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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綫上教學！
6月綫上活動：圓桌會議  - 讀神學那些事

報名： 繁體 | 簡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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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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logos.com/event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621&utm_content=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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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Logos的兩種方式

回到目錄頁  4

自主學習     在指導下學習

資源 半指導 全指導

工具

版面設置 指南
Guide

工作流程
Workflow

1月和2月
基礎技能教學範圍 4月教學内容 5月教學内容



自主學習

基礎技能（一）

個人化圖書資料庫

設定資源優先順序

打開一本書

捷徑列

瀏覽聖經  
資源連結設定

平行資源

工作視窗配置

最低建議套裝要求：無

視頻重溫  | 講義下載

回到目錄頁  5

基礎技能（二）

經文比較  Text Comparison 
反向對照  Interlinear
對應的詞語  Corresponding Wordss
聖經字義研究指南  Bible Word Study
聖經瀏覽器  Bible Browser 
經文彙編  Concordance 
搜索藏書  Search Collections 
搜索 Searching 
右鍵搜索  Right Mouse Searching 
筆記 Notes 
醒目顯示  Highlighting
概況 Factbook 

最低建議套裝要求 : 中文銅版

視頻重溫  | 講義下載

進階技能

形態學視覺篩選  Morphology Visual 
Filter
命題大綱  Propositional Outline

指南

指南總覽

經文指南

解經指南

神學指南  
講章預備指南

輔導指南

經文彙編指南

自定義指南  (金版)

最低建議套裝要求 : 中文銀版

教學視頻  | 講義下載

在指導下學習

工作流程和講章編輯器

工作流程總覽

歸納式聖經研究工作流程

準備釋經講章工作流程

講章編輯器

工作流程編輯(中文金版)

最低建議套裝要求 : 中文銀版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7798638/assets/11414715/content.mp4?signature=kd_ulRTt9qCFkJgrv4ndarjQXo4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7800852/assets/11414843/content.pdf?signature=6OL4PqZes9Vf-nwv4LQpbOxT1h0
#
https://tc.logos.com/bronze?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bronze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8541490/assets/11518094/content.mp4?signature=5rMHETZwlo7YQ8-SG0QEP_edWyU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8547461/assets/11518963/content.pdf?signature=uEvRvnyNJVy9Mm7tPfUAeCjLg2g
#
#
https://tc.logos.com/silver?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silver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847339/assets/11727568/content.mp4?signature=hcF-x1j-DLCh9ICBjttJIlC3KqI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849863/assets/11727869/content.pdf?signature=iLv1WRnAGx9MGGvm2YBXbZTgl8E
https://tc.logos.com/silver?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silver


流程

現場教學

簡介：工作流程 

歸納式聖經研究工作流程 簡介 | 觀察 | 解
釋 | 應用 | 輸出

釋經講道工作流程 簡介 | 確定主題 | 研究
經文 | 探索文化歷史背景 | 經文大綱

自定義工作流程 

講章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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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手必看

Logos 界面：工具列

設定資源優先順序 (首選聖經)
如何快速打開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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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佳效果，指南教学要求至少擁有中文银版套裝。取決於您的套裝版本，搜索結果和演示可能不同。

除另外標注，本次演示所用版本為 Logos 9 中英文白金版 的桌面應用 (desktop app)，桌面應用請在此下載.

https://tc.logos.com/silver?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silver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20/logos-9-zhong-ying-shuang-yu-bai-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421&utm_content=195620
https://tc.logos.com/get-started?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getstarted


簡介：工作流程 Work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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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方式：指南  / 工作流程

每一個工作流程針對不同的研究目的，提供詳細的步驟指

引，并提供參考書和工具的相關鏈接。

中文版的工作流程和指南一樣，只能通過 Logos套裝獲取。

它不會替代您思考，但是能爲您節省更多時間來用於思
考！

回到目錄頁  7

視頻  5分30秒 處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0410885/assets/11815911/content.mp4?signature=wvA6vTzEI3ehbCocyoHC08vZVF8


簡介：工作流程 Work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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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的套裝分佈

免費基本版：靈修

中文入門版：歸納式聖經研究

中文銅版：基本聖經主題，聖經人物

研究

中文銀版：準備釋經講章，經文註釋

，聖經地點研究

中文金版：字詞研究，聖經禱讀，自

定义工作流程

雙語套裝：擁有所有工作流程的中

文和英文版本

匿名，中國大陸傳道人

Logos提供的某些預備流程的

工具，可以讓我預備講章時注

意到一些容易忽略的地方，并

且可以幫助我對聖經本文的原

意、經文的背景和處境的理解

更加全面和敏銳一些。

回到目錄頁  8

https://tc.logos.com/chinesebasic?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basic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4/logos-9-zhong-wen-ru-me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195614
https://tc.logos.com/bronze?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bronze
https://tc.logos.com/silver?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silver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421&utm_content=195617
https://tc.logos.com/compare/bilingual?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comparebi


工作流程 Workflow
向名師學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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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Heiser's Bible Research Method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68932/michael-heisers-bible-research-method 

Ralph West’s Weaving the Textual Web Workflow
https://www.logos.com/product/205436/ralph-wests-weaving-the-textual-web-workflow

Kay Arthur’s Precept Chapter Study Workflow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84617/kay-arthurs-precept-chapter-study-workflow 

John Piper’s Ask Questions Method Workflow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66877/john-pipers-ask-questions-method-workflow 

Ten Ways to Improve Your Bible Study with Digital Tools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36643/ten-ways-to-improve-your-bible-study-with-digital-tools 

很多工作流程來自於聖經專家或者學者的研

經方法，都可以免費下載並加入您的 Logos。

您可以直接使用，或者用他們來做模板，創建

自己的工作流程（中文金版功能）

回到目錄頁  9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68932/michael-heisers-bible-research-method
https://www.logos.com/product/205436/ralph-wests-weaving-the-textual-web-workflow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84617/kay-arthurs-precept-chapter-study-workflow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66877/john-pipers-ask-questions-method-workflow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36643/ten-ways-to-improve-your-bible-study-with-digital-tools


歸納式聖經研究工作流程 Inductive Bible Study
OIA 查經法

10回到目錄頁  10



11

中文入門版套裝以上包含

歸納式聖經研究工作流程

打開方式：指南  / 歸納式聖經研究  

歸納式聖經研究
工作流程的原理
來自歐凱莉(Kay 
Arthur）「恩言善
導」國際事工的

OIA查經法。

輸入經文範圍
開始進行研究

回到目錄頁  11

視頻  9分20秒 處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4/logos-9-zhong-wen-ru-me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195614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84617/kay-arthurs-precept-chapter-study-workflow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84617/kay-arthurs-precept-chapter-study-workflow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84617/kay-arthurs-precept-chapter-study-workflow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0410885/assets/11815911/content.mp4?signature=wvA6vTzEI3ehbCocyoHC08vZV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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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式聖經研究工作流程 - 觀察

舉例：腓立比書  1：27–30

主要步驟

1 觀察

2 解釋

3 應用

每個主要步驟下面有若干個次要步驟，可以

逐個完成，或者跳過。

大部分的步驟下都有筆記功能。寫下自己的

觀察和問題，會自動生成筆記，并且以工作

流程和經文自動命名。

筆記會自動在相關經文旁留下標簽圖標。下

一次回到經文的時候就知道自己曾經就這

節經文留下過筆記。

回到目錄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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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式聖經研究工作流程 - 觀察

經文版本比較  text comparison 

在聖經頁面直接按  F7 快捷鍵 也可以快速版本比較

選擇聖經版本

回到目錄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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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式聖經研究工作流程 - 觀察

重要的字詞

Logos掃描所有的註釋

書 —— 不僅僅是您有

的註釋書，列出被討論

得最多的字詞。點擊詞

條會自動打開聖經字

義研究界面（銅版套裝

以上）

在段落中的詞條

進入某一本相關註釋

書查看詳細的解説  
—— 這個功能僅限於

您有的註釋書

回到目錄頁  14

https://tc.logos.com/bronze?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bron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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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式聖經研究工作流程 - 觀察

Tips: 善用聖經意義詞彙！

按照上下文來匯總某一個詞條的意思。聖經

意義詞彙在中文銀版以上套裝。

直接複製相關經文到筆記。

回到目錄頁  15

https://tc.logos.com/silver?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si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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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式聖經研究工作流程 - 解釋

瞭解寫作背景

點擊概況直接打開這

卷書的概況頁面。推薦

使用：

關鍵文章——萊克姆

神學辭典的相關條目

聖經書卷指南—— 内
容，概述，大綱和背景  
*套裝等級越高結果越

多

回到目錄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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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式聖經研究工作流程 - 解釋

重要經文  (更深入的聖經串珠 )

推薦先按照所有類型，按等級來看。然後根據

經文的内容選擇不同類型。

常用的有：

平行经文 parallel passage
共享的意義  senses
類似的指令  command

回到目錄頁  17



重要經文 VS 串珠

 回到目錄頁 18

串珠 cross references: 僅僅列出所有相關經文重要經文  important passages: 根據不同類別來告訴你爲何這段經文是串珠。

Logos 將所有註釋書掃描搜索后的結果  —— 而不僅僅是您擁有的註釋書。

比如，約12:27是被提到最多的經文，因此排第一，以此類推



重要經文 VS 串珠

 回到目錄頁 19

到：正在研究的經文 (base passage) 
引用的其他經文 (默認設置)
從: 正在研究的經文被其他經文引用  

平行經文

共用人物 /地點/事物

共用的文化概念

共用的主題

共用的象徵用語

共用的講道主題

共享的意義

註釋書

詞典

對神説話

舊約聖經的新約用法

類似的指令

重要經文中參考類型  reference type 的中英對照

Parallel Passages
Shared People/Places/Things
Shared Cultural Concepts
Shared Topics
Shared Figurative Language
Shared Preaching Themes
Shared senses
Commentaries
Lexicons
Speaking to God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Similar Com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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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式聖經研究工作流程 - 解釋

在段落中的詞條  (在解經書裏看重要字詞的分析 )

在設定中選擇不同的解經書

學術級別註釋

● Pillar (PNTC)
● 解經講道註釋

● 古代基督信仰註釋

● NAC intermediate
● TNTC (英) 丁道爾

門訓/靈修註釋

● Verse by Verse by Osborne
● BE系列 (生命更新解經系列 )
● 活石 繁體 | 簡體

● *舊約導論 / 新約導論（寫作背景）

註釋書推薦：

回到目錄頁  20

https://tc.logos.com/search?query=PNTC&sortBy=Relevance&limit=60&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
https://tc.logos.com/product/187018/jie-jing-jiang-dao-zhu-shi-cong-shu-xin-jiu-yue-xi-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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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51/the-new-american-commentary-series-nac
https://www.logos.com/search?query=(Tyndale%20New%20Testament%20Commentary%20%7C%20TNTC)&sortBy=Relevance&limit=15&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vailableToMe
https://tc.logos.com/product/136825/ding-dao-er-xin-yue-sheng-jing-zhu-shi-quan-tao-20ben
https://www.logos.com/search?query=Verse%20by%20Verse%20(Osborne%20New%20Testament%20Commentaries)&sortBy=Relevance&limit=15&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vailableToMe&filters=seriessets-osbornenewtestamentcommentaries_Series%20%2F%20Sets
https://tc.logos.com/product/184080/wei-er-si-bi-bo-shi-bexi-lie-xin-jiu-yue-sheng-jing-zhu-shi-cong-shu?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184080
https://tc.logos.com/product/146448/huo-shi-sheng-jing-zhu-shi
https://tc.logos.com/product/146448/huo-shi-sheng-jing-zhu-shi
https://tc.logos.com/product/189493/jiu-yue-dao-lu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89492/xin-yue-dao-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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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式聖經研究工作流程 - 應用

主題概述  Thematic Outlines - 
門徒領袖的好幫手！

此應用重要的部分是決定在一段

經文中所要教導我們的永恆的原

則是什麼。在我們可以應用一段

經文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它的

神學原則。

Logos 9 中文金版及以上套裝包

含。也可單獨選擇購買功能集。

*如果您的套裝是Logos 8 金版則

只有英文版的主題概述

回到目錄頁  21

https://tc.logos.com/gold?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gold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68/logos-9-zhong-wen-quan-gong-neng-ji?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195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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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式聖經研究工作流程 - 輸出

完成最後一步后，選擇打開回應筆記，瀏覽自

己所有的筆記。

回到目錄頁  22



釋經講道工作流程 
Expository Sermon Preparation 



釋經講道工作流程

 回到目錄頁 24

打開方式：指南  / 準備釋經講章

不確定經文也可以輸入整卷

書或者某一章  (步驟1.2)

確定可能的主題：主題概述

講章要點：好消息  -- 如何帶出

福音信息

剪輯 (clipping) : 類似讀書卡

片 index card，更適合分享；

在這一步(1.6) 建立一個剪輯

簿。

工作流程是一個十分嚴密和完整的步驟指南，在具體使用的時候，可

以根據自己的喜好決定是否完全跟隨，或者在哪一步進行更深入的研

究。您可以搜索其他用戶創建的模板。

*高級技巧：我的最愛

可以拖拽文件、筆記、經文

清單和剪輯。打開方式：工

具/我的最愛

視頻  52分 10秒處

https://support.logos.com/hc/en-us/articles/360016525152-Create-Organize-and-Export-Clippings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0231536/assets/11784717/content.mp4?signature=o_eeGQH9sxnVYOkpRTyl8Ga3E6M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0410885/assets/11815911/content.mp4?signature=wvA6vTzEI3ehbCocyoHC08vZVF8


釋經講道工作流程 - 1.4 確定主題

 回到目錄頁 25

確定經文主題

主題概述  Thematic 
Outlines：
包含詳細的大綱、相關經文

*Logos 9 中文金版及以上

主題 Preaching Theme： 
*Logos 9 中文銀版及以上

https://tc.logos.com/gold?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gold
https://tc.logos.com/silver?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silver


主題概述

 回到目錄頁 26

主題概述  Thematic Outlines 來自 
Dictionary of Bible Themes 。

這本書本身在雙語金版中，但是

中文金版  漢化了大綱的部分，不

用買書也可以使用部分内容！

爲您的講道或者課程預備快速提供架構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6107/dictionary-of-bible-themes?utm_source=logos_dt&utm_medium=in_app_purch&utm_content=add_to_cart&utm_campaign=panel_upsell
https://tc.logos.com/gold?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gold


釋經講道工作流程 - 研究經文

 回到目錄頁 27

2.1 基本事實：作者、受者、信息、目的等等

2.2 原文閲讀：原文聖經和反向對照  (切換平行

資源)

2.3 仔細閲讀經文：比較聖經版本 (經文比較工

具)

2.4 文學類型

2.5 經文範圍：經文分析

2.6  聖經事件：概況

2.7  重要字詞：聖經字義研究

原則上在這一部分，按照指示操作一步一步進行即可。基本對於

任何經文，這一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



釋經講道工作流程 - 2.1 基本事實

 回到目錄頁 28

研究基本事實  - 經文的背景一鍵直達

紅框為推薦資料

萊克姆神學詞典  （入門版以上）

Anchor Yale Bible Dictionary （銀版以上）

神學釋經詞典  （白金版以上）

IVP Press 21世紀保羅書信辭典  (白金版以上)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4/logos-9-zhong-wen-ru-me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195614
https://tc.logos.com/silver?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silver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8/logos-9-zhong-wen-bai-jin-b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8/logos-9-zhong-wen-bai-jin-ban


釋經講道工作流程 - 2.2 用原文閲讀經文

 回到目錄頁 29

建議直接打開工作流程裏

的默認資源，設置更完善。

比如CSGNTSBL，會自動

鏈接Cascadia Syntax句子

結構圖



釋經講道工作流程 - 2.5 經文範圍

 回到目錄頁 30

建立經文範圍  Pericope 

也可單獨打開：工具 /經文分析  



釋經講道工作流程 - 3. 探索文化和歷史背景

 回到目錄頁 31

3.1 文化背景：文化概念  → 中文參考書：聖經

的文化世界

3.2 歷史背景：時間軸

3.3 地點：聖經地點 (概況)

3.4 事物和物件：聖經中的食物 探討經文的文化背景，對於某些經文來説至關

重要。比如路得記

這一部分，有些步驟不一定要嚴格跟隨，比如 3.3和3.4。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4405/sheng-jing-de-wen-hua-shi-jie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4405/sheng-jing-de-wen-hua-shi-jie


釋經講道工作流程 - 6.1 為經文制定大綱

 回到目錄頁 32

聖經大綱瀏覽器  Bible Outline Browser 
抓取圖書資料庫裏的所有關於這段經文的大

綱

可以選擇  Read 或者 Compare 模式

大綱瀏覽器僅僅提供大綱内容，如果想要瀏覽

書中内容，在圖書資料庫中搜索這本書，然後

打開，會自動跳到您正在研究的經文範圍。



釋經講道工作流程 - 6.2 編輯解經大綱

 回到目錄頁 33

建議直接在筆記中進行編輯，

有格式編輯器。

右上角三點按鈕，選擇打開回

應筆記。



自定義工作流程 
Workflow Editor



自定義工作流程

 回到目錄頁 35

中文金版功能 | 僅限電腦使用

打開方式：工具 /工作流程編輯器  or 指南/新的

聖經出處：研究聖經專用

瞭解所有工作流程

您還可以用其他參考書

上的查經、釋經方法，將

其融合在自己的工作流

程中！ 

十步釋經法 食經講道

視頻  1小時 16分 20秒處

https://tc.logos.com/gold?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gold
https://support.logos.com/hc/zh-tw/articles/360018035692-%E5%B7%A5%E4%BD%9C%E6%B5%81%E7%A8%8B
https://tc.logos.com/product/150100/shi-bu-shi-jing-fa
https://tc.logos.com/product/150101/shi-jing-jiang-dao-dang-dai-shi-jing-jiang-dao-shou-ce
https://tc.logos.com/product/150100/shi-bu-shi-jing-fa
https://tc.logos.com/product/150101/shi-jing-jiang-dao-dang-dai-shi-jing-jiang-dao-shou-ce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0410885/assets/11815911/content.mp4?signature=wvA6vTzEI3ehbCocyoHC08vZVF8


自定義工作流程 - 步驟解釋

 回到目錄頁 36

a

b

c

d

e

f

Major step 主要步驟

Minor steps 次要步驟

a 文本 Text 

b 可擴展的文本 Expandable Text 

c 共用文本 Share Text — 提供分享鏈接

d 共用媒體 Share Media — 打開媒體工
具

e 文件 

f  問題/回答 



自定義工作流程

 回到目錄頁 37

第一次創建的時候，可以打開一個現成的工作

流程來對照。



自定義工作流程

 回到目錄頁 38

編輯某個步驟

示範所用  —— 您可以完全自創，沒有規則



自定義工作流程

 回到目錄頁 39

使用自定義工作流程
選擇置頂后會出現在指南菜單的上方

延申閲讀：如何用工作流程來教學  

https://faithlifetv.com/media/665490


講章編輯 Sermon Builder
創建講章、課件、主日學大綱

40



講章編輯

 回到目錄頁 41

中文銀版以上功能

NEW~ 更新Logos到9.4之後可以在平板和網絡應用中使用！

四種文檔類型：

文本 Text/Outline，幻燈片  Slides
講義 Handout，問題討論  Questions

打開已創建的講章：文件創建一個新的講章：工具 /講章編輯視頻  1小時 32分 25秒處

https://tc.logos.com/silver?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silver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0410885/assets/11815911/content.mp4?signature=wvA6vTzEI3ehbCocyoHC08vZVF8


講章編輯 - 編輯元素

 回到目錄頁 42

編輯元素

中英對照

Normal Text
Heading 1
Heading 2
Heading 3
Heading 4
Heading 5
Blockquote
Illustration
Prompt

正常的

提示

引用

講章文件標題：默認會分配一張 PPT

標題：默認會分配一張 PPT



講章編輯

 回到目錄頁 43

這些信息都可以在 Logos中被搜索，盡可能填

寫清楚

進程 取決於場合 /日期 → 和講章

管理員功能結合使用

Idea 構想：沒有講道日期

Delivered 已完成：已過講道日期

Planned 已計劃 距離講道日期還

有31天
Upcoming 即將來的  距離講道日

期還有8-30天
In Progress 進展中 距離講道日

期還有0-7天



講章編輯

 回到目錄頁 44

顯示經文出處並添加到幻燈片

輸入 雅各書1:21 然後按 Enter 
默認經文的版本是首選聖經，但是可以直接改



講章編輯

 回到目錄頁 45

編輯欄中所有内容默認都會出現在文本、講義

和問題討論中

標題和經文引用會默認出現在 PPT中

正常文本  normal text 默認不會出現在PPT中 
—— 可手動更改

選擇填空，然後回到  講義 



講章編輯

 回到目錄頁 46

鼠標放在導論旁邊，反選包括在講義中

正常文字  normal text 默認不在講義和問題討論中出現，可手動更改

標題默認會出現在講義

中，可手動更改。

講義中不再出現 “導論”



講章編輯

 回到目錄頁 47

更換幻燈片模板

為文本增加幻燈片

刪除幻燈片

在修改界面，

可以刪除經文

出處。



講章編輯 - 導出和導入

 回到目錄頁 48

匯出

轉存為其他文件格式

關於導入

● 可以通過創建個人書籍的方式來導入過去的講章

● WordSearch用戶可以導入過去的文檔

● Logos暫時不支持導入PPT模板，這是Proclaim 
(Faithlife 的講道簡報軟件 ) 的服務

https://schinese.logos.com/2016/01/30/%E4%B8%8A%E4%BC%A0%E4%B8%AA%E4%BA%BA%E4%B9%A6%E7%B1%8D%E5%88%B0logos-%E5%9C%A3%E7%BB%8F%E8%BD%AF%E4%BB%B6/
https://community.logos.com/forums/t/199562.aspx
https://support.faithlife.com/hc/en-us/articles/360007127152-Import-PowerPoint
https://support.faithlife.com/hc/en-us/articles/360007127152-Import-PowerPoint


講章編輯 - 講道演講模式

 回到目錄頁 49

講道演講模式

類似PPT中的presentation mode，可以模擬

中文銀版以上功能

NEW~ 更新Logos到9.4之後可以在平板和網

絡應用中使用！

https://tc.logos.com/silver?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silver


講章管理員 



講章管理員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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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時間瀏覽

這部分在3月教學中
視頻  第1小時12分20秒 處

回到目錄頁  51

https://tc.logos.com/gold?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gold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068488/assets/11600051/content.mp4?signature=stv_Enfn4IAchbFcTmJkw5AJmII


講章管理員 - 講章模板

52

文件 > 新的 > 講章

選擇 範本 ，完成儲存一個講章模板

回到目錄頁  52



講章管理員 - 批量添加、編輯講章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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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目錄頁  53



講章管理員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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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目錄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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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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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目錄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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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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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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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L9 的教學視頻，請在教學活動頁面中

重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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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目錄頁  57

https://www.youtube.com/c/LogosChinese
https://space.bilibili.com/474444124
https://tc.logos.com/event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q%26a_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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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裝85折進行中

回到目錄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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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n?returnUrl=compare
https://tc.logos.com/signin?returnUrl=com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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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目錄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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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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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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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目錄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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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目錄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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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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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目錄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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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目錄頁  66

https://tc.logos.com/silver?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si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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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已經被和諧，請在這裏下載 ）

● 圣经研读系列

● 学术与神学研究

● 讲章与研经预备

● 下载方法图示

*以上視頻按照Logos 8 套裝錄製。所有Logos 9 教學視頻在教學活動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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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amber.faithlife.com/shares/boards/enmn0EjmBU2CEZt0?__hstc=18058406.9b2fd87e3661d2cdc4eebb394decb805.1619715507619.1620421052725.1620621847218.19&__hssc=18058406.4.1620621847218&__hsfp=2651515268
https://amber.faithlife.com/shares/boards/j6WldDUrG00Xppx5?__hstc=18058406.9b2fd87e3661d2cdc4eebb394decb805.1619715507619.1620421052725.1620621847218.19&__hssc=18058406.4.1620621847218&__hsfp=2651515268
https://amber.faithlife.com/shares/boards/yV9c6uMJYGDy4Qto?__hstc=18058406.9b2fd87e3661d2cdc4eebb394decb805.1619715507619.1620421052725.1620621847218.19&__hssc=18058406.4.1620621847218&__hsfp=2651515268
https://files.logoscdn.com/v1/assets/11800217/optimized
https://sc.logos.com/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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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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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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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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chinese@faithlife.com


Logos 界面：工具列

視頻 5分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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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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98638/assets/11414715/content.mp4?signature=kd_ulRTt9qCFkJgrv4ndarjQX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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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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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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分30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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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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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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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經講道註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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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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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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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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分46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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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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彙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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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nze?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bron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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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si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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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demo0521&utm_content=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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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