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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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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亮點

● 講道系列功能
● 概況
● 教會歷史系列
● 進階時間軸
● 搜索
● 紙質書掃描
● 移動端支持更多功能
● 新增工作流程
● 機器翻譯

資源亮點

● L10部分獨家資源
● 套裝内重點新書
● 新增數據集
● 隱形升級

優惠、升級和安裝

Logos 功能索引

免費教學資源

附錄：中文套裝總覽



全新推出鑽石版

滿足進深研究和教學需要，包含超
過1,500本中英文圖書，包括多本權
威學術級別著作。支持機器翻譯和
紙質書掃描，讓您能更高效利用所
有圖書。

中文鑽石版包含圖書 : 1,560+
最新和最齊全的中文功能

雙語鑽石版包含圖書： 4,000+
最新和最齊全的中英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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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目錄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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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行更快更穩定

Logos 10 是迄今爲止

最快的版本 皆因對.NET 
6和蘋果芯片的支持。

您的設備可以更輕鬆駕馭Logos，輸出更流暢穩定

回到目錄頁 6



Logos 10 
核心功能亮點

影片回看-第一集： L10核心亮點功能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3733838/assets/13931719/content.mp4?signature=6WmuAVdqKnw2KA71dD2AjpPWGl0


核心功能亮點：講道系列

講章導入

包含在Logos 10 中文銀版以上

回到目錄頁 8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3/logos-10-zhong-wen-yin-ban


核心功能亮點：講道系列

熱門講道引用  包含在Logos 10 中文銀版以上

2400講道金句例證
 (Logos 10 金版以上)

拖拽引用句成為PPT

回到目錄頁 9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3/logos-10-zhong-wen-yin-b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4/logos-10-zhong-wen-jin-ban


核心功能亮點：概況

概況

新增四千萬標籤：範圍覆蓋神學概念、
抄本、希臘文和希伯來文詞條

● 可搜索
● 支持自定義 (概況標記)

例子：巴比倫

回到目錄頁 10



Logos 10 全新推出，包含在中文金版以上

核心功能亮點：教會歷史系列

● 教會歷史主題
● 萊克姆教會歷史辭典
● 大公會議

L10 推遲上市的功能集
回到目錄頁 11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4/logos-10-zhong-wen-jin-ban
https://tchinese.logos.com/2022/10/15/logos10-fu-fen-tui-chi-shang-shi-de-tu-shu-yu-gong-neng/#more-1901


核心功能亮點：教會歷史系列
Logos 10 全新推出，包含在中文金版以上

回到目錄頁 12



核心功能亮點：時間軸

Logos 9 舊版Logos 10 新版

回到目錄頁 13



核心功能亮點：搜索

Logos10 新增欄位：「全部」、「書籍」、「其他」

回到目錄頁 14



核心功能亮點：搜索

通過資料類型搜索，按“+” 選擇無需記憶任何公式 

回到目錄頁 15



核心功能亮點：搜索

新增支持按章節瀏覽

回到目錄頁 16



核心功能亮點：搜索

全部搜索
例子: 哪些書提到了羅1:1

搜索結果自動分組羅列
回到目錄頁 17



核心功能亮點：搜索

書籍搜索

例子: 哪些書提到“三位一體”

回到目錄頁 18



核心功能亮點：搜索

其他搜索

回到目錄頁 19



核心功能亮點：搜索

Logos10 新增
漢化搜尋範本

回到目錄頁 20



1. 新增搜索欄位：「全部」、「書籍」、「其他」

2. 通過資料類型搜索，按「 + 」選擇無需記憶任何公式 

3. 漢化的「搜索範本」，幫助您更快學會搜索

搜索功能總結

回到目錄頁 21



核心功能亮點：搜索和紙質書掃描

紙質書掃描

包含在Logos 10 中文金版以上

回到目錄頁 22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4/logos-10-zhong-wen-jin-ban


核心功能亮點：移動可用的功能

新增行動裝置功能

● 版面配置
● 瑩幕上繪圖
● 講章管理員
● 畫布
● 概況小卡
● 出聲朗讀
● 進階版時間軸

詳情請觀看 Logos 10 行動裝置新功能介紹短片 

回到目錄頁 23

https://amber.faithlife.com/assets/13918918


核心功能亮點：工作流程

新增工作流程
準備專題講章

包含在Logos 10 中文金版以上

所有雙語套裝包含

Haddon Robinson's Ten Stages 
for Preparing Expository 
Sermons Workflow

Ridley Rosner's Regular 
Reading Routine Workflow

Sarah Hagerty's Adoration 
Workflow

Bryan Chapell's Christ-Centered 
Sermon Preparation Workflow

回到目錄頁 24

http://logos.com/features/workflows
http://logos.com/features/workflows
http://logos.com/features/workflows
http://logos.com/features/workflows
http://logos.com/features/workflows
https://www.logos.com/features/workflows
https://www.logos.com/features/workflows
https://www.logos.com/features/workflows
https://www.logos.com/features/workflows


功能亮點：增值功能

包含在Logos 10 中文金版以上

機器翻譯

回到目錄頁 25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4/logos-10-zhong-wen-jin-ban


Logos 10 
中文新書和數據集

影片回看-第二集： L10中文新書和數據集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4386117/assets/13931717/content.mp4?signature=aOL8mKgckCAxLzXOtHXHJWPi7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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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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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os 10 部分獨家資源

請回答系列——滿足心靈的提問

● 聖經是什麼？
● 拿撒勒人耶穌是誰？
● 新約如何成書？
● 成為善於思考的基督徒意味著什麼？
● 如何生活在數碼世界中？
● 為什麼友誼很重要？
● 如何與懷疑論者對談？
● 什麼是伊斯蘭教？
● 關於神，大自然教了我們什麼？
● 如何幫助創傷和虐待受害者？
● 如何思考同性戀議題？
● 如何看待性別和身份？

● 適用於大學生事工、門訓領袖培訓的護教類圖書

● 包含當代議題

● 篇幅精要，文字平實

● 援引權威參考資料

卡森 (D.A. Carson) 主編

包含在 Logos 10 中文銀版以上

回到目錄頁 28

https://tc.logos.com/product/231199/qing-hui-da-xi-lie-man-zu-xin-ling-de-ti-we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6/logos-9-zhong-wen-yin-ban


Logos 10 部分獨家資源

萊克姆教會歷史辭典

● 包括在Logos 10 中文、中英雙語全功能集中
○ 2022年新近出版
○ 近30位撰稿者
○ 條目還在增加中
○ 從歷史中窺見神的作為

● 基督教歷代故事的基本元素：

○ 核心人物

○ 重要教義

○ 關鍵事件

○ 主要運動

回到目錄頁 29

https://www.logos.com/search?query=%E8%90%8A%E5%85%8B%E5%A7%86%E6%95%99%E6%9C%83%E6%AD%B7%E5%8F%B2%E8%BE%AD%E5%85%B8&sortBy=Relevance&limit=60&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vailableToMe
https://tc.logos.com/search?query=Logos%2010%20%E4%B8%AD%E6%96%87%E5%85%A8%E5%8A%9F%E8%83%BD%E9%9B%86&sortBy=Relevance&limit=60&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


Logos 10 部分獨家資源

教會歷史主題

包括在Logos 10 中文、中英雙語全功能集中
● 介紹

○ 主題明確
○ 圖文並茂

● 教會歷史主題的基本元素：

○ 摘要

○ 主要發展

○ 重要人物

○ 重要事件

○ 重要地點

○ 重要概念

○ 重要文獻

○ 推薦閱讀

回到目錄頁 30

https://tc.logos.com/search?query=Logos%2010%20%E4%B8%AD%E6%96%87%E5%85%A8%E5%8A%9F%E8%83%BD%E9%9B%86&sortBy=Relevance&limit=60&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


中文金版

重點新書

超過510本

2400講道例證全集(8 Vols.)、Oxford 
Handbooks(4 Vols.)、宇宙光教會歷史
系列(5卷)、Carta Understanding 
Series (22 vols.)、明道研經系列新約、
BE系列全集和DCH等。

中文圖書比例超過75%，超過三分之一
的書籍都是L10新增的。

回到目錄頁 31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4/logos-10-zhong-wen-jin-b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4/logos-10-zhong-wen-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promo10&utm_content=228404


中文白金版

重點新書

超過1,260本

思高本聖經、TDNT、LRC中文版舊約、
明道研經全集、NIGTC、Baker Sermon 
Archive 50卷、Oxford Handbooks of 
Biblical Studies等。

白金版開始包含期刊資源，超過三分之
一的書籍都是L10新增的，中文圖書比
例約三分之一。

回到目錄頁 32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5/logos-10-zhong-wen-bai-jin-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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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鑽石版

重點新書

超過1,560本

在各個類別都擁有最多的中文新書，比
如LRC中文版全集、TDOT、ICC新約、
基督教神學發展史全套、古德恩系統神
學中文版、Oxford Handbooks 
Adavnaced Collection等，以及期刊資
源。

接近一半的書籍都是L10新增的，中文
圖書比例約三分之一。

回到目錄頁 33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6/logos-10-zhong-wen-zuan-shi-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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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金版

重點圖書

超過 1,100本

包含所有中文金版和英文金版圖書，以
及近1,000個功能和數據集。超過20個
版本的反向對照和對照聖經

接近一半的書籍都是L10新增的，中文
圖書比例約三分之一。

雙語套裝 = 同等級的中文和英文套裝的總
和，但比分開購買更划算

回到目錄頁 34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7/logos-10-zhong-ying-shuang-yu-jin-b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7/logos-10-zhong-ying-shuang-yu-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promo10&utm_content=228407


雙語白金版

重點圖書

超過 2,000本

包含所有中文白金版和英文白金版的
圖書，額外新增LCC NT (3 vols.)
，Lexham Geographic Commentary (2 
Vols.)，EGGNT (12 vols.)，ACCS (29 
vols.)，UBS Handbooks Series (66 
vols.)等。

比中文白金版多出700多本書，超過四
分之一的書籍都是L10新增的。

雙語套裝 = 同等級的中文和英文套裝的總
和，但比分開購買更划算

回到目錄頁 35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8/logos-10-zhong-ying-shuang-yu-bai-jin-b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8/logos-10-zhong-ying-shuang-yu-bai-jin-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promo10&utm_content=228408


雙語鑽石版

重點圖書

近 4,000本

包含所有中文鑽石版和英文鑽石版的
圖書，如CCE (34 vols.)，Preacher's 
Commentary Series (35 vols.)，Bible 
Speaks Today: Commentaries and 
Themes (76 vols.)和 NSBT (53 
vols.)。這個版本包含了幾乎所有主流
的基督教研究期刊。

比中文鑽石版多出一倍的圖書，三分之
一的書籍都是L10新增的。

雙語套裝 = 同等級的中文和英文套裝的總
和，但比分開購買更划算

回到目錄頁 36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9/logos-10-zhong-ying-shuang-yu-zuan-shi-b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9/logos-10-zhong-ying-shuang-yu-zuan-shi-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promo10&utm_content=228409


新增數據集

漢化的數據集

● 聖經中的文字遊戲
● 教會歷史系列
● 萊克姆聖經象徵性語言詞彙表
● 萊克姆聖經文學類別彙編
● 萊克姆神學詞彙集
● 萊克姆聖經希臘文敘述詞彙集
● 萊克姆聖經希伯來文敘述詞彙集
● 舊約偽經
● 新約引用舊約
● 语义角色数据集 Semantic Roles and 

Case Frames

英文數據集

● The Lexham Analytical Lexicon (3 Vols.)
● Lexham Theological Wordbook
● *Linguistics & Biblical Exegesis
● *Literary Approaches to the Bible
● *Bullinger's Figures of Speech Dataset

新增反向逐字聖經
● NET Bible: Full Notes, 2nd ed.
● The Lexham Hebrew-English Interlinear 

Bible
● The Interlinear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包含在Logos 10 中文金版 以上

包含在Logos 10 雙語金版 以上

包含在Logos 10 中文金版 以上

部落格文章：Logos 10 推遲上市的圖書和資源

回到目錄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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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形升級

現L10金
● Lexham Theological Wordbook 

(原L9 雙語金)
● The Lexham Analytical Lexicon 

全套三冊 - 希臘文/希伯來文/七
十士譯本 (原L9 雙語金)

● Linguistics & Biblical 
Exegesis(原L9 雙語金)

● Literary Approaches to the 
Bible(原L9 雙語金)

● Bullinger's Figures of Speech 
Dataset(原L9 雙語金)

所有L9 套裝免費獲得
● 數據類型搜索  (+ 功能）

現L10入門版
● 聖經中的事物10個數據集(原L9

銅)

現L10 銅
● 聖經中的事物17個數據集 (原L9 

銀)
● 聖經書卷指南  (原L9 銀)
● 聖經地點研究流程  (原L9 銀)
● 和合本修訂版反向對照  (原L9 銀)
● 新約中的希臘文重音  (原L9 金)

 

現L10銀
● 萊克姆神學概論中文版  (原L9 金)
● 主題概述 (原L9 金)
● Greek Prepositions in the New 

Testament  (原L9 雙語金)
● Text Comparison Interlinear New 

Testament Dataset  (原L9 金)

回到目錄頁 38



Logos 10 
優惠、升級和安裝

影片回看-第三集： L10升級優惠與現場問答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3733769/assets/13931708/content.mp4?signature=ruQmtN6wEgv5weEc4BbBgqmQRvk


Logos 10 優惠

升級用戶

所有付費套裝用戶都可享受首次升級7折。折扣
將在動態差價的基礎上計算，無需優惠碼，僅限
首次升級使用。

無論您過去購買的套裝是第幾代、什麽語言版
本，都可適用於升級用戶優惠。

7折僅限完整升級，如單獨升級功能集只可享受
85折。

已經升級到10的用戶級，無論是功能集還是完
整升級，都為85折。

登錄賬號 前往套裝頁面查看

聯絡中文同工：chinese@faithlife.com
回到目錄頁 40

https://tc.logos.com/basepackages#vie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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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 10 優惠

學術優惠

在讀神學生：7折

神學院職工：7折

神學院老師：6折

神學生包括全職、兼修和證書課程

前往瞭解 繁體網頁 | 簡體網頁

聯絡中文同工：chinese@faithlife.com

回到目錄頁 41

https://tc.logos.com/student?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promo10&utm_content=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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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喜！免費Mobile Ed

https://www.logos.com/10/redeem-course 

● 購買中文金版或者英文銀版以上

● 課程為英文

● 免費獲得1個課程

● 必須登錄賬號才能看到優惠兌換方式

僅限Logos 10 中文金版
以上套裝用戶

回到目錄頁 42

https://www.logos.com/10/redeem-course


閲讀 Logos 升級攻略

繁體中文 | 簡體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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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目錄頁 43

https://tchinese.logos.com/2022/10/11/sheng-ji-gong-lue-logo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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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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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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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附：所有套裝簡介 Logos 功能索引



釋經講章工作流程

詳細步驟指引，讓釋經更全面，自動配合
註釋書使用:

● BE 系列全集50冊
● 麥克阿瑟註釋
● 萊克姆研究註釋叢書
● 明道研經系列
● 丁道爾全集47冊
● CCE (34 Vols.)
● BST (96 Vols.)
● WBC (22 Vols.)
● Preacher Commentary (35 Vols.)

包含在 Logos 10 中文銀版及以上。套裝等
級越高越多内容。

回到目錄頁 47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3/logos-10-zhong-wen-yin-ban


主題概述

● 全面漢化；有助確立講道
主題

● 在準備釋經講章工作流
程步驟1.4

包含在 Logos 10 金版

回到目錄頁 48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4/logos-10-zhong-wen-jin-ban


講章編輯

● 輸入講章自動生成

PPT
● 講章分享

● 大綱模式

● 講章筆記並可直接

插入講章

● 講章範本

● 支持版本：Logos 10 
中文銀版及以上

● 講道模式

回到目錄頁 49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6?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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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表

◼ 徑向曆

◼ 日期安排

◼ 國定假日

◼ 篩選

支持版本：Logos 10 中文金版及以上

過去在Logos的講道文件會自動保存，

並 在講章管理員中使用。

Logos 10 版本可在iPad上使用。

講章管理員

回到目錄頁 50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7?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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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研究 

聖經字義研究

Logos 10 金版以上包含：

● 萊克姆希臘文、希伯來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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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經亞蘭文

● DCH (8 vols.)  (白金版）

● TDNT (白金版）

● TDOT（鑽石版）

● Liddell and Scott 
Greek–English Lexicon (雙語

金版)
*搜索結果取決於您圖書的數量

回到目錄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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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研究 

聖經字義研究

Logos 10 金版以上包含：

● 子句的參與者

Clausal participant
● 介詞用法

● 文法關係

*搜索結果取決於您圖書的數量

回到目錄頁 52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4/logos-10-zhong-wen-jin-ban


    原文研究 

聖經字義研究

Logos 10 金版以上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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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體

驗 者心態改變的人事時地物）

*搜索結果取決於您圖書的數量

回到目錄頁 53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4/logos-10-zhong-wen-jin-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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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研究 

Logos 10 金版以上包含：

進階搜索功能

(大陸用戶點擊這裏)

英文的進階搜索視頻

子 句

搜 尋 

子 句 

神 -

約

*搜索結果取決於您圖書的數量

回到目錄頁 54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4/logos-10-zhong-wen-jin-b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D5rB5hM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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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指南
    Logos 10 中文銀版及以上

搜索關鍵字（愛，婚内抑鬱）即可得 
到相關輔導資源的結果

L10新增輔導類書

● 亲子教育 (4冊)
● 善牧領袖

● 有愛，無癮

● Quick-Reference 
Counseling 
Guide Collection  
(7冊)

回到目錄頁 55

*搜索結果取決於您圖書的數量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16?utm_source=We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L9&utm_content=195616


菜單欄支持水平和垂直兩種界面

更改方式在程式設定> 應用程序工具欄位置

Logos 9 舊版

Logos 10 新版

回到目錄頁 56



其他功能

強化的程序菜單 

賬戶切換

進階移動端搜索

朗讀功能

回到目錄頁 57



其他功能

強化的程序菜單 

賬戶切換

進階移動端搜索

朗讀功能

回到目錄頁 58



其他功能

強化的程序菜單 

賬戶切換

進階移動端搜索

朗讀功能

支持版本：所有
Logos 10 套裝

套裝版本越高搜索結
果越多

回到目錄頁 59



其他功能

強化的程序菜單 

賬戶切換

進階移動端搜索

朗讀功能

支持版本：中文銅版以及上套
裝，目前僅限iOS系統

*所有圖書默認可用，除非出版社選擇退
出該功能

回到目錄頁 60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2/logos-10-zhong-wen-tong-b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2/logos-10-zhong-wen-tong-ban


Logos 免費教學資源

YouTube頻道 

新手必讀幫助文章: 熟悉Logos
的功能

繁體中文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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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幫助中心

中文教學網頁 
繁體 | 簡體

基礎技能教學（强烈推薦，新手必備）
繁體 | 簡體

其他資源

回到目錄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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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 10 
中文套裝總覽



Logos 讓您「用」書，

而 不僅僅是「讀」書

每一本書都有Logos 團隊人手增 
加的標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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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看視頻：瞭解Logos爲何與衆不同

回到目錄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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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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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中文入門版 
(Chinese Starter)

個人研經的最佳起點

中文圖書比例：95%

所含圖書：超過35本

重點功能：中文反向逐字對照

聖經，概況，歸納式查經工作

流程等

                                   

L10新增：聖經中的事物系列數

據集等

回到目錄頁 64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1/logos-10-zhong-wen-ru-men-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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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查經得心應手

中文圖書比例：92%

所含圖書：超過150本

重點功能：經文彙編，語法及系統神

學串珠，聖經字義研究等

                                   

L10新增：聖經書卷指南，萊克姆希

臘文字典，聖經象徵性語言詞彙表等Logos 10 中文銅版 
(Chinese Bronze)

回到目錄頁 65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2/logos-10-zhong-wen-tong-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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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為講道設計

中文圖書比例：88%

所含圖書：超過310本

重點功能：講章編輯，輔導指南，講

道主題，聖經意義詞彙等

                                   

L10新增：講章導入，300講道金句

，熱門講道引用，萊克姆神學概論
Logos 10 中文銀版 

(Chinese Silver)

回到目錄頁 66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3/logos-10-zhong-wen-yin-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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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的標準配備

中文圖書比例：76%

所含圖書：超過510本

重點功能：新舊約命題大綱、講章管

理員、子句/語法搜索等

                            

L10新增：機器翻譯，2400講道金句

例證，教會歷史主題，紙質書圖書庫

掃描器Logos 10 中文金版 
(Chinese Gold)

回到目錄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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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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受歡迎的中文套裝

中文圖書比例：37%

所含圖書：超過1,250本

重點功能：功能與中文金版一致，额

外增加超過710本圖書

                             

L10新增：所有Logos 10 新增中文

功能
Logos 10 中文白金版 

(Chinese Silver)

回到目錄頁 68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5/logos-10-zhong-wen-bai-jin-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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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級別的中文套裝

中文圖書比例：35%

所含圖書：超過1,560本

重點功能：功能與中文白金版一致，

额外增加超過310本圖書

                                   

L10新增：所有Logos 10 新增中文

功能
Logos 10 中文鑽石版 
(Chinese Diamond)

Logos 10 最新推出

回到目錄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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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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級別的中英文功能

中文圖書比例：35%

所含圖書：超過1,110本

重點功能：包含完整中文金版和英文

金版功能和中英數據集

                             

L10新增：所有Logos 10 新增中英

文功能
Logos 10 中英文金版 

(Chinese  Bilingual Gold)

回到目錄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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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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必備

中文圖書比例：23%

所含圖書：超過1,980本

重點功能：功能和雙語金版一致，額

外增加870多本圖書

                               

L10新增：所有Logos 10 新增中英

文功能
Logos 10 中英文白金版 

(Chinese Bilingual Platinum)

回到目錄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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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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套裝的王者組合

中文圖書比例：14%

所含圖書：超過3,980本

重點功能：功能和雙語白金版一致，

額外增加近2,000本圖書

                                

L10新增：所有Logos 10 新增中英

文功能
Logos 10 中英文鑽石版 

(Chinese Bilingual Diamond)

Logos 10 最新推出

回到目錄頁 72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9/logos-10-zhong-ying-shuang-yu-zuan-shi-ban


謝謝您 
歡迎聯絡我們
chinese@faith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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