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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9E7 竹難日竹 ㄈㄨˊ 

 89E8 竹難日土 ㄈㄨˊ 

 89E9 竹難日火 ㄈㄨˊ 

 89EA 竹難日水 ㄈㄨˊ 

 89EB 竹難日木 ㄈㄨˊ 

 89EC 竹難日金 ㄈㄨˊ 

 89ED 竹難日月 ㄈㄨˊ 

 89EE 竹難日日 ㄈㄨˊ 

 89EF 竹人木月弓 ㄨㄟˋ 

 89F0 尸一弓戈 ㄒㄧˋ 

 89F1 土月一人 ㄓㄨㄥˇ 

 89F2 十戈田戈 ㄅㄛˊ 

 89F3 卜竹竹竹竹 ㄧㄢˋ 

 89F4 水十日金 ㄅㄧㄣ ㄆㄧㄣˊ 

 89F5 田一土戈 ㄍㄨㄛˊ 

 89F6 水卜一人 ㄙㄜˋ 

 89F7 日十廿山 ㄒㄧㄠˇ 

 89F8 山竹日火 ㄉㄠˇ 

 89F9 水戈手 ㄑㄧㄢˇ ㄐㄧㄢ 

 89FA 山卜廿弓 ㄑㄧˊ 

 89FB 大竹田月 ㄨㄟˋ 

 89FC 中戈手大日 ㄔㄨㄣˇ ㄔㄨㄢˇ 

 89FD 中戈中一卜 ㄈㄟ 

 89FE 月一山日 ㄐㄧㄣˇ ㄑㄧㄢˊ ㄗ 

 8A40 廿竹心一 ㄉㄧˇ 

 8A41 卜中中弓 ㄐㄧˋ 

 8A42 廿弓木廿 ㄇㄥˋ 

 8A43 廿人竹日 ㄅㄛˊ 

 8A44 火廿心人 ㄙㄨㄟˋ 

 8A45 廿人一弓 ㄩˊ ㄩˇ ㄩˋ 

 8A46 水人心木 ㄊㄨㄛˊ 

 8A47 日月大手 ㄏㄨㄟ 

 8A48 日月人山 ㄧㄠˊ 

 8A49 日月廿 ㄨㄣ 

 8A4A 日火一山 ㄏㄨㄤˇ ㄏㄨㄤ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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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A4B 日竹土口 ㄏㄠˋ 

 8A4C 日竹人大 ㄧˋ 

 8A4D 日戈竹尸 ㄔㄥˊ ㄕㄥˋ 

 8A4E 日十竹口 ㄎㄜˊ 

 8A4F 日一卜一 ㄕˋ 

 8A50 日弓一廿戈 ㄉㄡˋ 

 8A51 日弓弓田山 ㄧㄢ 

 8A52 日弓廿大 ㄍㄨㄢ 

 8A53 日人一月 ㄌㄨㄣˊ 

 8A54 日心日 ㄒㄩㄣˊ 

 8A55 日手十尸 ㄏㄨㄟˋ 

 8A56 日廿中大 ㄧㄥ 

 8A57 日廿卜口月 ㄕㄥ 

 8A58 日山木 ㄐㄧˋ 

 8A59 日卜廿心 ㄧˋ 

 8A5A 月日一 ㄉㄢˇ 

 8A5B 月月月 ㄆㄥˊ 

 8A5C 月金人戈口 ㄘㄤ 

 8A5D 月火木 ㄇㄧˊ 

 8A5E 月戈弓水 ㄇㄛˋ ㄇㄞˋ 

 8A5F 月十一火 ㄗㄨㄥ 

 8A60 月十一人 ㄉㄧㄥˋ 

 8A61 月大戈 ㄊㄞˋ 

 8A62 月大尸尸 ㄒㄧㄝˊ ㄒㄧㄝˋ 

 8A63 月一一尸 ㄨㄛˋ 

 8A64 月人 ㄅㄟˋ 

 8A65 月人一 ㄩㄢˊ 

 8A66 月手一月 ㄐㄧㄥ 

 8A67 月手人 ㄈㄨ ㄈㄨˇ 

 8A68 月尸水 ㄋㄧㄠˋ 

 8A69 月廿土大 ㄇㄟˇ 

 8A6A 月廿廿 ㄐㄧㄥˇ 

 8A6B 月山女火 ㄒㄧㄢˋ 

 8A6C 月卜金大 ㄐㄧㄠ ㄒㄧㄠˊ 

 8A6D 月卜尸一 ㄒㄧㄝˇ ㄒㄧㄝ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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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A6E 金日一戈 ㄉㄜˊ 

 8A6F 金金戈一 ㄨㄥ 

 8A70 金木一 ㄅㄛ ㄅㄛˊ 

 8A71 金土尸大 ㄠˊ 

 8A72 金竹手人 ㄊㄧㄝˇ 

 8A73 金戈戈 ㄍㄨㄤˇ 

 8A74 金戈廿金 ㄎㄨㄤˋ ㄍㄨㄥˇ 

 8A75 金十月火 ㄔㄚˇ 

 8A76 金十大 ㄓㄤˋ 

 8A77 金大土土 ㄎㄨㄟˊ ㄍㄨㄟ  ㄎㄨㄟ 

 8A78 金大尸 ㄏㄜˊ 

 8A79 金大尸口 ㄐㄧㄚ 

 8A7A 金中 ㄓㄨㄥ 

 8A7B 金中一心 ㄅㄟˇ 

 8A7C 金一月水 ㄒㄧㄚˋ 

 8A7D 金一土土 ㄓㄣ 

 8A7E 金一一戈 ㄩㄣˊ 

 8AA1 金一人月 ㄅㄧㄥˋ 

 8AA2 金弓木山 ㄎㄨㄥˇ 

 8AA3 金弓戈月 ㄓㄨㄥ 

 8AA4 金人竹竹 ㄓㄣ 

 8AA5 金人一金 ㄅㄧㄣ 

 8AA6 金心戈 ㄍㄡ 

 8AA7 金口竹土 ㄓㄥˋ 

 8AA8 金尸竹戈 ㄖˋ 

 8AA9 金尸一戈 ㄋㄡˋ 

 8AAA 金尸口人 ㄡ 

 8AAB 金廿中月 ㄇㄢˇ 

 8AAC 金廿中大 ㄧㄥ 

 8AAD 金廿卜尸 ㄈㄤ 

 8AAE 金山日心 ㄎㄨㄣ 

 8AAF 金山十廿 ㄌㄧˇ 

 8AB0 金山一月 ㄉㄨㄢ 

 8AB1 金卜戈山 ㄌㄧㄡˊ 

 8AB2 金卜中金 ㄧ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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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AB3 金卜中口 ㄑㄧㄢˇ 

 8AB4 金卜廿 ㄌㄧˋ 

 8AB5 金卜廿十 ㄓㄤ 

 8AB6 木日日 ㄔㄤ 

 8AB7 木日弓 ㄇㄣˊ 

 8AB8 木日弓日 ㄐㄧㄢ 

 8AB9 木月月手 ㄕㄨㄣˋ 

 8ABA 木月山山 ㄒㄧㄢˋ ㄐㄧㄢˇ 

 8ABB 木月卜 ㄉㄢ 

 8ABC 木金口 ㄙㄨㄥ 

 8ABD 木木一一女 ㄋㄨㄥˊ 

 8ABE 木木弓戈 ㄇㄥˋ 

 8ABF 木火火口 ㄧㄥˊ 

 8AC0 木火女 ㄧㄥ 

 8AC1 木竹廿 ㄕㄥ 

 8AC2 木戈火中 ㄕㄣˊ 

 8AC3 木戈中水 ㄌㄧㄤˊ 

 8AC4 木戈口 ㄊㄞˊ 

 8AC5 木十月一 ㄧˊ 

 8AC6 木大竹日火 ㄐㄩㄝˊ ㄐㄩˊ 

 8AC7 木大弓木 ㄖㄢˇ 

 8AC8 木大尸尸 ㄌㄧˋ 

 8AC9 木中大尸 ㄔˋ 

 8ACA 木中中中 ㄒㄩㄣˊ 

 8ACB 木一日 ㄅㄞˇ ㄅㄛˊ 

 8ACC 木一大尸 ㄌㄧˋ 

 8ACD 木一一火 ㄅㄧㄠ 

 8ACE 木一一尸 ㄌㄧˋ 

 8ACF 木一卜一 ㄐㄧㄡˋ ㄐㄧㄡˇ 

 8AD0 木弓戈中 ㄒㄧㄤ 

 8AD1 木弓戈中 ㄌㄧㄡˇ 

 8AD2 木弓戈手 ㄒㄧˋ 

 8AD3 木人大尸 ㄔˋ 

 8AD4 木人一金 ㄅㄧㄣ 

 8AD5 木尸水土 ㄐㄧ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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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AD6 木尸竹山 ㄨㄟˇ 

 8AD7 木廿金廿 ㄧˋ 

 8AD8 木廿中大 ㄧㄥ 

 8AD9 木廿一木 ㄇㄟˊ 

 8ADA 木廿人心 ㄏㄨㄚ 

 8ADB 木山 ㄕㄢ 

 8ADC 木田卜戈 ㄇㄨˇ 

 8ADD 木卜竹十 ㄆㄥˊ 

 8ADE 木卜弓月 ㄊㄨㄥ 

 8ADF 水月木 ㄘㄞˇ 

 8AE0 水水 ㄏㄢˋ 

 8AE1 水水 ㄕㄨㄤ ㄕㄨㄤˋ 

 8AE2 水水手 ㄗㄜˊ 

 8AE3 水火火木 ㄖㄨㄥˊ ㄧㄥˊ 

 8AE4 水土 ㄉㄜ․ ㄉㄧˋ 

 8AE5 水竹日水 ㄑㄩㄢˊ 

 8AE6 水竹水十 ㄈㄥˊ ㄅㄥˇ  ㄆㄥˊ 

 8AE7 水竹竹十 ㄆㄧˊ 

 8AE8 水竹一金 ㄅㄧㄣ ㄆㄧㄣˊ 

 8AE9 水戈月女 ㄆㄛˊ 

 8AEA 水大尸 ㄑㄩㄢˋ 

 8AEB 水一日口 ㄏㄠˋ 

 8AEC 水一一女 ㄔㄨㄣˊ 

 8AED 水弓人 ㄐㄧㄡˇ 

 8AEE 水弓尸竹 ㄊㄤ 

 8AEF 水人一土 ㄑㄩㄢˊ 

 8AF0 水手月木 ㄐㄧㄥˋ 

 8AF1 水手大戈 ㄊㄠ ㄊㄠˊ 

 8AF2 水尸 ㄕ 

 8AF3 水尸人 ㄗㄜˊ 

 8AF4 水廿大弓 ㄊㄧˋ 

 8AF5 水廿人口 ㄉㄚ ㄊㄚˇ 

 8AF6 水廿人口 ㄘㄤ 

 8AF7 水廿廿弓 ㄩㄢ 

 8AF8 水山十火 ㄔㄨㄥˊ ㄓㄨㄤˋ  ㄔㄨㄤ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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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AF9 水卜大中 ㄐㄧˋ 

 8AFA 水卜一一 ㄙㄜˋ 

 8AFB 水卜尸 ㄌㄨˊ 

 8AFC 水卜廿山 ㄌㄨㄥˊ ㄕㄨㄤ 

 8AFD 火日心竹 ㄒㄧ 

 8AFE 火日廿十 ㄏㄨㄚˊ 

 8B40 火月月竹山 ㄐㄩㄝˊ 

 8B41 火月月口 ㄍㄨㄛ 

 8B42 火月金口 ㄐㄩㄥˇ 

 8B43 火月木 ㄖㄨㄥˊ 

 8B44 火月中一戈 ㄧㄥˊ 

 8B45 火月弓木 ㄒㄩㄝˊ 

 8B46 火月廿山 ㄍㄤˋ 

 8B47 火木戈十金 ㄇㄚˊ 

 8B48 火木十大心 ㄌㄠˇ 

 8B49 火木大弓十 ㄘㄨㄟˋ 

 8B4A 火火月木木 ㄑㄧㄥˇ 

 8B4B 火火火 ㄒㄧㄝˋ ㄒㄧㄝ 

 8B4C 火土金金 ㄏㄜˋ ㄏㄜˊ  ㄔˋ 

 8B4D 火土口口 ㄒㄧ 

 8B4E 火竹月卜 ㄓㄡ 

 8B4F 火竹十水 ㄉㄨㄢˋ 

 8B50 火竹尸 ㄌㄨˊ 

 8B51 火戈中人 ㄍㄥ 

 8B52 火戈廿金 ㄌㄧㄢˊ ㄑㄧㄢ 

 8B53 火大口難山 ㄅㄧㄝ 

 8B54 火一金 ㄒㄧㄥ 

 8B55 火一弓 ㄉㄥ 

 8B56 火手水 ㄑㄩㄢˊ 

 8B57 火手卜一口 ㄊㄥˊ 

 8B58 火尸月弓 ㄕㄨㄢˋ 

 8B59 火尸一月 ㄍㄨㄟ 

 8B5A 火山 ㄕㄢ 

 8B5B 火山一廿 ㄎㄞˇ 

 8B5C 火田 ㄉㄧㄢˋ ㄊㄧㄢ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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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B5D 火田大 ㄧㄢ 

 8B5E 土日竹 ㄕㄥ 

 8B5F 土月竹山 ㄇㄞˋ 

 8B60 土木大 ㄎㄨㄞˋ 

 8B61 土木一手 ㄨㄟˇ 

 8B62 土水心 ㄑㄩㄝˋ 

 8B63 土竹金 ㄩㄣˊ 

 8B64 土竹水 ㄅㄢˇ 

 8B65 土戈中弓 ㄐㄧㄝˊ 

 8B66 土戈尸中 ㄑㄩㄝˋ 

 8B67 土大金火 ㄌㄧㄠˊ 

 8B68 土一日 ㄅㄞˇ 

 8B69 土一田一 ㄐㄧㄤ 

 8B6A 土一卜 ㄒㄧㄚˋ 

 8B6B 土弓戈 ㄕㄨ 

 8B6C 土人弓火 ㄔㄣˋ 

 8B6D 土人口廿 ㄧㄢˊ ㄧㄢˋ 

 8B6E 土口土口 ㄓㄜˊ 

 8B6F 土口土口口 ㄒㄧˇ 

 8B70 土尸廿廿 ㄆㄧㄥˊ 

 8B71 土廿月金 ㄉㄧㄢˇ 

 8B72 土女戈尸 ㄏㄨㄢˋ 

 8B73 土田人中 ㄐㄧㄝˋ 

 8B74 土卜中竹 ㄅㄨˋ 

 8B75 竹日木 ㄍㄠ 

 8B76 竹日田 ㄔㄤ 

 8B77 竹月竹女火 ㄇㄧㄢˊ 

 8B78 竹木水手 ㄕˋ 

 8B79 竹木戈大大 ㄅㄚˊ 

 8B7A 竹木弓火 ㄔㄥ ㄔㄣˋ  ㄔㄥˋ 

 8B7B 竹木弓大土 ㄊㄧㄥˇ 

 8B7C 竹木弓尸心 ㄐㄧˊ 

 8B7D 竹木弓難山 ㄑㄧㄡ 

 8B7E 竹木人日水 ㄈㄨˋ 

 8BA1 竹水木 ㄊㄧㄠˊ ㄉㄧ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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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BA2 竹水大尸 ㄨˋ 

 8BA3 竹水田 ㄅㄟˋ 

 8BA4 竹竹木一 ㄊㄧˇ 

 8BA5 竹竹竹手 ㄌㄧˊ 

 8BA6 竹竹弓戈 ㄆㄥˊ 

 8BA7 竹竹手山 ㄅㄧˇ 

 8BA8 竹竹尸一女 ㄓㄤˋ 

 8BA9 竹十心 ㄖㄣˊ 

 8BAA 竹大金 ㄑㄧˇ 

 8BAB 竹大中中 ㄐㄧㄠ ㄑㄧㄠˊ 

 8BAC 竹一月 ㄕㄣ 

 8BAD 竹一十大 ㄍㄢˇ 

 8BAE 竹一廿十 ㄏㄨㄚˊ 

 8BAF 竹弓戈大大 ㄅㄧㄠ 

 8BB0 竹弓一日 ㄈㄥ 

 8BB1 竹人山一月 ㄖㄨㄟˋ 

 8BB2 竹心廿 ㄕˋ 

 8BB3 竹手竹手手 ㄅㄣ ㄅㄣˋ 

 8BB4 竹口人大 ㄉㄧˊ 

 8BB5 竹口山 ㄌㄨㄢˋ ㄌㄢˋ 

 8BB6 竹口卜廿十 ㄘˊ 

 8BB7 竹尸大 ㄙㄨㄣˇ 

 8BB8 竹廿一 ㄍㄢ 

 8BB9 竹山火 ㄇㄠˊ 

 8BBA 竹山卜口 ㄓㄢ ㄊㄢˇ 

 8BBB 竹卜廿山 ㄌㄨㄥˊ ㄌㄨㄥˇ 

 8BBC 戈 ㄍㄨㄤˇ 

 8BBD 戈水一月金 ㄧㄝˋ 

 8BBE 戈火弓火 ㄇㄧˊ ㄋㄧˇ 

 8BBF 戈火山 ㄌㄧˇ 

 8BC0 戈火卜金大 ㄧˋ 

 8BC1 戈火卜口 ㄓㄢˋ 

 8BC2 戈土戈 ㄓㄨㄤ 

 8BC3 戈戈 ㄍㄨㄤˇ 

 8BC4 戈大一一 ㄙㄢ ㄕㄣ ㄘㄢ ㄘ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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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BC5 戈大心 ㄌㄨㄥˊ 

 8BC6 戈中弓 ㄇㄣˊ 

 8BC7 戈一月 ㄩㄝˋ 

 8BC8 戈一中 ㄔㄨㄥ 

 8BC9 戈一弓 ㄊㄧㄥ 

 8BCA 戈一人一木 ㄊㄨˊ 

 8BCB 戈一卜口火 ㄌㄧㄤˊ 

 8BCC 戈弓人戈 ㄈㄚˊ 

 8BCD 戈心 ㄧㄥ ㄧㄥˋ 

 8BCE 戈心一一 ㄦˋ 

 8BCF 戈口卜廿十 ㄘˊ 

 8BD0 戈卜人日 ㄐㄧˇ 

 8BD1 十月戈大 ㄒㄧㄢˋ 

 8BD2 十金月人山 ㄧㄠˊ 

 8BD3 十金土口山 ㄗㄠˋ 

 8BD4 十金戈心 ㄔㄨㄤ 

 8BD5 十十大一口 ㄧˇ 

 8BD6 十十田中十 ㄧˋ 

 8BD7 十十卜金女 ㄍㄨㄣˇ 

 8BD8 十一土戈 ㄅㄠˇ 

 8BD9 十一心 ㄉㄜˊ 

 8BDA 十人土土 ㄐㄧㄚ 

 8BDB 十手大 ㄕˊ 

 8BDC 十卜金 ㄖㄨˋ ㄖㄡˋ 

 8BDD 十卜大 ㄕˊ 

 8BDE 大木 ㄉㄨㄥ 

 8BDF 大戈心 ㄊㄞˋ 

 8BE0 大中一金 ㄎㄨㄟˋ 

 8BE1 大手 ㄔㄜ 

 8BE2 大口人一月 ㄉㄢ․ 

 8BE3 大廿一金 ㄏㄨㄤˊ 

 8BE4 中日竹山 ㄦˊ ㄋㄧˊ ㄦ 

 8BE5 中水 ㄉㄞˋ ㄧˋ 

 8BE6 中戈木月弓 ㄘˋ 

 8BE7 中戈十大心 ㄌㄠ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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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BE8 中戈大尸口 ㄐㄧㄚ 

 8BE9 中戈廿金中 ㄙ 

 8BEA 中戈廿中月 ㄇㄢˊ 

 8BEB 中戈山 ㄑㄧㄡˊ ㄐㄧㄡ ㄐㄧㄡˇ 

 8BEC 中大一尸 ㄎㄨˋ 

 8BED 中田弓中 ㄧㄡˊ 

 8BEE 中田山 ㄉㄧㄢˋ 

 8BEF 一日一 ㄍㄣˋ ㄍㄥˋ ㄏㄨˋ 

 8BF0 一月月 ㄌㄧˋ 

 8BF1 一月竹弓 ㄐㄧ 

 8BF2 一月廿土大 ㄇㄟˇ 

 8BF3 一土 ㄧㄚ 

 8BF4 一土金人口 ㄍㄨˇ 

 8BF5 一土木 ㄑㄧㄣˊ 

 8BF6 一土木一 ㄅㄣˇ 

 8BF7 一土火月月 ㄔㄤˊ 

 8BF8 一土火火戈 ㄧㄥˊ 

 8BF9 一土土 ㄧㄚˊ ㄧㄞˊ ㄞˊ 

 8BFA 一土土戈 ㄈㄚˇ ㄈㄚˋ 

 8BFB 一土竹日土 ㄏㄨㄤˊ 

 8BFC 一土竹月口 ㄒㄧㄤˋ 

 8BFD 一土竹竹水 ㄌㄧˊ 

 8BFE 一土竹竹田 ㄌㄧㄡˊ 

 8C40 一土竹手一 ㄕㄥ 

 8C41 一土戈 ㄧㄚ 

 8C42 一土戈弓水 ㄩㄥˇ 

 8C43 一土大大大 ㄕㄨㄤˇ 

 8C44 一土中一金 ㄍㄨㄟˋ ㄍㄨㄟ 

 8C45 一土一月心 ㄌㄧˋ 

 8C46 一土一戈日 ㄐㄧㄣˋ 

 8C47 一土一心一 ㄨˇ 

 8C48 一土心廿木 ㄉㄧㄝˊ 

 8C49 一土手人 ㄈㄨ 

 8C4A 一土口女心 ㄇㄧㄣˊ 

 8C4B 一土尸手中 ㄋㄚ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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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C4C 一土廿金日 ㄆㄨˇ 

 8C4D 一土廿金中 ㄙ 

 8C4E 一土廿土大 ㄇㄟˇ 

 8C4F 一土山日心 ㄎㄨㄣ 

 8C50 一土田戈一 ㄍㄨㄛˊ 

 8C51 一土卜日十 ㄓㄨㄛˊ 

 8C52 一土卜月月 ㄉㄧˋ 

 8C53 一土卜口月 ㄏㄠˋ 

 8C54 一土卜口火 ㄑㄩㄥˊ 

 8C55 一大山 ㄨˊ ㄇㄛˊ 

 8C56 一中田山 ㄏㄨㄚˋ 

 8C57 一一日 ㄐㄧㄣˋ 

 8C58 一一廿戈 ㄔㄨˊ 

 8C59 一口日一戈 ㄞˋ 

 8C5A 一口月人火 ㄑㄧˋ ㄑㄧㄝˋ 

 8C5B 一口月人山 ㄧㄠˊ 

 8C5C 一口金人口 ㄍㄨˇ 

 8C5D 一口木田 ㄔㄣˊ 

 8C5E 一口竹水 ㄅㄢˇ 

 8C5F 一口竹十山 ㄉㄨㄣˋ 

 8C60 一口竹弓戈 ㄈㄥ 

 8C61 一口竹弓戈 ㄈㄢˊ 

 8C62 一口戈竹口 ㄐㄧㄢˇ 

 8C63 一口大弓十 ㄙㄨㄟˋ ㄘㄨㄟˋ 

 8C64 一口一戈土 ㄓˊ 

 8C65 一口人戈弓 ㄐㄧㄣ 

 8C66 一口山人月 ㄌㄨㄣˊ 

 8C67 一尸大尸 ㄌㄧˋ 

 8C68 一廿金 ㄧㄚˋ 

 8C69 一山火 ㄑㄧˋ 

 8C6A 一女木 ㄌㄜˋ 

 8C6B 一田日心心 ㄎㄨㄣ 

 8C6C 一田月月 ㄆㄥˊ 

 8C6D 一田竹土山 ㄒㄧㄢ 

 8C6E 一田十女 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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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C6F 一田大戈 ㄊㄞˋ 

 8C70 一田大弓十 ㄗㄨㄟˋ 

 8C71 一田一木 ㄩˊ 

 8C72 一田一火十 ㄆㄧㄥˊ 

 8C73 一田人弓木 ㄑㄧˋ 

 8C74 一田人田卜 ㄇㄟˊ 

 8C75 一田手人 ㄈㄨ 

 8C76 一田尸中火 ㄐㄧ 

 8C77 弓月金人口 ㄍㄨˇ 

 8C78 弓火 ㄦˇ 

 8C79 弓火土 ㄊㄨˇ 

 8C7A 弓火大一口 ㄑㄧˊ 

 8C7B 弓火弓火火 ㄒㄧㄢ ㄒㄧㄢˇ 

 8C7C 弓火口口尸 ㄜˋ 

 8C7D 弓火田人廿 ㄨㄣ 

 8C7E 弓火卜口 ㄧㄢˇ 

 8CA1 弓竹心 ㄨˋ 

 8CA2 弓戈弓中 ㄒㄧˋ 

 8CA3 弓大竹日 ㄆㄛˋ 

 8CA4 弓中日 ㄧㄤˊ 

 8CA5 弓中人一人 ㄒㄧㄢˇ 

 8CA6 弓中卜大月 ㄙㄨㄟˊ 

 8CA7 弓一木中 ㄕㄨ ㄕㄨˋ ㄙㄨ 

 8CA8 弓弓 ㄍㄨㄥ 

 8CA9 弓弓火 ㄇㄧˊ 

 8CAA 弓人 ㄈㄟ 

 8CAB 弓人一廿 ㄈㄚ 

 8CAC 弓尸木 ㄉㄨㄛˇ 

 8CAD 弓女尸一 ㄇㄚˇ 

 8CAE 弓田中山 ㄍㄨㄟ ㄐㄩㄣ ㄑㄧㄡ 

 8CAF 人日心竹竹 ㄨˋ 

 8CB0 人木人人 ㄌㄞˊ ㄌㄞˋ 

 8CB1 人火一山 ㄍㄨㄤ ㄍㄨㄥ 

 8CB2 人土月山山 ㄍㄨㄢ ㄍㄨㄢˋ 

 8CB3 人土竹弓 ㄆㄧㄥ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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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CB4 人土大尸 ㄑㄩㄢˋ 

 8CB5 人土弓人 ㄏㄨㄢ 

 8CB6 人竹月山 ㄗˋ 

 8CB7 人竹木日 ㄒㄧㄤ 

 8CB8 人竹中人 ㄒㄧㄣ 

 8CB9 人竹弓戈 ㄈㄢˊ 

 8CBA 人戈竹竹女 ㄆㄞˋ 

 8CBB 人戈廿月大 ㄙㄢˇ 

 8CBC 人戈廿土口 ㄕㄢˋ 

 8CBD 人戈廿中火 ㄧㄢˋ 

 8CBE 人十戈十 ㄗㄞˋ 

 8CBF 人十田十 ㄔㄜ ㄐㄩ 

 8CC0 人大竹大中 ㄐㄧㄠˇ 

 8CC1 人一月月 ㄌㄧˋ 

 8CC2 人一一戈 ㄏㄨㄟˋ ㄍㄨㄟˋㄎㄨㄞˋ ㄏㄨㄟˇ 

 8CC3 人一一山 ㄩㄢˊ 

 8CC4 人弓戈弓 ㄩˊ 

 8CC5 人弓戈口 ㄇㄧㄥˊ ㄇㄧㄥˇ 

 8CC6 人弓大 ㄑㄧˋ 

 8CC7 人弓人 ㄐㄧㄡˇ 

 8CC8 人弓卜田大 ㄌㄨˇ 

 8CC9 人人 ㄘㄨㄥˊ ㄗㄨㄥ ㄗㄨㄥˋ ㄘㄨㄥ 

 8CCA 人人水 ㄈㄢˇ 

 8CCB 人人土尸 ㄐㄩㄣˋ ㄗㄨㄣˋ 

 8CCC 人人人 ㄓㄨㄥˋ 

 8CCD 人人尸大 ㄐㄧㄢˋ 

 8CCE 人心十 ㄏㄨㄚˊ 

 8CCF 人手木戈 ㄕㄡˋ 

 8CD0 人手弓戈 ㄔㄨㄢˊ 

 8CD1 人手尸 ㄨㄟˇ 

 8CD2 人口十口口 ㄍㄨㄢˇ 

 8CD3 人口一大 ㄩˇ 

 8CD4 人尸竹中 ㄐㄧㄤˋ 

 8CD5 人尸心 ㄋㄧˇ 

 8CD6 人廿金廿 ㄧ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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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CD7 人廿土大 ㄇㄟˇ 

 8CD8 人卜中金 ㄧˋ 

 8CD9 心竹人一日 ㄏㄨㄟˋ 

 8CDA 心大弓人 ㄎㄨㄢˇ 

 8CDB 心弓山 ㄧˋ 

 8CDC 心心 ㄒㄩㄥ 

 8CDD 心山弓中 ㄘㄨㄣ 

 8CDE 手日一 ㄉㄢ ㄉㄢˋ 

 8CDF 手水手 ㄗㄜˊ 

 8CE0 手竹水弓 ㄐㄩˋ 

 8CE1 手竹尸 ㄏㄨˋ 

 8CE2 手戈戈 ㄎㄨㄛˋ 

 8CE3 手十十十 ㄍㄢˇ 

 8CE4 手一木戈 ㄕㄡˋ 

 8CE5 手一竹水 ㄇㄞˋ ㄇㄛˋ 

 8CE6 手人土尸 ㄒㄧ ㄒㄧㄝˊ 

 8CE7 手尸中水 ㄅㄠˋ 

 8CE8 手山人尸 ㄒㄧ 

 8CE9 口日心心 ㄎㄨㄣ 

 8CEA 口金中 ㄧㄚ ㄚ 

 8CEB 口木木 ㄌㄢˊ ㄌㄣˋ 

 8CEC 口土田金 ㄇㄞˋ 

 8CED 口竹日戈 ㄉㄜ․ 

 8CEE 口竹月口 ㄒㄧㄤˇ 

 8CEF 口竹木 ㄏㄜˊ ㄏㄜˋ ㄏㄢˋ ㄏㄨˊ 

 8CF0 口竹土戈 ㄉㄧㄡ 

 8CF1 口竹竹女 ㄍㄨ ㄨㄚ ㄍㄨㄚ 

 8CF2 口竹弓木 ㄉㄨㄛˇ 

 8CF3 口竹人一口 ㄉㄚ 

 8CF4 口戈弓水 ㄩㄥˇ 

 8CF5 口十口山 ㄎㄜˋ 

 8CF6 口十廿土 ㄙㄞ 

 8CF7 口大一火 ㄋㄞˋ 

 8CF8 口中田 ㄧㄡˋ 

 8CF9 口一月尸 ㄒㄩㄝ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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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CFA 口弓中 ㄧㄣˇ ㄕㄣˇ 

 8CFB 口人戈女 ㄕˊ 

 8CFC 口心木 ㄧㄝˇ 

 8CFD 口心心 ㄅㄧˋ ㄅㄧㄝˊ 

 8CFE 口手大木 ㄑㄧㄣˊ 

 8D40 口手人 ㄈㄨ ㄈㄨˊ ㄉㄧㄝˊ 

 8D41 口口 ㄌㄧㄣˊ 

 8D42 口口口尸 ㄜˋ 

 8D43 口尸弓人 ㄡ 

 8D44 口廿金日 ㄆㄨˇ 

 8D45 口廿水竹 ㄕㄚ 

 8D46 口廿大 ㄒㄧㄠˋ 

 8D47 口廿廿 ㄐㄧㄥˇ 

 8D48 口田土弓 ㄧㄝˇ 

 8D49 口卜 ㄐㄧ 

 8D4A 口卜大 ㄉㄚˊ 

 8D4B 口卜一 ㄕㄤˋ 

 8D4C 口卜一卜 ㄌㄨㄥˋ 

 8D4D 尸 ㄈ 

 8D4E 尸火大戈 ㄊㄨㄛˊ ㄉㄨㄛˋ 

 8D4F 尸火心竹山 ㄐㄧㄢˋ 

 8D50 尸火尸金 ㄆㄧ 

 8D51 尸火尸人 ㄧˋ 

 8D52 尸火廿金木 ㄧㄝˋ 

 8D53 尸竹月手 ㄩㄥˋ 

 8D54 尸竹金月手 ㄖㄢˇ 

 8D55 尸十月月手 ㄕㄨㄣˋ 

 8D56 尸十金戈心 ㄘㄨㄥ 

 8D57 尸十廿大 ㄌㄧㄢˊ 

 8D58 尸一火 ㄌㄧㄥˊ 

 8D59 尸人大 ㄧ ㄧˋ 

 8D5A 尸人卜 ㄐㄧㄣˋ 

 8D5B 尸心月山金 ㄒㄧㄢˊ ㄒㄧㄢˋ 

 8D5C 廿日弓口 ㄌㄢˊ 

 8D5D 廿月卜 ㄉ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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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D5E 廿金 ㄧㄝˋ 

 8D5F 廿金木 ㄑㄧˊ ㄑㄧˊ 

 8D60 廿火大大 ㄕㄨˋ 

 8D61 廿土口口 ㄒㄧˇ 

 8D62 廿土口口 ㄐㄧㄚ 

 8D63 廿竹木火 ㄙㄨ 

 8D64 廿竹木戈 ㄌㄧㄥˊ 

 8D65 廿竹人戈 ㄉㄜˊ 

 8D66 廿竹尸 ㄌㄨˊ 

 8D67 廿竹女中 ㄧㄣˋ 

 8D68 廿戈竹尸 ㄘㄤˊ ㄗㄤˋ 

 8D69 廿十竹口 ㄎㄜˋ 

 8D6A 廿大 ㄍㄨㄢ 

 8D6B 廿大 ㄓㄨㄛˊ 

 8D6C 廿大竹大 ㄏㄨㄛˋ ㄏㄨㄞˊ 

 8D6D 廿大一火 ㄋㄞˋ 

 8D6E 廿中月口 ㄊㄧㄝˇ 

 8D6F 廿中田中 ㄕㄣ 

 8D70 廿一月一 ㄌㄧㄥˊ 

 8D71 廿一土金 ㄑㄧˊ 

 8D72 廿一中一 ㄧㄚˇ 

 8D73 廿一一 ㄌㄢˊ 

 8D74 廿一尸山 ㄜˋ 

 8D75 廿弓中一 ㄙㄚˋ 

 8D76 廿弓尸木 ㄉㄨㄛˇ 

 8D77 廿弓山 ㄧˋ 

 8D78 廿心大心 ㄘㄨㄥ 

 8D79 廿心心日 ㄐㄧㄝ 

 8D7A 廿手 ㄇㄧˇ 

 8D7B 廿手月山 ㄓㄠˊ ㄓㄜ․ ㄓㄠ ㄓㄨˋ ㄓㄨㄛˊ 

 8D7C 廿手火木手 ㄌㄧㄣˊ 

 8D7D 廿手十人 ㄐㄧㄝˊ 

 8D7E 廿手一火 ㄙㄨˋ 

 8DA1 廿手廿手手 ㄕㄢ 

 8DA2 廿廿金日 ㄆㄨ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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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DA3 廿廿一 ㄍㄢ 

 8DA4 廿女尸中 ㄋㄨㄛˊ 

 8DA5 廿女尸心 ㄋㄧˊ 

 8DA6 廿田木 ㄍㄨㄛˇ 

 8DA7 廿田木田 ㄌㄢˊ 

 8DA8 廿田大心 ㄣ 

 8DA9 廿卜日十 ㄓㄨㄛˊ 

 8DAA 廿卜一一 ㄖㄨㄟˇ 

 8DAB 廿卜卜 ㄅㄧㄢˋ 

 8DAC 廿卜人木 ㄧㄠˋ ㄩㄝˋ 

 8DAD 廿卜口木 ㄍㄠˇ 

 8DAE 山日心心 ㄎㄨㄣ 

 8DAF 山日田水 ㄇㄢˊ 

 8DB0 山月 ㄩㄝˋ 

 8DB1 山水土 ㄉㄧˋ ㄉㄜ․ 

 8DB2 山土土山 ㄧㄠˊ ㄧㄠˊ 

 8DB3 山竹水十 ㄈㄥ 

 8DB4 山戈一口廿 ㄈㄥ 

 8DB5 山十大戈 ㄏㄨㄥˊ ㄖㄨㄥˊ 

 8DB6 山一日 ㄅㄞˇ 

 8DB7 山弓山水 ㄏㄢˊ 

 8DB8 山廿月木 ㄖㄨㄥˊ 

 8DB9 山廿金弓竹 ㄈㄥ 

 8DBA 山卜一卜 ㄎㄚˇ 

 8DBB 山卜廿弓 ㄑㄧˊ 

 8DBC 女火金戈心 ㄗㄨㄥˇ 

 8DBD 女火戈戈 ㄒㄧㄢˋ 

 8DBE 女火一十 ㄑㄧㄢ 

 8DBF 女火一山 ㄍㄨㄤ 

 8DC0 女火人土土 ㄐㄧㄚ 

 8DC1 女火人中木 ㄊㄧㄠˊ ㄊㄠ 

 8DC2 女火心 ㄋㄧㄣˊ 

 8DC3 女火山 ㄐㄧㄡ ㄐㄧㄡˇ 

 8DC4 女火卜大金 ㄐㄧㄠ 

 8DC5 女火卜大金 ㄨㄣ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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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DC6 女竹大中 ㄐㄧㄠ 

 8DC7 女戈竹水 ㄇㄛˇ 

 8DC8 女戈一火尸 ㄏㄨㄢˋ 

 8DC9 女十月金 ㄓㄣ 

 8DCA 女尸一 ㄈㄨˋ 

 8DCB 女尸廿廿 ㄆㄧㄥˊ 

 8DCC 女廿金中 ㄙ 

 8DCD 女廿大月 ㄧㄥ 

 8DCE 女卜中月 ㄐㄧㄝˇ ㄗˇ 

 8DCF 女卜廿心 ㄧˋ 

 8DD0 女卜女弓 ㄧㄥˊ 

 8DD1 田木田木木 ㄍㄨㄛˇ 

 8DD2 田竹日火 ㄋㄧㄠˇ 

 8DD3 田戈廿金 ㄎㄨㄤˋ 

 8DD4 田中弓戈 ㄌㄨㄛˊ 

 8DD5 田人戈口 ㄏㄢˊ 

 8DD6 田廿廿 ㄐㄧㄥ ㄍㄥ 

 8DD7 卜日 ㄖˋ 

 8DD8 卜日心一一 ㄩㄣˋ 

 8DD9 卜月 ㄊㄨˋ 

 8DDA 卜月月口 ㄌㄧˊ 

 8DDB 卜木戈 ㄍㄨㄛˋ ㄍㄨㄛ ㄍㄨㄛ․  
 8DDC 卜竹土山 ㄒㄩㄢˇ 

 8DDD 卜竹十 ㄑㄧㄢ 

 8DDE 卜戈廿 ㄑㄧˋ 

 8DDF 卜十 ㄓㄜˋ 

 8DE0 卜大 ㄉㄚˊ ㄊㄚˋ ㄊㄧˋ 

 8DE1 卜大 ㄊㄡˊ ㄊㄡ․ 

 8DE2 卜大竹竹竹 ㄨㄣˊ ㄨㄣˋ 

 8DE3 卜大大尸 ㄒㄧㄠˋ 

 8DE4 卜大中中 ㄑㄧˊ ㄐㄧˋ ㄓㄞ ㄗ 

 8DE5 卜大中中 ㄑㄧˊ 

 8DE6 卜大中弓 ㄌㄧㄡˊ 

 8DE7 卜大弓木 ㄒㄧㄠˊ ㄒㄩㄝˊ 

 8DE8 卜中卜女 ㄆㄟ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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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DE9 卜一 ㄧ 

 8DEA 卜一火 ㄏㄨㄢˊ ㄏㄞˊ ㄒㄩㄢˊ 

 8DEB 卜一竹尸 ㄇㄞˋ 

 8DEC 卜一一戈 ㄩㄣˋ 

 8DED 卜一一卜 ㄎㄚˇ 

 8DEE 卜弓火 ㄦˇ 

 8DEF 卜弓竹水 ㄐㄧˊ 

 8DF0 卜手尸 ㄨㄟˊ 

 8DF1 卜口火月田 ㄉㄤˇ 

 8DF2 卜口戈 ㄓㄢˋ 

 8DF3 卜口大 ㄉㄧㄢˇ 

 8DF4 卜口一口口 ㄍㄜ 

 8DF5 卜口卜月金 ㄓㄣ 

 8DF6 卜尸土 ㄎㄨㄣ 

 8DF7 卜尸竹 ㄅㄧㄢ 

 8DF8 卜廿十月一 ㄧˊ ㄧˋ 

 8DF9 卜廿十一弓 ㄓㄨˋ 

 8DFA 卜廿大一口 ㄑㄧˊ 

 8DFB 卜廿田山 ㄌㄨㄥˊ ㄌㄨㄥˇ 

 8DFC 卜廿卜廿 ㄅㄧㄥˋ 

 8DFD 卜廿卜廿廿 ㄌㄧˋ 

 8DFE 卜卜 ㄅㄨˇ 

 8E40 弓廿大尸 ㄇㄥˋ 

 8E41 人木水戈 ㄔㄚ 

 8E42 口竹日心 ㄗㄠˋ 

 8E43 口廿一木 ㄇㄧㄝ 

 8E44 口弓尸木 ㄉㄨㄛ․ 

 8E45 土卜中竹 ㄒㄧˇ 

 8E46 土竹水十 ㄆㄥˊ 

 8E47 山水土 ㄧㄢ 

 8E48 土戈金水 ㄐㄩㄣˋ 

 8E49 女人田卜 ㄇㄨˇ 

 8E4A 女一一口 ㄨˇ 

 8E4B 女竹口火 ㄨ 

 8E4C 女十月金 ㄓ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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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E4D 女卜口弓 ㄏㄥ 

 8E4E 女十一山 ㄩㄢˋ 

 8E4F 人大女 ㄧㄡ 

 8E50 十人一金 ㄅㄧㄣ 

 8E51 十山木戈 ㄎㄜˋ 

 8E52 山竹水十 ㄈㄥ 

 8E53 山十大戈 ㄏㄨㄥˊ 

 8E54 手中中月 ㄅㄤ 

 8E55 戈弓戈月 ㄩㄥ 

 8E56 女土廿 ㄓㄨㄤˋ 

 8E57 十中心 ㄏㄨㄟˋ 

 8E58 竹弓心 ㄏㄤˊ 

 8E59 日女心 ㄎㄣˇ 

 8E5A 心竹木弓 ㄌㄧˋ 

 8E5B 竹廿心 ㄒㄩˋ 

 8E5C 手手十中 ㄅㄤ 

 8E5D 手一土廿 ㄋㄨㄥˋ 

 8E5E 手十大弓 ㄐㄧㄡˋ 

 8E5F 尸口人大 ㄨㄣˊ 

 8E60 一金日 ㄐㄧㄣˋ 

 8E61 日火一山 ㄏㄨㄤˇ 

 8E62 日弓戈手 ㄕㄨㄣˋ 

 8E63 廿田日 ㄗㄠ 

 8E64 木一日 ㄅㄛˊ 

 8E65 一十木 ㄎㄢ 

 8E66 木竹難 ㄐㄧㄡˋ 

 8E67 一弓木 ㄈㄢˋ 

 8E68 木廿手 ㄧㄤˊ 

 8E69 木弓戈中 ㄌㄧㄡˇ 

 8E6A 木中一人 ㄓㄠˋ 

 8E6B 木一水一 ㄑㄧˋ 

 8E6C 木竹土山 ㄒㄧㄢˇ 

 8E6D 木弓戈手 ㄔㄨㄢˇ 

 8E6E 木戈竹尸 ㄔㄥˊ 

 8E6F 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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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E70 水人一金 ㄅㄤ 

 8E71 水月木 ㄘㄞˇ 

 8E72 水竹水十 ㄈㄥ 

 8E73 水竹木尸 ㄒㄧㄡˋ 

 8E74 水卜廿十 ㄒㄧㄣ 

 8E75 火手水 ㄑㄩㄢˊ 

 8E76 戈竹一火 ㄒㄩㄝˋ 

 8E77 火田大 ㄧㄢ 

 8E78 火竹月卜 ㄓㄡ 

 8E79 一土竹月口 ㄒㄧㄤˋ 

 8E7A 一土一日 ㄅㄛˋ 

 8E7B 一土戈竹尸 ㄔㄥˊ 

 8E7C 竹日田 ㄅㄛˊ 

 8E7D 大一弓口 ㄎㄜ 

 8E7E 大心口山 ㄆㄠˋ 

 8EA1 弓山月廿 ㄨㄢˇ 

 8EA2 月山卜一心 ㄗˋ 

 8EA3 月山中月大 ㄧㄥˋ 

 8EA4 竹木戈大大 ㄅㄚˊ 

 8EA5 卜廿十一弓 ㄓㄨˋ 

 8EA6 卜廿卜廿 ㄅㄧㄥˋ 

 8EA7 竹尸大 ㄙㄨㄣˇ 

 8EA8 竹竹手山 ㄅㄧˇ 

 8EA9 竹尸木 ㄓㄥ 

 8EAA 竹竹一中 ㄐㄧㄣ 

 8EAB 火木大弓十 ㄗㄨˊ 

 8EAC 女火心戈 ㄍㄡ 

 8EAD 女火人大 ㄨㄣˊ 

 8EAE 女火竹水 ㄈㄢˇ 

 8EAF 尸一卜大 ㄨㄣˋ 

 8EB0 尸十金一尸 ㄒㄧ 

 8EB1 尸十人一尸 ㄒㄧ 

 8EB2 月大尸尸 ㄒㄧㄝˊ 

 8EB3 月卜金大 ㄐㄧㄠ 

 8EB4 竹卜金戈 ㄔㄨㄢ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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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EB5 廿人金竹 ㄈㄣˋ 

 8EB6 廿弓戈中 ㄐㄧㄠ 

 8EB7 廿卜竹女 ㄧ 

 8EB8 廿弓尸木 ㄉㄨㄛˇ 

 8EB9 廿戈竹戈 ㄕㄨˋ 

 8EBA 中心竹 ㄇㄧˋ 

 8EBB 中竹尸 ㄗㄨㄛˋ 

 8EBC 中大口 ㄧㄡˋ 

 8EBD 中十木 ㄇㄛˋ 

 8EBE 中卜中一 ㄓˇ 

 8EBF 卜口大弓戈 ㄨㄢˇ 

 8EC0 卜卜中金 ㄐㄧ 

 8EC1 一田一木 ㄩ 

 8EC2 金大尸 ㄌㄜˋ 

 8EC3 金金 ㄈㄨˇ 

 8EC4 日弓一弓 ㄉㄧㄥ 

 8EC5 弓中戈金水 ㄐㄩㄣˋ 

 8EC6 人廿土大 ㄇㄟˇ 

 8EC7 人人日水 ㄈㄨˋ 

 8EC8 人日一竹 ㄧㄤˊ 

 8EC9 月一口田 ㄈㄨˋ 

 8ECA 戈一手大大 ㄘㄡˋ 

 8ECB 竹十月金 ㄓˊ 

 8ECC 口木木 ㄌㄧㄣˊ 

 8ECD 口山一口 ㄧㄢˊ 

 8ECE 木中口 ㄒㄧ 

 8ECF 口廿廿金 ㄆㄥˋ 

 8ED0 卜尸土 ㄎㄨㄣ 

 8ED1 土月山金 ㄅㄚˋ 

 8ED2 弓戈土 ㄈㄨˋ 

 8ED3 土竹日土 ㄏㄨㄤˊ 

 8ED4 土山一十 ㄢˋ 

 8ED5 木廿土 ㄅㄧㄥˋ 

 8ED6 女中難中 ㄧㄣ 

 8ED7 女卜口木 ㄒㄧㄤ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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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ED8 十人土 ㄓㄨㄟ 

 8ED9 山人一月 ㄌㄨㄣˊ 

 8EDA 山弓山水 ㄏㄢˊ 

 8EDB 山日心心 ㄎㄨㄣ 

 8EDC 山月廿山 ㄍㄤ 

 8EDD 山大一弓口 ㄑㄧˊ 

 8EDE 山田十口 ㄍㄨˋ 

 8EDF 弓一火月 ㄇㄧˊ 

 8EE0 心月一金 ㄐㄩˋ 

 8EE1 尸大口心 ㄐㄩㄣ 

 8EE2 戈竹一女 ㄨㄟ 

 8EE3 手竹弓戈 ㄈㄥ 

 8EE4 手金弓竹 ㄊㄧˋ 

 8EE5 日竹土口 ㄏㄠˋ 

 8EE6 木月山山 ㄐㄧㄢˇ 

 8EE7 木人一金 ㄅㄧㄣ 

 8EE8 木尸竹山 ㄨㄟˇ 

 8EE9 木木弓戈 ㄇㄥˋ 

 8EEA 卜水木 ㄘㄢˋ 

 8EEB 木尸戈木 ㄌㄧㄤˊ 

 8EEC 木金人口 ㄍㄨˇ 

 8EED 木口木 ㄉㄞ 

 8EEE 心大弓人 ㄎㄨㄢˇ 

 8EEF 水竹竹十 ㄆㄞˊ 

 8EF0 水廿廿弓 ㄩㄢ 

 8EF1 水廿大弓 ㄩㄢ 

 8EF2 水大一口 ㄧ 

 8EF3 水竹日月 ㄇㄧㄢˊ 

 8EF4 水日竹土 ㄖㄣˊ 

 8EF5 水月手人 ㄈㄨ 

 8EF6 火月金口 ㄐㄩㄥˇ 

 8EF7 水木火 ㄐㄧㄝˊ 

 8EF8 大竹十大日 ㄓㄨ 

 8EF9 一土卜弓人 ㄨˇ 

 8EFA 一土戈金水 ㄐㄩㄣ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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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FB 一土尸手中 ㄋㄚˋ 

 8EFC 一弓一日 ㄅㄞˇ 

 8EFD 田竹水口 ㄌㄩㄝˋ 

 8EFE 田卜金大 ㄐㄧㄠˇ 

 8F40 廿土月廿 ㄍㄞˋ 

 8F41 一口廿廿 ㄅㄧㄥˋ 

 8F42 戈火竹水口 ㄍㄜˊ 

 8F43 戈火一日 ㄅㄞˇ 

 8F44 一田竹木 ㄏㄜˊ 

 8F45 竹木土木戈 ㄕˋ 

 8F46 十金戈心 ㄔㄨㄤ 

 8F47 竹竹竹中 ㄇㄠˇ 

 8F48 竹心廿 ㄕˋ 

 8F49 火木中田 ㄓㄡˋ 

 8F4A 女火戈竹 ㄨˋ 

 8F4B 月土戈中 ㄐㄧㄠˇ 

 8F4C 月尸水 ㄋㄧㄠˋ 

 8F4D 竹山木一 ㄍㄠ 

 8F4E 廿人卜廿 ㄌㄧˋ 

 8F4F 廿人戈口 ㄏㄢˊ 

 8F50 廿尸手中 ㄋㄚˋ 

 8F51 廿月一戈 ㄧㄥˊ 

 8F52 廿一一女 ㄔㄣˊ 

 8F53 廿廿中弓 ㄎㄨㄞˇ 

 8F54 廿火心戈 ㄓㄨㄛˊ 

 8F55 中戈大尸口 ㄐㄧㄚ 

 8F56 卜口心口 ㄍㄡˋ 

 8F57 土人弓人 ㄗ 

 8F58 土人人戈弓 ㄐㄧㄣ 

 8F59 竹竹中月山 ㄉㄢ 

 8F5A 十十手人 ㄈㄨ 

 8F5B 木弓戈月 ㄊㄨㄥˇ 

 8F5C 一田手人 ㄈㄨ 

 8F5D 一田大戈 ㄊㄞˋ 

 8F5E 一田竹土山 ㄒㄧㄢ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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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F5F 金尸竹戈 ㄖㄣˋ 

 8F60 金大大 ㄓㄤˋ 

 8F61 金弓人 ㄐㄧㄡˇ 

 8F62 弓中竹難山 ㄋㄧˊ 

 8F63 一月一卜 ㄒㄧㄚˋ 

 8F64 一土木人人 ㄌㄞˋ 

 8F65 一火十月一 ㄨㄞ 

 8F66 人廿金廿 ㄧˋ 

 8F67 中心竹山 ㄉㄡ 

 8F68 土口土口 ㄓㄜˊ 

 8F69 口口口尸 ㄜˋ 

 8F6A 口人戈女 ㄕˊ 

 8F6B 口大土土 ㄎㄨㄣ 

 8F6C 口月一水 ㄩㄢˊ 

 8F6D 日口口 ㄓㄠ 

 8F6E 土心心日 ㄐㄧㄝ 

 8F6F 土木一手 ㄨㄟˇ 

 8F70 土田人中 ㄐㄧㄝˋ 

 8F71 土尸廿廿 ㄆㄧㄥˊ 

 8F72 戈木土 ㄊㄨˊ 

 8F73 土弓人月 ㄒㄩˋ 

 8F74 女廿中月大 ㄧㄥ 

 8F75 女尸廿廿 ㄆㄧㄣˊ 

 8F76 女木一手 ㄨㄟˇ 

 8F77 女卜尸人 ㄐㄧㄝˊ 

 8F78 女女弓水 ㄌㄨˋ 

 8F79 女廿人戈 ㄌㄧㄥˊ 

 8F7A 女卜口山 ㄌㄧㄤˋ 

 8F7B 山戈竹竹 ㄙㄨㄟˋ 

 8F7C 山竹日山 ㄊㄠˇ 

 8F7D 土戈中月 ㄅㄤ 

 8F7E 竹人竹尸月 ㄅㄧㄢˋ 

 8FA1 十一心 ㄉㄜˊ 

 8FA2 竹竹心 ㄨˋ 

 8FA3 女火心 ㄋㄧㄣˊ 



智慧局造字輸入法對照表 
 

 26

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8FA4 日心竹心 ㄊㄧˋ 

 8FA5 十女心 ㄓˊ 

 8FA6 手木日一 ㄓㄚ 

 8FA7 手十竹口 ㄎㄜˋ 

 8FA8 卜尸廿一金 ㄑㄧˊ 

 8FA9 日土金土 ㄇㄨˋ 

 8FAA 日人土 ㄨㄣˊ 

 8FAB 日戈竹女 ㄨㄟ 

 8FAC 日中一卜 ㄈㄟ 

 8FAD 日十中人 ㄐㄧㄝˊ 

 8FAE 木十弓山 ㄨㄢˇ 

 8FAF 竹竹木 ㄌㄧˊ 

 8FB0 廿金木 ㄑㄧˊ 

 8FB1 木日弓 ㄇㄣˊ 

 8FB2 木廿人心 ㄏㄨㄚ 

 8FB3 水木木 ㄇㄧㄠˇ 

 8FB4 木十月一 ㄧˊ 

 8FB5 木日日 ㄔㄤ 

 8FB6 木竹木中 ㄅㄧㄥˇ 

 8FB7 木弓弓木 ㄇㄠˋ 

 8FB8 木竹大心 ㄊㄧㄢˇ 

 8FB9 木木木 ㄌㄧㄣˊ 

 8FBA 大木竹弓水 ㄍㄨˇ 

 8FBB 人弓木田 ㄉㄨㄥ 

 8FBC 水竹難土 ㄋㄧㄝˋ 

 8FBD 水竹日水 ㄑㄩㄢˊ 

 8FBE 水竹水一 ㄌㄨㄥˊ 

 8FBF 水弓尸廿 ㄧㄥˊ 

 8FC0 火廿人月 ㄖㄜˋ 

 8FC1 火卜戈月 ㄩˋ 

 8FC2 火人土 ㄗㄨㄟ 

 8FC3 火戈中人 ㄍㄥ 

 8FC4 火手一月 ㄑㄧㄥ 

 8FC5 火日心竹 ㄧˋ 

 8FC6 竹竹竹手 ㄌㄧ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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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FC7 竹手竹手手 ㄋㄧㄡˊ 

 8FC8 大竹廿田 ㄇㄠ 

 8FC9 一土卜口火 ㄑㄩㄥˊ 

 8FCA 一土一心一 ㄨˇ 

 8FCB 一土人一月 ㄌㄨㄣˊ 

 8FCC 一土廿卜尸 ㄈㄤ 

 8FCD 一土卜戈月 ㄩˋ 

 8FCE 十戈廿一 ㄏㄨㄥ 

 8FCF 十心土月 ㄋㄧㄥˊ 

 8FD0 弓一木中 ㄕㄨ 

 8FD1 廿手月山 ㄓㄠˊ 

 8FD2 一口一土廿 ㄋㄨㄥˋ 

 8FD3 一口戈金水 ㄑㄩㄣ 

 8FD4 一口金人口 ㄍㄨˇ 

 8FD5 戈火弓戈月 ㄩㄥ 

 8FD6 卜廿竹難竹 ㄌㄧˋ 

 8FD7 竹手木 ㄌㄞˊ 

 8FD8 竹戈竹尸 ㄔㄥˊ 

 8FD9 火木戈土戈 ㄓㄨㄤ 

 8FDA 火木弓戈手 ㄌㄧㄣˊ 

 8FDB 火木十大心 ㄌㄠˋ 

 8FDC 火木廿田 ㄑㄩ 

 8FDD 女火戈竹戈 ㄇㄛ․ 

 8FDE 尸一廿金 ㄍㄨㄥˋ 

 8FDF 月十一火 ㄗㄨㄥ 

 8FE0 月手一月 ㄑㄧㄥ 

 8FE1 月木田 ㄉㄨㄥ 

 8FE2 廿田木 ㄍㄨㄛˇ 

 8FE3 廿水竹日 ㄅㄛˊ 

 8FE4 廿月月 ㄆㄥˊ 

 8FE5 廿水卜廿 ㄌㄧˋ 

 8FE6 廿戈大一 ㄙㄢ 

 8FE7 廿人卜女 ㄧ 

 8FE8 廿大一火 ㄋㄞˋ 

 8FE9 廿中月口 ㄊㄧㄝ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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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FEA 廿金尸水 ㄈㄣ 

 8FEB 廿一中一 ㄧㄚˇ 

 8FEC 廿人大口 ㄓ 

 8FED 廿女尸心 ㄋㄧˊ 

 8FEE 廿水心山 ㄅㄠ 

 8FEF 廿卜日十 ㄓㄨㄛˊ 

 8FF0 中戈十大心 ㄌㄠˇ 

 8FF1 中戈竹水手 ㄐㄧㄤˋ 

 8FF2 竹廿竹竹女 ㄇㄛˋ 

 8FF3 中人大口 ㄧㄡˋ 

 8FF4 中大一尸 ㄎㄨˋ 

 8FF5 中中一人 ㄧㄠˊ 

 8FF6 土人弓火 ㄔㄣˋ 

 8FF7 土人中田 ㄧㄡˊ 

 8FF8 十十田 ㄊㄧㄢˊ 

 8FF9 卜木田 ㄉㄨㄥ 

 8FFA 女竹尸十中 ㄧㄝˊ 

 8FFB 金一一山 ㄩㄢˊ 

 8FFC 金一女竹 ㄧㄚˊ 

 8FFD 金一尸山 ㄜˋ 

 8FFE 金心戈 ㄍㄡ 

 9040 金竹土 ㄖㄣˊ 

 9041 金大水 ㄧㄡˇ 

 9042 金中 ㄓㄨㄥ 

 9043 金廿廿 ㄐㄧㄥˇ 

 9044 中弓卜十 ㄉㄡˋ 

 9045 廿十尸竹戈 ㄖㄣˋ 

 9046 人竹土尸 ㄉㄨㄥˋ 

 9047 人廿中人 ㄏㄢˋ 

 9048 人山日心 ㄎㄨㄣ 

 9049 廿月中弓 ㄎㄨㄞˇ 

 904A 水水水一 ㄉㄧㄝˊ 

 904B 口一田木 ㄌㄧˋ 

 904C 口手大木 ㄑㄧㄣˊ 

 904D 田中土日 ㄕ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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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E 土人口廿 ㄧㄢˊ 

 904F 土一竹火 ㄩㄢˊ 

 9050 土手一火 ㄙㄨˋ 

 9051 女戈戈中 ㄌㄤˊ 

 9052 月山女 ㄧㄥ 

 9053 十心竹月 ㄋㄧㄥˊ 

 9054 廿女火竹 ㄒㄧㄢˇ 

 9055 廿金口日山 ㄒㄧㄤˋ 

 9056 心戈月戈 ㄅㄛˊ 

 9057 心日火山 ㄏㄨㄤˋ 

 9058 尸山心 ㄒㄧ 

 9059 手日火山 ㄏㄨㄤˇ 

 905A 手竹竹田 ㄋㄧㄡ 

 905B 手火手手 ㄑㄩㄢˊ 

 905C 日竹人大 ㄧㄤˊ 

 905D 竹尸人大 ㄐㄧㄠˋ 

 905E 日日竹一 ㄑㄧㄥˊ 

 905F 日廿中大 ㄧㄥˋ 

 9060 日山日 ㄐㄧˋ 

 9061 木廿中大 ㄧㄥ 

 9062 木廿一木 ㄇㄟˊ 

 9063 木口口尸 ㄜˋ 

 9064 木戈火中 ㄕㄣˊ 

 9065 木大一月 ㄊㄨㄛˇ 

 9066 木日月廿 ㄨˋ 

 9067 木一田土 ㄧㄣˊ 

 9068 木竹十土 ㄓㄨㄥˇ 

 9069 木廿土大 ㄇㄟˇ 

 906A 廿口弓人 ㄑㄧㄣ 

 906B 竹尸竹弓水 ㄕㄨ 

 906C 水尸人土 ㄏㄨㄟˋ 

 906D 水月人山 ㄧㄥˊ 

 906E 水廿人口 ㄊㄚ 

 906F 水卜廿月 ㄈㄨˇ 

 9070 水卜廿山 ㄊㄨㄥ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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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1 火十一一 ㄒㄩㄢ 

 9072 火一口田 ㄅㄧˋ 

 9073 火十口月 ㄏㄨˊ 

 9074 火竹十水 ㄉㄨㄢˋ 

 9075 火月月口 ㄍㄨㄛ 

 9076 金水 ㄐㄧㄣˇ 

 9077 火十竹口 ㄎㄜˋ 

 9078 日口火 ㄓㄠˋ 

 9079 大竹廿山戈 ㄐㄧㄤ 

 907A 十月戈大 ㄒㄧㄢˋ 

 907B 一土十月十 ㄋㄢˋ 

 907C 一土弓大手 ㄐㄧㄢˋ 

 907D 一土廿土大 ㄇㄟˇ 

 907E 一土竹日土 ㄏㄨㄤˊ 

 90A1 一土卜月月 ㄊㄧˋ 

 90A2 一土竹弓戈 ㄈㄟ 

 90A3 一土月一人 ㄓㄨㄥˇ 

 90A4 一土卜月金 ㄓㄣ 

 90A5 一土田人中 ㄐㄧㄝˋ 

 90A6 一土心廿木 ㄉㄧㄝˊ 

 90A7 一土手大水 ㄊㄞˋ 

 90A8 一土人竹竹 ㄓㄣ 

 90A9 火月口廿一 ㄔㄤˊ 

 90AA 尸水月廿 ㄐㄧㄢ 

 90AB 月山木竹中 ㄒㄧ 

 90AC 廿金一口 ㄑㄧˊ 

 90AD 一口一中月 ㄩˇ 

 90AE 一口尸口口 ㄡ 

 90AF 一口日一戈 ㄞˋ 

 90B0 一口木田 ㄉㄨㄥˋ 

 90B1 一口一尸人 ㄓㄨㄛˊ 

 90B2 戈火中心月 ㄅㄟˋ 

 90B3 竹木一中一 ㄧㄚˋ 

 90B4 十金卜日十 ㄓㄨㄛˊ 

 90B5 卜廿大一口 ㄑㄧ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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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B6 尸水卜廿 ㄕㄨˋ 

 90B7 卜廿一心一 ㄅㄧㄣ 

 90B8 竹月一尸 ㄓㄨˋ 

 90B9 竹一口廿 ㄉㄡˋ 

 90BA 竹木中 ㄘㄜˋ 

 90BB 火木戈日女 ㄌㄧㄤˊ 

 90BC 女火十大戈 ㄏㄨㄥˊ 

 90BD 女火竹水十 ㄈㄥˋ 

 90BE 女火尸戈心 ㄖㄣˋ 

 90BF 女火金口山 ㄗㄨㄥˇ 

 90C0 女火竹手戈 ㄜˊ 

 90C1 女火土月山 ㄎㄜˊ 

 90C2 女火戈廿 ㄐㄧㄝˋ 

 90C3 尸大口廿手 ㄑㄩㄣˊ 

 90C4 月十一土 ㄕˋ 

 90C5 廿心大心 ㄘㄨㄥ 

 90C6 廿中一一 ㄐㄧㄡˇ 

 90C7 廿水廿金 ㄏㄨㄥˊ 

 90C8 廿土人口 ㄕˊ 

 90C9 廿木中弓 ㄘˋ 

 90CA 廿竹木十 ㄎㄜ 

 90CB 廿手大水 ㄊㄞˋ 

 90CC 廿月一戈 ㄍㄨㄢ 

 90CD 卜田土女 ㄌㄧˇ 

 90CE 中廿一金 ㄑㄧˊ 

 90CF 中口女大 ㄨˊ 

 90D0 卜口女大山 ㄏㄨㄤˇ 

 90D1 月金十一木 ㄩˇ 

 90D2 土人戈心一 ㄕˋ 

 90D3 十十一中月 ㄌㄧㄤˋ 

 90D4 一田十女 ㄢ 

 90D5 一田人一土 ㄑㄩㄢˊ 

 90D6 金人竹竹 ㄓㄣ 

 90D7 金大尸口 ㄐㄧㄚ 

 90D8 金木一 ㄅ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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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90D9 金一人月 ㄅㄧㄥˇ 

 90DA 金一火一 ㄆㄧˊ 

 90DB 金土月 ㄖㄢˇ 

 90DC 金竹手人 ㄊㄧㄝˇ 

 90DD 金卜廿 ㄌㄧˋ 

 90DE 金戈戈 ㄙ 

 90DF 日弓一土戈 ㄩˋ 

 90E0 日弓卜中月 ㄋㄠˋ 

 90E1 弓中竹口火 ㄨˋ 

 90E2 卜日心戈一 ㄩㄣˋ 

 90E3 火手戈日女 ㄘㄨㄢˋ 

 90E4 人戈卜土 ㄓㄨˇ 

 90E5 竹日金尸竹 ㄈㄣ 

 90E6 水竹日火 ㄐㄧ 

 90E7 口卜女手 ㄑㄧㄢ 

 90E8 口木中大 ㄙㄡˋ 

 90E9 口日弓口 ㄨㄣˋ 

 90EA 土人日竹 ㄔㄤˊ 

 90EB 土尸火戈 ㄨㄟˋ 

 90EC 弓口人土 ㄌㄨㄛˋ 

 90ED 竹竹人心 ㄌㄧˊ 

 90EE 山竹日火 ㄋㄧㄠˇ 

 90EF 竹日卜山 ㄉㄠˇ 

 90F0 戈卜口中 ㄅㄨˋ 

 90F1 中田月山廿 ㄅㄧˊ 

 90F2 心月人火 ㄔˋ 

 90F3 手手大難 ㄔㄨㄥ 

 90F4 日月女大 ㄒㄧ 

 90F5 人尸木 ㄐㄩˇ 

 90F6 木女女田 ㄋㄠˇ 

 90F7 木人廿金 ㄑㄧˊ 

 90F8 木火月金 ㄙㄨㄛˇ 

 90F9 木手大水 ㄊㄞˋ 

 90FA 木木一一女 ㄌㄨㄥˊ 

 90FB 木卜日木 ㄓㄨㄛ 



智慧局造字輸入法對照表 
 

 33

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90FC 山廿弓人 ㄑㄧˇ 

 90FD 一木卜中一 ㄌㄧˋ 

 90FE 山廿竹弓水 ㄎㄞˇ 

 9140 水山十火 ㄔㄨㄥˊ 

 9141 水卜月口 ㄕㄤ 

 9142 火月竹難 ㄧㄢˋ 

 9143 火山竹十 ㄈㄥ 

 9144 廿土火火 ㄍㄥ 

 9145 一土竹竹田 ㄌㄧㄡˊ 

 9146 水山一土戈 ㄌㄧㄡˊ 

 9147 一土一戈日 ㄐㄧㄣˋ 

 9148 一日一土戈 ㄅㄧˋ 

 9149 一土手一火 ㄙㄨˋ 

 914A 一土竹土火 ㄒㄩㄣ 

 914B 一土弓木 ㄧㄚˋ 

 914C 一土卜戈月 ㄌㄧˊ 

 914D 一土廿人口 ㄉㄚˊ 

 914E 月山竹十土 ㄓㄨㄥˇ 

 914F 一口戈竹口 ㄐㄧㄢˇ 

 9150 一口竹十山 ㄉㄨㄣˋ 

 9151 一口竹弓戈 ㄈㄥˋ 

 9152 竹木心心日 ㄐㄧㄝ 

 9153 竹木月田 ㄉㄠˋ 

 9154 竹木手大日 ㄘㄨㄣ 

 9155 竹木卜月金 ㄓㄣ 

 9156 十金日心心 ㄎㄨㄣ 

 9157 卜廿一田土 ㄌㄧˇ 

 9158 竹日心心 ㄅㄧˋ 

 9159 火木卜火水 ㄐㄧㄠ 

 915A 火木戈中人 ㄍㄥ 

 915B 火木廿人心 ㄏㄨㄚ 

 915C 女火月月 ㄅㄥ 

 915D 女火竹木尸 ㄒㄧㄡˋ 

 915E 女火戈戈 ㄒㄧㄢˋ 

 915F 女火竹心日 ㄇㄧㄣ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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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9160 月卜火木 ㄇㄧˊ 

 9161 廿女火心 ㄔㄨㄣˊ 

 9162 廿手一火 ㄙㄨˋ 

 9163 廿弓尸廿 ㄧㄥˊ 

 9164 廿廿金心 ㄍㄨㄥ 

 9165 廿竹口月 ㄕ 

 9166 廿尸手火 ㄇㄚˋ 

 9167 廿女尸中 ㄋㄚˋ 

 9168 中戈廿人月 ㄖㄨㄟˋ 

 9169 中戈一中月 ㄌㄧㄤˇ 

 916A 卜卜竹女 ㄆㄟˊ 

 916B 大人月山金 ㄌㄞˋ 

 916C 月金人一木 ㄕㄜ 

 916D 一田卜戈山 ㄙㄨ 

 916E 一田人田十 ㄇㄟˊ 

 916F 金廿金 ㄏㄨㄥˊ 

 9170 金尸一一 ㄩˇ 

 9171 金人一金 ㄅㄧㄥ 

 9172 金竹月口 ㄒㄧㄤˋ 

 9173 弓中十戈戈 ㄓㄨㄢ 

 9174 大木人土 ㄗㄚˊ 

 9175 廿十一人月 ㄅㄧㄥˇ 

 9176 日戈一月金 ㄧㄣˇ 

 9177 人戈竹竹女 ㄇㄞˋ 

 9178 尸火尸人 ㄔˇ 

 9179 尸火大戈 ㄊㄞˋ 

 917A 人人土尸 ㄐㄩㄣˋ 

 917B 人十戈十 ㄗㄞˋ 

 917C 人廿金木 ㄧㄝˋ 

 917D 一尸一山 ㄉㄡ 

 917E 口竹山十 ㄏㄠˊ 

 91A1 口竹人口 ㄉㄚ 

 91A2 土一田十 ㄊㄢˊ 

 91A3 土口月廿 ㄉㄡˋ 

 91A4 女日弓月 ㄒㄧㄢ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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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91A5 女日弓日 ㄖㄨㄣˋ 

 91A6 山弓中一 ㄖㄨㄥˊ 

 91A7 山土土山 ㄧㄠˊ 

 91A8 中月廿金人 ㄆㄨˊ 

 91A9 戈大金火 ㄌㄧㄠˊ 

 91AA 土戈日 ㄒㄧㄝˋ 

 91AB 日田廿十 ㄅㄧˋ 

 91AC 日手十尸 ㄏㄨㄟˋ 

 91AD 一山日一 ㄐㄧˋ 

 91AE 竹山木 ㄍㄞˋ 

 91AF 木尸水土 ㄐㄧㄢ 

 91B0 木戈中水 ㄎㄤ 

 91B1 木戈尸廿 ㄕㄥˋ 

 91B2 木卜弓月 ㄊㄨㄥ 

 91B3 木卜竹十 ㄈㄥˊ 

 91B4 水弓中一 ㄌㄨㄥˊ 

 91B5 水卜一一 ㄙㄜˋ 

 91B6 水手人日 ㄑㄧㄢˊ 

 91B7 水竹大月 ㄆㄨ 

 91B8 水日弓心 ㄇㄣ 

 91B9 水廿心木 ㄐㄩˊ 

 91BA 水卜心日 ㄖㄨㄟˋ 

 91BB 水木木水 ㄌㄧㄣˊ 

 91BC 火山日心 ㄎㄨㄣ 

 91BD 火卜月口 ㄓㄜˊ 

 91BE 火卜水木 ㄘㄢˋ 

 91BF 一土火月月 ㄔㄤˊ 

 91C0 一土卜廿山 ㄐㄧㄥˇ 

 91C1 一土中田女 ㄌㄡˊ 

 91C2 一土田戈一 ㄍㄨㄛˊ 

 91C3 十戈一女弓 ㄓㄨㄢ 

 91C4 一口月人山 ㄧㄠˊ 

 91C5 戈火田廿金 ㄙˋ 

 91C6 竹木竹戈 ㄏㄨㄞˊ 

 91C7 十金月人山 ㄧㄠ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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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91C8 卜廿卜廿廿 ㄅㄧㄥˋ 

 91C9 竹木尸月 ㄗㄚˊ 

 91CA 竹口口口 ㄆㄧㄣˇ 

 91CB 竹田人心 ㄅㄧˋ 

 91CC 竹月竹女火 ㄇㄧㄢˊ 

 91CD 女火竹十山 ㄉㄨㄣˋ 

 91CE 女火弓大手 ㄐㄧㄢˋ 

 91CF 月人日竹 ㄔㄤˊ 

 91D0 廿戈木木 ㄇㄚˊ 

 91D1 廿弓中水 ㄌㄧㄥˊ 

 91D2 廿木火弓 ㄐㄧㄢˇ 

 91D3 卜田中女 ㄏㄨㄢˊ 

 91D4 卜口廿日 ㄒㄧˊ 

 91D5 月竹竹難山 ㄋㄧˊ 

 91D6 十月月山金 ㄐㄧ 

 91D7 手人月山金 ㄗㄢˋ 

 91D8 十人月山金 ㄉㄧㄥˋ 

 91D9 口一十一火 ㄗㄨㄥ 

 91DA 竹竹尸一女 ㄔㄤˊ 

 91DB 十十大一口 ㄑㄧˊ 

 91DC 一田日心心 ㄎㄨㄣ 

 91DD 一田廿金竹 ㄈㄣ 

 91DE 月木人土 ㄓˋ 

 91DF 金十口山 ㄎㄜˋ 

 91E0 金口一土 ㄓㄥˋ 

 91E1 金卜戈山 ㄩˋ 

 91E2 竹弓金 ㄌㄧˊ 

 91E3 金人竹尸 ㄗㄨㄛˋ 

 91E4 金人一木 ㄩˊ 

 91E5 弓中火木手 ㄌㄧㄣˊ 

 91E6 戈水一月金 ㄩㄥˇ 

 91E7 月月竹心一 ㄉㄧˇ 

 91E8 木大竹日火 ㄐㄩㄝˊ 

 91E9 十大一中尸 ㄇㄧㄢˋ 

 91EA 人卜口人 ㄏㄠ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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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91EB 人一火月 ㄋㄧˇ 

 91EC 人人尸竹戈 ㄖㄣˋ 

 91ED 口一月田 ㄌㄟˊ 

 91EE 口十廿土 ㄙㄞˋ 

 91EF 土土人田 ㄑㄧㄤˊ 

 91F0 土一田一 ㄐㄧㄤ 

 91F1 女卜廿心 ㄧˋ 

 91F2 女月山女 ㄧㄥ 

 91F3 女一火竹廿 ㄧˊ 

 91F4 女一火竹大 ㄧˊ 

 91F5 土口廿口心 ㄒㄧˇ 

 91F6 心廿田女 ㄋㄨㄥˊ 

 91F7 木木心 ㄇㄠˋ 

 91F8 手十十十 ㄍㄢˇ 

 91F9 木竹日十 ㄍㄠ 

 91FA 木一月戈 ㄩㄣˊ 

 91FB 木月月手 ㄕㄨㄣˋ 

 91FC 木日弓日 ㄐㄧㄢ 

 91FD 木火月手 ㄔㄥ 

 91FE 木土月廿 ㄧ 

 9240 火火弓人 ㄏㄨ 

 9241 水卜竹金 ㄌㄧㄢˊ 

 9242 水尸山火 ㄒㄧ 

 9243 水大人水 ㄑㄧ 

 9244 水卜心山 ㄖㄨㄟˋ 

 9245 火土口口 ㄒㄧ 

 9246 火日卜火 ㄐㄧㄥˇ 

 9247 火卜廿土 ㄊㄨㄥˊ 

 9248 火弓人水 ㄈㄚ 

 9249 火竹中手 ㄅㄧˇ 

 924A 月田中中 ㄐㄩㄝˊ 

 924B 一十一土戈 ㄆㄧˋ 

 924C 一土廿金日 ㄆㄨ 

 924D 一土卜木大 ㄉㄨㄣˋ 

 924E 一土中一金 ㄍㄨ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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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924F 田竹日火 ㄧㄚ 

 9250 大中田女 ㄌㄩˊ 

 9251 一口山人月 ㄌㄨㄣˋ 

 9252 一口月人火 ㄑㄧˋ 

 9253 一口尸一月 ㄌㄡˋ 

 9254 一口卜廿山 ㄐㄧㄥˋ 

 9255 十金弓難山 ㄍㄨㄟ 

 9256 竹一十大 ㄍㄢˇ 

 9257 竹手大木 ㄑㄧㄣˊ 

 9258 竹水戈月 ㄆㄨˇ 

 9259 女火十戈女 ㄘㄞˊ 

 925A 廿山戈 

 925B 月火火尸 ㄌㄠˋ 

 925C 人口十口口 ㄍㄨㄢˇ 

 925D 廿日弓日 ㄐㄧㄢ 

 925E 廿卜一一 ㄖㄨㄟˇ 

 925F 廿口口尸 ㄜˋ 

 9260 廿火月大 ㄅㄧˋ 

 9261 廿田土火 ㄏㄟ 

 9262 廿月火尸 ㄕㄥˋ 

 9263 廿金竹月 ㄐㄧㄣˇ 

 9264 廿月人木 ㄘㄞˋ 

 9265 廿弓中一 ㄌㄨㄥˊ 

 9266 廿土口口 ㄒㄧˇ 

 9267 卜心金人山 ㄖㄨㄟˋ 

 9268 中戈人戈口 ㄘㄤ 

 9269 中戈人中木 ㄊㄧㄠˊ 

 926A 中十月金 ㄓㄣ 

 926B 人木月山金 ㄅㄠˇ 

 926C 竹竹廿土大 ㄇㄟˇ 

 926D 十十一月大 ㄖㄨㄢˇ 

 926E 一田戈竹口 ㄒㄧㄢˊ 

 926F 金竹木尸 ㄒㄧㄡˋ 

 9270 金日一戈 ㄉㄜˊ 

 9271 金竹中人 ㄒㄧ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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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9272 金廿卜尸 ㄈㄤ 

 9273 金十月一 ㄧˊ 

 9274 火火金 ㄏㄨㄛˇ 

 9275 金卜心山 ㄏㄨˇ 

 9276 金戈中人 ㄍㄥ 

 9277 金木火 ㄐㄧㄝˊ 

 9278 金一心一 ㄨˇ 

 9279 金月廿女 ㄨㄝˇ 

 927A 金木木 ㄌㄧㄣˊ 

 927B 金大大月 ㄧㄠˊ 

 927C 金日竹廿 ㄕㄥ 

 927D 一月弓大一 ㄧㄢˊ 

 927E 廿十人卜廿 ㄨㄟˋ 

 92A1 卜日月山金 ㄅㄟˋ 

 92A2 心火一月金 ㄧㄥˇ 

 92A3 弓火卜口 ㄋㄧㄢˊ 

 92A4 弓火大尸口 ㄐㄧㄚ 

 92A5 人手人金 ㄕㄚˇ 

 92A6 廿火中弓 ㄉㄠ 

 92A7 一月土 ㄦˇ 

 92A8 十金大金火 ㄌㄧㄠˊ 

 92A9 山卜口人 ㄏㄠˊ 

 92AA 土人心 ㄒㄧㄣ 

 92AB 竹金手 ㄐㄩˇ 

 92AC 手土口土 ㄊㄞˊ 

 92AD 手廿月人 ㄇㄥ 

 92AE 廿木竹一中 ㄧㄝˋ 

 92AF 日月月手 ㄕㄨㄣˋ 

 92B0 木卜大月 ㄙㄨㄟˊ 

 92B1 木木一口 ㄈㄢˊ 

 92B2 木田中女 ㄏㄨㄢˊ 

 92B3 竹山卜田一 ㄓㄢ 

 92B4 水火火木 ㄖㄨㄥˊ 

 92B5 水日弓口 ㄎㄨㄛˋ 

 92B6 水廿人口 ㄘ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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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92B7 火戈廿金 ㄌㄧㄢˊ 

 92B8 戈田火 ㄈㄨˊ 

 92B9 火卜土手 ㄉㄚˊ 

 92BA 火一月戈 ㄌㄧㄥˇ 

 92BB 火廿竹土 ㄉㄨㄥˇ 

 92BC 一土卜土手 ㄉㄚˊ 

 92BD 竹日竹日十 ㄒㄧ 

 92BE 竹木尸卜手 ㄓˋ 

 92BF 竹水戈木 ㄌㄧㄤˊ 

 92C0 火木戈木木 ㄇㄚˊ 

 92C1 廿田土女 ㄩㄢˊ 

 92C2 日廿心木 ㄧㄝˋ 

 92C3 廿竹人大 ㄨㄟ 

 92C4 廿日十日 ㄕㄨˇ 

 92C5 廿日大戈 ㄇㄛˋ 

 92C6 中戈廿中月 ㄇㄢˇ 

 92C7 卜口一口口 ㄍㄜ 

 92C8 卜口口月金 ㄩㄣˇ 

 92C9 月金人戈口 ㄘㄤ 

 92CA 一田手一火 ㄙㄨˋ 

 92CB 金廿中大 ㄧㄥ 

 92CC 金卜廿口 ㄆㄟ 

 92CD 金人一弓 ㄊㄡ 

 92CE 金一戈戈 ㄓㄣ 

 92CF 金日竹一 ㄒㄧㄥ 

 92D0 金廿大口 ㄊㄧㄢˇ 

 92D1 金山一月 ㄉㄨㄢ 

 92D2 金竹日水 ㄑㄩㄢˊ 

 92D3 金竹日木 ㄋㄧㄝˋ 

 92D4 竹火金 ㄑㄧㄠ 

 92D5 金卜口山 ㄌㄧㄤˋ 

 92D6 金弓月大 ㄏㄨㄢˋ 

 92D7 金十口月 ㄌㄨˊ 

 92D8 金竹尸月 ㄅㄧㄢˇ 

 92D9 金廿心人 ㄙㄨㄟ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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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DA 金女弓人 ㄔㄨㄢˊ 

 92DB 人土竹弓戈 ㄈㄥ 

 92DC 一月竹木火 ㄑㄧㄡ 

 92DD 竹弓火火 ㄅㄧㄠ 

 92DE 弓火十女 ㄢ 

 92DF 弓火一金田 ㄒㄧ 

 92E0 一土竹日火 ㄓˋ 

 92E1 十大廿田 ㄑㄩˊ 

 92E2 土口土口口 ㄓㄜˊ 

 92E3 口手十心 ㄏㄨㄟˋ 

 92E4 手竹水廿 ㄆㄢˊ 

 92E5 木弓人山 ㄉㄥˋ 

 92E6 木竹土火 ㄔㄨㄣ 

 92E7 木竹廿金 ㄐㄧ 

 92E8 木十月火 ㄔㄚˊ 

 92E9 木竹竹水 ㄌㄧˊ 

 92EA 卜人竹弓水 ㄏㄠˊ 

 92EB 火火月木木 ㄖㄨㄥˊ 

 92EC 火土金金 ㄏㄜˋ 

 92ED 火卜口木 ㄏㄨˋ 

 92EE 竹一人一人 ㄐㄧㄢˇ 

 92EF 一口廿心木 ㄧㄝˋ 

 92F0 戈火廿田女 ㄋㄨㄥˊ 

 92F1 竹卜尸金 ㄑㄧˊ 

 92F2 女火女戈戈 ㄐㄧˇ 

 92F3 人山廿田戈 ㄗㄨㄣ 

 92F4 廿手廿手手 ㄕㄢ 

 92F5 廿戈卜中 ㄅㄨˋ 

 92F6 廿十心戈 ㄇㄧˋ 

 92F7 木木 

 92F8 中戈廿土口 ㄕㄢˋ 

 92F9 中戈弓月手 ㄒㄧㄝˋ 

 92FA 中戈廿金日 ㄆㄨˇ 

 92FB 十十卜金女 ㄍㄨㄣˇ 

 92FC 竹水金 ㄆㄢ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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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FD 金女女金 ㄙㄨㄛˇ 

 92FE 金弓尸廿 ㄧㄥˊ 

 9340 金一山水 ㄒㄧㄚˋ 

 9341 金月人山 ㄧㄠˊ 

 9342 金金戈一 ㄨㄥ 

 9343 日弓弓難山 ㄍㄨㄟ 

 9344 弓中十大火 ㄌㄧㄠˊ 

 9345 手月人弓木 ㄊㄧㄢ 

 9346 人戈戈中口 ㄊㄤˊ 

 9347 人戈廿土火 ㄍㄠ 

 9348 尸火十一火 ㄗㄨㄥ 

 9349 尸火人戈心 ㄧㄢˋ 

 934A 尸竹水水木 ㄙㄤˋ 

 934B 弓火戈金水 ㄙㄨㄛ 

 934C 竹戈竹日火 ㄜˊ 

 934D 弓月竹日火 ㄐㄧㄠˇ 

 934E 戈心卜大口 ㄌㄧㄣˊ 

 934F 戈金口竹口 ㄌㄩˇ 

 9350 土日一戈 ㄊㄢˊ 

 9351 土卜月心 ㄌㄨㄥˇ 

 9352 水卜口弓 ㄧㄥˊ 

 9353 木木心 ㄇㄠˋ 

 9354 火火人大 ㄒㄧㄢˇ 

 9355 日日日一 ㄧˊ 

 9356 水手月木 ㄐㄧㄥˋ 

 9357 水竹山日 ㄑㄧㄢˊ 

 9358 火火火 ㄒㄧㄝˋ 

 9359 火卜心心 ㄌㄩˋ 

 935A 一土竹竹水 ㄌㄧˊ 

 935B 竹土日火山 ㄎㄨㄤˇ 

 935C 月山尸一土 ㄉㄧˊ 

 935D 月山田中日 ㄕㄨˋ 

 935E 竹木十一金 ㄅㄧㄣ 

 935F 竹十十口 ㄌㄨˋ 

 9360 竹人戈月 ㄕˋ 



智慧局造字輸入法對照表 
 

 43

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9361 竹竹人大 ㄨㄟˊ 

 9362 火木卜水木 ㄘㄢˋ 

 9363 女火一田一 ㄐㄧㄤ 

 9364 廿卜口木 ㄍㄠˇ 

 9365 廿十大火 ㄌㄧㄠˊ 

 9366 中人木金 ㄩˊ 

 9367 一月廿十月 ㄅㄚˋ 

 9368 金火月月 ㄔㄤˊ 

 9369 金廿田金 ㄏㄨㄤˊ 

 936A 金卜廿十 ㄓㄤ 

 936B 金廿中月 ㄇㄢˇ 

 936C 金卜竹十 ㄈㄥ 

 936D 金卜女手 ㄑㄧㄢ 

 936E 人戈卜廿山 ㄐㄧㄥˋ 

 936F 弓火卜心山 ㄏㄨˇ 

 9370 弓火火手山 ㄐㄩㄢˇ 

 9371 日心竹日火 ㄎㄨㄣ 

 9372 戈心田竹木 ㄐㄩㄣ 

 9373 人山十廿 ㄈㄥ 

 9374 中戈十心弓 ㄋㄧㄥˊ 

 9375 山卜月心 ㄌㄨㄥˊ 

 9376 竹木卜水 ㄒㄧㄠˋ 

 9377 木廿人火 ㄐㄧㄠ 

 9378 木竹山日 ㄗㄢ 

 9379 火日廿十 ㄧㄝˋ 

 937A 一土木中金 ㄌㄞˋ 

 937B 一土卜心廿 ㄌㄨˊ 

 937C 一口廿人女 ㄧㄤˋ 

 937D 十金手木月 ㄨㄚ 

 937E 女火弓難山 ㄍㄨㄟ 

 93A1 廿心心木 ㄖㄨㄟˇ 

 93A2 廿竹木火 ㄩˊ 

 93A3 卜口火月田 ㄉㄤˇ 

 93A4 山廿金弓竹 ㄓˋ 

 93A5 卜一月土 ㄏㄨㄛ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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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A6 金日弓日 ㄐㄧㄢˋ 

 93A7 金尸一戈 ㄒㄩㄣˊ 

 93A8 金日弓廿 ㄎㄞ 

 93A9 金竹土戈 ㄉㄥˇ 

 93AA 竹大金 ㄑㄧˇ 

 93AB 金心十金 ㄓㄣˋ 

 93AC 人土火 ㄐㄧㄠ 

 93AD 一月弓中一 ㄌㄨㄥˊ 

 93AE 一月竹人水 ㄈㄨˋ 

 93AF 竹弓一田火 ㄅㄧㄠ 

 93B0 人戈廿月大 ㄙㄢˇ 

 93B1 尸火卜月尸 ㄆㄥˊ 

 93B2 中弓一廿戈 ㄉㄡˋ 

 93B3 弓火月金弓 ㄗㄜˊ 

 93B4 弓火日月廿 ㄨㄣ 

 93B5 戈木竹木日 ㄋㄨㄣˊ 

 93B6 一口尸火大 ㄆㄠˋ 

 93B7 竹木弓難山 ㄍㄨㄟ 

 93B8 十金土口山 ㄗㄠˋ 

 93B9 十金卜月心 ㄓㄠˋ 

 93BA 女火卜大金 ㄐㄧㄠˇ 

 93BB 女火十戈一 ㄒㄧㄢ 

 93BC 廿戈土心 ㄧㄥˋ 

 93BD 尸心月山金 ㄒㄧㄢˊ 

 93BE 卜十一月金 ㄍㄢˋ 

 93BF 金月山中 ㄉㄧㄥˇ 

 93C0 金廿口尸 ㄜˋ 

 93C1 金日女中 ㄉㄧㄥˋ 

 93C2 廿一金 ㄩㄣˊ 

 93C3 金卜大月 ㄙㄨㄟˊ 

 93C4 金一月山 ㄅㄠˊ 

 93C5 竹弓火火火 ㄅㄧㄠ 

 93C6 人戈廿土口 ㄕㄢˋ 

 93C7 人戈卜廿土 ㄊㄨㄥˊ 

 93C8 弓火弓手木 ㄐㄧㄝ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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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C9 弓火口口尸 ㄜˋ 

 93CA 月大竹日火 ㄐㄧ 

 93CB 田女火火 ㄌㄨㄢˊ 

 93CC 一心竹竹竹 ㄔ 

 93CD 人山日一戈 ㄊㄢˊ 

 93CE 卜口手人金 ㄗㄢˋ 

 93CF 卜口竹中金 ㄓˊ 

 93D0 月金人土 ㄐㄩㄝˊ 

 93D1 金戈廿金 ㄎㄨㄤˋ 

 93D2 金尸中金 ㄎㄨㄟˋ 

 93D3 金卜中口 ㄑㄧㄢˇ 

 93D4 弓中一一心 ㄌㄧˋ 

 93D5 人大弓田火 ㄇㄧㄣˇ 

 93D6 弓火戈中水 ㄎㄜ 

 93D7 弓火戈戈竹 ㄘㄢ 

 93D8 竹女日十女 ㄧㄢˇ 

 93D9 山口口大 ㄧㄢˊ 

 93DA 水卜口弓 ㄧㄥˊ 

 93DB 女火火 ㄅㄧㄝˋ 

 93DC 一土一一心 ㄌㄧˊ 

 93DD 廿一山水 ㄎㄨㄟˊ 

 93DE 木木 

 93DF 一月一月金 ㄖㄨˊ 

 93E0 廿弓一月金 ㄇㄥˋ 

 93E1 口口尸手火 ㄌㄨˋ 

 93E2  

 93E3 十大廿心木 ㄐㄩˊ 

 93E4 廿廿弓日山 ㄧㄢˋ 

 93E5 廿月火火 ㄊㄥˊ 

 93E6 卜口人一月 ㄌㄨㄣˋ 

 93E7 金尸一山 ㄌㄢˇ 

 93E8 金尸口人 ㄡ 

 93E9 日日火金 ㄏㄠˋ 

 93EA 木木田中戈 ㄩˋ 

 93EB 廿一月口 ㄌㄨ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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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EC 一田廿十火 ㄐㄧ 

 93ED 人戈廿中火 ㄧㄢˋ 

 93EE 弓火尸一廿 ㄐㄧㄢ 

 93EF 火大口難山 ㄅㄧㄝ 

 93F0 尸戈廿人水 ㄏㄨㄛˋ 

 93F1 廿水火木 ㄗㄨㄛˋ 

 93F2 尸火火手火 ㄊㄥˊ 

 93F3 金木木手 ㄆㄢˋ 

 93F4 一月人土火 ㄓㄨㄟ 

 93F5 竹月木木火 ㄒㄧㄣˋ 

 93F6 弓火弓火火 ㄒㄧㄢ 

 FD40 戈火 ㄓˋ 

 FD41 人中 ㄓㄨㄥ 

 FD42 人一 ㄗㄡˇ 

 FD43 土戈 ㄊㄨˇ 

 FD44 人人 ㄖㄣˊ 

 FD45 人戈 ㄙ 

 FD46 戈一一弓 ㄊㄧㄥ 

 FD47 一戈 ㄙ 

 FD48 水水 ㄕㄨㄤ 

 FD49 一中月 ㄗㄚ 

 FD4A 戈心一 ㄧ 

 FD4B 竹弓火 ㄦˇ 

 FD4C 人心一 ㄓㄨㄛˊ 

 FD4D 人弓人 ㄐㄧㄡˇ 

 FD4E 人一一弓 ㄒㄧㄥˊ 

 FD4F 山土 ㄎㄨㄞˋ 

 FD50 竹尸中弓 ㄎㄢ 

 FD51 口十 ㄒㄧㄝˊ 

 FD52 口人 ㄖㄣˊ 

 FD53 月土 ㄖㄢˇ 

 FD54 土大尸 ㄌㄜˋ 

 FD55 女尸竹 ㄉㄠ 

 FD56 十竹弓 ㄖㄨㄥˇ 

 FD57 戈心一一 ㄦ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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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58 竹人一弓 ㄉㄧㄥ 

 FD59 水戈 ㄅㄧㄥ 

 FD5A 一土山 ㄓㄚˊ 

 FD5B 一日一 ㄒㄩㄢ 

 FD5C 人弓戈弓 ㄩˊ 

 FD5D 人一一山 ㄩㄢˋ 

 FD5E 人人人 ㄓㄨㄥˋ 

 FD5F 人竹水 ㄈㄢˇ 

 FD60 人大戈 ㄊㄞˋ 

 FD61 人竹大 ㄧㄠ 

 FD62 人手十 ㄈㄥ 

 FD63 戈一中 ㄔㄨㄥ 

 FD64 戈一木大 ㄐㄩㄝˊ 

 FD65 戈一人戈弓 ㄐㄧㄥ 

 FD66 戈一木 ㄇㄨˋ 

 FD67 竹弓卜中一 ㄓˇ 

 FD68 口心木 ㄧㄝ 

 FD69 口一卜 ㄒㄧㄚˋ 

 FD6A 口竹弓戈 ㄈㄢˊ 

 FD6B 口金弓 ㄧㄚ 

 FD6C 土山 ㄕㄢ 

 FD6D 土一卜 ㄒㄧㄚˋ 

 FD6E 大大 ㄉㄚˋ 

 FD6F 火土 ㄊㄨˇ 

 FD70 山一十 ㄢˋ 

 FD71 大木 ㄇㄨˋ 

 FD72 水大山 ㄧㄡˊ 

 FD73 火一弓 ㄉㄥ 

 FD74 廿一一 ㄌㄢˊ 

 FD75 廿大尸 ㄌㄧˋ 

 FD76 卜十 ㄕˊ 

 FD77 卜人竹 ㄅㄚ 

 FD78 山弓中 ㄏㄨㄥˊ 

 FD79 弓戈弓中 ㄨㄢˇ 

 FD7A 人尸竹口 ㄓ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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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7B 人一口 ㄉㄢˋ 

 FD7C 人尸心 ㄋㄧˊ 

 FD7D 人一卜一 ㄓㄥˋ 

 FD7E 一山一土 ㄨㄤ 

 FDA1 竹中山戈 ㄊㄨˋ 

 FDA2 戈一戈弓水 ㄩㄥˇ 

 FDA3 土戈尸竹 ㄐㄧㄝˊ 

 FDA4 土戈中弓 ㄐㄧㄝˊ 

 FDA5 土戈尸中 ㄑㄩㄝˋ 

 FDA6 口竹大 ㄨˊ 

 FDA7 口尸大 ㄧ 

 FDA8 口卜十 ㄐㄧㄠˋ 

 FDA9 口卜竹尸 ㄈㄤ 

 FDAA 口心心 ㄅㄧˇ 

 FDAB 口弓中 ㄧㄣˇ 

 FDAC 口手人 ㄈㄨˊ 

 FDAD 口廿廿 ㄐㄧㄥˇ 

 FDAE 田一一山 ㄩㄢˊ 

 FDAF 土竹水 ㄅㄢˇ 

 FDB0 土木大 ㄎㄨㄞˋ 

 FDB1 土人大 ㄈㄣˊ 

 FDB2 土一一山 ㄩㄢˊ 

 FDB3 木土 ㄇㄨˋ 

 FDB4 土月竹山 ㄎㄜˊ 

 FDB5 戈金竹水 ㄑㄩㄣ 

 FDB6 女戈 ㄍㄜ 

 FDB7 女弓人 ㄑㄧㄢˋ 

 FDB8 十卜金 ㄒㄩㄝˋ 

 FDB9 尸卜十 ㄏㄨˋ 

 FDBA 卜大竹竹竹 ㄨㄣˊ 

 FDBB 竹十心 ㄑㄧㄢ 

 FDBC 手竹手山 ㄇㄠˋ 

 FDBD 手心戈 ㄍㄡ 

 FDBE 手人大 ㄨㄣˊ 

 FDBF 手心竹竹 ㄨ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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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C0 日竹心 ㄗㄠˋ 

 FDC1 水土 ㄕㄨㄟˇ 

 FDC2 木中中中 ㄔㄨㄢ 

 FDC3 木弓人 ㄐㄧㄡˇ 

 FDC4 木竹十 ㄑㄧㄢ 

 FDC5 木山 ㄕㄢ 

 FDC6 木廿 ㄅㄧㄥˋ 

 FDC7 竹山火 ㄒㄧㄠˇ 

 FDC8 水竹尸 ㄏㄨˋ 

 FDC9 水尸人 ㄔˇ 

 FDCA 火山 ㄕㄢ 

 FDCB 尸一火 ㄌㄧㄥˊ 

 FDCC 一土心木 ㄧˇ 

 FDCD 大弓竹手一 ㄕㄥ 

 FDCE 竹一大尸 ㄌㄧˋ 

 FDCF 一口竹弓 ㄐㄧ 

 FDD0 戈火卜 ㄅㄨˇ 

 FDD1 竹中人 ㄅㄧㄣˇ 

 FDD2 卜廿十 ㄓㄣ 

 FDD3 女火山 ㄐㄧㄡ 

 FDD4 月金一木 ㄏㄢˇ 

 FDD5 月一一尸 ㄨ 

 FDD6 月卜弓中 ㄕㄢˋ 

 FDD7 心山弓中 ㄘㄨㄣ 

 FDD8 弓中日 ㄧㄤˊ 

 FDD9 人一土月 ㄗㄞˋ 

 FDDA 人弓戈口 ㄇㄧㄥˊ 

 FDDB 人火一山 ㄍㄨㄤ 

 FDDC 人土口 ㄕㄜˋ 

 FDDD 人田大 ㄧㄣ 

 FDDE 人中手 ㄌㄩˋ 

 FDDF 人土竹弓 ㄆㄧㄥˊ 

 FDE0 火手大尸 ㄐㄩㄢˋ 

 FDE1 卜大大尸 ㄒㄧㄠˋ 

 FDE2 尸口木戈 ㄘㄨㄣ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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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E3 一土土 ㄧㄞˊ 

 FDE4 戈大一一一 ㄙㄢ 

 FDE5 土土水 ㄍㄨㄟ 

 FDE6 口戈弓水 ㄩㄥˇ 

 FDE7 口卜一卜 ㄎㄚˇ 

 FDE8 口竹木 ㄏㄛˊ 

 FDE9 卜廿口 ㄆㄟ 

 FDEA 卜田弓戈 ㄘㄨㄥ 

 FDEB 土田中 ㄐㄧㄚˇ 

 FDEC 土中田 ㄧㄡˊ 

 FDED 女十月 ㄐㄧㄝˇ 

 FDEE 女一弓口 ㄜ 

 FDEF 女口女心 ㄇㄧㄣˇ 

 FDF0 女十心 ㄊㄨㄛˊ 

 FDF1 田卜弓木 ㄗˇ 

 FDF2 尸中田 ㄐㄧㄝˋ 

 FDF3 尸心廿 ㄊㄧˋ 

 FDF4 山人戈戈 ㄘㄣˊ 

 FDF5 山卜一卜 ㄎㄚˇ 

 FDF6 山一一火 ㄕˋ 

 FDF7 戈中田 ㄇㄧㄠˋ 

 FDF8 戈竹水卜 ㄉㄨㄥ 

 FDF9 戈十口 ㄍㄨˇ 

 FDFA 戈心日 ㄍㄢ 

 FDFB 手十心 ㄊㄨㄛ 

 FDFC 手竹尸 ㄓㄚˇ 

 FDFD 手日一 ㄉㄢ 

 FDFE 手一人月 ㄅㄧㄥˇ 

 FE40 手大尸口 ㄐㄧㄚ 

 FE41 手一手十 ㄅㄞˋ 

 FE42 手戈戈 ㄇㄛˊ 

 FE43 日一女 ㄨㄟˋ 

 FE44 木月卜 ㄉㄢ 

 FE45 竹水木 ㄊㄧㄠˊ 

 FE46 木卜大 ㄨㄣ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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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47 木大弓十 ㄍㄢ 

 FE48 木竹廿 ㄕㄥ 

 FE49 金戈木 ㄍㄨㄥ 

 FE4A 木心 ㄇㄨˋ 

 FE4B 木月竹弓 ㄔㄣˊ 

 FE4C 木金戈 ㄍㄨㄥ 

 FE4D 山水 ㄕㄢˋ 

 FE4E 水月廿 ㄇㄧㄣˇ 

 FE4F 水卜一卜 ㄅㄧㄢˋ 

 FE50 水人一 ㄑㄧㄡ 

 FE51 水田中 ㄐㄧㄚˇ 

 FE52 一山火 ㄑㄧˋ 

 FE53 火竹尸 ㄌㄨˊ 

 FE54 竹山火 ㄓˋ 

 FE55 火金尸竹 ㄈㄣ 

 FE56 火一一山 ㄩㄢˊ 

 FE57 火手人 ㄈㄨ 

 FE58 女一木 ㄔㄨㄤˊ 

 FE59 大竹尸竹口 ㄓㄠ 

 FE5A 大竹竹日 ㄅㄛˊ 

 FE5B 一土手人 ㄈㄨ 

 FE5C 一山一土 ㄨㄤˇ 

 FE5D 一土人戈弓 ㄌㄧㄥˊ 

 FE5E 一土心戈一 ㄩㄣˊ 

 FE5F 一土卜竹尸 ㄈㄤ 

 FE60 竹日火 ㄑㄩㄢˊ 

 FE61 弓尸月廿 ㄋㄞˇ 

 FE62 戈火人戈弓 ㄐㄧㄣ 

 FE63 十金一十 ㄍㄢ 

 FE64 女火尸竹 ㄖㄣˋ 

 FE65 女火大尸 ㄍㄨㄥ 

 FE66 月金尸竹 ㄅㄢ 

 FE67 月一火 ㄆㄟ 

 FE68 月戈大 ㄈㄟˋ 

 FE69 月手人 ㄈ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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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6A 月廿廿 ㄐㄧㄥˇ 

 FE6B 月大戈 ㄊㄞˋ 

 FE6C 廿竹尸 ㄅㄧˋ 

 FE6D 廿竹土 ㄖㄣˊ 

 FE6E 廿月卜 ㄉㄢ 

 FE6F 廿月一弓 ㄓㄨˋ 

 FE70 廿卜卜 ㄅㄧㄢˋ 

 FE71 中弓竹尸 ㄋㄞˇ 

 FE72 卜中 ㄓㄨㄥ 

 FE73 卜木 ㄇㄨˋ 

 FE74 土戈弓中 ㄑㄩˋ 

 FE75 卜廿弓中 ㄌㄧˋ 

 FE76 人戈十月 ㄈㄨˇ 

 FE77 人金弓竹 ㄊㄧˋ 

 FE78 人十田十 ㄐㄩ 

 FE79 人人一木 ㄩˊ 

 FE7A 人卜戈月 ㄩˋ 

 FE7B 人十大戈 ㄏㄨㄥˊ 

 FE7C 人口一大 ㄨˊ 

 FE7D 廿山戈 ㄑㄧㄤ 

 FE7E 戈一人一木 ㄊㄨˊ 

 FEA1 戈一戈金水 ㄐㄩㄣˋ 

 FEA2 戈一木中 ㄕㄨˋ 

 FEA3 弓水山 ㄐㄧˊ 

 FEA4 木中大尸 ㄔˋ 

 FEA5 口竹月口 ㄒㄧㄤˇ 

 FEA6 口十大尸 ㄎㄠˇ 

 FEA7 口廿大 ㄒㄧㄠˋ 

 FEA8 口竹竹女 ㄇㄞˋ 

 FEA9 田金卜尸 ㄈㄤˇ 

 FEAA 戈人土 ㄘˊ 

 FEAB 土戈中中 ㄓㄡ 

 FEAC 女十竹心 ㄔㄚˋ 

 FEAD 女人竹土 ㄖㄣˋ 

 FEAE 女火一山 ㄍㄨ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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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FEAF 女一月中 ㄦˊ 

 FEB0 女卜竹女 ㄧ 

 FEB1 女竹竹女 ㄆㄞˋ 

 FEB2 十女戈火 ㄇㄧˋ 

 FEB3 尸人日一 ㄉㄢˋ 

 FEB4 山戈一人 ㄎㄢˇ 

 FEB5 山弓戈口 ㄇㄧㄥˊ 

 FEB6 山一日 ㄅㄞˇ 

 FEB7 山山山 ㄕㄞ 

 FEB8 弓大田口 ㄏㄨㄟˊ 

 FEB9 心大尸尸 ㄒㄧㄝˊ 

 FEBA 心一日一 ㄏㄥˊ 

 FEBB 心大中木 ㄔㄨㄣˊ 

 FEBC 手水水水 ㄉㄨㄛˊ 

 FEBD 卜尸尸心 ㄋㄧˊ 

 FEBE 日戈竹 ㄇㄠˋ 

 FEBF 日戈竹尸 ㄔㄥˊ 

 FEC0 日一卜一 ㄕˋ 

 FEC1 木戈口 ㄊㄞˊ 

 FEC2 木竹一尸 ㄓˊ 

 FEC3 木田卜戈 ㄇㄨˇ 

 FEC4 木一卜一 ㄓㄥ 

 FEC5 木尸中月 ㄗㄚ 

 FEC6 十廿木 ㄙㄤ 

 FEC7 月山木 ㄇㄨˋ 

 FEC8 木一月一 ㄍㄥˋ 

 FEC9 口卜尸水 ㄐㄧㄚˇ 

 FECA 水人一土 ㄑㄩㄢˊ 

 FECB 戈水月山 ㄒㄩˋ 

 FECC 水卜中金 ㄧˋ 

 FECD 火田 ㄉㄧㄢˋ 

 FECE 火卜廿 ㄌㄧˋ 

 FECF 火一火十 ㄔㄥˋ 

 FED0 火大中月 ㄅㄨˋ 

 FED1 火心口 ㄐㄩ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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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FED2 竹山卜口 ㄓㄢ 

 FED3 一土口女心 ㄇㄧㄣˊ 

 FED4 一土一土戈 ㄐㄩㄝˊ 

 FED5 一土竹手一 ㄒㄧㄥˋ 

 FED6 一土弓火 ㄓㄣ 

 FED7 一土土戈 ㄈㄚˋ 

 FED8 一土戈十金 ㄕㄨˋ 

 FED9 一土尸心 ㄋㄧˊ 

 FEDA 一土一火一 ㄆㄟ 

 FEDB 一山一土戈 ㄩˋ 

 FEDC 田廿廿 ㄍㄥ 

 FEDD 一口田 ㄈㄨ 

 FEDE 竹日戈大 ㄏㄠˋ 

 FEDF 竹日木 ㄍㄠ 

 FEE0 水月廿 ㄙㄨㄟˇ 

 FEE1 日月廿 ㄨㄣ 

 FEE2 月山一土 ㄨㄤˋ 

 FEE3 一口人戈弓 ㄧㄣˊ 

 FEE4 中木十 ㄨㄚˋ 

 FEE5 戈火金戈 ㄙㄨㄥ 

 FEE6 十金廿廿 ㄐㄧㄥˇ 

 FEE7 竹竹弓戈 ㄈㄢˊ 

 FEE8 火木尸竹戈 ㄐㄧㄝˊ 

 FEE9 弓人火木 ㄐㄧㄡˇ 

 FEEA 女火弓竹尸 ㄋㄞˇ 

 FEEB 月田卜戈 ㄇㄨˇ 

 FEEC 月戈弓水 ㄩㄥˇ 

 FEED 廿竹女心 ㄑㄧˊ 

 FEEE 廿戈弓水 ㄩㄥˇ 

 FEEF 廿木竹水 ㄆㄧˊ 

 FEF0 廿月一木 ㄩ 

 FEF1 廿竹手一 ㄕㄥ 

 FEF2 廿心廿 ㄕˋ 

 FEF3 廿一一火 ㄕˋ 

 FEF4 廿中一心 ㄅㄟ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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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FEF5 廿戈廿 ㄅㄧㄢˋ 

 FEF6 廿竹心中 ㄧㄣˋ 

 FEF7 廿廿一 ㄍㄢ 

 FEF8 木木 

 FEF9 卜口竹十 ㄐㄧㄠˋ 

 FEFA 人木人人 ㄌㄞˊ 

 FEFB 人竹日月 ㄅㄛˊ 

 FEFC 月一一人 ㄇㄥˊ 

 FEFD 月一山水 ㄎㄡˋ 

 FEFE 戈一卜口火 ㄌㄧㄤˊ 

 C6A1 金重日日 ㄕㄨˋ 

 C6A2 金重日月 ㄕㄨˋ 

 C6A3 金重日金 ㄕㄨˋ 

 C6A4 金重日木 ㄕㄨˋ 

 C6A5 金重日水 ㄕㄨˋ 

 C6A6 金重日火 ㄕㄨˋ 

 C6A7 金重日土 ㄕㄨˋ 

 C6A8 金重日竹 ㄕㄨˋ 

 C6A9 金重日戈 ㄕㄨˋ 

 C6AA 金重日十 ㄕㄨˋ 

 C6AB 金重日大 ㄕㄨˋ 

 C6AC 金重日中 ㄕㄨˋ 

 C6AD 金重日一 ㄕㄨˋ 

 C6AE 金重日弓 ㄕㄨˋ 

 C6AF 金重日人 ㄕㄨˋ 

 C6B0 金重日心 ㄕㄨˋ 

 C6B1 金重日手 ㄕㄨˋ 

 C6B2 金重日口 ㄕㄨˋ 

 C6B3 金重日尸 ㄕㄨˋ 

 C6B4 金重日廿 ㄕㄨˋ 

 C6B5 尸重一日 ㄕㄨˋ 

 C6B6 尸重一月 ㄕㄨˋ 

 C6B7 尸重一金 ㄕㄨˋ 

 C6B8 尸重一木 ㄕㄨˋ 

 C6B9 尸重一水 ㄕㄨ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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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C6BA 尸重一火 ㄕㄨˋ 

 C6BB 尸重一土 ㄕㄨˋ 

 C6BC 尸重一竹 ㄕㄨˋ 

 C6BD 尸重一戈 ㄕㄨˋ 

 C6BE 尸重一十 ㄕㄨˋ 

 C6BF 月重日金 ㄅㄨˋ 

 C6C0 月重日木 ㄅㄨˋ 

 C6C1 月重日火 ㄅㄨˋ 

 C6C2 月重日竹 ㄅㄨˋ 

 C6C3 月重日一 ㄅㄨˋ 

 C6C4 月重日弓 ㄅㄨˋ 

 C6C5 月重日人 ㄅㄨˋ 

 C6C6 月重日廿 ㄅㄨˋ 

 C6C7 月重日田 ㄅㄨˋ 

 C6C8 月重月月 ㄅㄨˋ 

 C6C9 月重月木 ㄅㄨˋ 

 C6CA 月重月十 ㄅㄨˋ 

 C6CB 月重月人 ㄅㄨˋ 

 C6CC 月重月女 ㄅㄨˋ 

 C6CD 月重金金 ㄅㄨˋ 

 C6CE 月重金木 ㄅㄨˋ 

 C6CF 月重金水 ㄅㄨˋ 

 C6D0 月重金戈 ㄅㄨˋ 

 C6D1 月重金十 ㄅㄨˋ 

 C6D2 月重金手 ㄅㄨˋ 

 C6D3 月重金女 ㄅㄨˋ 

 C6D4 月重水土 ㄅㄨˋ 

 C6D5 月重水竹 ㄅㄨˋ 

 C6D6 月重土手 ㄅㄨˋ 

 C6D7 月重竹月 ㄅㄨˋ 

 C6D8 尸重日人 ㄅㄨˋ 

 C6D9 尸重日心 ㄅㄨˋ 

 C6DA 尸重日尸 ㄆㄧㄥˊ 

 C6DB 尸重日廿 ㄆㄧㄥˊ 

 C6DC 尸重日山 ㄆㄧㄥ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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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C6DD 尸重日女 ㄆㄧㄥˊ 

 C6DE 尸重日田 ㄆㄧㄥˊ 

 C6E7 十重日日 ㄆㄧㄥˊ 

 C6E8 十重日月 ㄆㄧㄥˊ 

 C6E9 十重日金 ㄆㄧㄥˊ 

 C6EA 十重日木 ㄆㄧㄥˊ 

 C6EB 十重日水 ㄆㄧㄥˊ 

 C6EC 十重日火 ㄆㄧㄥˊ 

 C6ED 十重日土 ㄆㄧㄥˊ 

 C6EE 十重日竹 ㄆㄧㄥˊ 

 C6EF 十重日戈 ㄆㄧㄥˊ 

 C6F0 十重日十 ㄆㄧㄥˊ 

 C6F1 十重日大 ㄆㄧㄥˊ 

 C6F2 十重日中 ㄆㄧㄥˊ 

 C6F3 十重日一 ㄆㄧㄥˊ 

 C6F4 十重日弓 ㄆㄧㄥˊ 

 C6F5 十重日人 ㄆㄧㄥˊ 

 C6F6 十重日心 ㄆㄧㄥˊ 

 C6F7 十重日手 ㄆㄧㄥˊ 

 C6F8 十重日口 ㄆㄧㄥˊ 

 C6F9 十重日尸 ㄆㄧㄥˊ 

 C6FA 十重日廿 ㄆㄧㄥˊ 

 C6FB 十重日山 ㄆㄧㄥˊ 

 C6FC 十重日女 ㄆㄧㄥˊ 

 C6FD 十重日田 ㄆㄧㄥˊ 

 C6FE 十重日卜 ㄆㄧㄥˊ 

 C740 十重月日 ㄆㄧㄥˊ 

 C741 十重月月 ㄆㄧㄥˊ 

 C742 十重月金 ㄆㄧㄥˊ 

 C743 十重月木 ㄆㄧㄥˊ 

 C744 十重月水 ㄆㄧㄥˊ 

 C745 十重月火 ㄆㄧㄥˊ 

 C746 十重月土 ㄆㄧㄥˊ 

 C747 十重月竹 ㄆㄧㄥˊ 

 C748 十重月戈 ㄆㄧㄥ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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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C749 十重月十 ㄆㄧㄥˊ 

 C74A 十重月大 ㄆㄧㄥˊ 

 C74B 十重月中 ㄆㄧㄥˊ 

 C74C 十重月一 ㄆㄧㄥˊ 

 C74D 十重月弓 ㄆㄧㄥˊ 

 C74E 十重月人 ㄆㄧㄥˊ 

 C74F 十重月心 ㄆㄧㄥˊ 

 C750 十重月手 ㄆㄧㄥˊ 

 C751 十重月口 ㄆㄧㄥˊ 

 C752 十重月尸 ㄆㄧㄥˊ 

 C753 十重月廿 ㄆㄧㄥˊ 

 C754 十重月山 ㄆㄧㄥˊ 

 C755 十重月女 ㄆㄧㄥˊ 

 C756 十重月田 ㄆㄧㄥˊ 

 C757 十重月卜 ㄆㄧㄥˊ 

 C758 十重金日 ㄆㄧㄥˊ 

 C759 十重金月 ㄆㄧㄥˊ 

 C75A 十重金金 ㄆㄧㄥˊ 

 C75B 十重金木 ㄆㄧㄥˊ 

 C75C 十重金水 ㄆㄧㄥˊ 

 C75D 十重金火 ㄆㄧㄥˊ 

 C75E 十重金土 ㄆㄧㄥˊ 

 C75F 十重金竹 ㄆㄧㄥˊ 

 C760 十重金戈 ㄆㄧㄥˊ 

 C761 十重金十 ㄆㄧㄥˊ 

 C762 十重金大 ㄆㄧㄥˊ 

 C763 十重金中 ㄆㄧㄥˊ 

 C764 十重金一 ㄆㄧㄥˊ 

 C765 十重金弓 ㄆㄧㄥˊ 

 C766 十重金人 ㄆㄧㄥˊ 

 C767 十重金心 ㄆㄧㄥˊ 

 C768 十重金手 ㄆㄧㄥˊ 

 C769 十重金口 ㄆㄧㄥˊ 

 C76A 十重金尸 ㄆㄧㄥˊ 

 C76B 十重金廿 ㄆㄧㄥ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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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C76C 十重金山 ㄆㄧㄥˊ 

 C76D 十重金女 ㄆㄧㄥˊ 

 C76E 十重金田 ㄆㄧㄥˊ 

 C76F 十重金卜 ㄆㄧㄥˊ 

 C770 十重木日 ㄆㄧㄥˊ 

 C771 十重木月 ㄆㄧㄥˊ 

 C772 十重木金 ㄆㄧㄥˊ 

 C773 十重木木 ㄆㄧㄥˊ 

 C774 十重木水 ㄆㄧㄥˊ 

 C775 十重木火 ㄆㄧㄥˊ 

 C776 十重木土 ㄆㄧㄥˊ 

 C777 十重木竹 ㄆㄧㄥˊ 

 C778 十重木戈 ㄆㄧㄥˊ 

 C779 十重木十 ㄆㄧㄥˊ 

 C77A 十重木大 ㄆㄧㄥˊ 

 C77B 十重大日 ㄆㄧㄢˋ 

 C77C 十重大月 ㄆㄧㄢˋ 

 C77D 十重大金 ㄆㄧㄢˋ 

 C77E 十重大木 ㄆㄧㄢˋ 

 C7A1 十重大水 ㄆㄧㄢˋ 

 C7A2 十重大火 ㄆㄧㄢˋ 

 C7A3 十重大土 ㄆㄧㄢˋ 

 C7A4 十重大竹 ㄆㄧㄢˋ 

 C7A5 十重大戈 ㄆㄧㄢˋ 

 C7A6 十重大十 ㄆㄧㄢˋ 

 C7A7 十重大大 ㄆㄧㄢˋ 

 C7A8 十重大中 ㄆㄧㄢˋ 

 C7A9 十重大一 ㄆㄧㄢˋ 

 C7AA 十重大弓 ㄆㄧㄢˋ 

 C7AB 十重大人 ㄆㄧㄢˋ 

 C7AC 十重大心 ㄆㄧㄢˋ 

 C7AD 十重大手 ㄆㄧㄢˋ 

 C7AE 十重大口 ㄆㄧㄢˋ 

 C7AF 十重大尸 ㄆㄧㄢˋ 

 C7B0 十重大廿 ㄆㄧㄢ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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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C7B1 十重大山 ㄆㄧㄢˋ 

 C7B2 十重大女 ㄆㄧㄢˋ 

 C7B3 十重大田 ㄆㄧㄢˋ 

 C7B4 十重大卜 ㄆㄧㄢˋ 

 C7B5 十重中日 ㄆㄧㄢˋ 

 C7B6 十重中月 ㄆㄧㄢˋ 

 C7B7 十重中金 ㄆㄧㄢˋ 

 C7B8 十重中木 ㄆㄧㄢˋ 

 C7B9 十重中水 ㄆㄧㄢˋ 

 C7BA 十重中火 ㄆㄧㄢˋ 

 C7BB 十重中土 ㄆㄧㄢˋ 

 C7BC 十重中竹 ㄆㄧㄢˋ 

 C7BD 十重中戈 ㄆㄧㄢˋ 

 C7BE 十重中十 ㄆㄧㄢˋ 

 C7BF 十重中大 ㄆㄧㄢˋ 

 C7C0 十重中中 ㄆㄧㄢˋ 

 C7C1 十重中一 ㄆㄧㄢˋ 

 C7C2 十重中弓 ㄆㄧㄢˋ 

 C7C3 十重中人 ㄆㄧㄢˋ 

 C7C4 十重中心 ㄆㄧㄢˋ 

 C7C5 十重中手 ㄆㄧㄢˋ 

 C7C6 十重中口 ㄆㄧㄢˋ 

 C7C7 十重中尸 ㄆㄧㄢˋ 

 C7C8 十重中廿 ㄆㄧㄢˋ 

 C7C9 十重中山 ㄆㄧㄢˋ 

 C7CA 十重中女 ㄆㄧㄢˋ 

 C7CB 十重中田 ㄆㄧㄢˋ 

 C7CC 十重中卜 ㄆㄧㄢˋ 

 C7CD 十重一日 ㄆㄧㄢˋ 

 C7CE 十重一月 ㄆㄧㄢˋ 

 C7CF 十重一金 ㄆㄧㄢˋ 

 C7D0 十重一木 ㄆㄧㄢˋ 

 C7D1 十重一水 ㄆㄧㄢˋ 

 C7D2 十重一火 ㄆㄧㄢˋ 

 C7D3 十重一土 ㄆㄧㄢ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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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C7D4 十重一竹 ㄆㄧㄢˋ 

 C7D5 十重一戈 ㄆㄧㄢˋ 

 C7D6 十重一十 ㄆㄧㄢˋ 

 C7D7 十重一大 ㄆㄧㄢˋ 

 C7D8 十重一中 ㄆㄧㄢˋ 

 C7D9 十重一一 ㄆㄧㄢˋ 

 C7DA 十重一弓 ㄆㄧㄢˋ 

 C7DB 十重一人 ㄆㄧㄢˋ 

 C7DC 十重一心 ㄆㄧㄢˋ 

 C7DD 十重一手 ㄆㄧㄢˋ 

 C7DE 十重一口 ㄆㄧㄢˋ 

 C7DF 十重一尸 ㄆㄧㄢˋ 

 C7E0 十重一廿 ㄆㄧㄢˋ 

 C7E1 十重一山 ㄆㄧㄢˋ 

 C7E2 十重一女 ㄆㄧㄢˋ 

 C7E3 十重一田 ㄆㄧㄢˋ 

 C7E4 十重一卜 ㄆㄧㄢˋ 

 C7E5 十重弓日 ㄆㄧㄢˋ 

 C7E6 十重弓月 ㄆㄧㄢˋ 

 C7E7 十重弓金 ㄆㄧㄢˋ 

 C7E8 十重弓木 ㄆㄧㄢˋ 

 C7E9 十重弓水 ㄆㄧㄢˋ 

 C7EA 十重弓火 ㄆㄧㄢˋ 

 C7EB 十重弓土 ㄆㄧㄢˋ 

 C7EC 十重弓竹 ㄆㄧㄢˋ 

 C7ED 十重弓戈 ㄆㄧㄢˋ 

 C7EE 十重弓十 ㄆㄧㄢˋ 

 C7EF 十重弓大 ㄆㄧㄢˋ 

 C7F0 十重弓中 ㄆㄧㄢˋ 

 C7F1 十重弓一 ㄆㄧㄢˋ 

 C7F2 十重弓弓 ㄆㄧㄢˋ 

 FA40 
 FA41 
 FA42 
 FA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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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FA44 
 FA45 
 FA46 
 FA47 
 FA48 
 FA49 
 FA4A 
 FA4B 
 FA4C 
 FA4D 
 FA4E 
 FA4F 
 FA50 
 FA51 
 FA52 
 FA53 
 FA54 
 FA55 
 FA56 
 FA57 
 FA58 
 FA59 
 FA5A 
 FA5B 
 FA5C 
 FA5D 
 FA5E 
 FA5F 
 FA60 
 FA61 
 FA62 
 FA63 
 FA64 
 FA65 
 FA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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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67 
 FA68 
 FA69 
 FA6A 
 FA6B 
 FA6C 
 FA6D 
 FA6E 
 FA6F 
 FA70 
 FA71 
 FA72 
 FA73 
 FA74 
 FA75 
 FA76 
 FA77 
 FA78 
 FA79 
 FA7A 
 FA7B 
 FA7C 
 FA7D 
 FA7E 
 FAA1 
 FAA2 
 FAA3 
 FAA4 
 FAA5 
 FAA6 
 FAA7 
 FAA8 
 FAA9 
 FAAA 
 FAAB 



智慧局造字輸入法對照表 
 

 64

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FAAC 
 FAAD 
 FAAE 
 FAAF 
 FAB0 
 FAB1 
 FAB2 
 FAB3 
 FAB4 
 FAB5 
 FAB6 
 FAB7 
 FAB8 
 FAB9 
 FABA 
 FABB 
 FABC 
 FABD 
 FABE 
 FABF 
 FAC0 
 FAC1 
 FAC2 
 FAC3 
 FAC4 
 FAC5 
 FAC6 
 FAC7 
 FAC8 
 FAC9 
 FACA 
 FACB 
 FACC 
 FACD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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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F 
 FAD0 
 FAD1 
 FAD2 
 FAD3 
 FAD4 
 FAD5 
 FAD6 
 FAD7 
 FAD8 
 FAD9 
 FADA 
 FADB 
 FADC 
 FADD 
 FADE 
 FADF 
 FAE0 
 FAE1 
 FAE2 
 FAE3 
 FAE4 
 FAE5 
 FAE6 
 FAE7 
 FAE8 
 FAE9 
 FAEA 
 FAEB 
 FAEC 
 FAED 
 FAEE 
 FAEF 
 FAF0 
 FA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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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F2 
 FAF3 
 FAF4 
 FAF5 
 FAF6 
 FAF7 
 FAF8 
 FAF9 
 FAFA 
 FAFB 
 FAFC 
 FAFD 
 FAFE 
 FB40 
 FB41 
 FB42 
 FB43 
 FB44 
 FB45 
 FB46 
 FB47 
 FB48 
 FB49 
 FB4A 
 FB4B 
 FB4C 
 FB4D 
 FB4E 
 FB4F 
 FB50 
 FB51 
 FB52 
 FB53 
 FB54 
 FB55 



智慧局造字輸入法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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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Big5碼 倉頡碼 注音碼 

 FB56 
 FB57 
 FB58 
 FB59 
 FB5A 
 FB5B 
 FB5C 
 FB5D 
 FB5E 
 FB5F 
 FB60 
 FB61 
 FB62 
 FB63 
 FB64 
 FB65 
 FB66 
 FB67 
 FB68 
 FB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