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速 聖經(127次)

新約(9次)
福音書(0)
歷史書(2)
保羅書信(3)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2)
羅馬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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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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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 sù

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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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歷史書(44)

預言書(0)

約書亞記(6) 士師記(5)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8) 撒母耳記下(4)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7) 以斯拉記(1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4)

創世紀(7)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14)
舊約(118次)

以賽亞書(9)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12) 何西阿書(4) 約珥書(4)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0)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2)

大先知書(14)
詩歌智慧書(27) 約伯記(4) 詩篇(16) 箴言(7) 傳道書(0) 雅歌(0)

創18: 6 你~速拿三細亞細麵調和作餅
18: 6 你速~拿三細亞細麵調和作餅
19:22 你要~速的逃到那城、因為你
19:22 你要速~的逃到那城、因為你
31:36 罪惡、你竟這樣火~的追我。
41:32 命定這事、而且必~速成就。
41:32 命定這事、而且必速~成就。
申 4:26 ~速滅盡．你們不能在那地上
 4:26 速~滅盡．你們不能在那地上
 7: 4 發作、就~速的將你們滅絕。
 7: 4 發作、就速~的將你們滅絕。
 7:22 你不可把他們~速滅盡、恐怕
 7:22 你不可把他們速~滅盡、恐怕
 9: 3 趕出他們、使他們~速滅亡。
 9: 3 趕出他們、使他們速~滅亡。
11:17 給你們的美地上、~速滅亡。
11:17 給你們的美地上、速~滅亡。
28:20 直到你被毀滅、~速的滅亡。
28:20 直到你被毀滅、速~的滅亡。
32:35 在他們身上的、必~速來到。
32:35 在他們身上的、必速~來到。
書 4:10 切話．於是百姓急~過去了。
10: 6 求你~速上來拯救我們、幫助
10: 6 求你速~上來拯救我們、幫助
10:13 不急~下落、約有一日之久。
23:16 們在他所賜的美地上~速滅亡
23:16 們在他所賜的美地上速~滅亡
士 2:17 ~速的偏離他們列祖所行的道
 2:17 速~的偏離他們列祖所行的道
 2:23 不將他們~速趕出、也沒有交
 2:23 不將他們速~趕出、也沒有交
18: 9 要急~前往得那地為業、不可

撒上17:17 ~速的送到營裏去、交給你哥
17:17 速~的送到營裏去、交給你哥
20:19 就要~速下去、到你從前遇事
20:19 就要速~下去、到你從前遇事
20:38 ~速的去、不要遲延。童子就
20:38 速~的去、不要遲延。童子就
25:34 你若不~速的來迎接我、到明
25:34 你若不速~的來迎接我、到明

撒下 5:24 就要急~前去、因為那時耶和
15:14 要~速的去、恐怕他忽然來到

15:14 要速~的去、恐怕他忽然來到
17:16 現在你們要急~打發人去、告

代下24: 5 你們要急~辦理這事。只是利
24: 5 事。只是利未人不急~辦理。
26:20 他自己也急~出去、因為耶和
29:36 這事辦的甚~、希西家和眾民
35:13 用罐煮了．~速的送給眾民。
35:13 用罐煮了．速~的送給眾民。
35:21 並且　神吩咐我~行、你不要
拉 5: 8 工作甚~、他們手下亨通．
 6: 8 急~撥取貢銀作他們的經費、
 6:12 利烏降這旨意、當~速遵行。
 6:12 利烏降這旨意、當速~遵行。
 6:13 王所發的命令、就急~遵行。
 7:17 急~買公牛、公綿羊、綿羊羔
 7:21 要甚麼、你們要~速的備辦．
 7:21 要甚麼、你們要速~的備辦．
 7:26 就當~速定他的罪、或治死、
 7:26 就當速~定他的罪、或治死、
斯 5: 5 叫哈曼~速照以斯帖的話去行
 5: 5 叫哈曼速~照以斯帖的話去行
 6:10 你~速將這衣服和馬、照你所
 6:10 你速~將這衣服和馬、照你所
伯 5:13 使狡詐人的計謀~速滅亡。
 5:13 使狡詐人的計謀速~滅亡。
 9:25 更快、急~過去、不見福樂。
20: 8 見．~被趕去如夜間的異象。
詩40:13 耶和華阿、求你~速幫助我。
40:13 耶和華阿、求你速~幫助我。
55: 8 我必~速逃到避所、脫離狂風
55: 8 我必速~逃到避所、脫離狂風
69:17 難之中．求你~速的應允我。
69:17 難之中．求你速~的應允我。
70: 1 耶和華阿、求你~速幫助我。
70: 1 耶和華阿、求你速~幫助我。
70: 5 求你~速到我這裏來．你是幫
70: 5 求你速~到我這裏來．你是幫
71:12 的　神阿、求你~速幫助我。
71:12 的　神阿、求你速~幫助我。
81:14 我便~速治服他們的仇敵、反
81:14 我便速~治服他們的仇敵、反
143: 7 求你~速應允我．我心神耗盡

143: 7 求你速~應允我．我心神耗盡
箴 1:16 跑行惡、他們急~流人的血。
 6:11 你的貧窮就必如強盜~來、你
10:14 知識．愚妄人的口~致敗壞。
20:21 起初~得的產業、終久卻不為
24:34 就必如強盜~來、你的缺乏、
28:20 想要急~發財的、不免受罰。
28:22 人有惡眼想要急~發財、卻不
賽 5:19 任他急~行、趕快成就他的作
 5:26 來．看哪、他們必急~奔來。
 8: 1 就是擄掠~臨搶奪快到的意思
16: 5 審判、尋求公平、~行公義。
49:17 你的兒女必急~歸回、毀壞你
58: 8 要~速發明．你的公義、必在
58: 8 要速~發明．你的公義、必在
59: 7 他們急~流無辜人的血．意念
60:22 我耶和華要按定期~成這事。
耶 9:18 叫他們~速為我們舉哀、使我
 9:18 叫他們速~為我們舉哀、使我
48:16 臨近、他的苦難、~速來到。
48:16 臨近、他的苦難、速~來到。
但 9:21 奉命迅~飛來、約在獻晚祭的
何 6: 4 晨的雲霧、又如~散的甘露。
11:10 叫、他們就從西方急~而來。
11:11 他們必如雀鳥從埃及急~而來
13: 3 又如~散的甘露、像場上的糠
珥 3: 4 我必使報應~速歸到你們的頭
 3: 4 我必使報應速~歸到你們的頭
 3:11 你們要~速地來、一同聚集．
 3:11 你們要速~地來、一同聚集．
拿 4: 2 災．所以我急~逃往他施去。
鴻 2: 5 絆跌、~上城牆、預備擋牌。
瑪 3: 5 我必~速作見證、警戒行邪術
 3: 5 我必速~作見證、警戒行邪術
徒17:15 西拉和提摩太~速到他這裏來
17:15 西拉和提摩太速~到他這裏來
羅 9:28 的話都成全、~速的完結。』
 9:28 的話都成全、速~的完結。』
腓 2:28 所以我越發急~打發他去、叫
彼後 2: 1 也不承認、自取~速的滅亡。

 2: 1 也不承認、自取速~的滅亡。
 2: 3 他們的滅亡也必~速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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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他們的滅亡也必速~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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