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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 明道研經系列二簡介 
■分冊 (New4月10日上市)
■作者團隊

■適合對象

● 明道社社長李炳權
● Logos版本演示

■本書特色

■難解經文

■經文重點和實例

■研習本

■如何購買 3

● 現場問答

● 附錄：重溫明道系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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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os 推出明道研經系列

預購：明道研經系列二(7冊)

已上市：明道研經系列一(12冊)

繁體中文

：https://tc.logos.com/mingdaopress  

簡體中文

：https://sc.logos.com/mingdaopress  

https://tc.logos.com/mingdaopress%20?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MDP0323
https://sc.logos.com/mingdaopress%20?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MDP0323


明道研經系列二

明道研經系列二為香港明道社的「王牌」書籍，系列是由香港

明道社出版，集釋經書和研習本於一身的王牌研經系列，全

部由資深華人聖經學者撰寫。適合教牧、神學生、查經組長， 
尤其適合歸納式查經 (OIA)。

Logos 此次推出新舊約7冊及配套研習本，4月10日前預購，

可享受85折優惠。繁简中文同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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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回看：第一集  明道社社長介紹明道研經系列二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8081995/assets/14652877/content.mp4?signature=Ea3Cpd9345b-_7yVS2ZL_6M_0_w


明道研經系列二：分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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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二包含新舊約7冊及配套7冊研習本



明道研經系列二：作者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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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經本的作者主要來自神學院的聖經系教授、講師，以及聖經翻譯機構的原文專家。
他們各按專長（如博士論文研究的經卷）撰寫聖經書卷。

陳錦友博士            張智聰博士             戴浩輝博士              張略博士              黃天相博士             謝挺博士                         



本書適合對象

● 有心研讀聖經的弟兄姐妹

● 查經組長

● 主日學老師

● 教牧

● 神學生

*尤其適合歸納式查經法（O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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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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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91年畢業於美國達拉斯神學院(神學碩士，最高榮譽)，主修釋經學

(Bible Exposition)，之後繼續在神學院進修神學博士課程(前博士候選生)。
在1996-2000年期間，擔任神學院的國際學生事務主任。

2000年回港後，在不同教會教授聖經課程，並短暫出任建道神學院和中華

神學院校外課程講師。2001年開始全職投入教會牧養和教導工作，先在青

少年和職青群體服事，後專注在神學教育工作，在恩福聖經學院（現稱：

恩福神學院）和聯宇聖經學院事奉了12年，主要教授神學和聖經科目，包

括舊約概論、摩西五經、舊約歷史書、小先知書、新約概論、四福音書、

使徒行傳、保羅書信、普通書信、查經法與釋經學、基要真理、聖經論、

聖靈論、救恩論等。

隨後以自由講師身份，致力從不同的渠道傳遞神的話語，除了與不同教

會、機構和神學院合作，教授聖經和神學課程，以及主領一些專題講座，

也會透過個人網誌和其他電子平台，提供可靠的研經(特別是書卷查經系

列)、專題、講道和靈命成長(如生活點滴分享)的資料，以謙卑的心服事眾

聖徒。

2021年4月加入明道社當社長，秉承創辦人鄺炳釗博士的心志，竭力拓展機

構幫助信徒「明道又行道」之使命！

李炳權，香港明道社社長



第二批圖
書中令人
印象深刻
或力薦的
書？

回到目錄頁 10



教會和小
組如何從
這套書獲
益？

回到目錄頁 11

瞭解明道精讀團契

http://www.mingdaopress.org/v2/html/main_training_index.php


未來出版
計劃

每一本明道研經叢書需三至五年，方可完成並出版。最終目標是涵蓋聖經

全部66卷書卷。叢書的總數目約70本，現已出版35本，寫作中約20本。

2023年會推出詩篇42-72、箴言；2025年計劃推出以西結書、使徒行傳和

羅馬書。

Logos 計劃未來陸續推出剩餘電子版本。明道研經系列一推出12 冊，明

道研經系列二推出7冊。

回到目錄頁 12

歡迎 訂閲我們的郵件  或
者 關注社交媒體  來瞭解

最新的書籍上市信息。

https://faithlife.com/account/email-preferences/zh-CHT/?__hstc=18058406.0c1ec6a0118c72f42a5679c17d2f5297.1639505661533.1641585950231.1641594334000.72&__hssc=18058406.1.1641594334000&__hsfp=2767568653
https://www.facebook.com/logoschinese/


明道研經系列特色

回到目錄頁 13

影片回看：第二集 明道研經特色與Logos演示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8082014/assets/14652879/content.mp4?signature=MLsm3W5PVmURppHH7fDKSh1oSG4


本書特色：五大寫作框架

◼ 五大寫作框架

 1. 經文分段和寫作技巧

 2. 經文解釋和難解經文

 3. 經文重點和實際應用

 4. 有助明白經文的例子

 5. 有助實踐經文的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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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難解經文

◼ 逐段逐節分析

◼ 注重應用

◼ 本段撮要承上啓下，幫助

加深記憶。 思考問題提

供額外的討論空間和經

文互涉，適合各屬靈階段

的小組選擇性使用。「有

助明白經文的例子」，以

喻道故事或真人真事的

見證，令查經更生動豐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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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研經本 + 研習本

*系列包含7本研經本和配套的7本研習

本。 

研習本提供現成的查經討論題目，以歸納

式研經法（OIA）編寫， 每條問題會顯示這

是屬於「觀察」（Observation）、「解釋」

（Interpretation）和「應用」（Application）三
個步驟的哪一個步驟，引導讀者思考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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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獲殊榮 香港基督教金書獎獲獎作品：

▲《傳道書：試看人生》，謝慧兒

▲《啟示錄：萬主之主》，孫寶玲

○《民數記：信與不信的日誌》，陳錦友

香港基督教金書獎入圍作品：

○《提多書：立於恩典的健全生命》，張略

○《詩篇（二十一～四十一篇）：立於地，仰

天而禱》，張智聰

○《雅歌：情牽永約》，謝挺

▲《提摩太前書：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 》，
辛惠蘭

《利未記：神同在的會幕》，高銘謙

▲標注作品已經上市，包含在系列一中

○ 標注作品包含在系列二中

17



Logos 版本演示

演示所用為 Logos 10 中英文白金版套裝
*取決於您的套裝版本，您看到的界面可能有所不同

回到目錄頁 18



Logos 版本演示-- 使用小技巧
● 解經書和聖經同步閲讀
● 打開概況標記，專有名詞隨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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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 版本演示-- 使用小技巧
● 選中單字，選擇“搜尋”，即可在Logos 圖書資料庫中搜索該字。

20



Logos 版本演示-- 以民數記爲例

圖文並茂、實操性極高

21

表一：從摩西五經記載的年日及地理看民數記與五經的關係
來源：民數記：信與不信的日誌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5534/min-shu-ji-xin-yu-bu-xin-de-ri-zhi?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MDP0322&utm_content=225534


Logos 版本演示-- 資料梳理化繁爲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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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比對第一章和第十三章的探子名單
來自：民數記：信與不信的日誌

在Logos 中使用概況進入聖經人物圖表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5534/min-shu-ji-xin-yu-bu-xin-de-ri-zhi?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MDP0322&utm_content=225534


Logos 版本演示-- 經文重點和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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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民數記：信與不信的日誌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5534/min-shu-ji-xin-yu-bu-xin-de-ri-zhi?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utm_campaign=MDP0322&utm_content=225534


Logos 版本演示-- 研習本

直接在研習本上寫答案，自動生成筆記
24

來源：民數記：信與不信的日誌

https://tc.logos.com/product/225534/min-shu-ji-xin-yu-bu-xin-de-ri-zhi?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MDP0322&utm_content=225534


如何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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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多書：立於恩典的健全生命
❏ 詩篇（二十一~四十一篇）：立於地，仰天而

禱

❏ 雅歌：情牽永約
❏ 民數記：信與不信的日誌

4月10日上市

預購即享85折！

❏ 俄巴底亞書、約拿書：公義與慈愛

❏ 路得記：恩惠的故事

❏ 以西結書（一～二十四章）：生命載道的

守望者

*預購圖書需要您的信用卡，請點擊這裏瞭解

繁體中文：https://tc.logos.com/mingdaopress  
簡體中文：https://sc.logos.com/mingdaopress  

新舊約7冊及配套研習本（繁/簡）4月10日同时上市

影片回看：第三集 如何預購與現場問答

https://tc.logos.com/prepub?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MDP0323
https://tc.logos.com/mingdaopress%20?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MDP0323
https://sc.logos.com/mingdaopress%20?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MDP0323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8082267/assets/14652907/content.mp4?signature=2FSFDQP9u4Q6Wsq4jVHTF3vWI10


如何在Logos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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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用戶 

1 登記下載 Logos 免費中

文聖經軟體 並完成 安裝

2 前往明道研經系列圖書

頁面完成購買

3 打開安裝好的Logos 聖
經軟體，確保連接互聯網，

新書就會自動下載

4 搜索書名，打開該書即可如果您想用現金券付款，在購物

車頁面選擇使用信用餘額。

https://tc.logos.com/chinesebasic?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MDP0323
https://tc.logos.com/chinesebasic?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MDP0323
https://tc.logos.com/get-started?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utm_campaign=MDP0323
https://tc.logos.com/giftcard?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MDP0322&utm_content=giftcard


附錄：重溫明道系列一介紹視頻

知行合一致真道

——暨明道研經系列新書介紹會

2022年3月

第一集：明道社社長介紹明道研經系列

第二集：Logos演示明道研經系列

第三集：如何預購以及現場問答

活動講義PPT下載

瞭解明道研經系列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7706270/assets/12967976/content.mp4?signature=oT6EdzXUpH35EECycu-1xrZ81Z4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7706265/assets/12967975/content.mp4?signature=YNxpHrNgKe-Zd-duOGUlvzeBI1s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7706247/assets/12967971/content.mp4?signature=HUNKRYn6mcKnUgQCIvbQ4jz9swo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57707546/assets/12968061/content.pdf?signature=Ovv_1W4891UWa7VWndotDyBUlhI
https://tc.logos.com/mingdaopress?utm_source=Website&utm_medium=LP&utm_campaign=MDP0322&utm_content=events


常見問題

請前往明道研經系列頁面瀏覽

繁體中文 | 简体中文

回到目錄頁 28

https://tc.logos.com/mingdaopres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MDP0323&utm_content=FAQ#FAQ
https://sc.logos.com/mingdaopres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MDP0323&utm_content=FAQ#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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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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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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