，

中文還在漢化中。

回到目錄頁  74

被翻譯爲  (translated as) 
*Logos 9 新增

列出所有該關鍵詞被提到的地方和具體經文，

并且按照被翻譯的類型歸類，當您搜索人名、

地名、事件時

中文金版套裝  - 繁體中文界面 雙語白金套裝  - 英文界面

https://www.logos.com/product/37521/lexham-english-bible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logos-9-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7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20/logos-9-zhong-ying-shuang-yu-bai-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221&utm_content=195620


75

概況 Factbook - Logos 9 新增

Logos 9 新增

請參見 see also
分類索引該關鍵詞可

進行的下一步研究

Logos 9 新增

關鍵文章  key article 和詞典 dictionaries
例子：亞倫

Logos 9 新增

選中媒體圖片后直接傳送到講章  
例子：過紅海

媒體功能離綫不可使用

回到目錄頁  75



76

概況 Factbook - Logos 9 新增

Logos 9 新增

在概況中搜索某個人事物，一

鍵直接打開主要經文

回到目錄頁  76



77

概況 Factbook - 研究某段經文

Logos 9 新增

在概況中研究經文

假設要研究路加福音第

15章 → 輸入 路15 或
者 lk 15。Logos 會自動

提示針對這段經文您可

以進行下一步的操作。

 可操作的功能取決於您的套裝等級

中文金版：10個工作流程，4個指南

中英文白金版：20+個工作流程4
個指南

回到目錄頁  77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logos-9-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7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20/logos-9-zhong-ying-shuang-yu-bai-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221&utm_content=195620


78

概況 Factbook - 研究某一卷書

回到目錄頁  78

Logos 9 新增

聖經書卷指南  Bible book guide → 
關於某卷書背景介紹的絕佳去處

入門版 開始有，中文銀版以上套裝

包含完整版

由Logos事先製作好，匯總了數百本

書籍的結果，意味著不能客制，也不

會按照您的優先資源排序。您看到

的結果取決於您是否擁有這本書。

可以對比兩邊不同版本的搜索結

果。中文金版中不包括 BKC，但是如

果您單獨購買了BKC，那麽無論您

的套裝是什麽，您會看到 BKC的結

果。

中文金版

中英文白金版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4/logos-9-zhong-wen-ru-me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4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6/logos-9-zhong-wen-y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6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logos-9-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7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20/logos-9-zhong-ying-shuang-yu-bai-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20


79

概況 Factbook - 研究某個概念

Logos 9 新增 
針對某一個概念的相關經文搜索

回到目錄頁  79

在概況中搜索概念，可能需要嘗試

多幾個翻譯，因爲概念牽涉意譯。

但是Logos 9 會優先顯示主要結果



80

概況 Factbook - 視覺篩選

回到目錄頁  80

Logos 9 新增 
一個點擊就能研究原文，并且同時研究相關主題  

概況視覺篩選按鈕 (藍框)

*所有支持反向對照的聖經

都包含概況視覺篩選功能

(Logos 9 新增，入門版套

裝以上)

還可以選擇保存這個界面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4/logos-9-zhong-wen-ru-me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4


筆記和醒目顯示 
不設現場教學 請參考 教學視頻鏈接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8541490/assets/11518094/content.mp4?signature=5rMHETZwlo7YQ8-SG0QEP_edWyU


筆記 Notes

82

打開方式：工具>筆記

包含在包括免費基本版中的所有套裝中

1 創建筆記本

2 在筆記本内創建新筆記

3 編輯筆記正文

4 添加標簽

5 更改筆記圖標

回到目錄頁  82

筆記(Notes)類似於sticky 
notes

多個筆記可以匯總在某一個

筆記本(Note Book)下面

筆記

筆記本

教學視頻  第 1小時31分58秒 處
*視頻中所用套裝為中英文白金版，講義和截

圖使用的是中文金版

回到目錄頁  82

https://tc.logos.com/chinesebasic?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221&utm_content=basic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8541490/assets/11518094/content.mp4?signature=5rMHETZwlo7YQ8-SG0QEP_edWyU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logos-9-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7


筆記 Notes

83回到目錄頁  83

重新分配筆記到另一個筆記本
自動儲存、改變視圖、筆記菜單



筆記 Notes

84回到目錄頁  84

建立對某一卷書的筆記本

舉例：雅各書1:2
創建一個筆記本並命名爲雅各書筆記，打開雅各書 1：2，選擇該節經文，然後右鍵彈出菜單。

經文出處>做筆記>雅各書筆記  (因爲雅各書筆記已經在右邊打開，所以會默認置頂 )

停駐點 Anchor: 類似書簽，這個筆記是出現在哪本 Logos資源的哪一部分

用同樣方法為雅各書 1:3, 1:4創建筆記



筆記 Notes

85回到目錄頁  85

標簽 Tag: 用戶自己設定，最佳是用來設定主題，比如  “苦難” 。

在筆記中搜索某個標簽時，只要是被設爲這個標簽的筆記都會出現，無論是否這些筆記是否屬於同

一個筆記本。因爲標簽是跨筆記、筆記本、經文、資源的索引方式。對於標簽，建議眼光放長遠，寧可

多不可少，因爲未來您的筆記和筆記本可能會非常多。

懸停鼠標在筆記圖標上會出現筆記内容，點擊筆記圖標，開啓筆記筆記圖標會默認在您的資源中顯示，也可以在視覺

篩選中選擇取消顯示



筆記 Notes

86回到目錄頁  86

用筆記收集、整理例證

例子：生命更新解經  - 約翰福音上

首先建立新的筆記本，並命名爲 ”例證“

打開生命更新解經  - 約翰福音上

複製好例證，然後點開新的筆記旁邊

的小三角（紅框），選擇 “所選文本的新

筆記”，然後粘貼文本到新筆記中。

這樣可以只要例證文本，而不會在解

經書上留下停駐點  —— 因爲我們在這

裏只需要例證文本，而沒有對例證寫

下任何見解。

完成後記得添加標簽 (藍框)



醒目顯示 Highlighting 

87回到目錄頁  87

醒目顯示  = 創建一個筆記

醒目顯示的文字  = 停駐點

打開方式：工具   > 醒目顯示

歸納/方案來自  Kay Arthur 
Bible marking symbols

教學視頻  第1小時49分35秒 處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8541490/assets/11518094/content.mp4?signature=5rMHETZwlo7YQ8-SG0QEP_edWyU


醒目顯示 Highlighting 

88回到目錄頁  88

1. 選中想要醒目顯示的文字

2. 套用格式

3. 筆記本中會自動出現剛剛醒目顯

示的文字

4. 該文字成爲停住點

5. 可以選擇就剛剛醒目顯示的文字

記筆記



醒目顯示 Highlighting 

89回到目錄頁  89

設立快捷鍵之後，選中要

醒目顯示的經文，然後按

相應的快捷鍵（注意需要

在英文輸入或者半角下）

，所選經文會自動套用該

快捷鍵對應的樣式



醒目顯示 Highlighting 

90回到目錄頁  90

所有筆記、醒目顯示都同步，適用於所有設

備、平臺和套裝類型，包括免費基本版。 筆記

本可分享，但是單獨筆記不可以。

批量編輯

被刪除的筆記 /醒目顯示默認都在回收桶  
Trash，在回收桶中可選擇恢復或永久刪除。

若刪除筆記本，筆記本中的所有筆記都會被刪

除。



聖經字義研究、聖經瀏覽器和經文匯編 
不設現場教學 請參考 教學視頻鏈接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8541490/assets/11518094/content.mp4?signature=5rMHETZwlo7YQ8-SG0QEP_edWyU


聖經字義研究指南 Bible Word Study Guide 

92

打開方式：指南  > 聖經字義研究

*中文銅版以上套裝包含

用資源鏈接的方式將聖經和聖經字義研究指南連結起來

回到目錄頁  92

教學視頻  第 37分30秒 處

*視頻中所用套裝為中英文白金版，講義和截

圖使用的是中文金版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5/logos-9-zhong-wen-tong-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5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8541490/assets/11518094/content.mp4?signature=5rMHETZwlo7YQ8-SG0QEP_edWyU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logos-9-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7


聖經字義研究指南 Bible Word Study Guide 

93

例子：約書亞記  1：8

單擊“可離開”
1. 在哪個版本的聖經中

2. 出現了多少次

3. 這個詞條的某一個翻譯

4. 在20次中，有3次翻譯成了

某種形式的 remove

*點擊圓環中心，展開經文清單；將

鼠標懸停在某一個翻譯的圓環上

可以看到更多子含義

詞條：列舉出該詞的基本意義，無

上下文

翻譯：該詞的翻譯 (glossing)，可更

改聖經版本

回到目錄頁  93

詞條中的常用書：Abridged BDB (英語 basic)，BDB，DBL Hebrew，萊克姆聖經希伯來文、希臘文、亞蘭文字典繁簡 (中文金版中包含)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logos-9-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221&utm_content=195617


聖經字義研究指南 Bible Word Study Guide 

94

爲什麽字義研究如此重要？因爲

翻譯有時候會誤導我們

例子：約書亞記  1：8

晝夜思想  → 希伯來文的原意其實

更接近 speak up，説出來，而不是

想。

（更多例子：路加福音 6： 33，可酬

謝的，原文指的是 grace）

回到目錄頁  94



聖經瀏覽器 Bible Browser 

95

中文銅版以上套裝包含

打開方式：工具  > 聖經瀏覽器  

舉例：所有在創世記中的問題

首先選擇  Bible books > Old Testament > Genesis

然後選擇  Sentence Types > Interrogative Sentence 

清除篩選器：點擊開始

舉例：所有彼得對耶穌説話的經文

首先選擇  Reported Speech > Speakers > Peter

然後選擇  Reported Speech > Addressees > Jesus

清除篩選器：點擊開始

回到目錄頁  95*左邊欄篩選條件還在翻譯中  

教學視頻  第 51分 處
*視頻中所用套裝為

中英文白金版，講義

和截圖使用的是中文

金版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5/logos-9-zhong-wen-tong-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5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8541490/assets/11518094/content.mp4?signature=5rMHETZwlo7YQ8-SG0QEP_edWyU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logos-9-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7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logos-9-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7


聖經瀏覽器 Bible Browser 

96

查詢左欄的篩選器具體定義的方法

舉例：以利沙用油行的神跡

回到目錄頁  96

套裝等級越高，可篩選的條件

越多。具體可以去功能集比較

頁面 查看，搜索“in the Bible”
然後ctrl + F。

https://tc.logos.com/compare/featuresets
https://tc.logos.com/compare/featuresets


經文匯編 Concordance

97

字詞 word：表面文字

詞條 lemma
字根 root
意義 sense
聖經的本體  biblical entity：聖經中的人

事時地物

出處 reference：如果在非聖經的資源中

運行經文匯編，會看到該書所有的參考出

處統計 (紅框)

回到目錄頁  97

更改查詢範圍

例：CUV腓利比書中出現的聖經本體

打開方式：工具  > 經文匯編  
中文銅版以上套裝包含

全景式瀏覽一段經文中的所有單詞或單詞類型，有助於準確地評估一段經文、一

組經文或一本書中的主要主題  | 瞭解更多

*第一次使用需要一些時間來載入初始數據

更改查詢類型

例：CUV腓利比書中的所有的複數，命令語氣

和主動語態

教學視頻  第 58分 處

*視頻中所用套裝為中英文白金版，講義和截

圖使用的是中文金版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5/logos-9-zhong-wen-tong-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5
https://www.logos.com/features/concordance-tool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8541490/assets/11518094/content.mp4?signature=5rMHETZwlo7YQ8-SG0QEP_edWyU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logos-9-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7


經文匯編 Concordance

98回到目錄頁  98

意義 (sense)：結合語境來看

*中文銀版以上套裝包含意義

聖經瀏覽器  VS  經文匯編

具體的搜索：聖經瀏覽器（不支持移動端，不支持離綫，web app可用）

總覽、主題發掘 : 經文匯編  （不支持移動端  和web app，不支持離綫）

默認保存10個經文匯編結果，可以人爲增加；

但是如果聖經被更新了，匯編結果會清零。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6/logos-9-zhong-wen-y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321&utm_content=195616
https://support.logos.com/hc/en-us/articles/360039369591-Unsupported-features-in-the-Logos-Mobile-app
https://support.logos.com/hc/en-us/articles/360039369591-Unsupported-features-in-the-Logos-Mobile-app


附1：關於Logos 9
瞭解Logos 9 新在哪裏 

https://tc.logos.com/9?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9


Q & A 

◼ 我對Logos還不熟悉，如何系統性學習？

所有L9 的教學視頻，請在教學活動頁面中重溫。個別功能的教學視頻，請在 YouTube 
和 B站視頻中找到。視頻製作於L9推出之前，如您是L9用戶，看到的界面可能會輕微

不同。

◼ 我如何知道自己的Logos 是哪個版本？

前往訂單記錄  瞭解。

◼ 我如何升級？

請參考我們的博客瞭解詳細升級方式。

◼ 我如何確定自己已經升級成功？

如果您沒有安裝過Logos，前往下載應用，然後安裝。

如果您已經安裝過Logos，打開您的應用，升級會自動進行。在 Logos 桌面應用右上角

，點擊 三點按鈕，選擇”關於Logos聖經軟體“，Logos 9 的版本號應該以 “9”開頭。

請瀏覽 常見問題 獲得更多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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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logos.com/event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q%26a_events
https://www.youtube.com/c/LogosChinese
https://space.bilibili.com/474444124
https://tc.logos.com/account/orders
https://tchinese.logos.com/2020/10/29/sheng-ji-logos-9/?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blog_upgrade
https://tc.logos.com/get-started?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q%26a_download
#
https://tc.logos.com/faq?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q%26a_faq


Logo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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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os 9 中文金版試用進行中！

無需信用卡

郵件登記可免費試用 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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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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c.logos.com/referralprogram?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referral
https://tc.logos.com/goldfreetrial?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GFT0321&utm_content=p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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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目錄頁 103

https://tc.logos.com/search?context=product&sortBy=Newest&limit=60&page=1&filters=Chinese%3Alanguage-chinese_Language&ownership=unowned&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nbresults
https://tc.logos.com/compare/librarie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comparelib


升級到最新Logos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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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2月1日結束前)

詳細升級攻略請參考博客 

回到目錄頁  104

https://tc.logos.com/upgrade?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upgrade
https://tc.logos.com/basepackage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221&utm_content=basepackages
https://tchinese.logos.com/2020/10/29/sheng-ji-logos-9/?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221&utm_content=blog_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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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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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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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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upport.logos.com/hc/zh-tw/sections/360001734831-%E6%96%B0%E7%94%A8%E6%88%B6-%E5%BE%9E%E9%80%99%E8%A3%8F%E9%96%8B%E5%A7%8B
https://tchinese.logos.com/
https://schinese.logos.com/
https://community.logos.com/forums/130.aspx
https://tc.logos.com/faq


在Logos中搜索

搜索圖書(藍框)：圖書資料庫 

搜索功能(綠框)：按F1打開幫助文件 （請留意搜索語言需要和您界面語言一致）

搜索經文(紅框)：Go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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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gos官網上搜索

搜索某個功能

在幫助中心 -->

搜索產品

在官網任何地方的右上角搜索欄 

搜索每月免費電子書

主頁頂端 -->

回到目錄頁  112

https://support.logos.com/hc/zh-tw


下載安裝
◼ 下載

◼ 安裝

◼ 安裝最低要求

遇到問題請聯絡 
chinese@faith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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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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hinese@faithlife.com


附2：所有套裝簡介
比較所有套裝 

https://tc.logos.com/compare?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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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n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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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n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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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n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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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n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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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n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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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n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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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