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聚 聖經(96次)

新約(3次)
福音書(2)
歷史書(1)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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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20)
歷史書(44)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4)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4)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6) 列王記下(4) 歷代
志上(4) 歷代志下(8) 以斯拉記(2) 尼希米記(4) 以斯帖記(4)

創世紀(0) 出埃及記(3) 利未記(1) 民數記(11) 申命記(5)
舊約(93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5)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結書(5)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8) 何西阿書(0) 約珥書(2)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2) 那鴻書(2)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8)
詩歌智慧書(3) 約伯記(0) 詩篇(3)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出 3:16 你去~以色列的長老、對他們
 4:29 摩西亞倫就去~以色列的眾長
35: 1 摩西~以色列全會眾、對他們
利 8: 3 又~會眾到會幕門口。
民 1:18 當二月初一日~全會眾。會眾
 8: 9 到會幕前、~以色列全會眾．
10: 2 用以~會眾、並叫眾營起行。
10: 7 但~會眾的時候、你們要吹號
11:16 從以色列的長老中~七十個人
11:24 又~百姓的長老中七十個人來
16:19 可拉~全會眾到會幕門前、要
20: 8 和你的哥哥亞倫~會眾、在他
20:10 亞倫就~會眾到磐石前、摩西
21:16 ~百姓、我好給他們水喝、說
21:23 就~他的眾民出到曠野、要攻
申 4:10 你為我~百姓、我要叫他們聽
30: 3 你到的萬民中、將你~回來。
30: 4 的　神也必從那裏將你~回來
31:12 要~他們男、女、孩子、並城
31:28 支派的眾長老和官長都~了來
書 8:16 都被~、追趕他們．艾城人追
士 3:13 伊磯倫~亞捫人和亞瑪力人、
 4:10 巴拉就~西布倫人和拿弗他利
11:20 乃~他的眾民、在雅雜安營、
12: 4 於是耶弗他~基列人、與以法

撒上10:17 撒母耳將百姓~到米斯巴耶和
15: 4 於是掃羅~百姓在提拉因、數
17: 1 非利士人~他們的軍旅、要來
23: 8 於是掃羅~眾民、要下去攻打

撒下 3:21 我要起身去~以色列眾人來見
20: 4 將猶大人~了來、你也回到這
20: 5 亞瑪撒就去~猶大人．卻耽延

王上 8: 1 ~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華的
11:24 利遜~了一群人、自己作他們
12:21 ~猶大全家、和便雅憫支派的
18:19 ~以色列眾人、和事奉巴力的
18:20 亞哈就差遣人~以色列眾人、
22: 6 於是以色列王~先知、約有四

王下 3:10 耶和華~我們這三王、乃要交
 3:13 耶和華~我們這三王、乃要交
10:18 耶戶~眾民、對他們說、亞哈
23: 1 王差遣人~猶大和耶路撒冷的

代上13: 5 都~了來、要從基列耶琳將
15: 3 大衛~以色列眾人到耶路撒冷
23: 2 大衛~以色列的眾首領、和祭
28: 1 大衛~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

代下 5: 2 ~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華的
11: 1 ~猶大家、和便雅憫家、共十
15: 9 又~猶大便雅憫的眾人、並他
18: 5 於是以色列王~先知四百人、
23: 2 從猶大各城裏~利未人、和以
25: 5 亞瑪謝~猶大人、按著猶大和
32: 6 將他們~在城門的寬闊處、用
34:29 王差遣人~猶大和耶路撒冷的
拉 7:28 從以色列中~首領、與我一同
 8:15 我~這些人在流入亞哈瓦的河
尼 1: 9 我也必從那裏將他們~回來、
 5: 7 利。於是我~大會攻擊他們。
 7: 5 ~貴冑、官長、和百姓、要照
13:11 我便~利未人、使他們照舊供
斯 2: 3 在國中的各省~美貌的處女到
 2: 8 就~許多女子到書珊城、交給
 2:19 第二次~處女的時候、末底改
 4:16 你當去~書珊城所有的猶大人
詩50: 5 ~我的聖民到我這裏來、就是
106:47 從外邦中~我們、我們好稱讚
107: 3 從西、從南從北、所~來的。
賽43: 5 裔從東方來、又從西方~你。
56: 8 就是~以色列被趕散的、說、
56: 8 在這被~的人以外、我還要招
56: 8 外、我還要~別人歸併他們。
耶23: 3 ~出來、領他們歸回本圈、他
29:14 和我所趕你們到的各處~了來
31: 8 從地極~、同著他們來的、有
31:10 必~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
32:37 日後我必從那裏將他們~出來
哀 1:15 ~多人〔原文作大會〕攻擊我
 2:22 你~四圍驚嚇我的、像在大會
 2:22 像在大會的日子~人一樣．耶
結11:17 我必從萬民中~你們、從分散
28:25 散在萬民中的以色列家~回來
29:13 我必~分散在各國民中的埃及
38: 8 但那從列國中~出來的、必在
38:12 從列國~、得了牲畜財貨的民

但11:10 ~許多軍兵、這軍兵前去、如
珥 1:14 ~長老、和國中的一切居民、
 2:16 ~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
彌 2:12 必要~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
 4: 6 ~被趕出的和我所懲治的．
鴻 2: 5 尼尼微王~他的貴冑．他們步
 3:18 你的人民散在山間、無人~。
番 3: 8 因為我已定意~列國、聚集列
亞10:10 ~他們出亞述、領他們到基列
太24:31 都~了來。〔方原文作風〕
可13:27 都~了來。〔方原文作風〕
徒17: 5 ~了些市井匪類、搭夥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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