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ogos 答疑諮詢

Office Hour 

2022/05/09

歡迎關於任何Logos的提問



主持：

Logos 中文團隊

高亞雯

林怡廷

chinese@faithlife.com

mailto:chinese@faithlife.com


Logos 
最新優惠

訂閲郵件，不錯過任何優惠

繁體中文
简体中文

禮品卡

● 可以在網頁自行購買了！

● 可使用支付寶 (中國大陸用戶)

最新圖書

● 預購網頁

推薦Logos有禮

● 推薦人優惠

https://faithlife.com/account/email-preferences/zh-CHT/
https://faithlife.com/account/email-preferences/zh-CHS/
https://tc.logos.com/product/212193/logoszhong-wen-li-pin-qia-50mei-jin-chinese-gift-card
https://tc.logos.com/pre-pub
https://tc.logos.com/referralprogram


流程

◼ Logos最新消息

◼ 報名用戶問題演示

◼ 藏書

◼ 搜索

◼ 講章編輯

◼ 聖經大綱

◼ 現場提問與演示

◼ 關於下載、升級和預購

◼ 參考書推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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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示版本：Logos 9 雙語白金版  windows電腦版



新手如何開始

基礎技能小視頻

繁體: https://tc.logos.com/basicskill 

簡體: https://sc.logos.com/basicskill

 
更多資源在YouTube頻道！

https://tc.logos.com/basicskill
https://sc.logos.com/basicskill
https://www.youtube.com/c/LogosChinese
https://www.youtube.com/c/Logos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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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義藏書方便進行搜索

藏書 Collection

聖經：聖經内搜索

基本：除聖經外的其他資源内搜索（注釋

書、辭典等）

每一次搜索都需要定義搜索範圍，默認

搜索範圍包括常用聖經、被標簽的資源

和系列。建立藏書來自定義搜索範圍，更

有針對性地執行搜索。

打開方式：工具  > 藏書

教學影片：第一集 -建立藏書 Collection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9279203/assets/13190684/content.mp4?signature=joJw7Vlor8WXRCaQ7CQ5r0LVH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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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 Collection

創建一個藏書

搜索規則和普通搜索一樣， title, author, 
publisher
比如：

Title:god 
author:Will 
*關鍵詞加上半角引號來執行精確搜索，比

如， “古代基督 ”

中文輸入也可以，注意區分繁簡 ，所有符號

要用半角，冒號後面不空格

書名:上帝

作者:John Piper
系列:生命

從藏書中刪除某一本書 ：從“變成藏書 ”下方

直接拖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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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 Collection

推薦創建的藏書類型：

最愛的作者

聖經主題  

再回到搜尋面板，搜索範圍多了剛剛的藏書

刪除藏書



搜索

教學影片：第二集 -搜索 Search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9279160/assets/13190680/content.mp4?signature=r-zhWDjQ5tUimLmDOQC9I1HM_oo


搜索 Search
精簡搜索結果

符合搜索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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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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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搜索短語：半角引號，比如 “in christ”
搜索經文：<弗1:5> → 等於掃描每一本書後面

的經文索引，但是不用翻書啦



搜索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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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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 Search

搜索自己所有的醒目顯示！電子化

研經工具的獨有優勢



搜索 Search

搜索在注脚中出現的文字，即

使它們不在正文中



右鍵搜索  Right Click Sear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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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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鍵搜索  Right Click Sear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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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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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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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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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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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章編輯 Sermon Builder

創建講章、課程講義、主日學大綱

中文銀版以上套裝包含

19教學影片：第三集 -講章編輯器  Sermon Builder

https://tc.logos.com/silver?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522&utm_content=silver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9279177/assets/13190682/content.mp4?signature=FgWyIZDqiyKpuUw3yK4zrrmRXQ4


講章編輯
中文銀版以上功能，平板和網頁版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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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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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章編輯 - 編輯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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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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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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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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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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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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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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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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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和網頁版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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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大綱

教學影片：第四集 -聖經大綱 Outline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9279109/assets/13190678/content.mp4?signature=x8a7h11SwOgYNCQFVcMBRqGESUk


聖經大綱

指南 > 經文指南 

輸入經節，在 “大
綱”下會列出關於

該段聖經的大綱

内容，來自您的

圖書資料庫的相

關參考書。

如注釋書中有大綱
的内容，鼠標懸停
在文字上會出現預
覽

示範圖書：明道解經系列

https://tc.logos.com/mingdao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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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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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影片：第五集 -現場提問與演示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9279502/assets/13190713/content.mp4?signature=E_Ehbbrr3YL629QcZPdo5A0j0lg


如何下載

繁體：https://tc.logos.com/get-started 

簡體： https://sc.logos.com/get-started 

您還可以使用網頁版！
https://app.logos.com/ 

https://tc.logos.com/get-started
https://sc.logos.com/get-started
https://app.logos.com/


如何預購
新書上市前會提供優惠價預購

繁體：https://tc.logos.com/pre-pub
簡體：https://sc.logos.com/pre-pub 

*需要信用卡，但是在上市前都可以隨時取消預購訂單

如何預購？觀看視頻

https://tc.logos.com/pre-pub
https://sc.logos.com/pre-pub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9727905/assets/11707676/content.mp4?signature=XBllVQoFkna6fEWSl5eiJeF41yg


版本升級

❏ 升級不會讓您失去原有功能和圖書

❏ 任何升級只付差價

❏ 完成升級套裝購買后，打開Logos，新資源

會自動下載

     請閲讀

【詳細攻略】如

何升級到

Logos 9 ？

https://tchinese.logos.com/2020/10/29/sheng-ji-logos-9/
https://tchinese.logos.com/2020/10/29/sheng-ji-logos-9/
https://tchinese.logos.com/2020/10/29/sheng-ji-logos-9/


設定資源優先順序

基礎技能小視頻

繁體: https://tc.logos.com/basicskill    簡體: https://sc.logos.com/basic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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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改正

回報錯誤

提交功能建議

提交新書建議

https://support.logos.com/hc/en-us/articles/360037551831-I-Have-a-Suggestion
https://community.logos.com/forums/t/199220.aspx


釋經參考書

最新上市

點擊圖片直達圖書介紹頁面

https://tc.logos.com/biblespeaks
https://tc.logos.com/twstudybible
https://tc.logos.com/lrc
https://tc.logos.com/mingdao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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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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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