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聚 圣经(96次)

新约(3次)
福音书(2)
历史书(1)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招聚 zhāo jù

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20)
历史书(44)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4)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6) 列王记下(4) 历代
志上(4) 历代志下(8) 以斯拉记(2) 尼希米记(4) 以斯帖记(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3) 利未记(1) 民数记(11) 申命记(5)
旧约(93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0) 约珥书(2)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2) 那鸿书(2)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8)
诗歌智慧书(3) 约伯记(0) 诗篇(3)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出 3:16 你去~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
 4:29 摩西亚伦就去~以色列的众长
35: 1 摩西~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
利 8: 3 又~会众到会幕门口。
民 1:18 当二月初一日~全会众。会众
 8: 9 到会幕前、~以色列全会众．
10: 2 用以~会众、并叫众营起行。
10: 7 但~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
11:16 从以色列的长老中~七十个人
11:24 又~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
16:19 可拉~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
20: 8 和你的哥哥亚伦~会众、在他
20:10 亚伦就~会众到磐石前、摩西
21:16 ~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
21:23 就~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
申 4:10 你为我~百姓、我要叫他们听
30: 3 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回来。
30: 4 的　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回来
31:12 要~他们男、女、孩子、并城
31:28 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了来
书 8:16 都被~、追赶他们．艾城人追
士 3:13 伊矶伦~亚扪人和亚玛力人、
 4:10 巴拉就~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
11:20 乃~他的众民、在雅杂安营、
12: 4 于是耶弗他~基列人、与以法

撒上10:17 撒母耳将百姓~到米斯巴耶和
15: 4 于是扫罗~百姓在提拉因、数
17: 1 非利士人~他们的军旅、要来
23: 8 于是扫罗~众民、要下去攻打

撒下 3:21 我要起身去~以色列众人来见
20: 4 将犹大人~了来、你也回到这
20: 5 亚玛撒就去~犹大人．却耽延

王上 8: 1 ~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
11:24 利逊~了一群人、自己作他们
12:21 ~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
18:19 ~以色列众人、和事奉巴力的
18:20 亚哈就差遣人~以色列众人、
22: 6 于是以色列王~先知、约有四

王下 3:10 耶和华~我们这三王、乃要交
 3:13 耶和华~我们这三王、乃要交
10:18 耶户~众民、对他们说、亚哈
23: 1 王差遣人~犹大和耶路撒冷的

代上13: 5 都~了来、要从基列耶琳将
15: 3 大卫~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
23: 2 大卫~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
28: 1 大卫~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

代下 5: 2 ~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
11: 1 ~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共十
15: 9 又~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并他
18: 5 于是以色列王~先知四百人、
23: 2 从犹大各城里~利未人、和以
25: 5 亚玛谢~犹大人、按着犹大和
32: 6 将他们~在城门的宽阔处、用
34:29 王差遣人~犹大和耶路撒冷的
拉 7:28 从以色列中~首领、与我一同
 8:15 我~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
尼 1: 9 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回来、
 5: 7 利。于是我~大会攻击他们。
 7: 5 ~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
13:11 我便~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
斯 2: 3 在国中的各省~美貌的处女到
 2: 8 就~许多女子到书珊城、交给
 2:19 第二次~处女的时候、末底改
 4:16 你当去~书珊城所有的犹大人
诗50: 5 ~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
106:47 从外邦中~我们、我们好称赞
107: 3 从西、从南从北、所~来的。
赛43: 5 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你。
56: 8 就是~以色列被赶散的、说、
56: 8 在这被~的人以外、我还要招
56: 8 外、我还要~别人归并他们。
耶23: 3 ~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
29:14 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了来
31: 8 从地极~、同着他们来的、有
31:10 必~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
32:37 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出来
哀 1:15 ~多人〔原文作大会〕攻击我
 2:22 你~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
 2:22 像在大会的日子~人一样．耶
结11:17 我必从万民中~你们、从分散
28:25 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回来
29:13 我必~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
38: 8 但那从列国中~出来的、必在
38:12 从列国~、得了牲畜财货的民

但11:10 ~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
珥 1:14 ~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
 2:16 ~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
弥 2:12 必要~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
 4: 6 ~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
鸿 2: 5 尼尼微王~他的贵胄．他们步
 3:18 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
番 3: 8 因为我已定意~列国、聚集列
亚10:10 ~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
太24:31 都~了来。〔方原文作风〕
可13:27 都~了来。〔方原文作风〕
徒17: 5 ~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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