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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門訓、事工類

更多Logos 10 教學

本次演示使用 Logos 10 中文銅版套裝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8402/logos-10-zhong-wen-tong-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28402


帶領查經預備清單

● 準備
⃞ 預備禱告
⃞  研經 

■ 主題（人物，主題，教義性，按卷等）

■ 經文（按卷，按章，按主題等）

■ 預備小組查經使用歸納法研經：

● 觀察經文事實（Observation）
● 明白經文含義（Interpretation）
● 發現經文應用（Application）

⃞ 編寫查經問題 
⃞ 查經主題總結

● 安排計劃

⃞ 帶領流程

■ 小組提問問題

■ 小組主題總結

⃞ 關懷組員



查經演示所用框架

資料來源：鄺炳釗 , 歸納式研經實用手冊（上冊） , 
ed. 李錦棠, vol. 1, 明道研經叢書  (香港: 明道社, 
2006).

示範經文：雅各書  1:1-18

第一篇、觀察篇
一、概覽觀察
（一）第一次閱讀

（1）觀察上下文
（2）分辨文學體裁

（二）第二次閱讀經文
「六何」的運用

（三）第三次閱讀經文
圈畫經文
分析結構

二、歸納探討
（一）第四次閱讀經文 今日演示的重點部分

演示使用Logos 10 中文銅版

第二篇、解釋篇

第三篇、應用篇

影片回看第一集：歸納式研經 -觀察經文四步驟

https://ref.ly/logosres/ndctvbbl1chntrd?ref=Page.p+29&off=23&ctx=%E4%BB%A5%E7%94%A8%E5%85%A9%E5%80%8B%E6%96%B9%E6%B3%95%E4%BE%86%E6%8F%8F%E8%BF%B0%E9%80%99%E5%80%8B%E5%9C%96%E6%A1%88%E7%B5%84%E6%88%90%E7%9A%84%E5%85%83%E7%B4%A0%EF%BC%9A%0a~%E7%AC%AC%E4%B8%80%E3%80%81%E5%9B%9B%E5%80%8B%E7%BC%BA%E4%BA%86%E4%B8%80%E8%A7%92%E7%9A%84%E5%9C%93%E5%BD%A2%EF%BC%8C%0a%E7%AC%AC%E4%BA%8C%E3%80%81%E5%9B%9B%E5%80%8B%E6%B7%B1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6369893/assets/14343406/content.mp4?signature=YOYJd2JDvqeJdvtzE0NPsImabcg


聖經格式-文本閱讀法

聖經的原文沒有分章節，聖經的分章是在大約七百多年

前才開始的，分節則是在四百多年前才有的。一般來説，

聖經的章節都分得好，但有許多地方，卻把應當連在一

起的經文分開了。
鄺炳釗, 歸納式研經實用手冊（上冊） , ed. 李錦棠, vol. 1, 明道研經叢書  (香港: 明道

社, 2006), 18.

https://ref.ly/logosres/ndctvbbl1chntrd?ref=Page.p+18&off=167&ctx=%E7%95%B6%E8%AE%80%E5%88%B0%E6%96%B0%E7%9A%84%E4%B8%80%E7%AB%A0%EF%BC%8C%E4%B8%8D%E8%A6%81%E4%BB%A5%E7%82%BA%E6%98%AF%E4%B8%80%E5%80%8B%E6%96%B0%E7%9A%84%E4%B8%BB%E9%A1%8C%E3%80%82~%E8%81%96%E7%B6%93%E7%9A%84%E5%8E%9F%E6%96%87%E6%B2%92%E6%9C%89%E5%88%86%E7%AB%A0%E7%AF%80%EF%BC%8C%E8%81%96%E7%B6%93%E7%9A%84%E5%88%86%E7%AB%A0%E6%98%AF%E5%9C%A8%E5%A4%A7%E7%B4%84


雅各書 1:1-18 觀察上下文的關係

1 作神和主耶穌基督僕人的雅各，請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的安。 
2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3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

4 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5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

6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

7 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甚麼。8 心懷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9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該喜樂；10 富足的降卑，也該如此。因為他必要過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樣，

11 太陽出來，熱風颳起，草就枯乾，花也凋謝，美容就消沒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這樣衰殘。 
12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

13 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

14 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15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16 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看錯了。17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

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18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叫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好像初

熟的果子。 



雅各書 1:1-18 觀察上下文的關係

1 作神和主耶穌基督僕人的雅各，請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的安。 2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

大喜樂；3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4 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5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6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

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7 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甚麼。8 心懷二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9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該喜樂；10 富足的降卑，也該如此。因為他必要過去

，如同草上的花一樣，11 太陽出來，熱風颳起，草就枯乾，花也凋謝，美容就消沒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

，也要這樣衰殘。 

12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13 人被試

探，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14 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

誘惑的。15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16 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看錯了。17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

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18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叫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

好像初熟的果子。 

1.試煉？試探？
2.為何信件一開始就
講試煉？



聖經譯本-觀察上下文

和合本神版 聖經新譯本 呂振中譯本

1 作神和主耶穌基督僕人的雅各，請

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的安。 
2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

3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

生忍耐。

4 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

，毫無缺欠。

1 神和主耶穌基督的僕人雅各，向散

居各地的十二支派問安。

2 我的弟兄們，你們遭遇各種試煉的

時候，都要看為喜樂；

3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考驗，就

產生忍耐。

4 但忍耐要堅持到底（「堅持到底」原

文作「有完全的功效」），使你們

可以完全，毫無缺乏。

1 上帝和主耶穌基督的僕人雅各、給

散僑中的十二支派請安。

2 我的弟兄們，你們碰見各種試煉

（與下『試誘』一詞同字），要認為

是大喜事，

3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被試驗及格，

就能生有堅忍。

4 但也要使堅忍有完全的功用，好使

你們完全又完整，各方面都沒有

缺欠。



經文比較-觀察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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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https://ref.ly/logosres/tnstpprcdrschns?ref=Page.p+27&off=382&ctx=equivalence)%E3%80%82%E7%8F%BE%E5%88%86%E8%BF%B0%E5%A6%82%E4%B8%8B%EF%BC%9A%0a~1.+%E7%9B%B4%E8%AD%AF%E6%B3%95%E3%80%82%E6%98%AF%E7%85%A7%E5%AD%97%E8%AD%AF%E5%AD%97%EF%BC%8C%E5%84%98%E9%87%8F%E5%BF%A0%E6%96%BC%E5%8E%9F%E6%96%87%E7%9A%84


背景資料-六何

寫信人？收信人？

何時？

何地？

作者提及什麼事情？

為什麼作者要提這些事情？

作者是如何來描述書信的重點？

資料來源：鄺炳釗 , 歸納式研經實用手冊（上冊） , ed. 李錦棠, vol. 1, 明道研經叢書  
(香港: 明道社, 2006).

https://ref.ly/logosres/ndctvbbl1chntrd?ref=Page.p+29&off=23&ctx=%E4%BB%A5%E7%94%A8%E5%85%A9%E5%80%8B%E6%96%B9%E6%B3%95%E4%BE%86%E6%8F%8F%E8%BF%B0%E9%80%99%E5%80%8B%E5%9C%96%E6%A1%88%E7%B5%84%E6%88%90%E7%9A%84%E5%85%83%E7%B4%A0%EF%BC%9A%0a~%E7%AC%AC%E4%B8%80%E3%80%81%E5%9B%9B%E5%80%8B%E7%BC%BA%E4%BA%86%E4%B8%80%E8%A7%92%E7%9A%84%E5%9C%93%E5%BD%A2%EF%BC%8C%0a%E7%AC%AC%E4%BA%8C%E3%80%81%E5%9B%9B%E5%80%8B%E6%B7%B1


聖經書卷指南-背景事實搜尋

寫信人？在耶路撒冷擔任領袖的雅各

收信人？在散居之中的十二支派

何時？主後52-62年

雅各提及什麼事情？在此從「試探」的題目切入（見1:1「試煉」

註釋），指出收信人當以喜樂、忍耐來面對試探，以致得以「完全」

為什麼雅各要提這些事情？此一公開牧函主要針對的是各

猶太社群中已信奉主耶穌基督的人，勸勉與警戒他們，當按耶穌訓言
傳統中對律法的詮釋行事為人，來處理貧富尊卑並其它人生議題所帶
來的試探，以達致當時猶太教所追求的「完全」，預備主的再臨。

雅各是如何來描述書信的重點？雅各以耶路撒冷教會領

袖的身分建議，所發給各地外邦教會的牧函，



概況搜尋-背景事實搜尋

連結圖書資料庫圖書
● 經文大綱
● 註釋書



視覺篩選-圈選重要詞彙

對應的詞語
● 同樣的詞條



反向逐字對照-圈選重要詞彙
一鍵原文

● 右鍵原文發音



聖經字義研究-圈選重要詞彙
點擊右鍵

● 聖經字義研究



歸納探討：試煉要經過考驗
1 作神和主耶穌基督僕人的雅各，請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的安。 2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

中，都要以為大喜樂；3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4 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

完備，毫無缺欠。

5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6 只要憑著信

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7 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

得甚麼。8 心懷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9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該喜樂；10 富
足的降卑，也該如此。因為他必要過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樣，11 太陽出來，熱風颳起，草就枯乾，花

也凋謝，美容就消沒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這樣衰殘。

12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

的。13 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14但各人被試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15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16 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看錯了。17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

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18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

叫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鼓勵信徒們在
遇到引誘中，
堅持到底。

憑信心求智慧
，不要猶豫不
決。

得勝後得生命
的冠冕。人是
被自己的慾望
引誘。

父神是良善的
父，受引誘時
不要看錯，在
真道中站穩。



歸納探討：試煉要經過考驗

作者：雅各
對象：已信主的猶太信徒們
寫作目的：鼓勵信徒們在遇到試煉中，如何堅持到底。
主題：試煉經過考驗，需要堅持到底。
小結：遇到試煉時，求父神的智慧和信心可以堅持到底，並通過考驗。

第二篇   解釋

第三篇  應用



概況標記-人物、地點、事物



1.閱讀不同聖經譯本

2.書卷背景資料

3.圈選重要詞彙

研經推薦工具



預備查經
圖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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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回看第二集：圖書介紹 -查經與門訓圖書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6369894/assets/14343407/content.mp4?signature=uVuHCj_QbGokvO4Mpud4WxZQYX0


聖經及研讀本聖經

(銅版含部分) 台灣聖經公會和
合本研讀本聖經

和合本修訂版  (RCUV)  (銀
版額外支持反向 ) 

(不在套裝内) 聖經•新普及
譯本新約全書翻譯注釋

(白金版) 聖經•新普及
譯本新約全書

查看所有聖經

https://tc.logos.com/product/212937/zhong-wen-xin-biao-dian-he-he-ben-yan-du-ben-sheng-jing-he-ji-1?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12937
https://tc.logos.com/product/212937/zhong-wen-xin-biao-dian-he-he-ben-yan-du-ben-sheng-jing-he-ji-1?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12937
https://tc.logos.com/product/8794/zhong-wen-sheng-jing-he-he-ben-xiu-ding-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8794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4407/xin-han-yu-yi-ben-fan-yi-zhu-shi-xin-yue-quan-shu?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94407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4407/xin-han-yu-yi-ben-fan-yi-zhu-shi-xin-yue-quan-shu?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94407
https://tc.logos.com/product/168254/sheng-jing-xin-yue-quan-shu-xin-han-yu-yi-be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68254
https://tc.logos.com/product/168254/sheng-jing-xin-yue-quan-shu-xin-han-yu-yi-be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68254
https://tc.logos.com/search?context=product&sortBy=Bestselling&limit=60&filters=language-chinese_Language%2Bresourcetype-bibles_Resource%20Type%2Bresourcetype-studybibles_Resource%20Type&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


聖經及研讀本聖經

直譯 動力相等翻譯
（介於「意譯法」與「直譯法」之間）

意譯 研讀本

KJV

(不在套裝内) NKJV

(不在套裝内) The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ASB) 

(雙語金版以上 )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Bible (RSV)

(銀版) 呂振中譯本

和合本神版  (支持反向) 

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RCUV)  (銀版額
外支持反向) 

聖經新譯本(CNVT)

(金版) NIV(新國際譯本)

(reformed package) Today’s 
English Version (TEV or Good 
News Bible)

(不在套裝内) The Living Bible 
(TLB)

(不在套裝内)  Amplified Bible 
(AMP)

(銀版) The Message (MSG)

(白金版) 聖經•新普及譯本新約全
書

(不在套裝内) 聖經•新普及譯本新
約全書翻譯注釋

(銅版含部分) 台灣聖經公會和合
本研讀本聖經

活學聖經和修版

Fatthlife Study Bible

除另外標注，以上聖經包含在中文銅版套裝

查看所有聖經

https://tc.logos.com/product/17910/the-holy-bible-king-james-version
https://tc.logos.com/product/317/the-new-king-james-version-bible
https://tc.logos.com/product/308/the-new-american-standard-bible-1995-update
https://tc.logos.com/product/308/the-new-american-standard-bible-1995-update
https://tc.logos.com/product/344/the-revised-standard-version-bible
https://tc.logos.com/product/344/the-revised-standard-version-bible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3268/lu-zhen-zhong-sheng-jing-yi-be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23268
https://tc.logos.com/product/54390/fan-ti-zhong-wen-sheng-jing-he-he-ben-shen-ban-the-holy-bible-traditional-chinese-union-versio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54390
https://tc.logos.com/product/2910/zhong-wen-sheng-jing-xin-biao-dian-he-he-be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910
https://tc.logos.com/product/8794/zhong-wen-sheng-jing-he-he-ben-xiu-ding-b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8794
https://tc.logos.com/product/29831/zhong-wen-sheng-jing-xin-yi-be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9831
https://tc.logos.com/product/8787/new-international-versio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8787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95/good-news-bible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95/good-news-bible
https://www.logos.com/product/195/good-news-bible
https://www.logos.com/product/239/the-living-bible
https://www.logos.com/product/4118/the-amplified-bible
https://www.logos.com/product/4118/the-amplified-bible
https://tc.logos.com/product/682/the-message-the-bible-in-contemporary-language?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682
https://tc.logos.com/product/168254/sheng-jing-xin-yue-quan-shu-xin-han-yu-yi-be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68254
https://tc.logos.com/product/168254/sheng-jing-xin-yue-quan-shu-xin-han-yu-yi-be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68254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4407/xin-han-yu-yi-ben-fan-yi-zhu-shi-xin-yue-quan-shu?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94407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4407/xin-han-yu-yi-ben-fan-yi-zhu-shi-xin-yue-quan-shu?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94407
https://tc.logos.com/product/212937/zhong-wen-xin-biao-dian-he-he-ben-yan-du-ben-sheng-jing-he-ji-1?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12937
https://tc.logos.com/product/212937/zhong-wen-xin-biao-dian-he-he-ben-yan-du-ben-sheng-jing-he-ji-1?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12937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7336/huo-xue-sheng-jing-he-he-ben-xiu-ding-ban-xin-yue-jiu-yue-shang
https://tc.logos.com/search?context=product&sortBy=Bestselling&limit=60&filters=language-chinese_Language%2Bresourcetype-bibles_Resource%20Type%2Bresourcetype-studybibles_Resource%20Type&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


字典、原文聖經

萊克姆原文聖經字典
● 翻譯、意義以及經文示例
● 包含典外文獻
● Logos 獨家資源

反向逐字對照聖經
● 按照中文順序標注原文，

一對一比照，解釋細微語
義差別

● Logos 獨家資源

聖經意義詞彙
● 結合上下文提供字詞釋

義、出現次數和經文鏈接
● Logos 獨家資源
● 暫時只能通過套裝購買

銅版包含希臘文字典
全集在全功能集

銅版包含和合本神版繁簡中文共
兩個個版本的反向對照
全集在全功能集

銀版：聖經意義詞彙

獨
家

獨
家

https://tc.logos.com/product/244244?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44244
https://tc.logos.com/product/244240?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44240


聖經辭典

萊克姆聖經辭典
（另有简体版）

● 200多萬字、 1,600篇中
文文章

● 與Logos多個功能完美
結合，提供延申閲讀

● 2016年出版的Logos獨
家資源

神學釋經詞典
（另有简体版）

● 范胡澤（Kevin J. 
Vanhoozer）所編的 
Dictionary for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的中文版

● 覆蓋各種神學觀點和釋
經理念

銀版

銅版

銀版

英漢神學名詞辭典
(简体版预购中)
趙中煇編著

獨
家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8377/lai-ke-mu-sheng-jing-ci-di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98377
https://sc.logos.com/product/198381/lai-ke-mu-sheng-jing-ci-di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98381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4403/shen-xue-shi-jing-ci-di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94403
https://sc.logos.com/product/194404/shen-xue-shi-jing-ci-di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94404
https://www.logos.com/product/5322/dictionary-for-theological-interpretation-of-the-bible
https://www.logos.com/product/5322/dictionary-for-theological-interpretation-of-the-bible
https://www.logos.com/product/5322/dictionary-for-theological-interpretation-of-the-bible
https://sc.logos.com/product/61966/ying-yi-shen-xue-ming-ci-ci-dia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61966


聖經和神學參考資料

聖經中的事物全集
● 包含聖經中的婚姻、

禱告、神跡等9個資源
● 支持搜索，附有索引
● 引用範圍包括新舊

約、次經/僞經
● Logos 獨家資源

福音書合參
● 研究福音書故事中相

似和不同之處的工具
● Logos 獨家資源

獨
家

獨
家

https://tc.logos.com/product/244209?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44209
https://tc.logos.com/product/241169?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41169


聖經註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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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石聖經注釋 
(另有簡體版）

● 簡明而全面的經典之作，適
合個人靈修和查經預備

BE系列聖經註釋
(另有簡體版）

● 一卷一主題，清晰架構可直
接用於門訓課程

● 例證豐富，語言平實

明道研經系列
(另有簡體版）

● 專爲OIA歸納式查經而寫，
全華人作者，屢獲殊榮

● 配有研習本

銅版

查看所有聖經註釋 

銀版：威爾斯比新舊約 28卷
金版：威爾斯比全集50卷

https://tc.logos.com/product/146448/huo-shi-sheng-jing-zhu-shi?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46448
https://sc.logos.com/product/146449/huo-shi-sheng-jing-zhu-shi?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46449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4947/wei-er-si-bi-bo-shi-bexi-lie-xin-yue-sheng-jing-zhu-shi-cong-shu?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94947
https://sc.logos.com/product/218950/wei-er-si-bi-bo-shi-bexi-lie-xin-jiu-yue-sheng-jing-zhu-shi-cong-shu-quan-ji?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18950
https://tc.logos.com/product/214564/ming-dao-yan-jing-xi-lie?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14564
https://sc.logos.com/product/214562/ming-dao-yan-jing-xi-lie?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14562
https://tc.logos.com/search?context=product&sortBy=Bestselling&limit=60&filters=language-chinese_Language%2Bresourcetype-commentaries_Resource%20Type&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


聖經註釋書

銀版：丁道爾新約20卷
金版：丁道爾新舊約全集 47卷

丁道爾聖經註釋
● 學術根基牢固，又兼顧實用

性，適合查經組長進深閲讀

聖經經典500問
● 按經卷排序精選出500個常

見的難解之言
● 從歷史、文化及上下文等角

度，提供基於聖經的解答

Lexham Context 
Commentary

● 揭示聖經作者的思想脈絡
● 提供寫作背後文化、歷史和

社會背景的詳盡信息
● Logos 獨家資源

白金版：*LCC新約
鑽石版：*LCC新舊約全集

鑽石版

查看所有聖經註釋 

獨
家

https://tc.logos.com/product/231429/ding-dao-er-xin-jiu-yue-sheng-jing-zhu-shi?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31429
https://tc.logos.com/product/231173/sheng-jing-jing-dian-500wen-quan-ji?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31173
https://tc.logos.com/product/189120/lexham-context-commentary-new-testament?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89120
https://tc.logos.com/product/189120/lexham-context-commentary-new-testament?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89120
https://tc.logos.com/search?context=product&sortBy=Bestselling&limit=60&filters=language-chinese_Language%2Bresourcetype-commentaries_Resource%20Type&page=1&ownership=all&geographicAvailability=all


靈修、門訓、事工類

21世紀基督徒裝備100課
● 為華人信徒提供信仰純正，

且具深度內容的基本教材，
高度實用

● 適合慕道友/初信栽培，主
日學、小組、團契以及短宣
培訓等）

親子教育系列
● 暫時只能通過套裝購買

姜明玉 – 五個原則系列
● 分組長篇和家人篇，以故事

帶出屬靈真理，深入淺出，
實操性強

https://tc.logos.com/product/183955/21shi-ji-ji-du-tu-zhuang-bei-100ke?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183955
https://tc.logos.com/product/231163/qin-zi-jiao-yu-xi-lie?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31163
https://tc.logos.com/product/231154/jiang-ming-yu-wu-ge-yuan-ze-xi-lie?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31154


靈修、門訓、事工類

福杯滿溢
● 分姐妹和兄弟篇，滿足一

年靈修需要

跟耶穌學領導力
● 少見的將福音準則融合領

導力主題的圖書
● 以馬可福音為藍本，共75

個主題

宇宙起初合集
● 華人世界第一部詳盡論述

宇宙大爆炸的著作

請回答系列
● 卡森主編新近出版的

護教類圖書
● 大膽挑戰棘手的當代

議題
● 適合初信栽培和福音

事工
● Logos 獨家資源

獨
家

本頁圖書暫時只能通過套裝購買

https://tc.logos.com/product/231152/fu-bei-man-yi-he-ji?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31152
https://tc.logos.com/product/218753/gen-ye-su-xue-ling-dao-li?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18753
https://tc.logos.com/product/231153/yu-zhou-qi-chu-he-ji?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31153
https://tc.logos.com/product/231199/qing-hui-da-xi-lie-man-zu-xin-ling-de-ti-wen?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3&utm_content=231199


更多 Logos 10 教學

用Logos 10 預備講章

2022年12月

第一集:觀察經文的基本事實（一）

第二集:觀察經文的基本事實（二）與段

落主題

第三集:釋經解釋的參考書資源

活動講義PPT下載

建議最低套裝：Logos 10 銀版

用Logos 10 研究聖經原文

2022年11月

第一集:原文字典和聖經字義研究

第二集:搜索和句型段落分析

活動講義PPT下載

建議最低套裝：Logos 10 金版

Logos 10 新品發佈會

2022年10月

第一集:L10核心亮點功能

第二集:L10中文新書和數據集

第三集:L10升級優惠與現場問答

活動講義PPT下載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5661986/assets/14199930/content.mp4?signature=J9w3okgC5yqXRkwCAYV_sMJda7k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5661954/assets/14199926/content.mp4?signature=aMftgNz0RAbIzye95czEqSrmjXM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5661954/assets/14199926/content.mp4?signature=aMftgNz0RAbIzye95czEqSrmjXM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5661963/assets/14199927/content.mp4?signature=e3JW6Fkk2xCELXak_-AM6xEpQ8I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5665643/assets/14200213/content.pdf?signature=j7PT1K-TG_eUKBnFieHOHtcxJTs
https://tc.logos.com/silver?utm_source=events&utm_medium=LP&utm_campaign=promo10&utm_content=silver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4384088/assets/14034332/content.mp4?signature=pmQDD3LyjbwrmLIQPsYZmcgOdZk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4385527/assets/14034526/content.mp4?signature=J0xD9kEU1qxwfCCp42JFJiBXXvQ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4385776/assets/14034554/content.pdf?signature=glWehqbipSvn0bSQQRLUrRydrjo
https://tc.logos.com/gold?utm_source=events&utm_medium=LP&utm_campaign=promo10&utm_content=gold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3733838/assets/13931719/content.mp4?signature=6WmuAVdqKnw2KA71dD2AjpPWGl0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4386117/assets/13931717/content.mp4?signature=aOL8mKgckCAxLzXOtHXHJWPi7Q8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3733769/assets/13931708/content.mp4?signature=ruQmtN6wEgv5weEc4BbBgqmQRvk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4386644/assets/13931844/content.pdf?signature=0Gt7LDA2Pn6wd5m47LzB1Im8h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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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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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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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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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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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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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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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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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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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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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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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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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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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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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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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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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