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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聖經與神學的研究，以及
其他人文學科的研究中，
差不多一半的學習在於知
道在哪裏可找到合適的工
具，並且知道在需要之時
如何使用它們。

凱沙(Walter C. Kaiser,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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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回看-第一集：觀察經文的基本事實（一）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5661986/assets/14199930/content.mp4?signature=J9w3okgC5yqXRkwCAYV_sMJda7k


預備講章步驟

管理

講章管理員

釋經

觀察

解釋

應用

輸出

講章編輯器

今日演示的重點部分
演示使用Logos 10 中文金版



釋經演示所用框架

資料來源：賴若瀚, 十步釋經法, 
ed. 姚志華, 增訂版. 
(Sunnyvale, CA: 聖言資源中
心, 2008), 48.

Logos 工具

Logos 參考書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50100/shi-bu-shi-jing-fa


流程

觀察：基本事實

基本事實

譯本比較

聖經人事時地物

比喻和文化概念

神學概念

聖經串珠

重要經文

重要字詞

*我們早前進行釋經講道工作流程的功能演示，適用於Logos 9 金版以上以及Logos 10 銀版以上套裝。請點擊附錄2重溫。

附錄1：關於Logos 10 (升
級、優惠、安裝)

附錄2：釋經講道工作流程
和講章編輯器使用教學

附錄3： Logos 10 所有套
裝總覽

觀察：認清關係

經文標題比較

視覺篩選

反向對照

命題大綱

解釋：總結主題

論述功能

福音書合參

準備釋經講章工作流程

*演示功能之銀版和金版的區別

解釋：參考資料

中文註釋圖書

英文註釋圖書

講章資源

聖經詞典與百科全書

Logos 講章功能

*演示圖書之套裝版本的區別



熱身：在Logos中 「讀」聖經

● 文本首讀
● 譯本比較
● 概況標籤
● 視覺篩選 
● 反向對照
● 命題大綱
● 論述功能

演示所用聖經

中文聖經新標點和合本(上帝版)

Logos 10 中文銅版以上

回到目錄頁 7

https://tc.logos.com/product/2910/zhong-wen-sheng-jing-xin-biao-dian-he-he-ben


觀察：研究起點 

● 在概況輸入經節
● 瞭解經文類型、涉及的

聖經事件
● 從概況進入經文指南

回到目錄頁 8



觀察：研究起點 
使用功能：聖經書卷

回到目錄頁 9



觀察：譯本比較 

工具 > 經文比較

Pro Tips: 按 F7快速比較

多重資源顯示

回到目錄頁 10



觀察：聖經人事時地物 (概況標記)

Pro Tips:
● 可增減概況標記類型
● Logos 10 支持自定義概況標記

回到目錄頁 11



觀察：聖經人事時地物 (經文指南)

聖經人事時地物（入門？）
文學類型

Pro Tips:
● 按右上角“新增”，增減

想要的模塊
● 在某一欄上按右鍵，

可選擇模塊顯示格式

回到目錄頁 12



觀察：聖經人事時地物 
(經文指南)

馬太福音2:1-12

1. 文體：敘事/福音
2. 主要人物：博士、希律大帝
3. 配角：文士/祭司、馬利亞
4. 時間：希律大帝時代
5. 地點：伯特利 （猶大的）

回到目錄頁 13



觀察：比喻和文化概念

善用右鍵

回到目錄頁 15



觀察：比喻和文化概念

文化概念

Logos 10 中文銀版以上

象徵用語

Logos 10 中文銀版以上

回到目錄頁 16



觀察：神學概念

Logos 10 中文金版包含
● 翻譯功能
● Lexham Theological Wordbook

回到目錄頁 17

影片回看-第二集：觀察經文的基本事實（二） 與段落主題

https://tc.logos.com/product/45638/lexham-theological-wordbook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5661954/assets/14199926/content.mp4?signature=aMftgNz0RAbIzye95czEqSrmjXM


觀察：聖經串珠

使用功能：經文指南 > 重要經文

可設定搜索類別，點擊直接打開
概況内解釋

重要經文可使用的搜索類別數
量取決於您的套裝等級，中文
金版包含最多數量

回到目錄頁 18



觀察：重要經文

使用功能：經文指南 > 經文彙編

可設定搜索類別
*文字游戲為Logos 10 金版新增

回到目錄頁 19



觀察：重要字詞 - 視覺篩選

使用功能：視覺篩選 

● 重複本身就是一種信息
● 此“尋” 非 彼“尋”

Logos 10 中文銀版以上
回到目錄頁 20



觀察：重要字詞

回到目錄頁 21



觀察：經文標題比較

使用功能：工具>經文分析>經
文標題比較

回到目錄頁 22



觀察：反向對照

使用功能：反向對照

按照譯文順序對照原文閲讀

Logos 10 中文金版以上包含所
有三個反向對照版本聖經。

瞭解更多反向對照功能

回到目錄頁 23

https://tc.logos.com/search?query=%E5%8F%8D%E5%90%91%E5%B0%8D%E7%85%A7&sortBy=Relevance&limit=60&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


觀察：命題大綱

使用功能：命題大綱

將聖經格式化為一個大綱，並顯
示句子的類型，從而揭示其作用
和文本的流動。

Logos 10 銀版：新約命題大綱
Logos 10 中文金版以上：新約+舊約命題大綱

對説明類經文特別有用

回到目錄頁 24



解釋：論述功能1
使用功能：論述功能

● 可以根據作者的思維模式和
重點來制定講道大綱

● 快速、簡單、準確地識別論述
標記

● 對整個聖經進行複雜的論述
分析

● Logos 獨家研發，是研究聖經
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的最先進
工具之一

Logos 10 中文金版以上

回到目錄頁 25



解釋：論述功能2
使用功能：論述功能

● 論述功能詞匯表

● 萊克姆論述功能
○ 定義 + 解釋 + 經文例子

      ἰδοὺ ‘behold’ or ‘look’

回到目錄頁 26



解釋：論述功能3
使用功能：論述功能

支持搜索某一論述標記，可以做到舉一反三

回到目錄頁 27



福音書合參

Logos 10 中文銅版以上

● 研究福音書故事中相似
和不同之處的工具

● Logos 獨家資源

回到目錄頁 28



準備釋經講章工作流程

Logos 10 中文銀版以上

● 全面、詳細的標準化流程，
可用於查漏補缺

● 每個步驟都附有説明和功
能快捷鏈接

● 每個步驟都有筆記功能，
自動生成講章預備筆記

● 支持將筆記直接插入講章
編輯器

*您可以按自己的釋經習慣建
立自定義工作流程（Logos 10 
中文金版以上）

回到目錄頁 29



演示功能之銀版和金版的區別
以下功能包含在
Logos 9 銀/金和
Logos 10 銀/金

聖經書卷 
聖經串珠
經文彙編指南
重要字詞
重要經文
聖經人事時地物
聖經地圖
講章編輯
經文標題比較
反向對照
象徵語言

比較所有Logos 10 銀版和金版功能 Logos 9 Logos 10

Logos 9 中文銀版 Logos 9 中文金版 Logos 10 中文銀版 Logos 10 中文金版

譯本比較 19本聖經 19本聖經

22 本聖經

(含呂本)
28 本聖經

(含呂本、思高本)
翻譯功能 ✖ ✖ ✖ ✔

比喻 ✖ ✖ ✔ ✔

文化概念 ✖ ✖ ✔ ✔

神學概念

(Lexham Theological Wordbook) ✖ ✖ ✖ ✔

萊克姆原文字典 ✖ ✔ ✖ ✔

命題大綱 新約 新約 + 舊約 新約 新約 + 舊約

希臘文、希伯來文論述功能 ✖ ✖ ✖ ✔

準備釋經講道工作流程 ✖ ✖ ✔ ✔

福音書合參 ✖ ✖ ✔ ✔

講章管理員 ✖ ✔ ✔ ✔

講章導入 ✖ ✖ ✖ ✔

熱門引用 ✖ ✖ 300 金句 2400 金句

回到目錄頁 30

https://tc.logos.com/compare/featuresets?productIds=228505,228504


講章步驟

一、釋經➔ 觀察、解釋、應用

Logos參考書
1.註釋書
2.講章資源的圖書
3.聖經字典與百科全書

二、輸出➔講章編輯器

三、管理➔講章管理員

Logos 工具

Logos 參考書

Haddon W.Robinson 羅賓森博士 :「教導聖經時，也需要老師教導你，學者們透過註釋書服事教會。」

回到目錄頁 32

影片回看-第三集：釋經解釋的參考書資源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5661963/assets/14199927/content.mp4?signature=e3JW6Fkk2xCELXak_-AM6xEpQ8I


中文註釋圖書

銀版：威爾斯比新舊約 28卷
金版：威爾斯比全集50卷

銀版：丁道爾新約20卷
金版：丁道爾新舊約全集 47卷

銀版：*明道研經系列3卷
金版：*明道研經系列9卷
白金版：*明道研經系列全集12卷

白金版：*萊克姆研究註釋叢書3卷
鑽石版：*萊克姆研究註釋叢書全集 17卷

金版：古代基督信仰註釋摩西五經 3卷
白金版：古代基督信仰註釋舊約 12卷
鑽石版：古代基督信仰註釋全集 23卷

鑽石版：*聖經經典500問新舊約合集

回到目錄頁 33



丁道爾註釋-馬太福音

這一章有多處表示博士的拜訪是在耶穌出生

一段時間之後：他已是一個「小孩子」（9、11
節），而不再是「嬰孩」（路二12、16；
 法蘭士, 馬太福音, ed. 楊碧芳, trans. 沈允, 
POD版.,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 (台北市: 校園

書房出版社, 2010), 86.

Logos 10 中文金版以上

回到目錄頁 34

https://ref.ly/logosres/chtntc61mt?ref=Bible.Mt2.1&off=36&ctx=%E5%A4%A7%E7%B4%84%E6%98%AF%E5%85%AC%E5%85%83%E5%89%8D%E5%9B%9B%E5%B9%B4%EF%BC%8C%E6%BA%96%E7%A2%BA+%E6%97%A5%E6%9C%9F%E4%B8%8D%E8%A9%B3%EF%BB%BF82%E3%80%82~%E9%80%99%E4%B8%80%E7%AB%A0%E6%9C%89%E5%A4%9A%E8%99%95%E8%A1%A8%E7%A4%BA%E5%8D%9A%E5%A3%AB%E7%9A%84%E6%8B%9C%E8%A8%AA%E6%98%AF%E5%9C%A8%E8%80%B6%E7%A9%8C%E5%87%BA%E7%94%9F%E4%B8%80


古代基督信仰聖經註釋-馬太福音

2.3希律心裏不安

聖城裏的人感到不安◆屈梭多模：希律是王，自然會為自

己和兒女害怕。但是為甚麼全耶路撒冷城的人也感到不

安？眾先知當然已經預告過基督是將會從天上降臨的救

主、施恩者和拯救者。但是，從前當上帝向耶路撒冷人傾出

極大的恩惠時，他們也仍然有從拜偶像而來的情慾，這使他

們離棄上帝。現在他們感到不安，也是因為這種心態。上帝

給他們新的自由，但是他們仍舊只掛念在埃及作奴隸時吃

得到的肉鍋。

 黃錫木, ed., 新約篇I：馬太福音1–13章, trans. 林梓鳳, 初
版., vol. I, 古代基督信仰聖經註釋叢書 (23141台灣新北市

新店區民權路50號6樓: 校園書房出版社, 2006), 31.

Logos 10 中文白金版以上

回到目錄頁 35

https://ref.ly/logosres/chaccs61mta?ref=Bible.Mt2.3


英文註釋圖書

金版：Pillar新約 白金版：*LCC新約
鑽石版：*LCC新舊約全集

白金版：*LGC新約鑽石版：*國際聖經評註新約33卷

回到目錄頁 36



For the omission of the article, cf. Blass, p. 
151.—ἰδού] See on 1:20.
 

Willoughby C. Allen,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 Matthew,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07), 11.
    

Logos 10 中文鑽石版

回到目錄頁 37

https://ref.ly/logosres/icc-mt?ref=Bible.Mt2.1&off=405&ctx=5%3a5.%E2%80%94%CE%B5%CC%93%CE%BD+%CE%B7%CC%94%CE%BC%CE%B5%CC%81%CF%81%CE%B1%CE%B9%CF%82%5d+~For+the+omission+of+
https://ref.ly/logosres/icc-mt?ref=Bible.Mt2.1&off=405&ctx=5%3a5.%E2%80%94%CE%B5%CC%93%CE%BD+%CE%B7%CC%94%CE%BC%CE%B5%CC%81%CF%81%CE%B1%CE%B9%CF%82%5d+~For+the+omission+of+
https://ref.ly/logosres/icc-mt?ref=Bible.Mt2.1&off=405&ctx=5%3a5.%E2%80%94%CE%B5%CC%93%CE%BD+%CE%B7%CC%94%CE%BC%CE%B5%CC%81%CF%81%CE%B1%CE%B9%CF%82%5d+~For+the+omission+of+


Lexham Geography Commentary

東方來的博士從哪裡來？
路線？
路程？

Logos 10 中文白金版以上
回到目錄頁 38



講章資源

銀版：*300講道金句
金版：*2400講道金句例證合集

白金版：Baker Sermon Archive 50卷

銀版：聖言現代詮釋系列 4本
銀版： 當代講道藝術

金版： * 設計釋經講道 鑽石版：* 講道者工作坊
回到目錄頁 39



聖經辭典與百科全書

白金版：IVP新約主題辭典系列4本銀版：英漢神學名詞辭典

鑽石版：*TDNT/TDOT

入門版：萊克姆聖經辭典 LBD 銀版：神學釋經詞典

回到目錄頁 40



講章步驟

一、釋經➔ 觀察、解釋、應用

Logos參考書
1.註釋書
2.講章資源的圖書
3.聖經字典與百科全書

二、輸出➔講章編輯器

三、管理➔講章管理員

Logos 工具

Logos 參考書

工作流程和講章編輯教學影片

回到目錄頁 41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0410885/assets/11815911/content.mp4?signature=wvA6vTzEI3ehbCocyoHC08vZVF8


預備講章步驟

管理

講章管理員

釋經

觀察

解釋

應用

輸出

講章編輯器

回到目錄頁 42

*我們早前進行釋經講道工作流程的功能演示，適用於Logos 9 金版以上以及Logos 10 銀版以上套裝。請點擊附錄2重溫。



Logos 講章功能 Logos 10 中文銀版以上

回到目錄頁 43



演示圖書之套裝版本的區別

以下圖書包含在Logos 9 
銀/金和Logos 10 銀/金

萊克姆聖經辭典LBD
英漢神學名詞辭典

比較所有Logos 10 套裝版本

圖書 Logos 9 Logos 10

L9 中文銀版 L9 中文金版 L10 中文銀版 L10 中文金版 L10 中文白金版 L10 中文鑽石版

丁道爾註釋叢書 ✔ ✔ 新約20卷 新舊約47卷 新舊約47卷 新舊約47卷
威爾斯比註釋叢書 ✔ ✔ 新舊約28卷 新舊約50卷 新舊約50卷 新舊約50卷
明道研經系列 ✖ ✖ 新約3卷 新約9卷 新舊約12卷 新舊約12卷

萊克姆研究註釋叢書 ✖ ✖ ✖ ✖ 舊約3卷 新舊約17卷
古代信仰註釋叢書 ✔ ✔ ✖ 摩西五經3卷 新舊約12卷 新舊約23卷

聖經經典500問合集 ✖ ✖ ✖ ✖ ✖ ✔

Pillar 新約 ✖ ✔ ✖ ✔ ✔ ✔

國際聖經評註ICC新約 ✖ ✖ ✖ ✖ ✖ ✔

Lexham Geographic 
Commentary NT ✖ ✖ ✖ ✖ ✔ ✔

Lexham Context Commentary ✖ ✖ ✖ ✖ 新約 新約+舊約

萊克姆聖經辭典LBD ✔ ✔ ✔ ✔ ✔ ✔

神學釋經詞典 ✖ ✔ ✔ ✔ ✔ ✔

英漢神學名詞辭典 ✔ ✔ ✔ ✔ ✔ ✔

IVP新約主題辭典 ✖ ✖ ✖ ✖ ✔ ✔

TDOT/TDNT ✖ ✖ ✖ ✖ ✖ ✔

Baker Sermon Archive ✖ ✖ ✖ ✖ ✔ ✔

十步釋經法 ✖ ✔ ✔ ✔ ✔ ✔

回到目錄頁 44

https://tc.logos.com/compare/libraries?productIds=228403,228404,228405,228406
https://tc.logos.com/compare/libraries?productIds=228403,228404,228405,228406


Logos10 新增聖經譯本 

✽呂振中（銀）

✽思高（鑽）

回到目錄頁 45



聖經原文字典 

萊克姆聖經希伯來文字典（金）

萊克姆聖經希臘文字典（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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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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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義研讀工具 

聖經字義研究（銅）

經文彙編（銅）

反向逐字對照（銅）

本系列為Logos 獨家資源

回到目錄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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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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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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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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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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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釋經講道工作流程教學



工作流程和講章編輯

錄像回放

講義下載

*錄像為2021年5月錄製，使用的是Logos 9 雙語白金版。

但是内容適用於Logos 10 銀版以上套裝。

回到目錄頁 54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0410885/assets/11815911/content.mp4?signature=wvA6vTzEI3ehbCocyoHC08vZVF8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0426345/assets/11817680/content.pdf?signature=O4Xlkx0JrJ0EVK8BI1Q3eNoxK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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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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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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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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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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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4/logos-10-zhong-w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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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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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6/logos-10-zhong-wen-zuan-s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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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7/logos-10-zhong-ying-shuang-y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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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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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8/logos-10-zhong-ying-shuang-y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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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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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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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hinese@faithlif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