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速 圣经(127次)

新约(9次)
福音书(0)
历史书(2)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2)
罗马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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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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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 sù

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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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历史书(44)

预言书(0)

约书亚记(6) 士师记(5)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8) 撒母耳记下(4)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7) 以斯拉记(1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4)

创世纪(7)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14)
旧约(118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12) 何西阿书(4) 约珥书(4)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0)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2)

大先知书(14)
诗歌智慧书(27) 约伯记(4) 诗篇(16) 箴言(7) 传道书(0) 雅歌(0)

创18: 6 你~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作饼
18: 6 你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作饼
19:22 你要~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
19:22 你要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
31:36 罪恶、你竟这样火~的追我。
41:32 命定这事、而且必~速成就。
41:32 命定这事、而且必速~成就。
申 4:26 ~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
 4:26 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
 7: 4 发作、就~速的将你们灭绝。
 7: 4 发作、就速~的将你们灭绝。
 7:22 你不可把他们~速灭尽、恐怕
 7:22 你不可把他们速~灭尽、恐怕
 9: 3 赶出他们、使他们~速灭亡。
 9: 3 赶出他们、使他们速~灭亡。
11:17 给你们的美地上、~速灭亡。
11:17 给你们的美地上、速~灭亡。
28:20 直到你被毁灭、~速的灭亡。
28:20 直到你被毁灭、速~的灭亡。
32:35 在他们身上的、必~速来到。
32:35 在他们身上的、必速~来到。
书 4:10 切话．于是百姓急~过去了。
10: 6 求你~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
10: 6 求你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
10:13 不急~下落、约有一日之久。
23:16 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灭亡
23:16 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灭亡
士 2:17 ~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
 2:17 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
 2:23 不将他们~速赶出、也没有交
 2:23 不将他们速~赶出、也没有交
18: 9 要急~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

撒上17:17 ~速的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
17:17 速~的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
20:19 就要~速下去、到你从前遇事
20:19 就要速~下去、到你从前遇事
20:38 ~速的去、不要迟延。童子就
20:38 速~的去、不要迟延。童子就
25:34 你若不~速的来迎接我、到明
25:34 你若不速~的来迎接我、到明

撒下 5:24 就要急~前去、因为那时耶和
15:14 要~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

15:14 要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
17:16 现在你们要急~打发人去、告

代下24: 5 你们要急~办理这事。只是利
24: 5 事。只是利未人不急~办理。
26:20 他自己也急~出去、因为耶和
29:36 这事办的甚~、希西家和众民
35:13 用罐煮了．~速的送给众民。
35:13 用罐煮了．速~的送给众民。
35:21 并且　神吩咐我~行、你不要
拉 5: 8 工作甚~、他们手下亨通．
 6: 8 急~拨取贡银作他们的经费、
 6:12 利乌降这旨意、当~速遵行。
 6:12 利乌降这旨意、当速~遵行。
 6:13 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遵行。
 7:17 急~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
 7:21 要什么、你们要~速的备办．
 7:21 要什么、你们要速~的备办．
 7:26 就当~速定他的罪、或治死、
 7:26 就当速~定他的罪、或治死、
斯 5: 5 叫哈曼~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
 5: 5 叫哈曼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
 6:10 你~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
 6:10 你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
伯 5:13 使狡诈人的计谋~速灭亡。
 5:13 使狡诈人的计谋速~灭亡。
 9:25 更快、急~过去、不见福乐。
20: 8 见．~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
诗40:13 耶和华阿、求你~速帮助我。
40:13 耶和华阿、求你速~帮助我。
55: 8 我必~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
55: 8 我必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
69:17 难之中．求你~速的应允我。
69:17 难之中．求你速~的应允我。
70: 1 耶和华阿、求你~速帮助我。
70: 1 耶和华阿、求你速~帮助我。
70: 5 求你~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
70: 5 求你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
71:12 的　神阿、求你~速帮助我。
71:12 的　神阿、求你速~帮助我。
81:14 我便~速治服他们的仇敌、反
81:14 我便速~治服他们的仇敌、反
143: 7 求你~速应允我．我心神耗尽

143: 7 求你速~应允我．我心神耗尽
箴 1:16 跑行恶、他们急~流人的血。
 6:11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来、你
10:14 知识．愚妄人的口~致败坏。
20:21 起初~得的产业、终久却不为
24:34 就必如强盗~来、你的缺乏、
28:20 想要急~发财的、不免受罚。
28:22 人有恶眼想要急~发财、却不
赛 5:19 任他急~行、赶快成就他的作
 5:26 来．看哪、他们必急~奔来。
 8: 1 就是掳掠~临抢夺快到的意思
16: 5 审判、寻求公平、~行公义。
49:17 你的儿女必急~归回、毁坏你
58: 8 要~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
58: 8 要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
59: 7 他们急~流无辜人的血．意念
60:22 我耶和华要按定期~成这事。
耶 9:18 叫他们~速为我们举哀、使我
 9:18 叫他们速~为我们举哀、使我
48:16 临近、他的苦难、~速来到。
48:16 临近、他的苦难、速~来到。
但 9:21 奉命迅~飞来、约在献晚祭的
何 6: 4 晨的云雾、又如~散的甘露。
11:10 叫、他们就从西方急~而来。
11:11 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而来
13: 3 又如~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
珥 3: 4 我必使报应~速归到你们的头
 3: 4 我必使报应速~归到你们的头
 3:11 你们要~速地来、一同聚集．
 3:11 你们要速~地来、一同聚集．
拿 4: 2 灾．所以我急~逃往他施去。
鸿 2: 5 绊跌、~上城墙、预备挡牌。
玛 3: 5 我必~速作见证、警戒行邪术
 3: 5 我必速~作见证、警戒行邪术
徒17:15 西拉和提摩太~速到他这里来
17:15 西拉和提摩太速~到他这里来
罗 9:28 的话都成全、~速的完结。』
 9:28 的话都成全、速~的完结。』
腓 2:28 所以我越发急~打发他去、叫
彼后 2: 1 也不承认、自取~速的灭亡。

 2: 1 也不承认、自取速~的灭亡。
 2: 3 他们的灭亡也必~速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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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他们的灭亡也必速~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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