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讀對聖經了嗎？
2021年8月 
Logos中文聖經 & 台灣聖經公會

你當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提後 2：15

台灣聖經公會

X



流程

◼ 今日主題與介紹 （5-10分鐘）

◼ 聖經研讀與研讀本聖經（40分鐘）

◼ 聖經研讀時的困難？
◼ 研讀本系列的翻譯原則？

◼ Logos版本與紙本的差異演示（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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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15分鐘)

*請大家在Q&A或者Zoom Chat
中提交問題，我們的同工會負責
提交和匯總。



今日嘉賓

彭國瑋牧師

主持：

Logos 中文團隊

林宛俞

高亞雯

chinese@faithlife.com

嘉賓觀點與言論，不代表Logos中文團隊的立場。

mailto:chinese@faithlife.com


嘉賓簡介

彭國瑋博士，現為台灣聖經公會研讀本系列特約之專任總編輯暨翻譯顧

問。

彭博士曾為美國聖經公會奈達聖經學術研究學院專屬的聖經翻譯專家

（2007-2014），與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聖經翻譯顧問（1997-2007），任內負責

台灣、菲律賓、越南、緬甸多個聖經翻譯計畫，並參與全球中文聖經翻譯與翻譯

資源計畫的規劃與執行，以及全球聖經翻譯人才的訓練工作。著有Hate the 
Evil, Hold Fast to the Good: Structuring Romans 12:1-15:13 (London: T&T 
Clark, 2006)、《見證耶穌是基督》（香港：研道社，2011,2013），學術專文散見

中英文學術期刊與論文集。彭博士為中華基督教長老會按立的牧師，經常於北

美與東亞各地教會分享，並於台灣、中國、美國、加拿大、紐西蘭各地擔任神學

院客座教授。

4



聖經研讀時的困難？
（按照“正意”分解真道的挑戰？） 

Who? 中文世界的讀者v.s. 聖經當代人、事、物

What? 語言、文化差異



製作研讀本系列的初衷？

旨在：透過研讀本提供的資料，幫助讀者 跨文化、跨語言地了解聖經。



研讀本聖經系列簡介



研讀本聖經系列的
設計

文獻式翻譯
找出經文對過去原初的讀者要說甚麼？

工具性翻譯
探究經文對今日的讀者有何意義？

提供思考的方向
不提供應用的

註解
更完整的
跨文化溝通

更完整的
跨語言溝通

不存在唯
一應用

經文註解 ≠ 
經文意義

校勘與
異文現象

難以翻譯、但具意
義的形式

群體層面：
問題討論

文本互涉：
不同書卷間的互涉

Intertextual

文內互涉：
同卷書內的互涉

Intratextual

個人層面：
默想

文學安排 註解 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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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與地
圖

大綱
語段分析



研讀本聖經系列
台灣聖經公會出版的彩圖研讀本聖經系列。以精簡的

篇幅與彩色圖片提供聖經各書卷所涉及的歷史風土、

思想文化的資料，並說明其中的文學安排與思路發

展。

主要特色

◼ 深入：依據當代聖經學術，提供研經所需之資

訊，擇要解釋各譯本差異

◼ 淺出：輔以地圖、默想、與思考問題將聖經信息

合宜地帶入現今生活

◼ 每卷均附有經文欄、段落前註釋、 內文註釋、

串珠、短文、其它輔助材料，並靈修與 查經材

料

該系列所用的版本為聯合聖經公會主後 1989年出版

的新標點和合本聖經。預定出版 42單元，現已出版13
分冊。Logos 聖經軟體將出版該系列 Logos 電子書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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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logos.com/search?query=%E7%A0%94%E8%AE%80%E6%9C%AC&sortBy=Relevance&limit=60&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
https://tc.logos.com/search?query=%E7%A0%94%E8%AE%80%E6%9C%AC&sortBy=Relevance&limit=60&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
https://tc.logos.com/search?query=%E7%A0%94%E8%AE%80%E6%9C%AC&sortBy=Relevance&limit=60&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


研讀本聖經系列特色

基於當代翻譯理論，為讀者提供與聖經文本之

間，一個更完整的跨語言、跨文化的溝通

其製作同時涵蓋「文獻式翻譯」與「工具性翻

譯」的關切

文獻式的翻譯：盡可能呈現源語的形式、句法、表達方

式

工具性的翻譯：盡可能傳達源語所欲表達的信息

傳統的翻譯，經常得在形式與信息兩者中取捨，過度

文獻式的翻譯，往往不易理解(如Interliner)，過度工具

性的翻譯，往往犧牲了源語的形式與細節(如「風馬牛

不相及」如何英譯？)

設計風格

全彩印刷

10類圖示標示註釋類別：2類與跨語言溝通有關，8類
與跨文化溝通有關

大量使用專有的圖片與專門繪製的地圖(聖經公會為

研讀本建立了將近4萬張實地取景的圖庫，繼續累積

中)

大量使用短文，幫助讀者建立宏關的聖經文本文化框

架



文獻式翻譯

更完整的跨語言溝通1

為甚麼有東西會翻不出來？

希臘文、希伯來文 v.s. 漢語的差異：

嚴格前置修飾的語言(如中文)如何

翻譯大量使用後置修飾的語言(如
希臘文)？

如何翻譯源語中具有意義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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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
5.12-15

以弗所
1.3-14



文獻式翻譯

更完整的跨語言溝通2

文學安排

創世記是以希伯來文toledoth來安排其內容，因此

將1-11視作上古史，12-50視作列祖史，並不準

確。

天地創造 → 人 → 後代 → 一個家族→ 一個人

“本書卷總是先介紹次要人物所衍生的記略，再將焦點轉回主要

人物所衍生的記敍，如「大綱」中第八大段是次要人物以實瑪利所

衍生的記略，而第九大段是主要人物以撒所衍生的記敍（雅各的

生平），又如第十大段是次要人物以掃所衍生的記略，而第十一大

段是主要人物雅各所衍生的記敍（約瑟的生平）。這樣的安排，將

發展的空間保留給主要的人物，先描述次要人物的個性、境遇，

也提供讀者一定的背景來理解主要人物的記敍。（P.21）”

Screenshots



文獻式翻譯

更完整的跨語言溝通3

文本互涉

某段經文跟其他書卷的關係

Intertextual

包括新約對舊約的使用(直接引用、改寫地引用、影

射、使用舊約的用語等)

也包括舊約較晚文本對較早傳統的使用、新約不同書

卷之間的對觀

Logos裡，也有新約引用舊約的互動媒體。

文內互涉

同卷書內文之間的關係

Intratextual

徒7:58-60提到司提反殉道的時候，掃羅(保羅)在場

徒22:20保羅在面對暴民時重提此事

這樣的文內互設，暗示了保羅是司提反無聖地神學的

繼承者與實踐者，如今盼望在殺他的暴民中，上帝會

興起接棒者，傳承此一無聖地神學所帶來的普世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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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f.ly/logosres/cunptrd65ac?ref=Bible.Ac6.8-7.60&off=573&ctx=%E5%BE%8C%E5%8D%8A%E7%9A%84%E4%B8%BB%E8%A6%81%E4%BA%BA%E7%89%A9%E6%8E%83%E7%BE%85%EF%BC%88%E4%BF%9D%E7%BE%85%EF%BC%89%E6%AD%A3%E7%AB%99%E5%9C%A8%E6%97%81%E9%82%8A%E3%80%82%0a~%E5%8F%B8%E6%8F%90%E5%8F%8D%E7%9A%84%E8%AC%9B%E8%AB%96%E4%BF%82%E6%8C%89%E7%85%A7%E7%8C%B6%E5%A4%AA%E6%95%99%E7%B6%93%E5%85%B8%EF%BC%88%E5%8D%B3%E8%88%8A%E7%B4%84%E7%9A%84%E5%89%8D


文獻式翻譯

更完整的跨語言溝通4

校勘與異文現象

無論新舊約，在信仰群體中都不是以單一版本在流傳

，如何重建原始樣貌(新約)或較原始樣貌(舊約)，並同

時尊重不同於原始或較原始樣貌的傳承，是經文校勘

所關注的題目。

使徒行傳的所謂「西方經文」現象

使徒行傳分冊中有超過500個註解，是在處理此一校

勘議題

其中較大的影響：徒15耶路撒冷會義的決議，是禁戒

四件事還是三件事？其中的血該如何理解？

Screensh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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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式翻譯

更完整的跨文化溝通

10類圖示的後8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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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式翻譯 以大量圖片、地圖、短文來建構源語

世界的文化框架

◼ 針對某個問題、概念（天國、洗禮、

完全、奧秘）的討論。耶穌時代的猶

太教使用經典的方法。新約對舊約

的使用。宏觀性的討論 --在中西學

者中都很難找到。馬太福音登山寶

訓-p.158 two articles

◼ 新約聖經裡面出現多次的城市，就

比較重要嗎？

◼ 以使徒行傳裡的城市為例：

◼ 了解城市在當時歷史背
景下的重要性，幫助我
們理解保羅的策略性安
排

◼ 為什麼保羅宣教旅行選擇
的是這些城市？e.g.安提阿

◼ 羅馬的短文  以及稅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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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f.ly/logosres/cunptrd65ac?ref=Bible.Ac13.15d&off=389&ctx=++++%0a%E4%B8%BB%E5%BE%8C%E4%B8%80%E4%B8%96%E7%B4%80%E5%BD%BC%E8%A5%BF%E5%BA%95%E6%97%81%E7%9A%84%E5%AE%89%E6%8F%90%E9%98%BF%E3%80%82%0a~%E5%BD%BC%E8%A5%BF%E5%BA%95%E6%97%81%E7%9A%84%E5%AE%89%E6%8F%90%E9%98%BF%E6%96%BC%E4%B8%BB%E5%89%8D%E4%B8%89%E4%B8%96%E7%B4%80%E7%82%BA%E8%A5%BF%E6%B5%81%E5%9F%BA%E7%8E%8B%E5%9C%8B
https://ref.ly/logosres/cunptrd65ac?ref=Bible.Ac28.31c&off=710&ctx=+++++++++++++++++++%0a~%E4%B8%BB%E5%BE%8C%E4%B8%80%E4%B8%96%E7%B4%80%E7%9A%84%E7%BE%85%E9%A6%AC%E3%80%821.%E8%90%AC%E7%A5%9E%E6%AE%BF%EF%BC%9B2.%E5%85%83%E8%80%81%E9%99%A2


工具式翻譯

不提供應用型註解的原因

◼ 經文注解 ≠ 經文意義

◼ 不存在唯一應用

個人：默想 → 個人性經文與自己

(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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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思考的方向 

群體：問題討論 → 群體性的--信仰是為了建

立上帝子民這個群體 （我們） → 我們所處的

時代、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E.g. 以弗所書6.11-17 全副軍裝 → 群體。

p.146

https://ref.ly/logosres/cunptrd01ge?ref=BibleCUV.Ge2.24c&off=37&ctx=%E4%B9%9F%E5%8C%85%E5%90%AB%E4%BA%BA%E7%94%9F%E6%89%80%E6%9C%89%E7%9A%84%E5%B1%A4%E9%9D%A2%E3%80%82%0a%E9%BB%98%E6%83%B3%0a2%3a24%0a~%E8%88%8A%E7%B4%84%E9%99%A4%E4%BA%86%E6%8F%90%E5%88%B0%E3%80%8C%E9%9B%A2%E9%96%8B%E7%88%B6%E6%AF%8D%EF%BC%8C%E8%88%87%E5%A6%BB%E5%AD%90%E9%80%A3%E5%90%88%E3%80%8D%EF%BC%8C%E4%B9%9F
https://ref.ly/logosres/cunptrd01ge?ref=BibleCUV.Ge2.3a&off=76&ctx=%E4%BE%86%E3%80%8D%E3%80%82%0a%E5%89%B51%3a1%E2%80%932%3a3%E5%95%8F%E9%A1%8C%E8%A8%8E%E8%AB%96%0a%E4%B8%80%E3%80%81+~%E6%88%91%E5%80%91%E7%A5%96%E5%85%88%E7%9A%84%E5%AE%87%E5%AE%99%E8%A7%80%E5%A6%82%E4%BD%95%E6%8F%8F%E5%AF%AB%E4%B8%96%E7%95%8C%E7%9A%84%E8%B5%B7%E6%BA%90%EF%BC%9F%E8%88%87%E6%9C%AC


設計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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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勝千言

從近4萬張照片的專有圖庫選取

該圖庫中98%為聖經公會專門遠赴地中

海周圍相關地點與博物館實地拍攝



設計風格

所有地圖根據考據(特別是羅馬大道的路網)全新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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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 版本研讀本聖經功能演示



Logos中研讀本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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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止是一本可讀的書 → 而是可用的書 

◼ 聖經與研讀本的聯結

◼ 以色列人的宇宙觀
◼ 洪水是創造的倒轉

◼ 創造與科學

◼ 一鍵直達：短文、默想、問題討論

◼ 一個賬號 → 手機、平板、電腦同步 

https://ref.ly/logosres/cunptrd01ge?ref=BibleCUV.Ge1.11b&off=34&ctx=%E3%80%81%E3%80%8A%E6%80%9D%E3%80%8B%E3%80%81%E3%80%8A%E5%91%82%E3%80%8B%EF%BC%89%E3%80%821%3a12%E3%80%8C%E6%A0%B8%E3%80%8D%E5%90%8C%E3%80%82%0a~%E5%8F%A4%E4%BB%A3%E4%BB%A5%E8%89%B2%E5%88%97%E4%BA%BA%E7%9A%84%E5%AE%87%E5%AE%99%E8%A7%80%E3%80%80+%0a%E5%8F%A4%E4%BB%A3%E4%BB%A5%E8%89%B2%E5%88%97%E4%BA%BA%E8%AA%8D
https://ref.ly/logosres/cunptrd01ge?ref=BibleCUV.Ge1.11b&off=1228&ctx=%E9%A0%81%E7%9A%84%E4%BB%BF%E8%A3%BD%E5%93%81%EF%BC%8C%E7%94%9A%E8%87%B3%E6%9C%83%E4%BB%A5%E9%91%B2%E7%9C%9F%E9%87%91%E7%9A%84%E6%96%B9%E5%BC%8F%E8%A3%9D%E9%A3%BE%E3%80%82%0a~%E5%89%B5%E9%80%A0%E7%9A%84%E8%A8%98%E6%95%8D%E8%88%87%E7%A7%91%E5%AD%B8%E3%80%80+%0a%E5%9C%A8%E4%B8%BB%E5%BE%8C18%E4%B8%96%E7%B4%80%E8%A5%BF%E6%96%B9


如何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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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套裝 預購價 $99.99
預購中：共6冊

11月上市，預購可享8折

彼得後書/猶大書

雅各書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以弗所書

馬太福音之山上寶訓

12月上市

彼得前書

*預購圖書需要您的信用卡，請點擊這裏瞭解

已上市：共7冊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加拉太書

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

使徒行傳

創世記

路得記

約翰一/二/三書

https://tc.logos.com/product/212937/zhong-wen-xin-biao-dian-he-he-ben-yan-du-ben-sheng-jing-he-ji-1
https://tc.logos.com/search?query=%E7%A0%94%E8%AE%80%E6%9C%AC&sortBy=Relevance&limit=15&page=1&ownership=unowned&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filters=status-prepub_Status
https://tc.logos.com/prepub
https://sc.logos.com/search?sortBy=Relevance&limit=15&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filters=resourcetype-studybibles_Resource%20Type%2Bpublisher-5403_Publisher%2Bstatus-live_Status


如何在Logos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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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用戶 

1 登記下載 Logos 免費中文聖經軟體 並完成 安裝

2 前往想要購買的研讀本頁面完成購買

3 打開安裝好的Logos 聖經軟體，確保連接互聯網，

新書就會自動下載

4 搜索書名，打開該書即可

https://tc.logos.com/chinesebasic
https://tc.logos.com/get-started


問答環節 Q&A



謝謝您！

有更多問題，歡迎電郵到 chinese@faithlife.com 

報名未來活動  繁體 | 簡體

關注我們的社交媒體

mailto:chinese@faithlife.com
https://tc.logos.com/event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events
https://sc.logos.com/event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events
https://www.facebook.com/logoschinese/
https://www.instagram.com/logoschinese/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16302214/content.jpg?signature=RGPWNusuLCTU3tYuZFNdn3F1ekE
https://www.youtube.com/c/Logos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