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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聖經本意，發掘真道之光

2022年2月
tc.logos.com | sc.logos.com

Logos 中文
五周年感恩慶祝會



Logos 中文同工:
「五」們愛你 



流程

◼ 我們是誰

◼ 我們的五年

◼ 2022，未來可期
◼ 合作拓展
◼ 上市新書
◼ 功能更新
◼ 校審編譯
◼ 用戶教育
◼ 市場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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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問答
◼ 終場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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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穿插有獎問答

，請留心聼哦！

影片回顧-第一集：Logos 聖經軟體與Logos中文的誕生

https://files.logos.com/v1/files/56969963/assets/12863266/content.mp4?signature=ridc_I4vLdbwW9hfNxxBtRQPXSw


我們是誰？

Faithlife , LLC.
Logos 聖經軟體的開發者。致力于教會的科技公司，成立於1992
年。與世界上超過150家出版社合作，用戶遍佈170個國家，提供超

過14萬5千個聖經研究資源。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州Bellingham
市。

https://faith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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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始人Bob Pritchett  於1992年自家地下室創立

了Faithlife （原名:Logos聖經軟體公司）

Logos 聖經軟體

一體化聖經研究工具，幫助牧師、學者和基督徒更高效地研讀聖經。

目前有包括中文在内的七個語言版本。第一個中文聖經軟體於2016
年推出 （Logos 6 中文銅版）。

繁中：https://tc.logos.com/  简中：https://sc.logos.com/ 

https://faithlife.com/
https://tc.logos.com/
https://sc.logos.com/


在Logos中，您的書認識彼此

觀看視頻版
5

Classic Way Logos Way

https://fast.wistia.com/embed/medias/wlqrmyv8f5


聖經軟體套裝：一劍走天涯

Logos 聖經軟體套裝包含

◼ 神學圖書資料庫 (聖經、辭典、註釋書等) 
◼ Logos獨家研發的功能集（搜索、反向對

照、字詞研究、講章編輯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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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一個賬號，您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設

備進行聖經研究。聖經軟體套裝更能夠節省您

90%的購書成本。

瞭解聖經軟體

https://tc.logos.com/compare/librarie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libraries
https://tc.logos.com/features-upgrade?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features-upgrade
https://tc.logos.com/features-upgrade?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features-upgrade
https://tc.logos.com/basepackage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basepackages


Logos電子書：不只是神國版的「Kindle」

您想Logos引進

什麽書？

請在這裏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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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mmunity.logos.com/forums/t/199220.aspx


我們的五年 - 我們的歷史

8觀看視頻版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6772400/assets/12833573/content.mp4?signature=WdZY_974BoRpMr3Lw64M9sPpE7Y


我們的五年 - 用戶感謝

Logos 給我的感受就是不

可或缺的小叮噹百寶袋

，Logos 不停地求新求變，

給用戶最便利的及最需要

的資源供給。

－Pauline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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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的書籍所包含的範圍
也是很廣泛，不會拘泥在一
個宗派，而且更大限度的讓
我們可以找到各個宗派的
書籍。

－Liuyy Joey

很多絕版甚至無法再版的書
籍都出現了Logos裏面（尤其
是一些經典的教科書），信徒
或者神學生也確實從中受益
匪淺。

－Ezekiel Xu

剛拿到 Logos 的時候，把
玩了個把月，現在就是我
最主要的研經、查經、上
課、寫講章的工具。

－Daniel Du

以往如果我去外地服事，電腦裡
可以存放的資料有限，但是現在
就解決了這個問題，Logos 可以
建立個人的圖書館資料庫。

－孫玲傳道

Logos是一個非常主要工具。
這個工具可以幫牧師更快地
和更準確地研究聖經。我希望
更多牧師能夠用這工具。

－John 第一屆用戶



用戶分享 - 曾冠螢傳道 (Mark)

曾冠螢傳道(Pastor Mark Thomas)，目前服事於奧克蘭心新基

督教會 The Living Church Auckland。

閲讀他的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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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hinese.logos.com/2022/02/08/wu-zhou-nian-wu-xiang-dui-ni-shuo-si/?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mark_blog


還原聖經本意

發掘真道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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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未來可期

影片回顧-第二集：2022，未來可期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6969685/assets/12863241/content.mp4?signature=EfauxKa72VBufEP-vBWVFQPeuPg


合作拓展-- 出版社與學術夥伴: 腓立比書 2.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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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機構夥伴

○ 亞杜蘭讀經營

○ 達拉斯連禱會

○ 底特律宣道會

○ Zion Bible 
institute

● 個人教育優惠

● 學術長期合作優惠

● 歡迎跟我們聯繫，

一同建造弟兄姐妹！

● 出版社

○ 明道

○ 校園

○ 橡樹

○ 漢語聖經協會

○ 台灣聖經公會

● 學術夥伴

○ 達拉斯神學院

○ 新加坡神學院

○ 建道神學院

○ 中神

○ 正道

○ 華神

Logos中文部經理
台灣知名的廟口前長大，

到美國讀書時蒙恩得救，

從事學生工作逾11年，
加爾文神學院聖經與神學碩士
密西根州立大學心理輔導碩士 

林宛俞

https://tc.logos.com/academic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1032878/assets/11928325/content.pdf?signature=CkHlGkJqHqYvEZtoP-Cz7_t0FMw
mailto:chinese@faithlife.com


上市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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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專員

中華福音神學院 道學碩士

黃建曄 San

威爾斯比博士BE系列新舊約
聖經註釋叢書全集(50本)

二月預購！

2021-2022/2

萊克姆研究註釋叢書(17本) IVP聖經信息系列(17本) 中文新標點和合本研讀
本聖經(神版)(13冊)

萊克姆希臘文、希伯來文、亞蘭文字典

2022新書

● 明道註釋叢書

● Logos團隊翻譯的權威級註釋套書

● 華人學者們的系統神學著作（三冊）

● 講道金句系列
?

總增加：約60本書

共簽下：150以上本書

查看預購中的新書！

https://tc.logos.com/beserie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beseries
https://tc.logos.com/beserie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beseries
https://tc.logos.com/lrc?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lrc
https://tc.logos.com/biblespeak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biblespeaks
https://tc.logos.com/twstudybible?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twstudybible
https://tc.logos.com/twstudybible?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twstudybible
https://tc.logos.com/lexdic?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lexdic
https://tc.logos.com/pre-pub?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pre-pub


功能更新--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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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專員

達拉斯浸會大學 教牧碩士

Logos Release Notes

Jacob

本地化功能介紹：  詩篇導覽和聖經所有的 X系列

https://wiki.logos.com/Logos_9_Release_Notes


校審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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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團隊

○ 翻譯校對事工

○ 多有神學訓練、原文基礎

○ 文字工作經驗、負擔

○ 電腦科技常識、技能

● 翻譯項目：

○ 萊克姆聖經辭典
○ 萊克姆研究聖經叢書
○ 中文聖經的反向逐字對照
○ 其它書籍：輔導、靈修、禱告書

籍
○ 更多好書會陸續推出

● 提交Logos圖書建議

 

Christine
Logos 中文編輯

加爾文神學院神學研究碩士 

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

歡迎加入我們的

編譯團隊！
Chinese@faithlife.com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98377/lai-ke-mu-sheng-jing-ci-dian
https://www.logos.com/search?query=%E8%90%8A%E5%85%8B%E5%A7%86%E7%A0%94%E7%A9%B6%E8%81%96%E7%B6%93%E5%8F%A2%E6%9B%B8&sortBy=Relevance&limit=60&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vailableToMe
https://www.logos.com/search?query=%E6%96%87%E8%81%96%E7%B6%93%E7%9A%84%E5%8F%8D%E5%90%91%E5%B0%8D%E7%85%A7&sortBy=Relevance&limit=60&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vailableToMe
https://community.logos.com/forums/t/199220.aspx
mailto:Chinese@faithlife.com


用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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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專員

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道學碩士

Joy

基礎技能小集在官網教學網頁正式上線 準備中....

中文幫助文章：培訓文章/支援 中文討論區 Forum
1 同工與其他用戶1 網頁搜尋

｜

繁體 tc.logos.com/events 
簡體 sc.logos.com/events中文官網教學網頁

Faceboook、IG ｜Youtube 教學小影集、真心話系列

*中國大陸用戶請前往這裏下載

中文部落客 （繁體）｜ 中文博客（簡體）

https://support.logos.com/hc/zh-tw
https://community.logos.com/forums/130.aspx
http://tc.logos.com/event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events
http://sc.logos.com/event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events
https://www.facebook.com/logoschinese
https://www.youtube.com/c/LogosChinese
https://sc.logos.com/events#MoreTutorials
https://tchinese.logos.com?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blog
https://schinese.logos.com?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blog


市場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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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專員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

香港九龍城浸信會普通話團契事工

Yawen

New! 即日起支持支付宝！

New! 中文独家最高回赠5%金额

tc.logos.com/giftcard  

免費14天試用僅需電郵登記

tc.logos.com/goldfreetrial

神學生、教職員工和老師

買套裝低至  6 折 

tc.logos.com/academic

推薦人獎勵：雙方都可獲得購買金

額10%回贈

tc.logos.com/referralprogram

優惠在
官網頂
端菜單

https://support.logos.com/hc/zh-cn/articles/4425400013069
https://tc.logos.com/giftcard?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giftcard
https://tc.logos.com/goldfreetrial?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freetrial
https://tc.logos.com/academic?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academic
https://tc.logos.com/referralprogram?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happy5&utm_content=referral


現場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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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回顧-第三集：現場問答  Q&A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6969690/assets/12863242/content.mp4?signature=IjE8oTSbSAdYEZMN0TvrO60-i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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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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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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