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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Logos 10 解經相關功能

一、工具簡介

二、聖經字義研究

三、前後文 
四、搜索

五、視覺篩選

六、L10新增的原文資源

*我們早前進行過希臘文原文功能演示，此次演示將著重希伯來文部分。
*觀看希臘文原文功能演示請點擊這裡

附錄1：關於Logos 10 (升
級、優惠、安裝)

附錄2：原文功能演示 - 希
臘文部分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7403856/assets/11370117/content.mp4?signature=B1rEeSx84Cn_HzrOONAMvdC8Mcc


工具簡介
希伯來文字典 以Lev 4.17為例 → 

“蘸” 
希伯來文字典：字義、

發音、詞性、典內參

考、典外參考

1.  希伯來文字典（淺  → 深 ）
a. 萊克姆聖經希伯來文字

典--金版以上
b. BDB--金
c. DBL Hebrew–銀
d. Concised HALOT – $
e. HALOT – $

2.         舊約神學字典

f. Lexham Theological 
wordbook 金

g. Theological Lexicon of 
the OT – $ 

h. TWOT - 鑽石
i. NIDOTTE - $

回到目錄頁 4

 釋經者最重要的任務：“你自己要毫無保留地研讀經文，也要毫無保留地把經文應用在

你自己身上。”（Apply yourself wholly to the text; apply the text wholly to yourself.）By 
Johann Albrecht Bengel，1687–1752年

影片回看-第一集： 原文字典和聖經字義研究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4384088/assets/14034332/content.mp4?signature=pmQDD3LyjbwrmLIQPsYZmcgOdZk


工具簡介
舊約神學辭典

 神學辭典（語感、當時處境的
用法）

 Lexham Theological 
Wordbook: 背景、用法

 TWOT
 NIDOTTE
 TLOT→ 沒有收錄這個字

 pop quiz: 希伯來文字典 v.s. 
神學辭典的差別？

3. 舊約神學字典

a. Lexham Theological 
wordbook

b. Theological Lexicon of 
the OT

c. TWOT
d. NIDOTTE

回到目錄頁 5



工具簡介5
全方位查詢

4. 全方位查詢

回到目錄頁 6



聖經字義研究

常有的解經錯誤：

1. 忽略上下文

2. 特定作者的用法

3. 當時文化處境的用法

例如，聖經教導我們應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主耶穌基督，我們往往
把自己的經驗讀進經文，「十字架」就變成是風濕症、個人挫折，甚至一個
荒謬的笑話（求主赦免！）。我們實在太輕看十字架，對自己太過寬容。對
第一世紀的讀者而言，那背起十字架的，不只被定死罪，而且是極盡羞
辱、痛苦的不名譽死法，羅馬人用來刑罰非羅馬公民的罪犯人渣。假如耶
穌要我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祂，祂所指的死不是「向自己死」，也不
是所謂能去除「老我」的 成信心法，而是忍受痛苦、羞辱的死亡，因爲耶
穌曾親自走過這條道路。

卡森, 再思解經錯謬, ed. 楊秀儀, trans. 余德林 and 郭秀娟, POD版. 
(2314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50號6樓: 校園書房出版社, 2009), 136.

回到目錄頁 7



聖經字義研究：
語義角色

 蘸
 施動者：做動作的人
 題材：介質
 位置：發生地點
 利未記

 施動者
 題材
 位置

 

 文化意涵（LTW, 
NIDOTTE）

 當時異教也使用 ”蘸”血為儀式，
來潔淨

 王下5.
洗 רחץ .蘸v.s טבל 
 命令：洗
 實作：蘸

回到目錄頁 8



● L10新增

○ 概況：BBG聖經書卷

指南

○ 包含聖經66卷書

○ 文體、大綱、背景、

成書目的

○ 聯結到您有的資源

○ 見樹又見林的整全

釋經、字義研究

前後文

回到目錄頁 9



回到目錄頁 10

前後文2

a. 時間：進階時間軸
b. 地圖集



六、原文字典 

萊克姆聖經希伯來文字典（金）

萊克姆聖經希臘文字典（金）

萊克姆聖經亞蘭文字典（金）

本系列為Logos 獨家資源，

同時有簡體版

回到目錄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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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

Logos 10 解經相關功能

一、工具簡介

二、聖經字義研究

三、前後文 
四、搜索

五、視覺篩選

六、L10新增的原文資源

13

字詞研究

句型、段落研究

影片回看-第二集：搜索和句型段落分析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4385527/assets/14034526/content.mp4?signature=J0xD9kEU1qxwfCCp42JFJiBXXvQ


四、搜索 （字） 

1. 傳道書1:2
a. ”虛空”
b. הבל

回到目錄頁 14



四、搜索 （形態學） 

範例：g:lego 
動詞、命令語氣 
（保羅書信）

回到目錄頁 15



五、視覺篩選 

1.命題大綱

命題大綱詞彙表
（命題的定義：對一陳述句的判斷）

回到目錄頁 16



五、視覺篩選 

2.論述功能(希臘文、希伯來文)
萊克姆希臘文新約敘述詞彙集

萊克姆聖經希伯來文敘述詞彙集

   （論述的定義：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關係）

回到目錄頁 17



五、視覺篩選 

子句分析補充資源：

SBL Greek New Testament Sentence Diagrams

（全功能集）

回到目錄頁 18



五、視覺篩選 

3.應用：

Poter動詞視覺篩選：動詞觀點

回到目錄頁 19



五、視覺篩選 

3.應用：

Poter動詞視覺篩選：動詞觀點

回到目錄頁 20



五、視覺篩選 

3.應用：

Poter動詞視覺篩選：動詞觀點

回到目錄頁 21



回到目錄頁 22

六、L10新增的原文
資源 

萊克姆命題大綱詞彙表（銀）

萊克姆希臘文新約敘述詞彙集（銀）

萊克姆聖經希伯來文敘述詞彙集

（金）



六、L10新增的原文資源 

聖經中的文字遊戲（金）

回到目錄頁 23



六、L10新增的原文資源 

聖經亞蘭文（鑽石）

作者：簡思德  Callaham, Scott N.

回到目錄頁 24



附1：關於Logos 10

比較所有套裝請前往：https://tc.logos.com/compare 

https://tc.logos.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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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https://www.logos.com/logos-editions?wvideo=wlqrmyv8f5


點擊比較L9套裝之間的書籍

增加超過700本新書

回到目錄頁 28

https://tc.logos.com/compare/libraries
#


閲讀 Logos 升級攻略

繁體中文 | 簡體中文

● 您真正的升級價格 請登錄Logos 官網查看 | 說明影片

● 永遠只付差價
● 請登錄Logos賬號，自動看到升級價
● 升級不影響已有套裝
● 購買完畢後，打開Logos自動下載新内容

聯絡中文同工：chinese@faithlife.com 

Logos 升級

新用戶享有 85 折優惠

升級用戶享有7折優惠

回到目錄頁 29

https://tchinese.logos.com/2022/10/11/sheng-ji-gong-lue-logos10/
https://schinese.logos.com/2022/10/11/sheng-ji-gong-lue-logos10/
https://tc.logos.com/basepackages?utm_source=Blog&u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upgrade_basepackages
https://youtu.be/ObKq3LWwp_4
mailto:chinese@faithlife.com


● 下載
● https://tc.logos.com/get-started
● https://sc.logos.com/get-started 

● 安裝
● https://tc.logos.com/install
● https://sc.logos.com/install 

● 安裝最低系統要求

聯絡中文同工：chinese@faithlife.com

Logos 安裝

回到目錄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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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2：原文功能演示希臘文部分

我們早前進行過希臘文原文功能演示，請參考以下PPT和錄像進行重溫

更多中文教學請前往
https://tc.logos.com/events 
https://sc.logos.com/events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47403856/assets/11370117/content.mp4?signature=B1rEeSx84Cn_HzrOONAMvdC8Mcc
https://tc.logos.com/events
https://sc.logos.com/events


工具簡介 1

1. 字典

2. 聖經字義研究

3. 逐字對照、反向逐字對照

4. 搜索

*本次演示所參考的內容

使用 Logos 10 中英文白金版

32 回到目錄頁 32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87841/mobile-ed-learn-to-use-biblical-greek-and-hebrew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20?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20


工具簡介 --希臘文字
典

1. 希臘文字典

a. 單字類 （淺 → 深）

i. 萊克姆新約希臘文辭典

ii. The New Strong’s 
Concise Dictionary 

iii. 新約希臘文中文辭典

iv. 新約及早期基督教希臘文大
詞典

v. 聖經意義詞彙

b. 大範圍背景類

i. 萊克姆聖經辭典

ii. TDNTA

iii. AYBD

*本次演示所參考的內容
使用 Logos 10 中英文白金版

33 回到目錄頁 33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0514/the-new-strongs-concise-dictionary-of-the-words-in-the-greek-testament-and-the-hebrew-bible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0514/the-new-strongs-concise-dictionary-of-the-words-in-the-greek-testament-and-the-hebrew-bible
https://tc.logos.com/product/148372/xin-yue-xi-la-wen-zhong-wen-ci-d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4402/xin-yue-ji-zao-qi-ji-du-jiao-xi-la-wen-da-ci-d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4402/xin-yue-ji-zao-qi-ji-du-jiao-xi-la-wen-da-ci-d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8377/lai-ke-mu-sheng-jing-ci-d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390/the-theological-dictionary-of-the-new-testament-abridged-in-one-volume
https://tc.logos.com/product/1660/anchor-yale-bible-dictionary-aybd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87841/mobile-ed-learn-to-use-biblical-greek-and-hebrew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20?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20


聖經字義研究
工作流程 1

 約翰福音如何使用“神蹟”
 John 2.1-25 Sgin 
 不同的聖經如何翻譯這個字

 字義研究工作流程的設定
 概況

 查詢約翰福音
 下滑到：聖經書卷指南
 內容：大綱
 新漢語普及譯本 → 大綱

 

34 回到目錄頁 34



聖經字義研究 2

字義研究（神蹟）

Logos 10 新增（金版以上包含）：

萊克姆希臘文、萊克姆希伯來

文、萊克姆亞蘭文字典、新約及

早期基督教文獻希臘文大詞典

（BDAG完整版）--漢語聖經協

會

回到目錄頁 35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17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4402/xin-yue-ji-zao-qi-ji-du-jiao-xi-la-wen-da-ci-d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4402/xin-yue-ji-zao-qi-ji-du-jiao-xi-la-wen-da-ci-d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4402/xin-yue-ji-zao-qi-ji-du-jiao-xi-la-wen-da-ci-d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4402/xin-yue-ji-zao-qi-ji-du-jiao-xi-la-wen-da-ci-dian


聖經字義研究 3

聖經字義研究：
子句的參與者

Clausal participant
e.g. 
摩西： Acts 7.36
Mt 6.13 救

回到目錄頁 36

https://support.logos.com/hc/en-us/articles/360031075771#h_e2b4b7fa-4786-4a73-86d4-63c022d7f2d6


聖經字義研究
工作流程 4

 約翰福音如何使用 “神蹟”
 神蹟 v.s. 觀眾的反應

 目的

 彰顯基督的榮耀

 引發觀眾的信

 旨在讓我們更認識

這個行神蹟的耶

穌--他的權柄、他

的我是宣告、他是

神

 新約其他地方怎麼用σημεῖον
 比較之下，發現約翰的用

法最特別。
 miracles=signs to point to 

who Jesus is.

 37 回到目錄頁 37



    聖經字義研究 5

聖經字義研究：
語義角色（semantic roles）  
與體驗者（經歷、接受的人）   摩
西的對象

案例結構 Case Structure （主詞

+誡命動詞+受詞）

體驗者v.s.刺激stimuli（ 成體驗 
者心態改變的人事時地物）

回到目錄頁 38

https://faithlifetv.com/media/assets/367524?embedded=1&autoplay=1&__hstc=18058406.95c264f8ddb63ec460ee4256909a18d4.1603722625345.1603985060557.1604199738581.8&__hssc=18058406.1.1604199738581&__hsfp=1755943903


前後文 1

1. 歷史背景
2. 文學

a. 類別
b. 架構：Lexham Bible 

Dictionary
c. 聖經大綱瀏覽器

3. 文化
4. 文法

回到目錄頁 39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8377/lai-ke-mu-sheng-jing-ci-d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8377/lai-ke-mu-sheng-jing-ci-dian


前後文 2

1. 歷史背景
2. 文學
3. 文化：

a. 時間：進階時間軸
b. 概況：聖經裡對教會的比喻
c. 概況：屬靈的殿 → 21世紀

新約主題辭典
4. 文法

回到目錄頁 40

https://tc.logos.com/product/156268/21shi-ji-xin-yue-zhu-ti-ci-dian-hou-qi-shu-juan-ji-qi-fa-zh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56268/21shi-ji-xin-yue-zhu-ti-ci-dian-hou-qi-shu-juan-ji-qi-fa-z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