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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新舊約生命讀經，係主僕李常受弟兄從一九七四年

起，至一九九五年七月，每年冬夏兩季在美國帶領定期生

命讀經訓練，所釋放的信息集成。有別於歷代以來許多的

解經書，這些信息不只有客觀真理的陳明，亦富含生命的

供應和滋養。全套生命讀經照 神永遠的經綸，將聖經六

十六卷逐章逐節解開，闡明神聖言中真理的啟示，同時亦

帶人進入屬靈生命的主觀經歷與應用。如著者所說，這套

生命讀經的目的是四重的：

一、陳明聖經所包含的真理。

二、將生命供應給人。

三、解決聖經中所遇見一般和困難的問題。

四、藉 正確的解釋，開啟聖經的各卷。

臺灣福音書房為使眾聖徒能藉由普 的 Windows 作業

系統電腦取用此豐富，特推出支援繁簡中文的電子書報

（新舊約生命讀經）for Windows 8的應用軟體，內含新舊

約生命讀經各卷之篇題、綱要及全文，涵括一千九百八十

四篇信息（含附錄），共約一萬九千頁文字。

願主藉這微小工具的輔助，祝福每一篇信息，使用每一

頁文字，使聖徒有更多機會在生命上長大，以建造基督的

身體，產生一個新人，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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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產品簡介

1-1 軟體特色

- 支援Windows 8、7、Vista、XP。

- 支援繁簡中文顯示。

- 多字串快速搜尋。

- 圖表顯示。

- 可畫線標記。

- 可作書籤筆記。

- 可朗讀。

- 支援雲端同步更新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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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統需求

適用於採用Windows 8、7、Vista（支援32位元、64位

元）、XP（僅支援32位元）為作業系統之桌上型電

腦、筆記型電腦、小筆電及平板電腦。

記憶體1GB（含）以上，完整安裝空間約500MB。

本次發行之電子研讀版不支援Windows 98、2000，不

適用於以Mac OS、iOS、Linux、Android為作業系統之

個人電腦或平板電腦。

貳 安裝／解除安裝步驟

2-1 快速安裝

若已安裝『新舊約聖經恢復本電子研讀版』，請至臺

灣福音書房網站電子產品下載區下載msi檔（32位元作

業系統請下載e-LIFESTUDY4PC32.msi；64位元作業系

統請下載e-LIFESTUDY4PC64.msi），並執行安裝。

2-2 標準安裝

2-2-1 下載新舊約生命讀經電子研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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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臺灣福音書房網站電子產品下載區下載zip檔（32

位元作業系統請下載e-LIFESTUDY4PC32.zip；64位元

作業系統請下載e-LIFESTUDY4PC64.zip），並將檔案

解壓縮。

2-2-2 安裝新舊約生命讀經電子研讀版

請執行解壓縮路徑下之的安裝檔（setup.exe），螢幕上

會彈出『歡迎使用新舊約生命讀經電子研讀版安裝精

靈』的視窗，然後按『下一步』按鈕。安裝程式依序

會繼續彈出授權合約、選擇安裝資料夾、確認安裝、

正在安裝等視窗，直到最後安裝完成。



4



5



6

若電腦尚未安裝過.NET Framework元件，安裝程式會

自動安裝。安裝程式依序會彈出授權合約、下載檔案、

安裝狀態等視窗。

整個安裝完成後，顯示桌面，若看

到『生命讀經』的圖示正常顯示，

表示已安裝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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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解除安裝新舊約生命讀經電子研讀版

若要將生命讀經從您的電腦上移除，請從所有程式選

單中，選取『移除生命讀經』選項， 可自動解除安

裝。移除程式會依序彈出確定解除安裝、蒐集資料、

移除狀態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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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步驟 

3-1 產品試用限制

本產品使用三天或試用七次後，需要完成註 纔能繼

續使用。一開始執行會出現還可以試用次數的題示視

窗，試用到期後會彈出註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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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辨識軟體序號

在生命讀經彈出的註 視窗中，最上方會顯示長度為

12碼的軟體序號。

3-3 取得產品序號

產品序號可從臺灣福音書房購買取得，長度為16碼，

包括大寫字母、數字和『-』等字串。範例如下：

LSY5-K4J-Y1Z-5N3

3-4 豫備電子郵件信箱

您必須豫備一個電子郵件信箱，纔能註 成功，例如：

yourname@mailbox.com.tw

3-5 線上取得註 鑰匙

在填寫產品序號與電子郵件之後，確定電腦連上網路，

按下『線上取得註 碼』按鈕，註 系統會 刻寄發  

註 鑰匙，顯示在註 鑰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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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立 註 

最後按下『立 註 』按鈕，註 成功後便可正式啟  

用生命讀經電子研讀版。

電子研讀版因整合數位著作權管理機制，一個產品序

號僅適用註 一台電腦。電腦換機可重置（ Reset）序

號，其方式比照行動電子書方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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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快速入門

4-1 內容完整

4-1-1 綱目與信息

電子研讀版內含新舊約生命讀經共一千九百八十四篇

綱目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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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讀經、引經與註解

生命讀經中所參考之聖經恢復本的讀經、引經與註解，

皆可以直接彈出視窗顯示作為參讀。

但信息中若是直接引用整章聖經範圍的部分，如（徒

十）、（利一∼七）等等，則會 過不顯示。

4-1-3 圖表

內含『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經歷圖』、『帳幕』、

『屬靈水平圖』、『神殿佈置圖』、『聖殿及其內外

院綱領圖』、『門洞平面圖』、『祭壇尺寸圖』、

『聖殿平面圖』、『聖地分配圖』、『耶穌基督的譜

系』、『諸天之國與神的國分別圖』、『馬可福音的

逐步發展』、『神新約的經綸』、『永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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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二）』、『神聖經綸的過程』、『七十個七』

等十七張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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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操作便捷

4-2-1 繁簡切換

按下『簡繁切換鈕』， 可切換繁、簡體中文的顯示。

4-2-2 跳選書卷

在『個人設定』視窗點選『跳選方式』，可切換『導

覽式』（選單）或『直覺式』（按鈕），僅需按二、

三下滑鼠左鍵， 跳至指定的生命讀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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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式』（選單）

『直覺式』（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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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工具面版

分為『顯示區』、『搜尋區』、『功能區』。左上角

之『顯示區』可放大縮小字體、畫線、切換上一篇或

下一篇的信息。右上角之『搜尋區』可針對篇題、讀

經、綱目、內容或全部作快速搜尋。下方的『功能區』

可控制是否朗讀、上一頁或下一頁之瀏覽信息記錄、

跳選書卷、綱目、圖表、搜尋、筆記、書籤、全屏顯

示及個人設定。

顯示區 搜尋區

功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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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熱鍵功能

在鍵盤上按下熱鍵按鈕，可以快速、有效地操作電子

研讀版。

按『→』：下一篇。

按『←』：上一篇。

按『＋』：放大字體、圖表。

按『－』：縮小字體、圖表。

按『Ctrl＋→』：切換至下一卷書。

按『Ctrl＋←』：切換至上一卷書。

按『空白鍵』：語音播放 / 暫停。

按『F11』：切換全螢幕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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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舒適閱讀

4-3-1 字體切換

在個人設定視窗中，可選擇不同字體來顯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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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深淺背景

在個人設定視窗中，可視需要選擇不同背景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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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進階功能

4-4-1 多字搜尋

可針對篇題、讀經、綱目、內容，進行多字串搜尋，

可複製搜尋的結果，輕按其中一個出處，便可直接移

到該篇內容。

4-4-2 畫線標記

可選擇六種顏色畫線標記。上面

三種供深色背景使用，下面三種

供淺色背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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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書籤筆記

書籤或筆記的新增是以段落為單位，每一段內容均可

添加書籤，並作筆記。

4-4-4 雲端同步

若是電腦連上網路，當電子研讀版開啟時， 可自動

透過網路與書房伺服器進行同步，取得更新訊息、程

式或資料。



22

4-4-5 朗讀信息

配合有聲書朗讀套件，可朗讀繁簡中文生命讀經的內

容。該套件運用Text-to-Speech（TTS）文字轉語音技

術、人工智慧（AI）自然語意分析技術，整合臺灣福

音書房數千筆破音字庫、過瀘字庫，可設定三種角色

（男聲、女聲、兒童聲），並可調整兩種朗讀模式（一

般、反白）、音量及速度。

（本套件屬於選擇性的附加功能，可至臺灣福音書房

網站購買並下載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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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套件於Windows 8、7、Vista 的環境下，因受限於

作業系統的安全保護，如有造成無法正常朗讀的情形，

可依下列兩個方式擇一來調整解決。

方式一：在生命讀經圖示上按滑鼠右鍵，在選單中點

選『內容』，在『生命讀經－內容』視窗選擇『相容

性』，最後將『以系統管理員的身份執行此程式』打

勾並按下『確定』按鈕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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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點選『控制台』，然後選擇『使用者帳戶和

家庭安全』，於『使用者帳戶』內選擇『變更使用者

帳戶控制設定』，再將『選擇電腦變更的通知時機』

調為『不要通知』，確定之後重新開機。此後作業系

統的各項程式的執行，將不會出現任何的詢問訊息，

也不會影響到朗讀套件的正常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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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版權聲明

本產品（包含使用說明手 和相關網頁）所題及之下

列商標、廠商、產品或軟體名稱，皆隸屬於該公司、

組織或個人所有。

◎Windows 8、7、Vista、XP、2000、98 及.NET，為

Microsoft公司的產品名稱或註 商標。

◎新舊約生命讀經全文及本產品，為臺灣福音書房版

權所有。

如有未詳列之註 商標、產品或影像，皆隸屬其個人、

組織、公司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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