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りましょう ０．１１プリ

漢字のカバレッジチャート

Tsukurimashou 0.11pre
Kanji Coverage Chart

目次 Contents
第 １ 学年の教育漢字 Grade 1 daily-use 80/80
第 ２ 学年の教育漢字 Grade 2 daily-use 160/160
第 ３ 学年の教育漢字 Grade 3 daily-use 200/200
第 ４ 学年の教育漢字 Grade 4 daily-use 200/200
第 ５ 学年の教育漢字 Grade 5 daily-use 185/185
第 ６ 学年の教育漢字 Grade 6 daily-use 80/181
教育外の常用漢字 Other daily-use 227/1132
第 ９ 学年の人名用漢字 Grade 9 name-only 149/684
第 １０ 学年の人名用漢字 Grade 10 name-only 4/177
幽霊漢字 Mysterious kanji of questionable origin that remain in the standards for compatibility reasons 2/12
外の ＪＩＳ ０２０８ 漢字 Other JIS 0208 385/3451
外の ＪＩＳ ０２１２ 漢字 Other JIS 0212 444/5785
外の ＪＩＳ ０２１３ 漢字 Other JIS 0213 44/861
外の Ｕｎｉｃｏｄｅ 漢字 Other Unicode 324/61644
康熙部首 Kangxi Radicals 120/214
ＣＪＫ追加の部首 CJK Supplement Radicals 38/115
漢字の分解の字典 Character decomposition dictionary
フォントのトータル： 2644 Total in font: 2644

1

2
2
2
2
3
3
3
3
4
4
4
4
5
5
5
6
6

第 １ 学年の教育漢字 Grade 1 daily-use 80/80
一七三上下中九二五人休先入八六円出力十千口右名四土夕大天女子字学小山川左年手文日
早月木本村林校森正気水火犬玉王生田男町白百目石空立竹糸耳花草虫見貝赤足車金雨青音

第 ２ 学年の教育漢字 Grade 2 daily-use 160/160
万丸交京今会体何作元兄光公内冬刀分切前北午半南原友古台合同回図国園地場声売夏外多
夜太妹姉室家寺少岩工市帰広店弓引弟弱強当形後心思戸才教数新方明星春昼時晴曜書朝来
東楽歌止歩母毎毛池汽活海点父牛理用画番直矢知社秋科答算米紙細組絵線羽考聞肉自船色
茶行西親角言計記話語読谷買走近通週道遠里野長門間雪雲電頭顔風食首馬高魚鳥鳴麦黄黒

第 ３ 学年の教育漢字 Grade 3 daily-use 200/200
丁世両主乗予事仕他代住使係倍全具写列助勉動勝化区医去反取受号向君味命和品員商問坂
央始委守安定実客宮宿寒対局屋岸島州帳平幸度庫庭式役待急息悪悲想意感所打投拾持指放
整旅族昔昭暑暗曲有服期板柱根植業様横橋次歯死氷決油波注泳洋流消深温港湖湯漢炭物球
由申界畑病発登皮皿相県真着短研礼神祭福秒究章童笛第筆等箱級終緑練羊美習者育苦荷落
葉薬血表詩調談豆負起路身転軽農返追送速進遊運部都配酒重鉄銀開院陽階集面題飲館駅鼻

第 ４ 学年の教育漢字 Grade 4 daily-use 200/200
不争付令以仲伝位低例便信倉候借停健側働億兆児共兵典冷初別利刷副功加努労勇包卒協単
博印参史司各告周唱喜器囲固型堂塩士変夫失好季孫完官害察巣差希席帯底府康建径徒得必
念愛成戦折挙改救敗散料旗昨景最望未末札材束松果栄案梅械極標機欠歴残殺毒氏民求治法
泣浅浴清満漁灯無然焼照熱牧特産的省祝票種積競笑管節粉紀約結給続置老胃脈腸臣航良芸
芽英菜街衣要覚観訓試説課議象貨貯費賞軍輪辞辺連達選郡量録鏡関陸隊静順願類飛飯養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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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学年の教育漢字 Grade 5 daily-use 185/185
久仏仮件任似余価保修俵個備像再刊判制券則効務勢厚句可営因団圧在均基報境墓増夢妻婦
容寄富導居属布師常幹序弁張往復徳志応快性恩情態慣承技招授採接提損支政故敵断旧易暴
条枝査格桜検構武比永河液混減測準演潔災燃版犯状独率現留略益眼破確示祖禁移程税築精
素経統絶綿総編績織罪群義耕職肥能興舌舎術衛製複規解設許証評講謝識護豊財貧責貸貿賀
資賛質輸述迷退逆造過適酸鉱銅銭防限険際雑非預領額飼

第 ６ 学年の教育漢字 Grade 6 daily-use 80/181
並乱乳亡仁供俳値傷優党冊処割創否吸困存孝宗宙宝寸尺届己干庁延律忘忠我批担拡推揮敬
映晩机枚模沿泉洗源潮灰片皇盛盟私秘簡系紅納至若装討訪訳詞誌誕誠論諸賃針鋼閉閣障頂

教育外の常用漢字 Other daily-use 227/1132
与且丘丙了井亜享亭介仙伎伏伐伯伴伸伺但佐佳併侍依侮侶促俗俺僕充免凡刈刑到刹削剛剰
占即又及召吉吏呂壮壱奇奴妥娘尻尼尾尿屈岡崩巧巾幽幾床廷弔弾彼征忙怒怖怠怪恋恨悔悟
悦惜惧惨慎慨憂憤憧憬憶憾戒拠排描揺攻敏斗斤斬既旦旨旺昆昧是暁曖更曽替朴朽杉杯析枢
枯柄某柿栓桁桃梗棋棟棺椅椎楷楼概汁江汰沃涼溝炎牙甘皆盆盗矛禅租秩稚稼稿符紋紛紳紹
紺絞絡綱綻緯缶肖腺舟苗衝裂訂訃訟詐詔詠詣詮詰詳誰請諧諾謀謎貞貢貪貫賢購辛込迭逃逐
逝逸遅遜避酌酎采閑閥閲闇阪陰隻霊頃項須頑頒頻頼顎驚髪鬱

第 ９ 学年の人名用漢字 Grade 9 name-only 149/684
也云亦亨仔伊伍伽佃佑侑俐允其勺勿匡卜只吾喬圭壬奄孟宋宕寅尖尭屑已巳巴巷巽庄庵廻廿
弘弛彦忽怜恢恰悌惇惚惟惺戊昌晄晒晚晦暉曝杜杭杵杷枇柊柏柑柘柚柾栖桂桐桔桧桶梓梢梧
梯梶棲椋椛椿楊楓楠榊榎槌槍槙槻樋樟橙櫛每汀汐汝洛溜熙牟牡疋禾秤稀稔筑紗紬絆綜綸綺
緋胡茸莫萌訣註諄諏諒諺謂讃貰辰辻辿迦迪逗這酉閃閏閤頁頌頗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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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０ 学年の人名用漢字 Grade 10 name-only 4/177
俱劍盃賣

幽霊漢字 Mysterious kanji of questionable origin that
remain in the standards for compatibility reasons 2/12
椢閠

外の ＪＩＳ ０２０８ 漢字 Other JIS 0208 385/3451
丕丿乍亟亠亢亰什仂仇佰侈侖儿兀冂冉冏冓冖几凵刎刔刪刮剃剌剔剞剽勹匆匕匚卩厂厶叩吊
呆呎呑咢咸咼哥囗坏夂夬夭妾孑孚孱宀它宍尸尹屁屎屏屓屠嵒巛帚帛并幺广廴廸廼廾弋弖弗
彡彷徂徃很徊徘徨忖忤忻忿怎怏怐怕怙怛怡怦怩怫怯怱怺恃恊恍恠恤恪恫恬悃悄悗悚悧悴悵
悶悸惆惶惻愀愕愡愴愽慓慚慟慥慴慷憮懈戈扁抔攵敕敲昜昵昿晞晤晰暎暘朷朸杁杆杓杙杞杠
杣杤杪杼枅枉枋枌枦枳枷枸枹柁柆柎柞柢柤柮柯栂栢栩栫栲框桎桙档桴桷桾梃梏梠梱梳梹棆
棉棍棕棡棯椁椄椌椙椚椣椥椨楜楮楳楸楾榁榑榕榴槁槎槓槝樌樢樶樸橡橦橲檍檪歪歹殳毋气
汕汢汨汪汾淮淹湶牝甬痞癶盈盍盒盪矗禹秕秣秧稍稘稙稠穃竟箪糺紂紕紜紲紵紿絋絎絖絣絲
絽綬綮綰緘緬罘聿胚舩舫艮芫苙苜苟茗茴菴蝉衍衙衫衲衵衽袂袒袱袵袷袿裄裙裼褌褓褪褶襁
襍襯覓訌訐訛訝訥訶詁詑詒詛詼誂誚誡誥誦誨誹諌諚諢諤諳諷謌證譏譛讀變豕賁賈辟酊釆閂
閇閊閔閖閙閧閨閭閹闊闍闖闢闥阡隹韋頏頚頡顆顋顛髟鬯

外の ＪＩＳ ０２１２ 漢字 Other JIS 0212 444/5785
丂丨乚亖亗仨仯伱伵佒佪侁侌侽俈俉刂刕刖刘刵剚剠劦匀厈厓咩啇园圢圣圥坴埶娄宁宄尗屰
巩帀庀庤庥庿弜彐忄忇忈忉忋忐忑忓忡忢忨忩忪忬忮忯忲忶忺忼怊怍怓怔怗怘怚怟怤怭怳恀
恇恈恉恌恔悈悓悕悝悢悰悱悻悾惈惊惏惔惕惲愊愐愑愓愔愢愪愵愹慞憍憘憪憹懩戠扌斦斿旰
旿昄昉昍昑昒昕昖昞昢昤昩昫昳昷昹晀晆晊晌晎晛晠晪晬晹晻晾晿暀暐暒暙暛暲暻暿曈曔朳
朾杇杌杕杝杦杬杴极枎枓枖枰枱枵枻柀柃柅柈柦柲柶柷栝栟栨栬栯栰栱栳栻栿桄桘桮桵桹梂
梄梈梖梘梚梡梩梪梮棌棑棖棝棪棭棵椆椊椐椗楂楅楉楎楗楛楤楨楩楻榀榍榒榡榯榷槢樀樰樴
4

橅橎橒橪橳檛檞檟檥檫檰檴櫌櫕櫧櫬毌氐氙氨氵氺氻氿汍汏汭汸汻泴牜牞牠畐疒盅盎盔盨礻
秄秇秈秏秔秖秚秝秞秠秢秥秪秱秸稂稃稇稉稊稌稑稕稞稡稫稭穄穅穕穖穙穜穝穠紃紈紏紑紒
紓紖紝紦紭紼紽絀絇絈絍絓絗絥絧絪絰絸絺絻絿綃綆綈綌綑綗綝綧綶綷緂緄緅緆緌緗緢緥緦
緭緶緹緺臤舡舢艻艽芄芊芖苚苯茁茡菐蒦衎衕衖衚衜衠衤訔訕訞訠訬訵詀詇詗詘詝誾謜謞謰
譆譒譔酏閈閌閍閝閞閟閩閫閬閴閶閿闆闈闚闝闦阝阞阢阤阥阦隺頇頊頍頎頔頖頜頞頣頫頲頳
頵顇顑顥

外の ＪＩＳ ０２１３ 漢字 Other JIS 0213 44/861
㐬丬亻仈叴壴尃嵓廹廽开怢愺旼晈晣晥晭杍枒柛栐栘桉梴棤棷椇楆槣橺种緀耂艹芓訡譑譩閆
頄飠𠂢𠂤

外の Ｕｎｉｃｏｄｅ 漢字 Other Unicode 324/61644
㒸㔾亏仩仴伿佲俞偘兑刌剻历厉厏姭宂宪尘庂庆忊忏忕忚忟忣忦忴忹忾怀怄怈怉怋怌怑怞怣
怬怲怶怹怽怾恄恅恎恏恓恘恛恜恦恮恲悀悇悙悺惀惍惗惦惿愘愥愩慩憆憏憕憣懓懪懫懮戋旪
旫旳时旷昅昐昲昸晍晱晽暊暏暔暩暯曊曗朲朹朼权杄杊杋杛杧杫杸杹杺杽枂枆枔枟枤枥枮枺
柇柌柍柕柖柟柠柣柨柫柸柽标栈栍栕栛栣栦栮栵栶样栺桖桩桭桸梀梌梸梽梾棁棇棛棴椧椮椲
椷椺椼椾楀楁楃楄楇楐楒楖楟楧榆榌榏榝榞榢榪榳榵槂槤槸槺樈樍樎樘樧樭樼橌橍橗橨橮橵
橽檂檊檌檏檘檤檭櫇櫍氚氜氰汃汄汌汓汘汵焛牪盀盄盇盏盘盚秆秎秐秓秗秙秛秜秨秮积秲秳
秴秵秷秹稐稒稓稤稩稳穁穊穚竞舠舥艼苂苩苮苲苼茠茤訁訙訜訨訲詂詋謃謒謤謪謮謵謻謿譕
譗譨閁閅閐閒閕閗閚閛閜閪閮閳閵闀闁闎闏闛闧队阧頉頕頝頟頢頧頨頩頪頶顀顁顃顉顐顠飞
龷𠩵𡰯𩔖

康熙部首 Kangxi Radicals 120/21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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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ＪＫ追加の部首 CJK Supplement Radicals 38/115
⺅⺇⺈⺉⺌⺒⺓⺖⺘⺝⺟⺡⺢⺣⺤⺧⺩⺬⺭⺮⺯⺷⺸⺾⻄⻊⻌⻏⻑⻒⻖⻗⻘⻝⻟⻨⻩⻭

漢字の分解の字典 Character decomposition dictionary
【⺌】⿻?(+1)
【⺖】⿻丨(+2)
【⺟】⿻?(+2)
【⺡】⿻?(+1)
【⺤】⿻?(+1)
【⺬】⿱二小
【⺯】⿻?(+3)
【⺸】⿻<羊>?(+1*1)
【⻄】⿻⿻儿口(+1) 【⻊】⿻口(+4)
【⻘】⿱?⺝
【⻝】⿱人<良>⿻艮(+1)
【⻟】⿱人<良>⿻艮(+1)
【⻨】⿱?夂
【⻩】⿱⿻<昔>⿱<龷>⿱艹一<日>⿻口(+1)(+1)?
【⻭】⿱止?
【⼧】⿻冖(+1)
【⼯】⿻二(+1)
【⼱】⿻冂(+1)
【⼿】⿱丿?
【⽅】⿻<万>⿻力(+1)(+1)
【⽇】⿻口(+1)
【⽋】⿻人(+2)
【⽏】⿻?(+1)
【⽑】⿱丿⿻二(+1*1)
【⽔】⿻人(+2*4)
【⽕】⿻人(+2)
【⽗】⿱??
【⽝】⿻大(+1)
【⽟】⿻王(+1)
【⽥】⿻口(+2)
【⽩】⿱ <日>⿻口(+1)
【⽬】⿻口(+2)
【⽮】⿻夫(+1*3)
【⽯】⿻口(+2)
【⽰】⿱二小
【⽲】⿱丿木
【⽶】⿱?木
【⽷】⿻?(+3)
【⽻】⿰??
【⽼】⿻⿱土匕(+1)
【⾀】⿻?(+3)
【⾁】⿻冂(+4)
【⾃】⿱ <目>⿻口(+2)
【⾄】⿱⿻厶(+1*2)土
【⾆】⿱丿<古>⿱十口
【⾊】⿱⺈<巴>⿻巳(+1)
【⾍】⿻口(+3)
【⾏】⿱?⿰亻丁
【⾒】⿱<目>⿻口(+2)儿
【⾓】⿱⺈用
【⾔】⿻口(+4)
【⾕】⿱?⿱人口
【⾖】⿻口(+4)
【⾙】⿱<目>⿻口(+2)?
【⾛】⿻?(+4)
【⾜】⿻⿻?口(+2) 【⾞】⿻口(+4)
【⾤】⿱丿<米>⿱?木
【⾥】⿻口(+4)
【⾦】⿱人?
【⾬】⿻冂(+6)
【⾯】⿻口(+6)
【⾳】⿱?<日>⿻口(+1)
【⾴】⿱⿻<自>⿱ <目>⿻口(+2)(+1)?
【⾵】⿻⿱丿<虫>⿻口(+3)(+1)
【⾷】⿱人<良>⿻艮(+1)
【⾸】⿱⿻?(+1*1)<自>⿱ <目>⿻口(+2)
【⾼】⿳亠口⿻冂口 【⾽】⿰⻒彡
【⿂】⿱⿱⺈<田>⿻口(+2)⺣
【⿐】⿳<自>⿱ <目>⿻口(+2)<田>⿻口(+2)廾
【万】⿻力(+1)
【丕】⿻不(+1)
【世】⿻口(+1*1)
【丙】⿻<内>⿻冂(+2)(+1)
【両】⿻⿱一?(+1) 【並】⿱⿻?(+1)⿻?(+1)
【中】⿻丨口
【丸】⿻九(+1)
【主】⿻王(+1)
【乗】⿻<禾>⿱丿木(+4*4)
【乱】⿰<舌>⿱丿<古>⿱十口乚
【乳】⿰<孚>⿱<⺤>⿻?(+1)子乚
【争】⿱⺈⿻?(+1*2)
【事】⿻⿻?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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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一丂
【云】⿻厶(+1*2)
【井】⿻廾(+1*1)
【亖】⿱二二
【亗】⿱山二
【亜】⿻口(+4)
【亟】⿻⿻丂口(+3*2)
【亢】⿱亠几
【交】⿱亠<父>⿱?? 【亨】⿱亠⿱口了
【享】⿱亠⿱口子
【京】⿱亠⿱口小
【亭】⿱亠⿱口⿱冖丁
【亰】⿱亠⿱<日>⿻口(+1)小
【什】⿰亻十
【仁】⿰亻二
【仂】⿰亻力
【仇】⿰亻九
【仈】⿰亻八
【今】⿱人?
【介】⿱人廾
【仏】⿰亻厶
【仔】⿰亻子
【仕】⿰亻士
【他】⿰亻也
【付】⿰亻寸
【仙】⿰亻山
【代】⿰亻弋
【令】⿱人?
【仨】⿰亻三
【仩】⿰亻上
【仯】⿰亻少
【仮】⿰亻<反>⿸厂又
【仲】⿰亻<中>⿻丨口
【仴】⿰亻月
【件】⿰亻牛
【任】⿰亻<壬>⿱丿士
【伊】⿰亻<尹>⿻?(+1)
【伍】⿰亻五
【伎】⿰亻<支>⿱十又
【伏】⿰亻<犬>⿻大(+1)
【伐】⿰亻<戈>⿻弋(+1)
【休】⿰亻木
【会】⿱人⿻厶(+1*2)
【伝】⿰亻<云>⿻厶(+1*2)
【伯】⿰亻<白>⿱ <日>⿻口(+1)
【伱】⿰亻⿱人小
【伴】⿰亻<半>⿻<⺌>⿻?(+1)(+2*1)
【伵】⿰亻<四>⿴囗儿
【伸】⿰亻<申>?
【伺】⿰亻<司>⿻⿻冂口(+1*1)
【似】⿰亻以
【伽】⿰亻<加>⿰力口
【伿】⿰亻<只>⿱口?
【佃】⿰亻<田>⿻口(+2)
【但】⿰亻<旦>⿱<日>⿻口(+1)一
【位】⿰亻立
【低】⿰亻<氐>⿻氏(+1*2)
【住】⿰亻<主>⿻王(+1)
【佐】⿰亻左
【佑】⿰亻<右>⿻口(+2)
【佒】⿰亻央
【体】⿰亻<本>⿻木(+1)
【何】⿰亻<可>⿻口(+2*2)
【余】⿱人⿻小(+1*1)
【作】⿰亻乍
【佪】⿰亻<回>⿴囗口
【佰】⿰亻<百>⿻<日>⿻口(+1)(+2)
【佲】⿰亻<名>⿻夕口
【佳】⿰亻<圭>⿱土土
【併】⿰亻<并>⿱?<开>⿻廾(+1)
【使】⿰亻<吏>⿻口(+3)
【侁】⿰亻<先>⿱⺧儿
【侈】⿰亻<多>⿱夕夕
【例】⿰亻<列>⿰歹刂
【侌】⿱<今>⿱人?<云>⿻厶(+1*2)
【侍】⿰亻<寺>⿱土寸
【侑】⿰亻<有>⿻⺝(+2)
【侖】⿱人⿻冂(+3) 【供】⿰亻<共>⿱<龷>⿱艹一?
【依】⿰亻<衣>⿱亠?
【価】⿰亻⿻口(+3)
【侮】⿰亻<毎>⿻<毋>⿻?(+1)(+2)
【侶】⿰亻<呂>⿻口(+1)
【侽】⿰亻<男>⿱<田>⿻口(+2)力
【便】⿰亻<更>⿻口(+4)
【係】⿰亻<系>⿱丿<糸>⿻?(+3)
【促】⿰亻<足>⿻⿻?口(+2)
【俈】⿰亻<告>⿱⺧口
【俉】⿰亻<吾>⿱五口
【俐】⿰亻<利>⿰⿱丿木刂
【俗】⿰亻<谷>⿱?⿱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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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亻<呆>⿱口木
【俞】⿱人⿰⺝刂
【信】⿰亻<訁>⿻口(+4)
【修】⿰⿰亻丨⿱夂彡
【俱】⿰亻<具>⿱<目>⿻口(+2)⿱一?
【俳】⿰亻非
【俵】⿰亻<表>⿱??
【俺】⿰亻<奄>⿱大⿻<日>⿻口(+1)(+1*1) 【倉】⿱人⿻?口
【個】⿰亻<固>⿴囗<古>⿱十口
【倍】⿰亻⿱?口
【候】⿰亻?
【借】⿰亻<昔>⿱<龷>⿱艹一<日>⿻口(+1) 【値】⿰亻<直>⿻⿱十<目>⿻口(+2)(+3)
【偘】⿰亻<品>⿱口⿰口口
【停】⿰亻<亭>⿱亠⿱口⿱冖丁
【健】⿰亻<建>⿺廴<聿>⿻?(+3)
【側】⿰亻<則>⿰<貝>⿱<目>⿻口(+2)?刂
【備】⿰亻⿱艹⿸厂?
【傷】⿰亻⿻<昜>⿱<日>⿻口(+1)⿻<勿>⿻勹(+2)(+1)(+2*1)
【働】⿰亻<動>⿰<重>⿻⿱丿<車>⿻口(+4)(+1*2)力
【像】⿰亻<象>⿱⺈⿱口豕
【僕】⿰亻<菐>⿱⿻?(+1)<⺸>⿻<羊>?(+1*1)
【億】⿰亻<意>⿱<音>⿱?<日>⿻口(+1)心
【優】⿰亻<憂>⿱⿱⿻<自>⿱ <目>⿻口(+2)(+1)冖⿱心夂
【兀】⿱一儿
【允】⿱厶儿
【元】⿱二儿
【兄】⿱口儿
【充】⿱亠<允>⿱厶儿
【兆】⿻儿(+4*2)
【先】⿱⺧儿
【光】⿱⿻<⺌>⿻?(+1)(+1)儿
【免】⿻⿱⺈<兄>⿱口儿(+1)
【児】⿱<旧>⿰丨<日>⿻口(+1)儿
【兑】⿱?<兄>⿱口儿
【党】⿱⿱<⺌>⿻?(+1)⿱冖口儿
【全】⿱人王
【公】⿱?厶
【六】⿱亠?
【共】⿱<龷>⿱艹一?
【兵】⿱丘?
【其】⿱??
【具】⿱<目>⿻口(+2)⿱一?
【典】⿱<曲>⿻口(+3)?
【内】⿻冂(+2)
【円】⿻冂(+2)
【冉】⿻月(+1*1)
【冊】⿻冂(+3)
【再】⿻<冉>⿻月(+1*1)(+1)
【冓】⿱艹<再>⿻<冉>⿻月(+1*1)(+1)
【写】⿱冖与
【冬】⿻夂(+2)
【冷】⿰?<令>⿱人? 【凡】⿻几(+1)
【処】⿰夂几
【分】⿱?刀
【切】⿰七刀
【刈】⿰?刂
【刊】⿰干刂
【刌】⿰寸刂
【刎】⿰<勿>⿻勹(+2)刂
【刑】⿰<开>⿻廾(+1)刂
【刔】⿰夬刂
【刕】⿱刀⿰刀刀
【刖】⿰月刂
【列】⿰歹刂
【刘】⿰⿱亠?刂
【初】⿰<衤>⿻礻(+1)刀
【判】⿰<半>⿻<⺌>⿻?(+1)(+2*1)刂
【別】⿰⿱口力刂
【利】⿰⿱丿木刂
【刪】⿰<冊>⿻冂(+3)刂
【刮】⿰<舌>⿱丿<古>⿱十口刂
【到】⿰<至>⿱⿻厶(+1*2)土刂
【刵】⿰耳刂
【制】⿰⿱牛冂刂
【刷】⿰⿸尸<巾>⿻冂(+1)刂
【券】⿱?刀
【刹】⿰⿱?木刂
【剃】⿰<弟>⿻⿱?弓(+2*1)刂
【則】⿰<貝>⿱<目>⿻口(+2)?刂
【削】⿰<肖>⿱<⺌>⿻?(+1)⺝刂
【剌】⿰<束>⿻口(+4)刂
【前】⿱⿻?(+1)⿰⺝刂
【剔】⿰<易>⿱<日>⿻口(+1)<勿>⿻勹(+2)刂
【剚】⿰<事>⿻⿻?口(+2*2)刂
【剛】⿰<岡>?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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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剞】⿰<奇>⿱大<可>⿻口(+2*2)刂
【剠】⿰<京>⿱亠⿱口小刂
【副】⿰<畐>⿱⿱一口<田>⿻口(+2)刂
【剰】⿰<乗>⿻<禾>⿱丿木(+4*4)刂
【割】⿰<害>⿱<宀>⿻冖(+1)⿱?口刂
【創】⿰<倉>⿱人⿻?口刂
【剻】⿰<崩>⿱山⿰月月刂
【剽】⿰<票>⿱⿻口(+3)<示>⿱二小刂
【劍】⿰⿱人⿱⿰口口⿰人人刂
【功】⿰<工>⿻二(+1)力
【加】⿰力口
【劦】⿱力⿰力力
【助】⿰且力
【努】⿱<奴>⿰女又力
【労】⿱?⿱冖力
【効】⿰⿱亠⿱??力
【勇】⿱?<男>⿱<田>⿻口(+2)力
【勉】⿺<免>⿻⿱⺈<兄>⿱口儿(+1)力
【動】⿰<重>⿻⿱丿<車>⿻口(+4)(+1*2)力 【務】⿰<矛>⿻予(+1)⿱攵力
【勝】⿰月⿱?力
【勢】⿱<埶>⿰⿱<圥>⿱土儿土<丸>⿻九(+1)力
【勺】⿻勹(+1)
【勿】⿻勹(+2)
【匀】⿻勹(+2)
【包】⿱勹己
【匆】⿻<勿>⿻勹(+2)(+1)
【化】⿰亻匕
【千】⿱丿?
【半】⿻<⺌>⿻?(+1)(+2*1)
【卒】⿱亠⿱⿰??十
【協】⿰十<劦>⿱力⿰力力
【南】⿱十?
【単】⿱?<里>⿻口(+4)
【博】⿰十<尃>⿱⿻⿱十<日>⿻口(+1)(+1*1)寸
【占】⿱十口
【印】⿰?卩
【即】⿰?卩
【历】⿸厂力
【厈】⿸厂干
【厉】⿸厂<万>⿻力(+1)
【厏】⿸厂乍
【厓】⿸厂<圭>⿱土土
【厚】⿸厂⿱<日>⿻口(+1)子
【原】⿸厂⿱<白>⿱ <日>⿻口(+1)小
【去】⿱土厶
【参】⿳厶大彡
【反】⿸厂又
【取】⿰耳又
【受】⿱<⺤>⿻?(+1)⿱冖又
【古】⿱十口
【句】⿻勹口
【叩】⿰口卩
【只】⿱口?
【召】⿱刀口
【可】⿻口(+2*2)
【台】⿱厶口
【史】⿻口(+2)
【右】⿻口(+2)
【叴】⿱九口
【号】⿱口与
【司】⿻⿻冂口(+1*1)
【各】⿱夂口
【合】⿱人口
【吉】⿱士口
【吊】⿱口<巾>⿻冂(+1)
【同】⿻⿻冂口(+1)
【名】⿻夕口
【吏】⿻口(+3)
【向】⿻⿻冂口(+1)
【君】⿻<尹>⿻?(+1)口
【否】⿱不口
【吸】⿰口及
【吾】⿱五口
【呂】⿻口(+1)
【呆】⿱口木
【告】⿱⺧口
【呎】⿱口王
【呑】⿱<夭>⿱丿大口
【周】⿻⿱土口(+1*2)
【味】⿰口<未>⿻夫(+1*2)
【命】⿱人<叩>⿰口卩
【和】⿰⿱丿木口
【咢】⿱⿰口口<亏>⿱一丂
【咩】⿰口<羊>?
【咸】⿻⿻弋口(+2*3)
【咼】⿻⿻冂口(+2) 【品】⿱口⿰口口
【員】⿱口<貝>⿱<目>⿻口(+2)?
【哥】⿱<可>⿻口(+2*2)<可>⿻口(+2*2)
【唱】⿰口<昌>⿱<日>⿻口(+1)<日>⿻口(+1)
【商】⿱?<冏>?
【啇】⿱??
【問】⿵門口
【喜】⿱<壴>⿱十<豆>⿻口(+4)口
【喬】⿱<呑>⿱<夭>⿱丿大口⿻冂口
【営】⿱?⿱冖<呂>⿻口(+1)
【器】⿻⿻大口(*2) 【四】⿴囗儿
【回】⿴囗口
【因】⿴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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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団】⿴囗寸
【园】⿴囗<元>⿱二儿
【困】⿴囗木
【囲】⿴囗<井>⿻廾(+1*1)
【図】⿴囗?
【固】⿴囗<古>⿱十口
【国】⿴囗<玉>⿻王(+1)
【園】⿴囗⿱土⿻口(+4)
【圢】⿰土丁
【圣】⿱又土
【圥】⿱土儿
【圧】⿸厂土
【在】⿸⺅⿻土(+2) 【圭】⿱土土
【地】⿰土也
【坂】⿰土<反>⿸厂又
【均】⿰土<匀>⿻勹(+2)
【坏】⿰土不
【坴】⿱<圥>⿱土儿土
【型】⿱<刑>⿰<开>⿻廾(+1)刂土
【埶】⿰⿱<圥>⿱土儿土<丸>⿻九(+1)
【基】⿱<其>⿱??土
【報】⿰<幸>⿱土<羊>?⿱卩又
【堂】⿱⿱<⺌>⿻?(+1)⿱冖口土
【場】⿰土<昜>⿱<日>⿻口(+1)⿻<勿>⿻勹(+2)(+1)
【塩】⿰土⿱?⿱口皿
【境】⿰土<竟>⿱立⿱<日>⿻口(+1)儿
【墓】⿱<莫>⿳艹<日>⿻口(+1)大土
【増】⿰土<曽>⿱⿱?<田>⿻口(+2)<日>⿻口(+1)
【壬】⿱丿士
【壮】⿰丬士
【声】⿱士⿸尸?
【壱】⿱士⿻<它>⿱<宀>⿻冖(+1)匕(-1)
【売】⿱士⿱冖儿
【壴】⿱十<豆>⿻口(+4)
【変】⿱亦夂
【夏】⿱⿻<自>⿱ <目>⿻口(+2)(+1)夂
【外】⿻夕(+2)
【多】⿱夕夕
【夜】⿱亠⿰亻⿻夂(+1)
【夢】⿱⿳艹⿻口(+2)冖夕
【太】⿻大(+1)
【夭】⿱丿大
【失】⿻夫(+1*2)
【奄】⿱大⿻<日>⿻口(+1)(+1*1)
【奇】⿱大<可>⿻口(+2*2)
【奴】⿰女又
【好】⿰女子
【妥】⿱<⺤>⿻?(+1)女
【妹】⿰女夫
【妻】⿱⿻?(+2*1)女
【妾】⿱立女
【姉】⿰女<市>⿱亠<巾>⿻冂(+1)
【始】⿰女<台>⿱厶口
【委】⿱<禾>⿱丿木女
【姭】⿱<劦>⿱力⿰力力女
【娄】⿱<米>⿱?木女
【娘】⿰女<良>⿻艮(+1)
【婦】⿰女<帚>⿱?⿱冖<巾>⿻冂(+1)
【字】⿱<宀>⿻冖(+1)子
【存】⿸⺅⿻子(+2) 【孚】⿱<⺤>⿻?(+1)子
【孝】⿻⿱土子(+1)
【孟】⿱子皿
【季】⿱<禾>⿱丿木子
【学】⿱?⿱冖子
【孫】⿰孑<系>⿱丿<糸>⿻?(+3)
【孱】⿸尸⿱子⿰子子
【宀】⿻冖(+1)
【宁】⿱<宀>⿻冖(+1)丁
【宂】⿱<宀>⿻冖(+1)儿
【它】⿱<宀>⿻冖(+1)匕
【宄】⿱<宀>⿻冖(+1)九
【守】⿱<宀>⿻冖(+1)寸
【安】⿱<宀>⿻冖(+1)女
【宋】⿱<宀>⿻冖(+1)木
【完】⿱<宀>⿻冖(+1)<元>⿱二儿
【宍】⿱<宀>⿻冖(+1)<六>⿱亠?
【宕】⿱<宀>⿻冖(+1)<右>⿻口(+2)
【宗】⿱<宀>⿻冖(+1)<示>⿱二小
【官】⿱<宀>⿻冖(+1)?
【宙】⿱<宀>⿻冖(+1)<由>⿻口(+2)
【定】⿱<宀>⿻冖(+1)<疋>⿻?(+3)
【宝】⿱<宀>⿻冖(+1)<玉>⿻王(+1)
【実】⿱<宀>⿻冖(+1)⿻夫(+1*1)
【客】⿱<宀>⿻冖(+1)<各>⿱夂口
【室】⿱<宀>⿻冖(+1)<至>⿱⿻厶(+1*2)土 【宪】⿱<宀>⿻冖(+1)<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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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宀>⿻冖(+1)<呂>⿻口(+1)
【害】⿱<宀>⿻冖(+1)⿱?口
【家】⿱<宀>⿻冖(+1)豕
【容】⿱<宀>⿻冖(+1)<谷>⿱?⿱人口
【宿】⿱<宀>⿻冖(+1)<佰>⿰亻<百>⿻<日>⿻口(+1)(+2)
【寄】⿱<宀>⿻冖(+1)<奇>⿱大<可>⿻口(+2*2)
【寅】⿱⿻<宙>⿱<宀>⿻冖(+1)<由>⿻口(+2)(+1*1)?
【富】⿱<宀>⿻冖(+1)<畐>⿱⿱一口<田>⿻口(+2)
【寒】⿱<宀>⿻冖(+1)⿻⿱艹?(+2)
【察】⿱<宀>⿻冖(+1)<祭>⿻<示>⿱二小(+7)
【寺】⿱土寸
【対】⿰⿱亠?寸
【尃】⿱⿻⿱十<日>⿻口(+1)(+1*1)寸
【尖】⿱小大
【導】⿱<道>⿺⻌<首>⿱⿻?(+1*1)<自>⿱ <目>⿻口(+2)寸
【尗】⿱上小
【尘】⿱小土
【尭】⿱⿱十艹<兀>⿱一儿
【尹】⿻?(+1)
【尺】⿸尸?
【尻】⿸尸九
【尼】⿸尸匕
【尾】⿸尸<毛>⿱丿⿻二(+1*1)
【尿】⿸尸<水>⿻人(+2*4)
【局】⿸尸⿻<句>⿻勹口(-1)
【屁】⿸尸<比>⿰上匕
【居】⿸尸<古>⿱十口
【屈】⿸尸出
【届】⿸尸<由>⿻口(+2)
【屋】⿸尸<至>⿱⿻厶(+1*2)土
【屎】⿸尸<米>⿱?木
【屏】⿸尸<并>⿱?<开>⿻廾(+1)
【屑】⿸尸<肖>⿱<⺌>⿻?(+1)⺝
【屓】⿸尸<貝>⿱<目>⿻口(+2)?
【属】⿸尸<禹>⿱丿<虫>⿻口(+3)
【屠】⿸尸<者>⿻⿱土<日>⿻口(+1)(+1)
【屰】⿻⿱⿻?(+1)?(+1)
【岩】⿱山<右>⿻口(+2)
【岸】⿱山<厈>⿸厂干
【崩】⿱山⿰月月
【嵒】⿱<品>⿱口⿰口口山
【嵓】⿱山<品>⿱口⿰口口
【巛】⿲???
【州】⿻川(+3)
【巣】⿱?<果>⿱<田>⿻口(+2)木
【工】⿻二(+1)
【巧】⿰<工>⿻二(+1)丂
【巩】⿰<工>⿻二(+1)<凡>⿻几(+1)
【差】⿻⿱<⺷>?<工>⿻二(+1)(+1)
【巴】⿻巳(+1)
【巷】⿱<共>⿱<龷>⿱艹一?己
【巽】⿱⿰己己<共>⿱<龷>⿱艹一?
【巾】⿻冂(+1)
【帀】⿱一<巾>⿻冂(+1)
【市】⿱亠<巾>⿻冂(+1)
【布】⿻<巾>⿻冂(+1)(+2)
【希】⿱?<布>⿻<巾>⿻冂(+1)(+2)
【帚】⿱?⿱冖<巾>⿻冂(+1)
【帛】⿱<白>⿱ <日>⿻口(+1)<巾>⿻冂(+1)
【師】⿰⿱ ?<帀>⿱一<巾>⿻冂(+1)
【席】⿸广⿱廿<巾>⿻冂(+1)
【帯】⿱⿻廿(+1)⿱冖<巾>⿻冂(+1)
【帰】⿰?⿱?⿱冖<巾>⿻冂(+1)
【帳】⿰<巾>⿻冂(+1)長
【常】⿱⿱<⺌>⿻?(+1)⿱冖口<巾>⿻冂(+1)
【并】⿱?<开>⿻廾(+1)
【幸】⿱土<羊>?
【幹】⿰⿱⿱十<日>⿻口(+1)十⿱人干
【幾】⿻⿱⿰幺幺弋(+1*2)
【庀】⿸广匕
【庁】⿸广丁
【庂】⿸广人
【広】⿸广厶
【庄】⿸广土
【庆】⿸广大
【床】⿸广木
【序】⿸广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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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广<氐>⿻氏(+1*2)
【店】⿸广<占>⿱十口
【府】⿸广<付>⿰亻寸
【庤】⿸广<寺>⿱土寸
【庥】⿸广<休>⿰亻木
【度】⿸广⿱廿又
【庫】⿸广<車>⿻口(+4)
【庭】⿸广<廷>⿺廴<壬>⿱丿士
【庵】⿸广<奄>⿱大⿻<日>⿻口(+1)(+1*1) 【康】⿸广⿱?氺
【庿】⿸广<苗>⿱艹<田>⿻口(+2)
【廴】⿺廴?
【延】⿺廴⿱丿止
【廷】⿺廴<壬>⿱丿士
【廸】⿺廴⿻<由>⿻口(+2)(+1)
【廹】⿺廴⿻<白>⿱ <日>⿻口(+1)(+1)
【建】⿺廴<聿>⿻?(+3)
【廻】⿺廴⿻<回>⿴囗口(+1)
【廼】⿺廴⿻<西>⿻⿻儿口(+1)(+1)
【开】⿻廾(+1)
【弁】⿱厶廾
【廽】⿺廴⿻<面>⿻口(+6)(+1)
【弔】⿻弓(+1*1)
【弖】⿻弓(+1)
【弘】⿰弓厶
【弛】⿰弓也
【弜】⿰弓弓
【弟】⿻⿱?弓(+2*1)
【弱】⿰⿻弓(+2)⿻弓(+2)
【張】⿰弓長
【強】⿰弓⿱厶<虫>⿻口(+3)
【弾】⿰弓<単>⿱?<里>⿻口(+4)
【当】⿱<⺌>⿻?(+1)?
【形】⿰<开>⿻廾(+1)彡
【彦】⿱?彡
【彷】⿰⿱?亻<方>⿻<万>⿻力(+1)(+1)
【役】⿰⿱?亻<殳>⿱几又
【彼】⿰⿱?亻<皮>⿻<反>⿸厂又(+1*2)
【往】⿰⿱?亻<主>⿻王(+1)
【征】⿰⿱?亻<正>⿻止(+1)
【徂】⿰⿱?亻且
【徃】⿰⿱?亻生
【径】⿰⿱?亻<圣>⿱又土
【待】⿰⿱?亻<寺>⿱土寸
【很】⿰⿱?亻艮
【徊】⿰⿱?亻<回>⿴囗口
【律】⿰⿱?亻<聿>⿻?(+3)
【後】⿰⿱?亻⿱幺夂
【徒】⿰⿱?亻<走>⿻?(+4)
【得】⿰⿱?亻⿱<旦>⿱<日>⿻口(+1)一寸
【徘】⿰⿱?亻非
【徨】⿰⿱?亻<皇>⿱<白>⿱ <日>⿻口(+1)王
【復】⿰⿱?亻⿱⿻<日>⿻口(+1)(+2)夂
【徳】⿰⿱?亻⿱⿱十⿻口(+2)心
【忄】⿻丨(+2)
【必】⿻心(+1*2)
【忇】⿰<忄>⿻丨(+2)力
【忈】⿱二心
【忉】⿰<忄>⿻丨(+2)刀
【忊】⿰<忄>⿻丨(+2)丁
【忋】⿰<忄>⿻丨(+2)己
【忏】⿰<忄>⿻丨(+2)<千>⿱丿?
【忐】⿱上心
【忑】⿱下心
【忓】⿰<忄>⿻丨(+2)干
【忕】⿰<忄>⿻丨(+2)大
【忖】⿰<忄>⿻丨(+2)寸
【志】⿱士心
【忘】⿱亡心
【忙】⿰<忄>⿻丨(+2)亡
【忚】⿰<忄>⿻丨(+2)也
【応】⿸广心
【忟】⿰<忄>⿻丨(+2)文
【忠】⿱<中>⿻丨口心
【忡】⿰<忄>⿻丨(+2)<中>⿻丨口
【忢】⿱五心
【忣】⿰<忄>⿻丨(+2)及
【忤】⿰<忄>⿻丨(+2)午
【忦】⿰<忄>⿻丨(+2)<介>⿱人廾
【忨】⿰<忄>⿻丨(+2)<元>⿱二儿
【忩】⿱<公>⿱?厶心
【忪】⿰<忄>⿻丨(+2)<公>⿱?厶
【快】⿰<忄>⿻丨(+2)夬
【忬】⿰<忄>⿻丨(+2)予
【忮】⿰<忄>⿻丨(+2)<支>⿱十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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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忯】⿰<忄>⿻丨(+2)氏
【忲】⿰<忄>⿻丨(+2)<太>⿻大(+1)
【忴】⿰<忄>⿻丨(+2)<今>⿱人?
【念】⿱<今>⿱人?心
【忶】⿰<忄>⿻丨(+2)<云>⿻厶(+1*2)
【忹】⿰<忄>⿻丨(+2)王
【忺】⿰<忄>⿻丨(+2)<欠>⿻人(+2)
【忻】⿰<忄>⿻丨(+2)斤
【忼】⿰<忄>⿻丨(+2)<亢>⿱亠几
【忽】⿱<勿>⿻勹(+2)心
【忾】⿰<忄>⿻丨(+2)气
【忿】⿱<分>⿱?刀心
【怀】⿰<忄>⿻丨(+2)不
【怄】⿰<忄>⿻丨(+2)<区>?
【怈】⿰<忄>⿻丨(+2)<世>⿻口(+1*1)
【怉】⿰<忄>⿻丨(+2)<包>⿱勹己
【怊】⿰<忄>⿻丨(+2)<召>⿱刀口
【怋】⿰<忄>⿻丨(+2)民
【怍】⿰<忄>⿻丨(+2)乍
【怌】⿰<忄>⿻丨(+2)<丕>⿻不(+1)
【怎】⿱乍心
【怏】⿰<忄>⿻丨(+2)央
【怐】⿰<忄>⿻丨(+2)<句>⿻勹口
【怑】⿰<忄>⿻丨(+2)<半>⿻<⺌>⿻?(+1)(+2*1)
【怒】⿱<奴>⿰女又心
【怓】⿰<忄>⿻丨(+2)<奴>⿰女又
【怔】⿰<忄>⿻丨(+2)<正>⿻止(+1)
【怕】⿰<忄>⿻丨(+2)<白>⿱ <日>⿻口(+1)
【怖】⿰<忄>⿻丨(+2)<布>⿻<巾>⿻冂(+1)(+2)
【怗】⿰<忄>⿻丨(+2)<占>⿱十口
【怘】⿱<古>⿱十口心
【怙】⿰<忄>⿻丨(+2)<古>⿱十口
【怚】⿰<忄>⿻丨(+2)且
【怛】⿰<忄>⿻丨(+2)<旦>⿱<日>⿻口(+1)一
【怜】⿰<忄>⿻丨(+2)<令>⿱人?
【思】⿱<田>⿻口(+2)心
【怞】⿰<忄>⿻丨(+2)<由>⿻口(+2)
【怟】⿰<忄>⿻丨(+2)<氐>⿻氏(+1*2)
【怠】⿱<台>⿱厶口心
【怡】⿰<忄>⿻丨(+2)<台>⿱厶口
【怢】⿱<失>⿻夫(+1*2)心
【怣】⿰<忄>⿻丨(+2)<失>⿻夫(+1*2)
【怤】⿱<付>⿰亻寸心
【急】⿱⿱⺈?心
【怦】⿰<忄>⿻丨(+2)平
【性】⿰<忄>⿻丨(+2)生
【怩】⿰<忄>⿻丨(+2)<尼>⿸尸匕
【怪】⿰<忄>⿻丨(+2)<圣>⿱又土
【怫】⿰<忄>⿻丨(+2)弗
【怬】⿰<忄>⿻丨(+2)<四>⿴囗儿
【怭】⿰<忄>⿻丨(+2)<必>⿻心(+1*2)
【怯】⿰<忄>⿻丨(+2)<去>⿱土厶
【怱】⿱<匆>⿻<勿>⿻勹(+2)(+1)心
【怲】⿰<忄>⿻丨(+2)<丙>⿻<内>⿻冂(+2)(+1)
【怳】⿰<忄>⿻丨(+2)<兄>⿱口儿
【怶】⿰<忄>⿻丨(+2)<皮>⿻<反>⿸厂又(+1*2)
【怹】⿱<他>⿰亻也心
【怺】⿰<忄>⿻丨(+2)<永>⿻<水>⿻人(+2*4)(+1*2)
【怽】⿰<忄>⿻丨(+2)<未>⿻夫(+1*2)
【怾】⿰<忄>⿻丨(+2)<只>⿱口?
【恀】⿰<忄>⿻丨(+2)<多>⿱夕夕
【恃】⿰<忄>⿻丨(+2)<寺>⿱土寸
【恄】⿰<忄>⿻丨(+2)<吉>⿱士口
【恅】⿰<忄>⿻丨(+2)<老>⿻⿱土匕(+1)
【恇】⿰<忄>⿻丨(+2)<匡>?
【恈】⿰<忄>⿻丨(+2)<牟>⿱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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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恉】⿰<忄>⿻丨(+2)<旨>⿱匕<日>⿻口(+1)
【恊】⿰<忄>⿻丨(+2)<劦>⿱力⿰力力
【恋】⿱亦心
【恌】⿰<忄>⿻丨(+2)<兆>⿻儿(+4*2)
【恍】⿰<忄>⿻丨(+2)<光>⿱⿻<⺌>⿻?(+1)(+1)儿
【恎】⿰<忄>⿻丨(+2)<至>⿱⿻厶(+1*2)土 【恏】⿱<好>⿰女子心
【恓】⿰<忄>⿻丨(+2)<西>⿻⿻儿口(+1)
【恔】⿰<忄>⿻丨(+2)<交>⿱亠<父>⿱??
【恘】⿰<忄>⿻丨(+2)<休>⿰亻木
【恛】⿰<忄>⿻丨(+2)<回>⿴囗口
【恜】⿰<忄>⿻丨(+2)式
【恠】⿰<忄>⿻丨(+2)<在>⿸⺅⿻土(+2)
【恢】⿰<忄>⿻丨(+2)<灰>⿸厂<火>⿻人(+2)
【恦】⿰<忄>⿻丨(+2)<向>⿻⿻冂口(+1)
【恤】⿰<忄>⿻丨(+2)<血>⿱ 皿
【恨】⿰<忄>⿻丨(+2)艮
【恩】⿱<因>⿴囗大心
【恪】⿰<忄>⿻丨(+2)<各>⿱夂口
【恫】⿰<忄>⿻丨(+2)<同>⿻⿻冂口(+1)
【恬】⿰<忄>⿻丨(+2)<舌>⿱丿<古>⿱十口 【恮】⿰<忄>⿻丨(+2)<全>⿱人王
【息】⿱<自>⿱ <目>⿻口(+2)心
【恰】⿰<忄>⿻丨(+2)<合>⿱人口
【恲】⿰<忄>⿻丨(+2)<并>⿱?<开>⿻廾(+1)
【悀】⿰<忄>⿻丨(+2)<甬>⿻?(+2)
【悃】⿰<忄>⿻丨(+2)<困>⿴囗木
【悄】⿰<忄>⿻丨(+2)<肖>⿱<⺌>⿻?(+1)⺝
【悇】⿰<忄>⿻丨(+2)<余>⿱人⿻小(+1*1) 【悈】⿰<忄>⿻丨(+2)<戒>?
【悌】⿰<忄>⿻丨(+2)<弟>⿻⿱?弓(+2*1)
【悓】⿰<忄>⿻丨(+2)<見>⿱<目>⿻口(+2)儿
【悔】⿰<忄>⿻丨(+2)<毎>⿻<毋>⿻?(+1)(+2)
【悕】⿰<忄>⿻丨(+2)<希>⿱?<布>⿻<巾>⿻冂(+1)(+2)
【悗】⿰<忄>⿻丨(+2)<免>⿻⿱⺈<兄>⿱口儿(+1)
【悙】⿰<忄>⿻丨(+2)<亨>⿱亠⿱口了
【悚】⿰<忄>⿻丨(+2)<束>⿻口(+4)
【悝】⿰<忄>⿻丨(+2)<里>⿻口(+4)
【悟】⿰<忄>⿻丨(+2)<吾>⿱五口
【悢】⿰<忄>⿻丨(+2)<良>⿻艮(+1)
【悦】⿰<忄>⿻丨(+2)<兑>⿱?<兄>⿱口儿
【悧】⿰<忄>⿻丨(+2)<利>⿰⿱丿木刂
【悪】⿱<亜>⿻口(+4)心
【悰】⿰<忄>⿻丨(+2)<宗>⿱<宀>⿻冖(+1)<示>⿱二小
【悱】⿰<忄>⿻丨(+2)非
【悲】⿱非心
【悴】⿰<忄>⿻丨(+2)<卒>⿱亠⿱⿰??十
【悵】⿰<忄>⿻丨(+2)長
【悶】⿵門心
【悸】⿰<忄>⿻丨(+2)<季>⿱<禾>⿱丿木子
【悺】⿰<忄>⿻丨(+2)<官>⿱<宀>⿻冖(+1)?
【悻】⿰<忄>⿻丨(+2)<幸>⿱土<羊>?
【悾】⿰<忄>⿻丨(+2)<空>⿱<宂>⿱<宀>⿻冖(+1)儿<工>⿻二(+1)
【惀】⿰<忄>⿻丨(+2)<侖>⿱人⿻冂(+3)
【情】⿰<忄>⿻丨(+2)<青>⿱?⺝
【惆】⿰<忄>⿻丨(+2)<周>⿻⿱土口(+1*2) 【惇】⿰<忄>⿻丨(+2)<享>⿱亠⿱口子
【惈】⿰<忄>⿻丨(+2)<果>⿱<田>⿻口(+2)木
【惊】⿰<忄>⿻丨(+2)<京>⿱亠⿱口小
【惍】⿰<忄>⿻丨(+2)<金>⿱人?
【惏】⿰<忄>⿻丨(+2)<林>⿰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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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惔】⿰<忄>⿻丨(+2)<炎>⿱⿻人(+3)<火>⿻人(+2)
【惕】⿰<忄>⿻丨(+2)<易>⿱<日>⿻口(+1)<勿>⿻勹(+2)
【惗】⿰<忄>⿻丨(+2)<念>⿱<今>⿱人?心
【惚】⿰<忄>⿻丨(+2)<忽>⿱<勿>⿻勹(+2)心
【惜】⿰<忄>⿻丨(+2)<昔>⿱<龷>⿱艹一<日>⿻口(+1)
【惟】⿰<忄>⿻丨(+2)隹
【惦】⿰<忄>⿻丨(+2)<店>⿸广<占>⿱十口
【惧】⿰<忄>⿻丨(+2)<具>⿱<目>⿻口(+2)⿱一?
【惨】⿰<忄>⿻丨(+2)<参>⿳厶大彡
【惲】⿰<忄>⿻丨(+2)<軍>⿱冖<車>⿻口(+4)
【想】⿱<相>⿰木<目>⿻口(+2)心
【惶】⿰<忄>⿻丨(+2)<皇>⿱<白>⿱ <日>⿻口(+1)王
【惺】⿰<忄>⿻丨(+2)<星>⿱<日>⿻口(+1)生
【惻】⿰<忄>⿻丨(+2)<則>⿰<貝>⿱<目>⿻口(+2)?刂
【惿】⿰<忄>⿻丨(+2)<是>⿱<日>⿻口(+1)<疋>⿻?(+3)
【愀】⿰<忄>⿻丨(+2)<秋>⿰⿱丿木<火>⿻人(+2)
【愊】⿰<忄>⿻丨(+2)<畐>⿱⿱一口<田>⿻口(+2)
【意】⿱<音>⿱?<日>⿻口(+1)心
【愐】⿰<忄>⿻丨(+2)<面>⿻口(+6)
【愑】⿰<忄>⿻丨(+2)<勇>⿱?<男>⿱<田>⿻口(+2)力
【愓】⿰<忄>⿻丨(+2)<昜>⿱<日>⿻口(+1)⿻<勿>⿻勹(+2)(+1)
【愔】⿰<忄>⿻丨(+2)<音>⿱?<日>⿻口(+1)
【愕】⿰<忄>⿻丨(+2)<咢>⿱⿰口口<亏>⿱一丂
【愘】⿰<忄>⿻丨(+2)<客>⿱<宀>⿻冖(+1)<各>⿱夂口
【愛】⿱⿱<⺤>⿻?(+1)冖⿱心夂
【感】⿱<咸>⿻⿻弋口(+2*3)心
【愡】⿰<忄>⿻丨(+2)<怱>⿱<匆>⿻<勿>⿻勹(+2)(+1)心
【愢】⿰<忄>⿻丨(+2)<思>⿱<田>⿻口(+2)心
【愥】⿰<忄>⿻丨(+2)<英>⿱艹央
【愩】⿰<忄>⿻丨(+2)<貢>⿱<工>⿻二(+1)<貝>⿱<目>⿻口(+2)?
【愪】⿰<忄>⿻丨(+2)<員>⿱口<貝>⿱<目>⿻口(+2)?
【愴】⿰<忄>⿻丨(+2)<倉>⿱人⿻?口
【愵】⿰<忄>⿻丨(+2)<弱>⿰⿻弓(+2)⿻弓(+2)
【愹】⿰<忄>⿻丨(+2)<容>⿱<宀>⿻冖(+1)<谷>⿱?⿱人口
【愺】⿰<忄>⿻丨(+2)<草>⿱艹<早>⿱<日>⿻口(+1)十
【愽】⿰<忄>⿻丨(+2)<尃>⿱⿻⿱十<日>⿻口(+1)(+1*1)寸
【態】⿱<能>⿰⿱厶⺝⿱匕匕心
【慎】⿰<忄>⿻丨(+2)<真>⿱⿱十<目>⿻口(+2)?
【慓】⿰<忄>⿻丨(+2)<票>⿱⿻口(+3)<示>⿱二小
【慚】⿰<忄>⿻丨(+2)<斬>⿰<車>⿻口(+4)斤
【慞】⿰<忄>⿻丨(+2)<章>⿱?<早>⿱<日>⿻口(+1)十
【慟】⿰<忄>⿻丨(+2)<動>⿰<重>⿻⿱丿<車>⿻口(+4)(+1*2)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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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忄>⿻丨(+2)<貫>⿱<毌>⿻?(+1)<貝>⿱<目>⿻口(+2)?
【慥】⿰<忄>⿻丨(+2)<造>⿺⻌<告>⿱⺧口 【慨】⿰<忄>⿻丨(+2)<既>⿰??
【慩】⿰<忄>⿻丨(+2)<連>⿺⻌<車>⿻口(+4)
【慴】⿰<忄>⿻丨(+2)<習>⿱<羽>⿰??<白>⿱ <日>⿻口(+1)
【慷】⿰<忄>⿻丨(+2)<康>⿸广⿱?氺
【憂】⿱⿱⿻<自>⿱ <目>⿻口(+2)(+1)冖⿱心夂
【憆】⿰<忄>⿻丨(+2)<堂>⿱⿱<⺌>⿻?(+1)⿱冖口土
【憍】⿰<忄>⿻丨(+2)<喬>⿱<呑>⿱<夭>⿱丿大口⿻冂口
【憏】⿰<忄>⿻丨(+2)<祭>⿻<示>⿱二小(+7)
【憕】⿰<忄>⿻丨(+2)<登>⿱癶<豆>⿻口(+4)
【憘】⿰<忄>⿻丨(+2)<喜>⿱<壴>⿱十<豆>⿻口(+4)口
【憣】⿰<忄>⿻丨(+2)<番>⿱<釆>⿱丿<米>⿱?木<田>⿻口(+2)
【憤】⿰<忄>⿻丨(+2)<賁>⿱⿱十艹<貝>⿱<目>⿻口(+2)?
【憧】⿰<忄>⿻丨(+2)<童>⿱?<里>⿻口(+4)
【憪】⿰<忄>⿻丨(+2)<閒>⿵門月
【憬】⿰<忄>⿻丨(+2)<景>⿱<日>⿻口(+1)<京>⿱亠⿱口小
【憮】⿰<忄>⿻丨(+2)<無>⿱?⺣
【憶】⿰<忄>⿻丨(+2)<意>⿱<音>⿱?<日>⿻口(+1)心
【憹】⿰<忄>⿻丨(+2)<農>⿱<曲>⿻口(+3)<辰>⿸厂⿱二?
【憾】⿰<忄>⿻丨(+2)<感>⿱<咸>⿻⿻弋口(+2*3)心
【懈】⿰<忄>⿻丨(+2)<解>⿰<角>⿱⺈用⿱刀牛
【懓】⿰<忄>⿻丨(+2)<愛>⿱⿱<⺤>⿻?(+1)冖⿱心夂
【懩】⿰<忄>⿻丨(+2)<養>⿱<⺷>?<食>⿱人<良>⿻艮(+1)
【懪】⿰<忄>⿻丨(+2)<暴>⿱<日>⿻口(+1)⿱<共>⿱<龷>⿱艹一?氺
【懫】⿰<忄>⿻丨(+2)<質>⿱<斦>⿰斤斤<貝>⿱<目>⿻口(+2)?
【懮】⿰<忄>⿻丨(+2)<憂>⿱⿱⿻<自>⿱ <目>⿻口(+2)(+1)冖⿱心夂
【戈】⿻弋(+1)
【戋】⿻弋(+3*2)
【成】⿻戊(+1*3)
【我】⿰⿱丿扌<戈>⿻弋(+1)
【戠】⿰<音>⿱?<日>⿻口(+1)<戈>⿻弋(+1)
【戦】⿰<単>⿱?<里>⿻口(+4)<戈>⿻弋(+1)
【戸】⿸尸?
【所】⿰<戸>⿸尸?斤
【扁】⿸尸⿻⿻冂(+3)(+1)
【手】⿱丿?
【打】⿰扌丁
【批】⿰扌<比>⿰上匕
【技】⿰扌<支>⿱十又
【抔】⿰扌不
【投】⿰扌<殳>⿱几又
【折】⿰扌斤
【担】⿰扌<旦>⿱<日>⿻口(+1)一
【招】⿰扌<召>⿱刀口
【拠】⿰扌<処>⿰夂几
【拡】⿰扌<広>⿸广厶
【拾】⿰扌<合>⿱人口
【持】⿰扌<寺>⿱土寸
【指】⿰扌<旨>⿱匕<日>⿻口(+1)
【挙】⿱⿱?大<手>⿱丿?
【授】⿰扌<受>⿱<⺤>⿻?(+1)⿱冖又
【排】⿰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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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扌<采>⿱<⺤>⿻?(+1)木
【接】⿰扌<妾>⿱立女
【推】⿰扌隹
【描】⿰扌<苗>⿱艹<田>⿻口(+2)
【提】⿰扌<是>⿱<日>⿻口(+1)<疋>⿻?(+3)
【揮】⿰扌<軍>⿱冖<車>⿻口(+4)
【揺】⿰扌⿱<⺤>⿻?(+1)?
【損】⿰扌<員>⿱口<貝>⿱<目>⿻口(+2)?
【支】⿱十又
【改】⿰己攵
【攻】⿰<工>⿻二(+1)攵
【放】⿰<方>⿻<万>⿻力(+1)(+1)攵
【政】⿰<正>⿻止(+1)攵
【故】⿰<古>⿱十口攵
【敏】⿰<毎>⿻<毋>⿻?(+1)(+2)攵
【救】⿰<求>⿻氺(+2*1)攵
【敕】⿰<束>⿻口(+4)攵
【敗】⿰<貝>⿱<目>⿻口(+2)?攵
【散】⿰⿱<龷>⿱艹一⺝攵
【教】⿰⿻⿱土孑(+1)攵
【敬】⿰<苟>⿱艹<句>⿻勹口攵
【数】⿰⿱⿻来(-1*2)女攵
【敲】⿰<高>⿳亠口⿻冂口攵
【整】⿱<敕>⿰<束>⿻口(+4)攵<正>⿻止(+1)
【敵】⿰<啇>⿱??攵
【料】⿰⿱?木斗
【斦】⿰斤斤
【斬】⿰<車>⿻口(+4)斤
【断】⿰⿻<米>⿱?木(+3)斤
【新】⿰⿱?木斤
【方】⿻<万>⿻力(+1)(+1)
【斿】⿸尸⿻子(+1*1)
【旅】⿸尸⿻?(+1*1)
【族】⿸尸⿻<矢>⿻夫(+1*3)(+1*3)
【旗】⿸尸⿻<其>⿱??(+1*1)
【既】⿰??
【日】⿻口(+1)
【旦】⿱<日>⿻口(+1)一
【旧】⿰丨<日>⿻口(+1)
【旨】⿱匕<日>⿻口(+1)
【早】⿱<日>⿻口(+1)十
【旪】⿰<日>⿻口(+1)十
【旫】⿰<日>⿻口(+1)刀
【旰】⿰<日>⿻口(+1)干
【旳】⿰<日>⿻口(+1)<勺>⿻勹(+1)
【时】⿰<日>⿻口(+1)寸
【旷】⿰<日>⿻口(+1)广
【旺】⿰<日>⿻口(+1)王
【旼】⿰<日>⿻口(+1)文
【旿】⿰<日>⿻口(+1)午
【昄】⿰<日>⿻口(+1)<反>⿸厂又
【昅】⿰<日>⿻口(+1)及
【昆】⿱<日>⿻口(+1)<比>⿰上匕
【昉】⿰<日>⿻口(+1)<方>⿻<万>⿻力(+1)(+1)
【昌】⿱<日>⿻口(+1)<日>⿻口(+1)
【昍】⿰<日>⿻口(+1)<日>⿻口(+1)
【明】⿰<日>⿻口(+1)月
【昐】⿰<日>⿻口(+1)<分>⿱?刀
【昑】⿰<日>⿻口(+1)<今>⿱人?
【昒】⿰<日>⿻口(+1)<勿>⿻勹(+2)
【易】⿱<日>⿻口(+1)<勿>⿻勹(+2)
【昔】⿱<龷>⿱艹一<日>⿻口(+1)
【昕】⿰<日>⿻口(+1)斤
【昖】⿰<日>⿻口(+1)<公>⿱?厶
【昜】⿱<日>⿻口(+1)⿻<勿>⿻勹(+2)(+1)
【昞】⿰<日>⿻口(+1)<丙>⿻<内>⿻冂(+2)(+1)
【星】⿱<日>⿻口(+1)生
【映】⿰<日>⿻口(+1)央
【昢】⿰<日>⿻口(+1)出
【昤】⿰<日>⿻口(+1)<令>⿱人?
【春】⿱?<日>⿻口(+1)
【昧】⿰<日>⿻口(+1)<未>⿻夫(+1*2)
【昨】⿰<日>⿻口(+1)乍
【昩】⿰<日>⿻口(+1)<末>⿻夫(+1*2)
【昫】⿰<日>⿻口(+1)<句>⿻勹口
【昭】⿰<日>⿻口(+1)<召>⿱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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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口(+1)<疋>⿻?(+3)
【昲】⿰<日>⿻口(+1)弗
【昳】⿰<日>⿻口(+1)<失>⿻夫(+1*2)
【昵】⿰<日>⿻口(+1)<尼>⿸尸匕
【昷】⿱<日>⿻口(+1)皿
【昸】⿰<日>⿻口(+1)<冬>⿻夂(+2)
【昹】⿰<日>⿻口(+1)<永>⿻<水>⿻人(+2*4)(+1*2)
【昼】⿻⿱<尺>⿸尸?<日>⿻口(+1)(+1)
【昿】⿰<日>⿻口(+1)<広>⿸广厶
【晀】⿰<日>⿻口(+1)<兆>⿻儿(+4*2)
【時】⿰<日>⿻口(+1)<寺>⿱土寸
【晄】⿰<日>⿻口(+1)<光>⿱⿻<⺌>⿻?(+1)(+1)儿
【晆】⿰<日>⿻口(+1)<圭>⿱土土
【晈】⿰<日>⿻口(+1)<交>⿱亠<父>⿱??
【晊】⿰<日>⿻口(+1)<至>⿱⿻厶(+1*2)土 【晌】⿰<日>⿻口(+1)<向>⿻⿻冂口(+1)
【晍】⿰<日>⿻口(+1)<同>⿻⿻冂口(+1)
【晎】⿰<日>⿻口(+1)<共>⿱<龷>⿱艹一?
【晒】⿰<日>⿻口(+1)<西>⿻⿻儿口(+1)
【晚】⿰<日>⿻口(+1)<免>⿻⿱⺈<兄>⿱口儿(+1)
【晛】⿰<日>⿻口(+1)<見>⿱<目>⿻口(+2)儿
【晞】⿰<日>⿻口(+1)<希>⿱?<布>⿻<巾>⿻冂(+1)(+2)
【晠】⿰<日>⿻口(+1)<成>⿻戊(+1*3)
【晣】⿰<日>⿻口(+1)<折>⿰扌斤
【晤】⿰<日>⿻口(+1)<吾>⿱五口
【晥】⿰<日>⿻口(+1)<完>⿱<宀>⿻冖(+1)<元>⿱二儿
【晦】⿰<日>⿻口(+1)<毎>⿻<毋>⿻?(+1)(+2)
【晩】⿰<日>⿻口(+1)<免>⿻⿱⺈<兄>⿱口儿(+1)
【晪】⿰<日>⿻口(+1)<典>⿱<曲>⿻口(+3)?
【晬】⿰<日>⿻口(+1)<卒>⿱亠⿱⿰??十
【晭】⿰<日>⿻口(+1)<周>⿻⿱土口(+1*2)
【景】⿱<日>⿻口(+1)<京>⿱亠⿱口小
【晰】⿰<日>⿻口(+1)<析>⿰木斤
【晱】⿰<日>⿻口(+1)<炎>⿱⿻人(+3)<火>⿻人(+2)
【晴】⿰<日>⿻口(+1)<青>⿱?⺝
【晹】⿰<日>⿻口(+1)<易>⿱<日>⿻口(+1)<勿>⿻勹(+2)
【晻】⿰<日>⿻口(+1)<奄>⿱大⿻<日>⿻口(+1)(+1*1)
【晽】⿰<日>⿻口(+1)<林>⿰木木
【晾】⿰<日>⿻口(+1)<京>⿱亠⿱口小
【晿】⿰<日>⿻口(+1)<昌>⿱<日>⿻口(+1)<日>⿻口(+1)
【暀】⿰<日>⿻口(+1)<往>⿰⿱?亻<主>⿻王(+1)
【暁】⿰<日>⿻口(+1)<尭>⿱⿱十艹<兀>⿱一儿
【暉】⿰<日>⿻口(+1)<軍>⿱冖<車>⿻口(+4)
【暊】⿰<日>⿻口(+1)<頁>⿱⿻<自>⿱ <目>⿻口(+2)(+1)?
【暎】⿰<日>⿻口(+1)<英>⿱艹央
【暏】⿰<日>⿻口(+1)<者>⿻⿱土<日>⿻口(+1)(+1)
【暐】⿰<日>⿻口(+1)<韋>⿳⿻五(-1)口?
【暑】⿱<日>⿻口(+1)<者>⿻⿱土<日>⿻口(+1)(+1)
【暒】⿰<日>⿻口(+1)<星>⿱<日>⿻口(+1)生
【暔】⿰<日>⿻口(+1)<南>⿱十?
【暗】⿰<日>⿻口(+1)<音>⿱?<日>⿻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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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暘】⿰<日>⿻口(+1)<昜>⿱<日>⿻口(+1)⿻<勿>⿻勹(+2)(+1)
【暙】⿰<日>⿻口(+1)<春>⿱?<日>⿻口(+1)
【暛】⿰<日>⿻口(+1)<差>⿻⿱<⺷>?<工>⿻二(+1)(+1)
【暩】⿰<日>⿻口(+1)<祭>⿻<示>⿱二小(+7)
【暯】⿰<日>⿻口(+1)<莫>⿳艹<日>⿻口(+1)大
【暲】⿰<日>⿻口(+1)<章>⿱?<早>⿱<日>⿻口(+1)十
【暴】⿱<日>⿻口(+1)⿱<共>⿱<龷>⿱艹一?氺
【暻】⿰<日>⿻口(+1)<景>⿱<日>⿻口(+1)<京>⿱亠⿱口小
【暿】⿰<日>⿻口(+1)<喜>⿱<壴>⿱十<豆>⿻口(+4)口
【曈】⿰<日>⿻口(+1)<童>⿱?<里>⿻口(+4)
【曊】⿰<日>⿻口(+1)<費>⿱弗<貝>⿱<目>⿻口(+2)?
【曔】⿰<日>⿻口(+1)<敬>⿰<苟>⿱艹<句>⿻勹口攵
【曖】⿰<日>⿻口(+1)<愛>⿱⿱<⺤>⿻?(+1)冖⿱心夂
【曗】⿰<日>⿻口(+1)<業>⿱⿻?(+1)⿻<羊>?(+2*1)
【曜】⿰<日>⿻口(+1)⿱⿰??隹
【曝】⿰<日>⿻口(+1)<暴>⿱<日>⿻口(+1)⿱<共>⿱<龷>⿱艹一?氺
【曲】⿻口(+3)
【更】⿻口(+4)
【書】⿱<聿>⿻?(+3)<日>⿻口(+1)
【曽】⿱⿱?<田>⿻口(+2)<日>⿻口(+1)
【替】⿱⿰⿻夫(+1)夫<日>⿻口(+1)
【最】⿱<日>⿻口(+1)<取>⿰耳又
【有】⿻⺝(+2)
【服】⿰月⿱卩又
【望】⿱⿰亡月王
【朝】⿰⿱⿱十<日>⿻口(+1)十月
【期】⿰<其>⿱??月
【未】⿻夫(+1*2)
【末】⿻夫(+1*2)
【本】⿻木(+1)
【札】⿰木乚
【朲】⿰木人
【朳】⿰木八
【朴】⿰木卜
【朷】⿰木刀
【朸】⿰木力
【朹】⿰木九
【机】⿰木几
【朼】⿰木匕
【朽】⿰木丂
【朾】⿰木丁
【杁】⿰木入
【权】⿰木又
【杄】⿰木<千>⿱丿?
【杆】⿰木干
【杇】⿰木<亏>⿱一丂
【杉】⿰木彡
【杊】⿰木川
【杋】⿰木<凡>⿻几(+1)
【杌】⿰木<兀>⿱一儿
【杍】⿰木子
【材】⿰木?
【村】⿰木寸
【杓】⿰木<勺>⿻勹(+1)
【杕】⿰木大
【杙】⿰木弋
【杛】⿰木弓
【杜】⿰木土
【杝】⿰木也
【杞】⿰木己
【束】⿻口(+4)
【杠】⿰木<工>⿻二(+1)
【条】⿱夂木
【杣】⿰木山
【杤】⿰木<万>⿻力(+1)
【杦】⿰木久
【杧】⿰木亡
【杪】⿰木少
【杫】⿰木止
【杬】⿰木<元>⿱二儿
【杭】⿰木<亢>⿱亠几
【杯】⿰木不
【東】⿻<束>⿻口(+4)(+1)
【杴】⿰木<欠>⿻人(+2)
【杵】⿰木午
【杷】⿰木<巴>⿻巳(+1)
【杸】⿰木<殳>⿱几又
【杹】⿰木<化>⿰亻匕
【杺】⿰木心
【杼】⿰木予
【杽】⿰木<手>⿱丿?
【松】⿰木<公>⿱?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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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木<反>⿸厂又
【极】⿰木及
【枂】⿰木月
【枅】⿰木<开>⿻廾(+1)
【枆】⿰木<毛>⿱丿⿻二(+1*1)
【枇】⿰木<比>⿰上匕
【枉】⿰木王
【枋】⿰木<方>⿻<万>⿻力(+1)(+1)
【枌】⿰木<分>⿱?刀
【枎】⿰木夫
【析】⿰木斤
【枒】⿰木牙
【枓】⿰木斗
【枔】⿰木<今>⿱人?
【枖】⿰木<夭>⿱丿大
【林】⿰木木
【枚】⿰木攵
【果】⿱<田>⿻口(+2)木
【枝】⿰木<支>⿱十又
【枟】⿰木<云>⿻厶(+1*2)
【枢】⿰木<区>?
【枤】⿰木<犬>⿻大(+1)
【枦】⿰木<戸>⿸尸?
【枥】⿰木<历>⿸厂力
【枮】⿰木<占>⿱十口
【枯】⿰木<古>⿱十口
【枰】⿰木平
【枱】⿰木<台>⿱厶口
【枳】⿰木<只>⿱口?
【枵】⿰木<号>⿱口与
【枷】⿰木<加>⿰力口
【枸】⿰木<句>⿻勹口
【枹】⿰木<包>⿱勹己
【枺】⿰木<末>⿻夫(+1*2)
【枻】⿰木<世>⿻口(+1*1)
【柀】⿰木<皮>⿻<反>⿸厂又(+1*2)
【柁】⿰木<它>⿱<宀>⿻冖(+1)匕
【柃】⿰木<令>⿱人?
【柄】⿰木<丙>⿻<内>⿻冂(+2)(+1)
【柅】⿰木<尼>⿸尸匕
【柆】⿰木立
【柇】⿰木<禾>⿱丿木
【柈】⿰木<半>⿻<⺌>⿻?(+1)(+2*1)
【柊】⿰木<冬>⿻夂(+2)
【柌】⿰木<司>⿻⿻冂口(+1*1)
【柍】⿰木央
【柎】⿰木<付>⿰亻寸
【柏】⿰木<白>⿱ <日>⿻口(+1)
【某】⿱<甘>⿻廿(+1)木
【柑】⿰木<甘>⿻廿(+1)
【柕】⿰木<矛>⿻予(+1)
【柖】⿰木<召>⿱刀口
【柘】⿰木<石>⿻口(+2)
【柚】⿰木<由>⿻口(+2)
【柛】⿰木<申>?
【柞】⿰木乍
【柟】⿰木<冉>⿻月(+1*1)
【柠】⿰木<宁>⿱<宀>⿻冖(+1)丁
【柢】⿰木<氐>⿻氏(+1*2)
【柣】⿰木<失>⿻夫(+1*2)
【柤】⿰木且
【柦】⿰木<旦>⿱<日>⿻口(+1)一
【柨】⿰木<布>⿻<巾>⿻冂(+1)(+2)
【柫】⿰木弗
【柮】⿰木出
【柯】⿰木<可>⿻口(+2*2)
【柱】⿰木<主>⿻王(+1)
【柲】⿰木<必>⿻心(+1*2)
【柶】⿰木<四>⿴囗儿
【柷】⿰木<兄>⿱口儿
【柸】⿰木<丕>⿻不(+1)
【査】⿱木且
【柽】⿰木<圣>⿱又土
【柾】⿰木<正>⿻止(+1)
【柿】⿰木<市>⿱亠<巾>⿻冂(+1)
【栂】⿰木<母>⿻?(+2)
【栄】⿱?⿱冖木
【标】⿰木<示>⿱二小
【栈】⿰木<戋>⿻弋(+3*2)
【栍】⿰木生
【栐】⿰木<永>⿻<水>⿻人(+2*4)(+1*2)
【栓】⿰木<全>⿱人王
【栕】⿰木<臣>⿻⿻匚口(+2*1)
【栖】⿰木<西>⿻⿻儿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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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栘】⿰木<多>⿱夕夕
【栛】⿰木<劦>⿱力⿰力力
【栝】⿰木<舌>⿱丿<古>⿱十口
【栟】⿰木<并>⿱?<开>⿻廾(+1)
【校】⿰木<交>⿱亠<父>⿱??
【栢】⿰木<百>⿻<日>⿻口(+1)(+2)
【栣】⿰木<任>⿰亻<壬>⿱丿士
【栦】⿰木<州>⿻川(+3)
【栨】⿰木<次>⿰?<欠>⿻人(+2)
【栩】⿰木<羽>⿰??
【栫】⿰木<存>⿸⺅⿻子(+2)
【栬】⿰木<色>⿱⺈<巴>⿻巳(+1)
【栮】⿰木耳
【栯】⿰木<有>⿻⺝(+2)
【栰】⿰木<伐>⿰亻<戈>⿻弋(+1)
【栱】⿰木<共>⿱<龷>⿱艹一?
【栲】⿰木<考>⿻⿱土?(+1)
【栳】⿰木<老>⿻⿱土匕(+1)
【栶】⿰木<因>⿴囗大
【栵】⿰木<列>⿰歹刂
【样】⿰木<羊>?
【根】⿰木艮
【栺】⿰木<旨>⿱匕<日>⿻口(+1)
【栻】⿰木式
【格】⿰木<各>⿱夂口
【栿】⿰木<伏>⿰亻<犬>⿻大(+1)
【桁】⿰木<行>⿱?⿰亻丁
【桂】⿰木<圭>⿱土土
【桃】⿰木<兆>⿻儿(+4*2)
【桄】⿰木<光>⿱⿻<⺌>⿻?(+1)(+1)儿
【框】⿰木<匡>?
【案】⿱<安>⿱<宀>⿻冖(+1)女木
【桉】⿰木<安>⿱<宀>⿻冖(+1)女
【桎】⿰木<至>⿱⿻厶(+1*2)土
【桐】⿰木<同>⿻⿻冂口(+1)
【桔】⿰木<吉>⿱士口
【桖】⿰木<血>⿱ 皿
【桘】⿰木⿱ ?
【桙】⿰木<牟>⿱厶牛
【桜】⿰木⿱?女
【档】⿰木<当>⿱<⺌>⿻?(+1)?
【桧】⿰木<会>⿱人⿻厶(+1*2)
【桩】⿰木<庄>⿸广土
【桭】⿰木<辰>⿸厂⿱二?
【桮】⿰木<否>⿱不口
【桴】⿰木<孚>⿱<⺤>⿻?(+1)子
【桵】⿰木<妥>⿱<⺤>⿻?(+1)女
【桶】⿰木<甬>⿻?(+2)
【桷】⿰木<角>⿱⺈用
【桸】⿰木<希>⿱?<布>⿻<巾>⿻冂(+1)(+2)
【桹】⿰木<良>⿻艮(+1)
【桾】⿰木<君>⿻<尹>⿻?(+1)口
【梀】⿰木<束>⿻口(+4)
【梂】⿰木<求>⿻氺(+2*1)
【梃】⿰木<廷>⿺廴<壬>⿱丿士
【梄】⿰木<酉>⿻⿻儿口(+2)
【梅】⿰木<毎>⿻<毋>⿻?(+1)(+2)
【梈】⿰木<亨>⿱亠⿱口了
【梌】⿰木<余>⿱人⿻小(+1*1)
【梏】⿰木<告>⿱⺧口
【梓】⿰木<辛>⿱亠<羊>?
【梖】⿰木<貝>⿱<目>⿻口(+2)?
【梗】⿰木<更>⿻口(+4)
【梘】⿰木<見>⿱<目>⿻口(+2)儿
【梚】⿰木<免>⿻⿱⺈<兄>⿱口儿(+1)
【梠】⿰木<呂>⿻口(+1)
【梡】⿰木<完>⿱<宀>⿻冖(+1)<元>⿱二儿 【梢】⿰木<肖>⿱<⺌>⿻?(+1)⺝
【梧】⿰木<吾>⿱五口
【梩】⿰木<里>⿻口(+4)
【梪】⿰木<豆>⿻口(+4)
【梮】⿰木<局>⿸尸⿻<句>⿻勹口(-1)
【梯】⿰木<弟>⿻⿱?弓(+2*1)
【械】⿰木<戒>?
【梱】⿰木<困>⿴囗木
【梳】⿰木⿱亠⿱厶川
【梴】⿰木<延>⿺廴⿱丿止
【梶】⿰木<尾>⿸尸<毛>⿱丿⿻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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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梸】⿰木<利>⿰⿱丿木刂
【梹】⿰木<兵>⿱丘?
【梽】⿰木<志>⿱士心
【梾】⿰木来
【棁】⿰木<兑>⿱?<兄>⿱口儿
【棆】⿰木<侖>⿱人⿻冂(+3)
【棇】⿰木<忩>⿱<公>⿱?厶心
【棉】⿰木<帛>⿱<白>⿱ <日>⿻口(+1)<巾>⿻冂(+1)
【棋】⿰木<其>⿱??
【棌】⿰木<采>⿱<⺤>⿻?(+1)木
【棍】⿰木<昆>⿱<日>⿻口(+1)<比>⿰上匕
【棑】⿰木非
【棕】⿰木<宗>⿱<宀>⿻冖(+1)<示>⿱二小 【棖】⿰木長
【棛】⿰木<育>⿱⿻⿻厶(+1*2)(+1)⺝
【棝】⿰木<固>⿴囗<古>⿱十口
【棟】⿰木<東>⿻<束>⿻口(+4)(+1)
【棡】⿰木<岡>?
【棤】⿰木<昔>⿱<龷>⿱艹一<日>⿻口(+1) 【棪】⿰木<炎>⿱⿻人(+3)<火>⿻人(+2)
【棭】⿰木<夜>⿱亠⿰亻⿻夂(+1)
【森】⿱木<林>⿰木木
【棯】⿰木<念>⿱<今>⿱人?心
【棲】⿰木<妻>⿱⿻?(+2*1)女
【棴】⿰木<服>⿰月⿱卩又
【棵】⿰木<果>⿱<田>⿻口(+2)木
【棷】⿰木<取>⿰耳又
【棺】⿰木<官>⿱<宀>⿻冖(+1)?
【椁】⿰木<享>⿱亠⿱口子
【椄】⿰木<妾>⿱立女
【椅】⿰木<奇>⿱大<可>⿻口(+2*2)
【椆】⿰木<周>⿻⿱土口(+1*2)
【椇】⿰木<具>⿱<目>⿻口(+2)⿱一?
【椊】⿰木<卒>⿱亠⿱⿰??十
【椋】⿰木<京>⿱亠⿱口小
【椌】⿰木<空>⿱<宂>⿱<宀>⿻冖(+1)儿<工>⿻二(+1)
【植】⿰木<直>⿻⿱十<目>⿻口(+2)(+3)
【椎】⿰木隹
【椐】⿰木<居>⿸尸<古>⿱十口
【椗】⿰木<定>⿱<宀>⿻冖(+1)<疋>⿻?(+3)
【椙】⿰木<昌>⿱<日>⿻口(+1)<日>⿻口(+1)
【椚】⿰木門
【椛】⿰木<花>⿱艹<化>⿰亻匕
【検】⿰木⿱人⿻⿻夫口(-2)
【椢】⿰木<国>⿴囗<玉>⿻王(+1)
【椣】⿰木<典>⿱<曲>⿻口(+3)?
【椥】⿰木<知>⿰<矢>⿻夫(+1*3)口
【椧】⿰木<命>⿱人<叩>⿰口卩
【椨】⿰木<府>⿸广<付>⿰亻寸
【椮】⿰木<参>⿳厶大彡
【椲】⿰木<韋>⿳⿻五(-1)口?
【椷】⿰木<咸>⿻⿻弋口(+2*3)
【椺】⿰木<保>⿰亻<呆>⿱口木
【椼】⿰木<衍>?
【椾】⿰木<前>⿱⿻?(+1)⿰⺝刂
【椿】⿰木<春>⿱?<日>⿻口(+1)
【楀】⿰木<禹>⿱丿<虫>⿻口(+3)
【楁】⿰木<客>⿱<宀>⿻冖(+1)<各>⿱夂口
【楂】⿰木<査>⿱木且
【楃】⿰木<屋>⿸尸<至>⿱⿻厶(+1*2)土
【楄】⿰木<扁>⿸尸⿻⿻冂(+3)(+1)
【楅】⿰木<畐>⿱⿱一口<田>⿻口(+2)
【楆】⿰木<要>⿱⿻口(+3)女
【楇】⿰木<咼>⿻⿻冂口(+2)
【楉】⿰木<若>⿱艹<右>⿻口(+2)
【楊】⿰木<昜>⿱<日>⿻口(+1)⿻<勿>⿻勹(+2)(+1)
【楎】⿰木<軍>⿱冖<車>⿻口(+4)
【楐】⿰木<界>⿱<田>⿻口(+2)<介>⿱人廾
【楒】⿰木<思>⿱<田>⿻口(+2)心
【楓】⿰木<風>⿻⿱丿<虫>⿻口(+3)(+1)
【楖】⿰木<即>⿰?卩
【楗】⿰木<建>⿺廴<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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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楛】⿰木<苦>⿱艹<古>⿱十口
【楜】⿰木<胡>⿰<古>⿱十口月
【楟】⿰木<亭>⿱亠⿱口⿱冖丁
【楠】⿰木<南>⿱十?
【楤】⿰木<怱>⿱<匆>⿻<勿>⿻勹(+2)(+1)心
【楧】⿰木<英>⿱艹央
【楨】⿰木<貞>⿱十<貝>⿱<目>⿻口(+2)?
【楩】⿰木⿰亻<更>⿻口(+4)
【業】⿱⿻?(+1)⿻<羊>?(+2*1)
【楮】⿰木<者>⿻⿱土<日>⿻口(+1)(+1)
【楳】⿰木<某>⿱<甘>⿻廿(+1)木
【極】⿰木<亟>⿻⿻丂口(+3*2)
【楷】⿰木<皆>⿱<比>⿰上匕<白>⿱ <日>⿻口(+1)
【楸】⿰木<秋>⿰⿱丿木<火>⿻人(+2)
【楻】⿰木<皇>⿱<白>⿱ <日>⿻口(+1)王
【楽】⿻⿱<白>⿱ <日>⿻口(+1)木(+4)
【楼】⿰木<娄>⿱<米>⿱?木女
【楾】⿰木<泉>⿱<白>⿱ <日>⿻口(+1)<水>⿻人(+2*4)
【榀】⿰木<品>⿱口⿰口口
【榁】⿰木<室>⿱<宀>⿻冖(+1)<至>⿱⿻厶(+1*2)土
【概】⿰木<既>⿰??
【榆】⿰木<俞>⿱人⿰⺝刂
【榊】⿰木<神>⿰礻<申>?
【榌】⿰木<飛>⿻⿱飞飞(+3)
【榍】⿰木<屑>⿸尸<肖>⿱<⺌>⿻?(+1)⺝
【榎】⿰木<夏>⿱⿻<自>⿱ <目>⿻口(+2)(+1)夂
【榏】⿰木<益>⿱⿱⿻?(+1)?皿
【榑】⿰木<尃>⿱⿻⿱十<日>⿻口(+1)(+1*1)寸
【榒】⿰木<弱>⿰⿻弓(+2)⿻弓(+2)
【榕】⿰木<容>⿱<宀>⿻冖(+1)<谷>⿱?⿱人口
【榝】⿰木<殺>⿰⿱?木<殳>⿱几又
【榞】⿰木<原>⿸厂⿱<白>⿱ <日>⿻口(+1)小
【榡】⿰木<素>⿱?<糸>⿻?(+3)
【榢】⿰木<家>⿱<宀>⿻冖(+1)豕
【榪】⿰木馬
【榯】⿰木<時>⿰<日>⿻口(+1)<寺>⿱土寸
【榳】⿰木<庭>⿸广<廷>⿺廴<壬>⿱丿士
【榴】⿰木<留>⿱⿰?刀<田>⿻口(+2)
【榵】⿰木<茸>⿱艹耳
【榷】⿰木<隺>⿱冖隹
【槁】⿰木<高>⿳亠口⿻冂口
【槂】⿰木<孫>⿰孑<系>⿱丿<糸>⿻?(+3)
【構】⿰木<冓>⿱艹<再>⿻<冉>⿻月(+1*1)(+1)
【槌】⿰木<追>⿺⻌⿱ ?
【槍】⿰木<倉>⿱人⿻?口
【槎】⿰木<差>⿻⿱<⺷>?<工>⿻二(+1)(+1)
【槓】⿰木<貢>⿱<工>⿻二(+1)<貝>⿱<目>⿻口(+2)?
【様】⿰木⿻⿱<羊>?氺(-1*1)
【槙】⿰木<真>⿱⿱十<目>⿻口(+2)?
【槝】⿰木<島>?
【槢】⿰木<習>⿱<羽>⿰??<白>⿱ <日>⿻口(+1)
【槣】⿰木<寄>⿱<宀>⿻冖(+1)<奇>⿱大<可>⿻口(+2*2)
【槤】⿰木<連>⿺⻌<車>⿻口(+4)
【槸】⿰木<埶>⿰⿱<圥>⿱土儿土<丸>⿻九(+1)
【槺】⿰木<康>⿸广⿱?氺
【槻】⿰木<規>⿰⿻夫(+1)<見>⿱<目>⿻口(+2)儿
【樀】⿰木<啇>⿱??
【樈】⿰木<竟>⿱立⿱<日>⿻口(+1)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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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樌】⿰木<貫>⿱<毌>⿻?(+1)<貝>⿱<目>⿻口(+2)?
【樍】⿰木<責>⿱?<貝>⿱<目>⿻口(+2)?
【樎】⿰木<宿>⿱<宀>⿻冖(+1)<佰>⿰亻<百>⿻<日>⿻口(+1)(+2)
【樘】⿰木<堂>⿱⿱<⺌>⿻?(+1)⿱冖口土
【標】⿰木<票>⿱⿻口(+3)<示>⿱二小
【模】⿰木<莫>⿳艹<日>⿻口(+1)大
【樢】⿰木鳥
【樧】⿰木<殺>⿰⿱?木<殳>⿱几又
【横】⿰木<黄>⿱⿻<昔>⿱<龷>⿱艹一<日>⿻口(+1)(+1)?
【樭】⿰木<基>⿱<其>⿱??土
【樰】⿰木<雪>⿱⻗?
【樴】⿰木<戠>⿰<音>⿱?<日>⿻口(+1)<戈>⿻弋(+1)
【樶】⿰木<最>⿱<日>⿻口(+1)<取>⿰耳又
【樸】⿰木<菐>⿱⿻?(+1)<⺸>⿻<羊>?(+1*1)
【樼】⿰木<孱>⿸尸⿱子⿰子子
【橅】⿰木<無>⿱?⺣
【橋】⿰木<喬>⿱<呑>⿱<夭>⿱丿大口⿻冂口
【橌】⿰木<閒>⿵門月
【橍】⿰木<閏>⿵門王
【橎】⿰木<番>⿱<釆>⿱丿<米>⿱?木<田>⿻口(+2)
【橒】⿰木<雲>⿱⻗<云>⿻厶(+1*2)
【橗】⿰木<萌>⿱艹<明>⿰<日>⿻口(+1)月
【機】⿰木<幾>⿻⿱⿰幺幺弋(+1*2)
【橡】⿰木<象>⿱⺈⿱口豕
【橦】⿰木<童>⿱?<里>⿻口(+4)
【橨】⿰木<賁>⿱⿱十艹<貝>⿱<目>⿻口(+2)?
【橪】⿰木<然>⿱⿰⿻夕(+1*1)<犬>⿻大(+1)⺣
【橮】⿰木<貿>⿱⿰?刀<貝>⿱<目>⿻口(+2)?
【橲】⿰木<喜>⿱<壴>⿱十<豆>⿻口(+4)口 【橳】⿰木<勝>⿰月⿱?力
【橵】⿰木<散>⿰⿱<龷>⿱艹一⺝攵
【橺】⿰木<間>⿵門<日>⿻口(+1)
【橽】⿰木<達>⿺⻌⿱土<羊>?
【檂】⿰木<農>⿱<曲>⿻口(+3)<辰>⿸厂⿱二?
【檊】⿰木<幹>⿰⿱⿱十<日>⿻口(+1)十⿱人干
【檌】⿰木<罪>⿱⿻口(+2)非
【檍】⿰木<意>⿱<音>⿱?<日>⿻口(+1)心
【檏】⿰木<業>⿱⿻?(+1)⿻<羊>?(+2*1)
【檘】⿰木<辟>⿰⿸尸口<辛>⿱亠<羊>?
【檛】⿰木<過>⿺⻌<咼>⿻⿻冂口(+2)
【檞】⿰木<解>⿰<角>⿱⺈用⿱刀牛
【檟】⿰木<賈>⿱⿻口(+3)<貝>⿱<目>⿻口(+2)?
【檤】⿰木<道>⿺⻌<首>⿱⿻?(+1*1)<自>⿱ <目>⿻口(+2)
【檥】⿰木<義>⿱?<我>⿰⿱丿扌<戈>⿻弋(+1)
【檪】⿰木<楽>⿻⿱<白>⿱ <日>⿻口(+1)木(+4)
【檫】⿰木<察>⿱<宀>⿻冖(+1)<祭>⿻<示>⿱二小(+7)
【檭】⿰木<銀>⿰<金>⿱人?艮
【檰】⿰木<綿>⿰<⺯>⿻?(+3)<帛>⿱<白>⿱ <日>⿻口(+1)<巾>⿻冂(+1)
【檴】⿰木<蒦>⿱艹<隻>⿱隹又
【櫇】⿰木<頗>⿰<皮>⿻<反>⿸厂又(+1*2)<頁>⿱⿻<自>⿱ <目>⿻口(+2)(+1)?
【櫌】⿰木<憂>⿱⿱⿻<自>⿱ <目>⿻口(+2)(+1)冖⿱心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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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櫍】⿰木<質>⿱<斦>⿰斤斤<貝>⿱<目>⿻口(+2)?
【櫕】⿰木<賛>⿱⿰⿻夫(+1)夫<貝>⿱<目>⿻口(+2)?
【櫛】⿰木<節>⿱⺮<即>⿰?卩
【櫧】⿰木<諸>⿰<訁>⿻口(+4)<者>⿻⿱土<日>⿻口(+1)(+1)
【櫬】⿰木<親>⿰⿱?木<見>⿱<目>⿻口(+2)儿
【欠】⿻人(+2)
【次】⿰?<欠>⿻人(+2)
【歌】⿰<哥>⿱<可>⿻口(+2*2)<可>⿻口(+2*2)<欠>⿻人(+2)
【正】⿻止(+1)
【武】⿻弋(+1*2)
【歩】⿱止少
【歪】⿱不<正>⿻止(+1)
【歯】⿱止?
【歴】⿸厂⿱<林>⿰木木止
【死】⿰歹匕
【殳】⿱几又
【残】⿰歹<戋>⿻弋(+3*2)
【殺】⿰⿱?木<殳>⿱几又
【毋】⿻?(+1)
【毌】⿻?(+1)
【母】⿻?(+2)
【毎】⿻<毋>⿻?(+1)(+2)
【每】⿻<母>⿻?(+2)(+2)
【毒】⿱?<毋>⿻?(+1)
【比】⿰上匕
【毛】⿱丿⿻二(+1*1)
【氐】⿻氏(+1*2)
【気】⿻?(+4)
【氙】⿻山(+4)
【氚】⿻川(+4)
【氜】⿻<日>⿻口(+1)(+4)
【氨】⿻<安>⿱<宀>⿻冖(+1)女(+4)
【氰】⿻<青>⿱?⺝(+4)
【水】⿻人(+2*4)
【氵】⿻?(+1)
【氷】⿻<水>⿻人(+2*4)(+1*1)
【永】⿻<水>⿻人(+2*4)(+1*2)
【氻】⿰<氵>⿻?(+1)力
【氿】⿰<氵>⿻?(+1)九
【汀】⿰<氵>⿻?(+1)丁
【汁】⿰<氵>⿻?(+1)十
【求】⿻氺(+2*1)
【汃】⿰<氵>⿻?(+1)八
【汄】⿰<氵>⿻?(+1)人
【汌】⿰<氵>⿻?(+1)川
【汍】⿰<氵>⿻?(+1)<丸>⿻九(+1)
【汏】⿰<氵>⿻?(+1)大
【汐】⿰<氵>⿻?(+1)夕
【汓】⿰<氵>⿻?(+1)子
【汕】⿰<氵>⿻?(+1)山
【汘】⿰<氵>⿻?(+1)<千>⿱丿?
【汝】⿰<氵>⿻?(+1)女
【江】⿰<氵>⿻?(+1)<工>⿻二(+1)
【池】⿰<氵>⿻?(+1)也
【汢】⿰<氵>⿻?(+1)土
【汨】⿰<氵>⿻?(+1)<日>⿻口(+1)
【汪】⿰<氵>⿻?(+1)王
【汭】⿰<氵>⿻?(+1)<内>⿻冂(+2)
【汰】⿰<氵>⿻?(+1)<太>⿻大(+1)
【汵】⿰<氵>⿻?(+1)<今>⿱人?
【汸】⿰<氵>⿻?(+1)<方>⿻<万>⿻力(+1)(+1)
【決】⿰<氵>⿻?(+1)夬
【汻】⿰<氵>⿻?(+1)午
【汽】⿰<氵>⿻?(+1)气
【汾】⿰<氵>⿻?(+1)<分>⿱?刀
【沃】⿰<氵>⿻?(+1)<夭>⿱丿大
【河】⿰<氵>⿻?(+1)<可>⿻口(+2*2)
【油】⿰<氵>⿻?(+1)<由>⿻口(+2)
【治】⿰<氵>⿻?(+1)<台>⿱厶口
【沿】⿰<氵>⿻?(+1)⿱?口
【泉】⿱<白>⿱ <日>⿻口(+1)<水>⿻人(+2*4)
【法】⿰<氵>⿻?(+1)<去>⿱土厶
【波】⿰<氵>⿻?(+1)<皮>⿻<反>⿸厂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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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氵>⿻?(+1)立
【注】⿰<氵>⿻?(+1)<主>⿻王(+1)
【泳】⿰<氵>⿻?(+1)<永>⿻<水>⿻人(+2*4)(+1*2)
【泴】⿱<水>⿻人(+2*4)皿
【洋】⿰<氵>⿻?(+1)<羊>?
【洗】⿰<氵>⿻?(+1)<先>⿱⺧儿
【洛】⿰<氵>⿻?(+1)<各>⿱夂口
【活】⿰<氵>⿻?(+1)<舌>⿱丿<古>⿱十口
【流】⿰<氵>⿻?(+1)⿱亠⿱厶川
【浅】⿰<氵>⿻?(+1)<戋>⿻弋(+3*2)
【浴】⿰<氵>⿻?(+1)<谷>⿱?⿱人口
【海】⿰<氵>⿻?(+1)<毎>⿻<毋>⿻?(+1)(+2)
【消】⿰<氵>⿻?(+1)<肖>⿱<⺌>⿻?(+1)⺝
【液】⿰<氵>⿻?(+1)<夜>⿱亠⿰亻⿻夂(+1)
【淮】⿰<氵>⿻?(+1)隹
【涼】⿰<氵>⿻?(+1)<京>⿱亠⿱口小
【深】⿰<氵>⿻?(+1)⿱⿻<宂>⿱<宀>⿻冖(+1)儿(-1)木
【混】⿰<氵>⿻?(+1)<昆>⿱<日>⿻口(+1)<比>⿰上匕
【淹】⿰<氵>⿻?(+1)<奄>⿱大⿻<日>⿻口(+1)(+1*1)
【清】⿰<氵>⿻?(+1)<青>⿱?⺝
【減】⿰<氵>⿻?(+1)<咸>⿻⿻弋口(+2*3)
【温】⿰<氵>⿻?(+1)<昷>⿱<日>⿻口(+1)皿
【測】⿰<氵>⿻?(+1)<則>⿰<貝>⿱<目>⿻口(+2)?刂
【港】⿰<氵>⿻?(+1)<巷>⿱<共>⿱<龷>⿱艹一?己
【湖】⿰<氵>⿻?(+1)<胡>⿰<古>⿱十口月
【湯】⿰<氵>⿻?(+1)<昜>⿱<日>⿻口(+1)⿻<勿>⿻勹(+2)(+1)
【湶】⿰<氵>⿻?(+1)<泉>⿱<白>⿱ <日>⿻口(+1)<水>⿻人(+2*4)
【満】⿰<氵>⿻?(+1)⿱艹<両>⿻⿱一?(+1)
【源】⿰<氵>⿻?(+1)<原>⿸厂⿱<白>⿱ <日>⿻口(+1)小
【準】⿱<淮>⿰<氵>⿻?(+1)隹十
【溜】⿰<氵>⿻?(+1)<留>⿱⿰?刀<田>⿻口(+2)
【溝】⿰<氵>⿻?(+1)<冓>⿱艹<再>⿻<冉>⿻月(+1*1)(+1)
【漁】⿰<氵>⿻?(+1)<魚>⿱⿱⺈<田>⿻口(+2)⺣
【演】⿰<氵>⿻?(+1)<寅>⿱⿻<宙>⿱<宀>⿻冖(+1)<由>⿻口(+2)(+1*1)?
【漢】⿰<氵>⿻?(+1)⿱艹⿻⿻夫口(*1)
【潔】⿰<氵>⿻?(+1)⿱⿰⿻三(+1*5)刀<糸>⿻?(+3)
【潮】⿰<氵>⿻?(+1)<朝>⿰⿱⿱十<日>⿻口(+1)十月
【火】⿻人(+2)
【灯】⿰⿻人(+3)丁 【灰】⿸厂<火>⿻人(+2)
【災】⿱<巛>⿲???<火>⿻人(+2)
【炎】⿱⿻人(+3)<火>⿻人(+2)
【炭】⿱山<灰>⿸厂<火>⿻人(+2)
【点】⿱<占>⿱十口⺣
【焛】⿵門<火>⿻人(+2)
【無】⿱?⺣
【然】⿱⿰⿻夕(+1*1)<犬>⿻大(+1)⺣
【焼】⿰⿻人(+3)<尭>⿱⿱十艹<兀>⿱一儿
【照】⿱<昭>⿰<日>⿻口(+1)<召>⿱刀口⺣ 【熙】⿱⿰⿻⿻匚口(+2)巳⺣
【熱】⿱<埶>⿰⿱<圥>⿱土儿土<丸>⿻九(+1)⺣
【燃】⿰⿻人(+3)<然>⿱⿰⿻夕(+1*1)<犬>⿻大(+1)⺣
【父】⿱??
【版】⿰片<反>⿸厂又
【牝】⿰牜匕
【牞】⿰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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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厶牛
【牠】⿰牜也
【牡】⿰牜土
【牧】⿰牜攵
【物】⿰牜<勿>⿻勹(+2)
【牪】⿰牜牛
【特】⿰牜<寺>⿱土寸
【犬】⿻大(+1)
【犯】⿰??
【状】⿰丬<犬>⿻大(+1)
【独】⿰?<虫>⿻口(+3)
【率】⿳亠⿻幺(+4)十
【玉】⿻王(+1)
【現】⿰⺩<見>⿱<目>⿻口(+2)儿
【球】⿰⺩<求>⿻氺(+2*1)
【理】⿰⺩<里>⿻口(+4)
【甘】⿻廿(+1)
【産】⿱?⿸厂生
【甬】⿻?(+2)
【田】⿻口(+2)
【由】⿻口(+2)
【男】⿱<田>⿻口(+2)力
【町】⿰<田>⿻口(+2)丁
【画】⿻口(+6)
【界】⿱<田>⿻口(+2)<介>⿱人廾
【畐】⿱⿱一口<田>⿻口(+2)
【畑】⿰⿻人(+3)<田>⿻口(+2)
【留】⿱⿰?刀<田>⿻口(+2)
【略】⿰<田>⿻口(+2)<各>⿱夂口
【番】⿱<釆>⿱丿<米>⿱?木<田>⿻口(+2)
【疋】⿻?(+3)
【疒】⿸疒?
【病】⿸疒⿻<丙>⿻<内>⿻冂(+2)(+1)(+2) 【痞】⿸疒⿻<否>⿱不口(+2)
【発】⿱癶?
【登】⿱癶<豆>⿻口(+4)
【白】⿱ <日>⿻口(+1)
【百】⿻<日>⿻口(+1)(+2)
【的】⿰<白>⿱ <日>⿻口(+1)<勺>⿻勹(+1)
【皆】⿱<比>⿰上匕<白>⿱ <日>⿻口(+1)
【皇】⿱<白>⿱ <日>⿻口(+1)王
【皮】⿻<反>⿸厂又(+1*2)
【盀】⿱卜皿
【盃】⿱不皿
【盄】⿱<弔>⿻弓(+1*1)皿
【盅】⿱<中>⿻丨口皿
【盆】⿱<分>⿱?刀皿
【盇】⿱<太>⿻大(+1)皿
【盈】⿱<禾>⿱丿木皿
【益】⿱⿱⿻?(+1)?皿
【盍】⿱<去>⿱土厶皿
【盎】⿱央皿
【盏】⿱<戋>⿻弋(+3*2)皿
【盒】⿱<合>⿱人口皿
【盔】⿱<灰>⿸厂<火>⿻人(+2)皿
【盗】⿱<次>⿰?<欠>⿻人(+2)皿
【盘】⿱舟皿
【盚】⿱<求>⿻氺(+2*1)皿
【盛】⿱<成>⿻戊(+1*3)皿
【盟】⿱<明>⿰<日>⿻口(+1)月皿
【盨】⿱<須>⿰彡<頁>⿱⿻<自>⿱ <目>⿻口(+2)(+1)?皿
【盪】⿱<湯>⿰<氵>⿻?(+1)<昜>⿱<日>⿻口(+1)⿻<勿>⿻勹(+2)(+1)皿
【目】⿻口(+2)
【直】⿻⿱十<目>⿻口(+2)(+3)
【相】⿰木<目>⿻口(+2)
【省】⿱少<目>⿻口(+2)
【県】⿱⿻<目>⿻口(+2)(+3)?
【真】⿱⿱十<目>⿻口(+2)?
【眼】⿰<目>⿻口(+2)艮
【着】⿻⿱<⺷>?<目>⿻口(+2)(+1)
【矗】⿱<直>⿻⿱十<目>⿻口(+2)(+3)⿰<直>⿻⿱十<目>⿻口(+2)(+3)<直>⿻⿱十<目>⿻口(+2)(+3)
【矛】⿻予(+1)
【矢】⿻夫(+1*3)
【知】⿰<矢>⿻夫(+1*3)口
【短】⿰<矢>⿻夫(+1*3)<豆>⿻口(+4)
【石】⿻口(+2)
【研】⿰<石>⿻口(+2)<开>⿻廾(+1)
【破】⿰<石>⿻口(+2)<皮>⿻<反>⿸厂又(+1*2)
【確】⿰<石>⿻口(+2)<隺>⿱冖隹
【示】⿱二小
【礼】⿰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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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礻土
【祖】⿰礻且
【祝】⿰礻<兄>⿱口儿
【神】⿰礻<申>?
【票】⿱⿻口(+3)<示>⿱二小
【祭】⿻<示>⿱二小(+7)
【禁】⿱<林>⿰木木<示>⿱二小
【禅】⿰礻<単>⿱?<里>⿻口(+4)
【福】⿰礻<畐>⿱⿱一口<田>⿻口(+2)
【禹】⿱丿<虫>⿻口(+3)
【禾】⿱丿木
【私】⿰⿱丿木厶
【秄】⿰⿱丿木子
【秆】⿰⿱丿木干
【秇】⿰⿱丿木<丸>⿻九(+1)
【秈】⿰⿱丿木山
【秋】⿰⿱丿木<火>⿻人(+2)
【种】⿰⿱丿木<中>⿻丨口
【秎】⿰⿱丿木<分>⿱?刀
【秏】⿰⿱丿木<毛>⿱丿⿻二(+1*1)
【秐】⿰⿱丿木<云>⿻厶(+1*2)
【科】⿰⿱丿木斗
【秒】⿰⿱丿木少
【秓】⿰⿱丿木<支>⿱十又
【秔】⿰⿱丿木<亢>⿱亠几
【秕】⿰⿱丿木<比>⿰上匕
【秖】⿰⿱丿木氏
【秗】⿰⿱丿木<夭>⿱丿大
【秘】⿰⿱丿木<必>⿻心(+1*2)
【秙】⿰⿱丿木<古>⿱十口
【秚】⿰⿱丿木<半>⿻<⺌>⿻?(+1)(+2*1)
【秛】⿰⿱丿木<皮>⿻<反>⿸厂又(+1*2)
【秜】⿰⿱丿木<尼>⿸尸匕
【秝】⿰⿱丿木<禾>⿱丿木
【秞】⿰⿱丿木<由>⿻口(+2)
【租】⿰⿱丿木且
【秠】⿰⿱丿木<丕>⿻不(+1)
【秢】⿰⿱丿木<令>⿱人?
【秣】⿰⿱丿木<末>⿻夫(+1*2)
【秤】⿰⿱丿木平
【秥】⿰⿱丿木<占>⿱十口
【秧】⿰⿱丿木央
【秨】⿰⿱丿木乍
【秩】⿰⿱丿木<失>⿻夫(+1*2)
【秪】⿰⿱丿木<氐>⿻氏(+1*2)
【秮】⿰⿱丿木<台>⿱厶口
【积】⿰⿱丿木<只>⿱口?
【秱】⿰⿱丿木<同>⿻⿻冂口(+1)
【秲】⿰⿱丿木<寺>⿱土寸
【秳】⿰⿱丿木<舌>⿱丿<古>⿱十口
【秴】⿰⿱丿木<合>⿱人口
【秵】⿰⿱丿木<因>⿴囗大
【秷】⿰⿱丿木<至>⿱⿻厶(+1*2)土
【秸】⿰⿱丿木<吉>⿱士口
【秹】⿰⿱丿木<任>⿰亻<壬>⿱丿士
【移】⿰⿱丿木<多>⿱夕夕
【稀】⿰⿱丿木<希>⿱?<布>⿻<巾>⿻冂(+1)(+2)
【稂】⿰⿱丿木<良>⿻艮(+1)
【稃】⿰⿱丿木<孚>⿱<⺤>⿻?(+1)子
【稇】⿰⿱丿木<困>⿴囗木
【稉】⿰⿱丿木<更>⿻口(+4)
【稊】⿰⿱丿木<弟>⿻⿱?弓(+2*1)
【程】⿰⿱丿木<呎>⿱口王
【稌】⿰⿱丿木<余>⿱人⿻小(+1*1)
【稍】⿰⿱丿木<肖>⿱<⺌>⿻?(+1)⺝
【税】⿰⿱丿木<兑>⿱?<兄>⿱口儿
【稐】⿰⿱丿木<侖>⿱人⿻冂(+3)
【稑】⿰⿱丿木<坴>⿱<圥>⿱土儿土
【稒】⿰⿱丿木<固>⿴囗<古>⿱十口
【稓】⿰⿱丿木<昔>⿱<龷>⿱艹一<日>⿻口(+1)
【稔】⿰⿱丿木<念>⿱<今>⿱人?心
【稕】⿰⿱丿木<享>⿱亠⿱口子
【稘】⿰⿱丿木<其>⿱??
【稙】⿰⿱丿木<直>⿻⿱十<目>⿻口(+2)(+3)
【稚】⿰⿱丿木隹
【稞】⿰⿱丿木<果>⿱<田>⿻口(+2)木
【稠】⿰⿱丿木<周>⿻⿱土口(+1*2)
【稡】⿰⿱丿木<卒>⿱亠⿱⿰??十
【稤】⿰⿱丿木<京>⿱亠⿱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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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稩】⿰⿱丿木<胃>⿱<田>⿻口(+2)⺝
【稫】⿰⿱丿木<畐>⿱⿱一口<田>⿻口(+2)
【稭】⿰⿱丿木<皆>⿱<比>⿰上匕<白>⿱ <日>⿻口(+1)
【種】⿰⿱丿木<重>⿻⿱丿<車>⿻口(+4)(+1*2)
【稳】⿰⿱丿木<急>⿱⿱⺈?心
【稼】⿰⿱丿木<家>⿱<宀>⿻冖(+1)豕
【稿】⿰⿱丿木<高>⿳亠口⿻冂口
【穁】⿰⿱丿木<茸>⿱艹耳
【穃】⿰⿱丿木<容>⿱<宀>⿻冖(+1)<谷>⿱?⿱人口
【穄】⿰⿱丿木<祭>⿻<示>⿱二小(+7)
【穅】⿰⿱丿木<康>⿸广⿱?氺
【穊】⿰⿱丿木<既>⿰??
【積】⿰⿱丿木<責>⿱?<貝>⿱<目>⿻口(+2)?
【穖】⿰⿱丿木<幾>⿻⿱⿰幺幺弋(+1*2)
【穕】⿰⿱丿木<集>⿱隹木
【穙】⿰⿱丿木<菐>⿱⿻?(+1)<⺸>⿻<羊>?(+1*1)
【穚】⿰⿱丿木<喬>⿱<呑>⿱<夭>⿱丿大口⿻冂口
【穜】⿰⿱丿木<童>⿱?<里>⿻口(+4)
【穝】⿰⿱丿木<最>⿱<日>⿻口(+1)<取>⿰耳又
【穠】⿰⿱丿木<農>⿱<曲>⿻口(+3)<辰>⿸厂⿱二?
【究】⿱<宂>⿱<宀>⿻冖(+1)儿九
【空】⿱<宂>⿱<宀>⿻冖(+1)儿<工>⿻二(+1)
【竞】⿱立<兄>⿱口儿
【竟】⿱立⿱<日>⿻口(+1)儿
【章】⿱?<早>⿱<日>⿻口(+1)十
【童】⿱?<里>⿻口(+4)
【競】⿰⿻<竞>⿱立<兄>⿱口儿(+1*1)<竞>⿱立<兄>⿱口儿
【笑】⿱⺮<夭>⿱丿大
【笛】⿱⺮<由>⿻口(+2)
【符】⿱⺮<付>⿰亻寸
【第】⿻⿱⺮弓(+2*1)
【筆】⿱⺮<聿>⿻?(+3)
【等】⿱⺮<寺>⿱土寸
【筑】⿱⺮<巩>⿰<工>⿻二(+1)<凡>⿻几(+1)
【答】⿱⺮<合>⿱人口
【算】⿱⺮⿱<目>⿻口(+2)廾
【管】⿱⺮<官>⿱<宀>⿻冖(+1)?
【箪】⿱⺮<単>⿱?<里>⿻口(+4)
【箱】⿱⺮<相>⿰木<目>⿻口(+2)
【節】⿱⺮<即>⿰?卩
【築】⿱<筑>⿱⺮<巩>⿰<工>⿻二(+1)<凡>⿻几(+1)木
【簡】⿱⺮<間>⿵門<日>⿻口(+1)
【米】⿱?木
【粉】⿰⿱?木<分>⿱?刀
【精】⿰⿱?木<青>⿱?⺝
【糸】⿻?(+3)
【糺】⿰<⺯>⿻?(+3)乚
【系】⿱丿<糸>⿻?(+3)
【紀】⿰<⺯>⿻?(+3)己
【紂】⿰<⺯>⿻?(+3)<勺>⿻勹(+1)
【紃】⿰<⺯>⿻?(+3)川
【約】⿰<⺯>⿻?(+3)寸
【紅】⿰<⺯>⿻?(+3)<工>⿻二(+1)
【紈】⿰<⺯>⿻?(+3)<丸>⿻九(+1)
【紋】⿰<⺯>⿻?(+3)文
【納】⿰<⺯>⿻?(+3)<内>⿻冂(+2)
【紏】⿰<糸>⿻?(+3)斗
【紑】⿰<⺯>⿻?(+3)不
【紒】⿰<⺯>⿻?(+3)<介>⿱人廾
【紓】⿰<⺯>⿻?(+3)予
【紕】⿰<⺯>⿻?(+3)<比>⿰上匕
【紖】⿰<糸>⿻?(+3)引
【紗】⿰<⺯>⿻?(+3)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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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3)氏
【級】⿰<糸>⿻?(+3)及
【紛】⿰<⺯>⿻?(+3)<分>⿱?刀
【紜】⿰<⺯>⿻?(+3)<云>⿻厶(+1*2)
【紝】⿰<⺯>⿻?(+3)<壬>⿱丿士
【素】⿱?<糸>⿻?(+3)
【紦】⿰<⺯>⿻?(+3)<巴>⿻巳(+1)
【紬】⿰<⺯>⿻?(+3)<由>⿻口(+2)
【紭】⿰<糸>⿻?(+3)<弘>⿰弓厶
【細】⿰<糸>⿻?(+3)<田>⿻口(+2)
【紲】⿰<⺯>⿻?(+3)<世>⿻口(+1*1)
【紳】⿰<⺯>⿻?(+3)<申>?
【紵】⿰<⺯>⿻?(+3)<宁>⿱<宀>⿻冖(+1)丁
【紹】⿰<⺯>⿻?(+3)<召>⿱刀口
【紺】⿰<⺯>⿻?(+3)<甘>⿻廿(+1)
【紼】⿰<糸>⿻?(+3)弗
【紽】⿰<⺯>⿻?(+3)<它>⿱<宀>⿻冖(+1)匕
【紿】⿰<⺯>⿻?(+3)<台>⿱厶口
【絀】⿰<⺯>⿻?(+3)出
【終】⿰<⺯>⿻?(+3)<冬>⿻夂(+2)
【組】⿰<糸>⿻?(+3)且
【絆】⿰<糸>⿻?(+3)<半>⿻<⺌>⿻?(+1)(+2*1)
【絇】⿰<⺯>⿻?(+3)<句>⿻勹口
【絈】⿰<⺯>⿻?(+3)<白>⿱ <日>⿻口(+1)
【絋】⿰<⺯>⿻?(+3)<広>⿸广厶
【経】⿰<⺯>⿻?(+3)<圣>⿱又土
【絍】⿰<⺯>⿻?(+3)<任>⿰亻<壬>⿱丿士
【絎】⿰<⺯>⿻?(+3)<行>⿱?⿰亻丁
【結】⿰<⺯>⿻?(+3)<吉>⿱士口
【絓】⿰<⺯>⿻?(+3)<圭>⿱土土
【絖】⿰<⺯>⿻?(+3)<光>⿱⿻<⺌>⿻?(+1)(+1)儿
【絗】⿰<⺯>⿻?(+3)<回>⿴囗口
【絞】⿰<⺯>⿻?(+3)<交>⿱亠<父>⿱??
【絡】⿰<⺯>⿻?(+3)<各>⿱夂口
【絣】⿰<⺯>⿻?(+3)<并>⿱?<开>⿻廾(+1)
【絥】⿰<⺯>⿻?(+3)<伏>⿰亻<犬>⿻大(+1)
【給】⿰<⺯>⿻?(+3)<合>⿱人口
【絧】⿰<⺯>⿻?(+3)<同>⿻⿻冂口(+1)
【絪】⿰<⺯>⿻?(+3)<因>⿴囗大
【絰】⿰<⺯>⿻?(+3)<至>⿱⿻厶(+1*2)土
【統】⿰<⺯>⿻?(+3)<充>⿱亠<允>⿱厶儿
【絲】⿰<⺯>⿻?(+3)<⺯>⿻?(+3)
【絵】⿰<糸>⿻?(+3)<会>⿱人⿻厶(+1*2)
【絶】⿰<⺯>⿻?(+3)<色>⿱⺈<巴>⿻巳(+1)
【絸】⿰<⺯>⿻?(+3)<見>⿱<目>⿻口(+2)儿
【絺】⿰<⺯>⿻?(+3)<希>⿱?<布>⿻<巾>⿻冂(+1)(+2)
【絻】⿰<⺯>⿻?(+3)<免>⿻⿱⺈<兄>⿱口儿(+1)
【絽】⿰<⺯>⿻?(+3)<呂>⿻口(+1)
【絿】⿰<⺯>⿻?(+3)<求>⿻氺(+2*1)
【綃】⿰<⺯>⿻?(+3)<肖>⿱<⺌>⿻?(+1)⺝ 【綆】⿰<⺯>⿻?(+3)<更>⿻口(+4)
【綈】⿰<⺯>⿻?(+3)<弟>⿻⿱?弓(+2*1)
【綌】⿰<⺯>⿻?(+3)<谷>⿱?⿱人口
【綑】⿰<⺯>⿻?(+3)<困>⿴囗木
【綗】⿰<⺯>⿻?(+3)<冏>?
【続】⿰<⺯>⿻?(+3)<売>⿱士⿱冖儿
【綜】⿰<⺯>⿻?(+3)<宗>⿱<宀>⿻冖(+1)<示>⿱二小
【綝】⿰<⺯>⿻?(+3)<林>⿰木木
【綧】⿰<⺯>⿻?(+3)<享>⿱亠⿱口子
【綬】⿰<⺯>⿻?(+3)<受>⿱<⺤>⿻?(+1)⿱冖又
【 】⿰<⺯>⿻?(+3)隹
【綰】⿰<⺯>⿻?(+3)<官>⿱<宀>⿻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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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3)<岡>?
【綶】⿰<⺯>⿻?(+3)<果>⿱<田>⿻口(+2)木
【綷】⿰<⺯>⿻?(+3)<卒>⿱亠⿱⿰??十
【綸】⿰<⺯>⿻?(+3)<侖>⿱人⿻冂(+3)
【綺】⿰<⺯>⿻?(+3)<奇>⿱大<可>⿻口(+2*2)
【綻】⿰<⺯>⿻?(+3)<定>⿱<宀>⿻冖(+1)<疋>⿻?(+3)
【綿】⿰<⺯>⿻?(+3)<帛>⿱<白>⿱ <日>⿻口(+1)<巾>⿻冂(+1)
【緀】⿰<⺯>⿻?(+3)<妻>⿱⿻?(+2*1)女
【緂】⿰<⺯>⿻?(+3)<炎>⿱⿻人(+3)<火>⿻人(+2)
【緄】⿰<⺯>⿻?(+3)<昆>⿱<日>⿻口(+1)<比>⿰上匕
【緅】⿰<⺯>⿻?(+3)<取>⿰耳又
【緆】⿰<⺯>⿻?(+3)<易>⿱<日>⿻口(+1)<勿>⿻勹(+2)
【緋】⿰<⺯>⿻?(+3)非
【緌】⿰<⺯>⿻?(+3)<委>⿱<禾>⿱丿木女
【総】⿰<糸>⿻?(+3)<忩>⿱<公>⿱?厶心
【緑】⿰<⺯>⿻?(+3)⿱彐氺
【緗】⿰<⺯>⿻?(+3)<相>⿰木<目>⿻口(+2)
【緘】⿰<⺯>⿻?(+3)<咸>⿻⿻弋口(+2*3)
【線】⿰<糸>⿻?(+3)<泉>⿱<白>⿱ <日>⿻口(+1)<水>⿻人(+2*4)
【緢】⿰<⺯>⿻?(+3)<苗>⿱艹<田>⿻口(+2)
【緥】⿰<⺯>⿻?(+3)<保>⿰亻<呆>⿱口木
【緦】⿰<糸>⿻?(+3)<思>⿱<田>⿻口(+2)心
【編】⿰<⺯>⿻?(+3)<扁>⿸尸⿻⿻冂(+3)(+1)
【緬】⿰<⺯>⿻?(+3)<面>⿻口(+6)
【緭】⿰<⺯>⿻?(+3)<胃>⿱<田>⿻口(+2)⺝
【緯】⿰<⺯>⿻?(+3)<韋>⿳⿻五(-1)口?
【練】⿰<⺯>⿻?(+3)<東>⿻<束>⿻口(+4)(+1)
【緶】⿰<⺯>⿻?(+3)⿰亻<更>⿻口(+4)
【緹】⿰<⺯>⿻?(+3)<是>⿱<日>⿻口(+1)<疋>⿻?(+3)
【緺】⿰<⺯>⿻?(+3)<咼>⿻⿻冂口(+2)
【績】⿰<⺯>⿻?(+3)<責>⿱?<貝>⿱<目>⿻口(+2)?
【織】⿰<⺯>⿻?(+3)<戠>⿰<音>⿱?<日>⿻口(+1)<戈>⿻弋(+1)
【缶】⿻午(+3*2)
【罘】⿱⿻口(+2)不 【罪】⿱⿻口(+2)非
【置】⿱⿻口(+2)<直>⿻⿱十<目>⿻口(+2)(+3)
【美】⿱<⺷>?大
【群】⿰<君>⿻<尹>⿻?(+1)口<羊>?
【義】⿱?<我>⿰⿱丿扌<戈>⿻弋(+1)
【羽】⿰??
【習】⿱<羽>⿰??<白>⿱ <日>⿻口(+1)
【老】⿻⿱土匕(+1)
【耂】⿻土(+1)
【考】⿻⿱土?(+1) 【者】⿻⿱土<日>⿻口(+1)(+1)
【耕】⿰⿻木(+2*1)<井>⿻廾(+1*1)
【聞】⿵門耳
【職】⿰耳<戠>⿰<音>⿱?<日>⿻口(+1)<戈>⿻弋(+1)
【聿】⿻?(+3)
【肉】⿻冂(+4)
【肖】⿱<⺌>⿻?(+1)⺝
【肥】⿰月<巴>⿻巳(+1)
【育】⿱⿻⿻厶(+1*2)(+1)⺝
【胃】⿱<田>⿻口(+2)⺝
【胚】⿰月<丕>⿻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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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古>⿱十口月
【能】⿰⿱厶⺝⿱匕匕
【脈】⿰月⿻?(+2) 【腸】⿰月<昜>⿱<日>⿻口(+1)⿻<勿>⿻勹(+2)(+1)
【腺】⿰月<泉>⿱<白>⿱ <日>⿻口(+1)<水>⿻人(+2*4)
【臣】⿻⿻匚口(+2*1)
【臤】⿰<臣>⿻⿻匚口(+2*1)又
【自】⿱ <目>⿻口(+2)
【至】⿱⿻厶(+1*2)土
【興】⿱⿻口(+10)? 【舌】⿱丿<古>⿱十口
【舎】⿱人<吉>⿱士口
【舠】⿰?刀
【舡】⿰?<工>⿻二(+1)
【舢】⿰?山
【舥】⿰?<巴>⿻巳(+1)
【舩】⿰?<公>⿱?厶
【舫】⿰?<方>⿻<万>⿻力(+1)(+1)
【航】⿰?<亢>⿱亠几
【船】⿰?⿱?口
【良】⿻艮(+1)
【色】⿱⺈<巴>⿻巳(+1)
【艻】⿱艹力
【艼】⿱艹丁
【艽】⿱艹九
【芄】⿱艹<丸>⿻九(+1)
【芊】⿱艹<千>⿱丿?
【芓】⿱艹子
【芖】⿱艹大
【芫】⿱艹<元>⿱二儿
【花】⿱艹<化>⿰亻匕
【芸】⿱艹<云>⿻厶(+1*2)
【芽】⿱艹?
【苂】⿱艹<火>⿻人(+2)
【苗】⿱艹<田>⿻口(+2)
【苙】⿱艹立
【苚】⿱艹用
【苜】⿱艹<目>⿻口(+2)
【苟】⿱艹<句>⿻勹口
【若】⿱艹<右>⿻口(+2)
【苦】⿱艹<古>⿱十口
【苩】⿱艹<白>⿱ <日>⿻口(+1)
【苮】⿱艹<仙>⿰亻山
【苯】⿱艹<本>⿻木(+1)
【英】⿱艹央
【苲】⿱艹乍
【苼】⿱艹生
【茁】⿱艹出
【茗】⿱艹<名>⿻夕口
【茠】⿱艹<休>⿰亻木
【茡】⿱艹<字>⿱<宀>⿻冖(+1)子
【茤】⿱艹<多>⿱夕夕
【茴】⿱艹<回>⿴囗口
【茶】⿱艹⿱人小
【茸】⿱艹耳
【草】⿱艹<早>⿱<日>⿻口(+1)十
【荷】⿱艹<何>⿰亻<可>⿻口(+2*2)
【莫】⿳艹<日>⿻口(+1)大
【菐】⿱⿻?(+1)<⺸>⿻<羊>?(+1*1)
【菜】⿱艹<采>⿱<⺤>⿻?(+1)木
【菴】⿱艹<奄>⿱大⿻<日>⿻口(+1)(+1*1) 【萌】⿱艹<明>⿰<日>⿻口(+1)月
【落】⿱艹<洛>⿰<氵>⿻?(+1)<各>⿱夂口
【葉】⿱艹⿱<世>⿻口(+1*1)木
【蒦】⿱艹<隻>⿱隹又
【薬】⿱艹<楽>⿻⿱<白>⿱ <日>⿻口(+1)木(+4)
【虫】⿻口(+3)
【蝉】⿰<虫>⿻口(+3)<単>⿱?<里>⿻口(+4)
【血】⿱ 皿
【行】⿱?⿰亻丁
【衣】⿱亠?
【衤】⿻礻(+1)
【表】⿱??
【衫】⿰<衤>⿻礻(+1)彡
【衲】⿰<衤>⿻礻(+1)<内>⿻冂(+2)
【衵】⿰<衤>⿻礻(+1)<日>⿻口(+1)
【衽】⿰<衤>⿻礻(+1)<壬>⿱丿士
【袂】⿰<衤>⿻礻(+1)夬
【袒】⿰<衤>⿻礻(+1)<旦>⿱<日>⿻口(+1)一
【袱】⿰<衤>⿻礻(+1)<伏>⿰亻<犬>⿻大(+1)
【袵】⿰<衤>⿻礻(+1)<任>⿰亻<壬>⿱丿士 【袷】⿰<衤>⿻礻(+1)<合>⿱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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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袿】⿰<衤>⿻礻(+1)<圭>⿱土土
【裂】⿱<列>⿰歹刂<衣>⿱亠?
【裄】⿰<衤>⿻礻(+1)<行>⿱?⿰亻丁
【装】⿱<壮>⿰丬士<衣>⿱亠?
【裙】⿰<衤>⿻礻(+1)<君>⿻<尹>⿻?(+1)口
【裼】⿰<衤>⿻礻(+1)<易>⿱<日>⿻口(+1)<勿>⿻勹(+2)
【製】⿱<制>⿰⿱牛冂刂<衣>⿱亠?
【複】⿰<衤>⿻礻(+1)⿱⿻<日>⿻口(+1)(+2*1)夂
【褌】⿰<衤>⿻礻(+1)<軍>⿱冖<車>⿻口(+4)
【褓】⿰<衤>⿻礻(+1)<保>⿰亻<呆>⿱口木 【褪】⿰<衤>⿻礻(+1)<退>⿺⻌艮
【褶】⿰<衤>⿻礻(+1)<習>⿱<羽>⿰??<白>⿱ <日>⿻口(+1)
【襁】⿰<衤>⿻礻(+1)<強>⿰弓⿱厶<虫>⿻口(+3)
【襍】⿰<衤>⿻礻(+1)<集>⿱隹木
【襯】⿰<衤>⿻礻(+1)<親>⿰⿱?木<見>⿱<目>⿻口(+2)儿
【西】⿻⿻儿口(+1)
【要】⿱⿻口(+3)女 【見】⿱<目>⿻口(+2)儿
【規】⿰⿻夫(+1)<見>⿱<目>⿻口(+2)儿
【覓】⿱<⺤>⿻?(+1)<見>⿱<目>⿻口(+2)儿
【覚】⿱?⿱冖<見>⿱<目>⿻口(+2)儿
【親】⿰⿱?木<見>⿱<目>⿻口(+2)儿
【観】⿰⿱<矢>⿻夫(+1*3)隹<見>⿱<目>⿻口(+2)儿
【角】⿱⺈用
【解】⿰<角>⿱⺈用⿱刀牛
【言】⿻口(+4)
【訁】⿻口(+4)
【訂】⿰<訁>⿻口(+4)丁
【訃】⿰<訁>⿻口(+4)卜
【計】⿰<訁>⿻口(+4)十
【訌】⿰<訁>⿻口(+4)<工>⿻二(+1)
【討】⿰<訁>⿻口(+4)寸
【訐】⿰<訁>⿻口(+4)干
【訓】⿰<訁>⿻口(+4)川
【訔】⿱山<訁>⿻口(+4)
【訕】⿰<訁>⿻口(+4)山
【記】⿰<訁>⿻口(+4)己
【訙】⿰<訁>⿻口(+4)<丸>⿻九(+1)
【訛】⿰<訁>⿻口(+4)<化>⿰亻匕
【訜】⿰<訁>⿻口(+4)<分>⿱?刀
【訝】⿰<訁>⿻口(+4)牙
【訞】⿰<訁>⿻口(+4)<夭>⿱丿大
【訟】⿰<訁>⿻口(+4)<公>⿱?厶
【訠】⿰<訁>⿻口(+4)引
【訡】⿰<訁>⿻口(+4)<今>⿱人?
【訣】⿰<訁>⿻口(+4)夬
【訥】⿰<訁>⿻口(+4)<内>⿻冂(+2)
【訨】⿰<訁>⿻口(+4)止
【訪】⿰<訁>⿻口(+4)<方>⿻<万>⿻力(+1)(+1)
【訬】⿰<訁>⿻口(+4)少
【設】⿰<訁>⿻口(+4)<殳>⿱几又
【許】⿰<訁>⿻口(+4)午
【訲】⿰<訁>⿻口(+4)<中>⿻丨口
【訳】⿰<訁>⿻口(+4)<尺>⿸尸?
【訵】⿰<訁>⿻口(+4)<四>⿴囗儿
【訶】⿰<訁>⿻口(+4)<可>⿻口(+2*2)
【註】⿰<訁>⿻口(+4)<主>⿻王(+1)
【証】⿰<訁>⿻口(+4)<正>⿻止(+1)
【詀】⿰<訁>⿻口(+4)<占>⿱十口
【詁】⿰<訁>⿻口(+4)<古>⿱十口
【詂】⿰<訁>⿻口(+4)<付>⿰亻寸
【詇】⿰<訁>⿻口(+4)央
【詋】⿰<訁>⿻口(+4)<兄>⿱口儿
【詐】⿰<訁>⿻口(+4)乍
【詑】⿰<訁>⿻口(+4)<它>⿱<宀>⿻冖(+1)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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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詒】⿰<訁>⿻口(+4)<台>⿱厶口
【詔】⿰<訁>⿻口(+4)<召>⿱刀口
【評】⿰<訁>⿻口(+4)平
【詗】⿰<訁>⿻口(+4)⿻冂口
【詘】⿰<訁>⿻口(+4)出
【詛】⿰<訁>⿻口(+4)且
【詝】⿰<訁>⿻口(+4)<宁>⿱<宀>⿻冖(+1)丁
【詞】⿰<訁>⿻口(+4)<司>⿻⿻冂口(+1*1)
【詠】⿰<訁>⿻口(+4)<永>⿻<水>⿻人(+2*4)(+1*2)
【詣】⿰<訁>⿻口(+4)<旨>⿱匕<日>⿻口(+1)
【試】⿰<訁>⿻口(+4)式
【詩】⿰<訁>⿻口(+4)<寺>⿱土寸
【詮】⿰<訁>⿻口(+4)<全>⿱人王
【詰】⿰<訁>⿻口(+4)<吉>⿱士口
【話】⿰<訁>⿻口(+4)<舌>⿱丿<古>⿱十口 【詳】⿰<訁>⿻口(+4)<羊>?
【詼】⿰<訁>⿻口(+4)<灰>⿸厂<火>⿻人(+2)
【誂】⿰<訁>⿻口(+4)<兆>⿻儿(+4*2)
【誌】⿰<訁>⿻口(+4)<志>⿱士心
【誕】⿰<訁>⿻口(+4)<延>⿺廴⿱丿止
【誚】⿰<訁>⿻口(+4)<肖>⿱<⺌>⿻?(+1)⺝
【語】⿰<訁>⿻口(+4)<吾>⿱五口
【誠】⿰<訁>⿻口(+4)<成>⿻戊(+1*3)
【誡】⿰<訁>⿻口(+4)<戒>?
【誥】⿰<訁>⿻口(+4)<告>⿱⺧口
【誦】⿰<訁>⿻口(+4)<甬>⿻?(+2)
【誨】⿰<訁>⿻口(+4)<毎>⿻<毋>⿻?(+1)(+2)
【説】⿰<訁>⿻口(+4)<兑>⿱?<兄>⿱口儿
【読】⿰<訁>⿻口(+4)<売>⿱士⿱冖儿
【誰】⿰<訁>⿻口(+4)隹
【課】⿰<訁>⿻口(+4)<果>⿱<田>⿻口(+2)木
【誹】⿰<訁>⿻口(+4)非
【誾】⿵門<訁>⿻口(+4)
【調】⿰<訁>⿻口(+4)<周>⿻⿱土口(+1*2) 【諄】⿰<訁>⿻口(+4)<享>⿱亠⿱口子
【談】⿰<訁>⿻口(+4)<炎>⿱⿻人(+3)<火>⿻人(+2)
【請】⿰<訁>⿻口(+4)<青>⿱?⺝
【諌】⿰<訁>⿻口(+4)<東>⿻<束>⿻口(+4)(+1)
【諏】⿰<訁>⿻口(+4)<取>⿰耳又
【諒】⿰<訁>⿻口(+4)<京>⿱亠⿱口小
【論】⿰<訁>⿻口(+4)<侖>⿱人⿻冂(+3)
【諚】⿰<訁>⿻口(+4)<定>⿱<宀>⿻冖(+1)<疋>⿻?(+3)
【諢】⿰<訁>⿻口(+4)<軍>⿱冖<車>⿻口(+4)
【諤】⿰<訁>⿻口(+4)<咢>⿱⿰口口<亏>⿱一丂
【諧】⿰<訁>⿻口(+4)<皆>⿱<比>⿰上匕<白>⿱ <日>⿻口(+1)
【諳】⿰<訁>⿻口(+4)<音>⿱?<日>⿻口(+1)
【諷】⿰<訁>⿻口(+4)<風>⿻⿱丿<虫>⿻口(+3)(+1)
【諸】⿰<訁>⿻口(+4)<者>⿻⿱土<日>⿻口(+1)(+1)
【諺】⿰<訁>⿻口(+4)<彦>⿱?彡
【諾】⿰<訁>⿻口(+4)<若>⿱艹<右>⿻口(+2)
【謀】⿰<訁>⿻口(+4)<某>⿱<甘>⿻廿(+1)木
【謂】⿰<訁>⿻口(+4)<胃>⿱<田>⿻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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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謃】⿰<訁>⿻口(+4)<星>⿱<日>⿻口(+1)生
【謌】⿰<訁>⿻口(+4)<哥>⿱<可>⿻口(+2*2)<可>⿻口(+2*2)
【謎】⿰<訁>⿻口(+4)<迷>⿺⻌<米>⿱?木
【謒】⿰<訁>⿻口(+4)<倉>⿱人⿻?口
【講】⿰<訁>⿻口(+4)<冓>⿱艹<再>⿻<冉>⿻月(+1*1)(+1)
【謜】⿰<訁>⿻口(+4)<原>⿸厂⿱<白>⿱ <日>⿻口(+1)小
【謝】⿲<訁>⿻口(+4)<身>⿱ ?寸
【謞】⿰<訁>⿻口(+4)<高>⿳亠口⿻冂口
【謤】⿰<訁>⿻口(+4)<票>⿱⿻口(+3)<示>⿱二小
【謪】⿰<訁>⿻口(+4)<商>⿱?<冏>?
【謮】⿰<訁>⿻口(+4)<責>⿱?<貝>⿱<目>⿻口(+2)?
【謰】⿰<訁>⿻口(+4)<連>⿺⻌<車>⿻口(+4)
【謵】⿰<訁>⿻口(+4)<習>⿱<羽>⿰??<白>⿱ <日>⿻口(+1)
【謻】⿲<訁>⿻口(+4)⿱丿木<多>⿱夕夕
【謿】⿰<訁>⿻口(+4)<朝>⿰⿱⿱十<日>⿻口(+1)十月
【譆】⿰<訁>⿻口(+4)<喜>⿱<壴>⿱十<豆>⿻口(+4)口
【證】⿰<訁>⿻口(+4)<登>⿱癶<豆>⿻口(+4)
【譏】⿰<訁>⿻口(+4)<幾>⿻⿱⿰幺幺弋(+1*2)
【譑】⿰<訁>⿻口(+4)<喬>⿱<呑>⿱<夭>⿱丿大口⿻冂口
【譒】⿰<訁>⿻口(+4)<番>⿱<釆>⿱丿<米>⿱?木<田>⿻口(+2)
【譔】⿰<訁>⿻口(+4)<巽>⿱⿰己己<共>⿱<龷>⿱艹一?
【譕】⿰<訁>⿻口(+4)<無>⿱?⺣
【譗】⿰<訁>⿻口(+4)<答>⿱⺮<合>⿱人口
【識】⿰<訁>⿻口(+4)<戠>⿰<音>⿱?<日>⿻口(+1)<戈>⿻弋(+1)
【譛】⿰<訁>⿻口(+4)<替>⿱⿰⿻夫(+1)夫<日>⿻口(+1)
【譨】⿰<訁>⿻口(+4)<農>⿱<曲>⿻口(+3)<辰>⿸厂⿱二?
【譩】⿰<訁>⿻口(+4)<意>⿱<音>⿱?<日>⿻口(+1)心
【議】⿰<訁>⿻口(+4)<義>⿱?<我>⿰⿱丿扌<戈>⿻弋(+1)
【護】⿰<訁>⿻口(+4)<蒦>⿱艹<隻>⿱隹又
【讀】⿰<訁>⿻口(+4)<賣>⿱⿱士⿻口(+2)<貝>⿱<目>⿻口(+2)?
【讃】⿰<訁>⿻口(+4)<賛>⿱⿰⿻夫(+1)夫<貝>⿱<目>⿻口(+2)?
【變】⿱⿲<糸>⿻?(+3)<訁>⿻口(+4)<糸>⿻?(+3)夂
【谷】⿱?⿱人口
【豆】⿻口(+4)
【豊】⿱<曲>⿻口(+3)<豆>⿻口(+4)
【象】⿱⺈⿱口豕
【貝】⿱<目>⿻口(+2)?
【貞】⿱十<貝>⿱<目>⿻口(+2)?
【負】⿱⺈<貝>⿱<目>⿻口(+2)?
【財】⿰<貝>⿱<目>⿻口(+2)??
【貢】⿱<工>⿻二(+1)<貝>⿱<目>⿻口(+2)?
【貧】⿱<分>⿱?刀<貝>⿱<目>⿻口(+2)?
【貨】⿱<化>⿰亻匕<貝>⿱<目>⿻口(+2)?
【貪】⿱<今>⿱人?<貝>⿱<目>⿻口(+2)?
【貫】⿱<毌>⿻?(+1)<貝>⿱<目>⿻口(+2)?
【責】⿱?<貝>⿱<目>⿻口(+2)?
【貯】⿰<貝>⿱<目>⿻口(+2)?<宁>⿱<宀>⿻冖(+1)丁
【貰】⿱<世>⿻口(+1*1)<貝>⿱<目>⿻口(+2)?
【買】⿱⿻口(+2)<貝>⿱<目>⿻口(+2)?
【貸】⿱<代>⿰亻弋<貝>⿱<目>⿻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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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弗<貝>⿱<目>⿻口(+2)?
【貿】⿱⿰?刀<貝>⿱<目>⿻口(+2)?
【賀】⿱<加>⿰力口<貝>⿱<目>⿻口(+2)?
【賁】⿱⿱十艹<貝>⿱<目>⿻口(+2)?
【賃】⿱<任>⿰亻<壬>⿱丿士<貝>⿱<目>⿻口(+2)?
【資】⿱<次>⿰?<欠>⿻人(+2)<貝>⿱<目>⿻口(+2)?
【賈】⿱⿻口(+3)<貝>⿱<目>⿻口(+2)?
【賛】⿱⿰⿻夫(+1)夫<貝>⿱<目>⿻口(+2)?
【賞】⿱⿱<⺌>⿻?(+1)⿱冖口<貝>⿱<目>⿻口(+2)?
【賢】⿱<臤>⿰<臣>⿻⿻匚口(+2*1)又<貝>⿱<目>⿻口(+2)?
【賣】⿱⿱士⿻口(+2)<貝>⿱<目>⿻口(+2)?
【質】⿱<斦>⿰斤斤<貝>⿱<目>⿻口(+2)?
【購】⿰<貝>⿱<目>⿻口(+2)?<冓>⿱艹<再>⿻<冉>⿻月(+1*1)(+1)
【走】⿻?(+4)
【起】⿰<走>⿻?(+4)己
【足】⿻⿻?口(+2)
【路】⿰<⻊>⿻口(+4)<各>⿱夂口
【身】⿱ ?
【車】⿻口(+4)
【軍】⿱冖<車>⿻口(+4)
【転】⿰<車>⿻口(+4)<云>⿻厶(+1*2)
【軽】⿰<車>⿻口(+4)<圣>⿱又土
【輪】⿰<車>⿻口(+4)<侖>⿱人⿻冂(+3)
【輸】⿰<車>⿻口(+4)<俞>⿱人⿰⺝刂
【辛】⿱亠<羊>?
【辞】⿰<舌>⿱丿<古>⿱十口<辛>⿱亠<羊>?
【辟】⿰⿸尸口<辛>⿱亠<羊>?
【辰】⿸厂⿱二?
【農】⿱<曲>⿻口(+3)<辰>⿸厂⿱二?
【辺】⿺⻌刀
【辻】⿺⻌十
【込】⿺⻌入
【辿】⿺⻌山
【近】⿺⻌斤
【返】⿺⻌<反>⿸厂又
【迦】⿺⻌<加>⿰力口
【迪】⿺⻌<由>⿻口(+2)
【迭】⿺⻌<失>⿻夫(+1*2)
【述】⿺⻌?
【迷】⿺⻌<米>⿱?木
【追】⿺⻌⿱ ?
【退】⿺⻌艮
【送】⿺⻌⿱?夫
【逃】⿺⻌<兆>⿻儿(+4*2)
【逆】⿺⻌<屰>⿻⿱⿻?(+1)?(+1)
【逐】⿺⻌豕
【逗】⿺⻌<豆>⿻口(+4)
【這】⿺⻌<訁>⿻口(+4)
【通】⿺⻌<甬>⿻?(+2)
【逝】⿺⻌<折>⿰扌斤
【速】⿺⻌<束>⿻口(+4)
【造】⿺⻌<告>⿱⺧口
【連】⿺⻌<車>⿻口(+4)
【週】⿺⻌<周>⿻⿱土口(+1*2)
【進】⿺⻌隹
【逸】⿺⻌<免>⿻⿱⺈<兄>⿱口儿(+1)
【遅】⿺⻌⿸尸<羊>?
【遊】⿺⻌<斿>⿸尸⿻子(+1*1)
【運】⿺⻌<軍>⿱冖<車>⿻口(+4)
【過】⿺⻌<咼>⿻⿻冂口(+2)
【道】⿺⻌<首>⿱⿻?(+1*1)<自>⿱ <目>⿻口(+2)
【達】⿺⻌⿱土<羊>?
【遜】⿺⻌<孫>⿰孑<系>⿱丿<糸>⿻?(+3)
【遠】⿺⻌⿱土⿻口(+4)
【適】⿺⻌<啇>⿱??
【選】⿺⻌<巽>⿱⿰己己<共>⿱<龷>⿱艹一?
【避】⿺⻌<辟>⿰⿸尸口<辛>⿱亠<羊>?
【郡】⿰<君>⿻<尹>⿻?(+1)口⻏
【部】⿰⿱?口⻏
【都】⿰<者>⿻⿱土<日>⿻口(+1)(+1)⻏
【酉】⿻⿻儿口(+2)
【酊】⿰<酉>⿻⿻儿口(+2)丁
【酌】⿰<酉>⿻⿻儿口(+2)<勺>⿻勹(+1)
36

【配】⿰<酉>⿻⿻儿口(+2)己
【酎】⿰<酉>⿻⿻儿口(+2)寸
【酏】⿰<酉>⿻⿻儿口(+2)也
【酒】⿰<氵>⿻?(+1)<酉>⿻⿻儿口(+2)
【酸】⿰<酉>⿻⿻儿口(+2)⿱<允>⿱厶儿夂 【釆】⿱丿<米>⿱?木
【采】⿱<⺤>⿻?(+1)木
【里】⿻口(+4)
【重】⿻⿱丿<車>⿻口(+4)(+1*2)
【野】⿰<里>⿻口(+4)予
【量】⿱<旦>⿱<日>⿻口(+1)一<里>⿻口(+4)
【金】⿱人?
【針】⿰<金>⿱人?十
【鉄】⿰<金>⿱人?<失>⿻夫(+1*2)
【鉱】⿰<金>⿱人?<広>⿸广厶
【銀】⿰<金>⿱人?艮
【銅】⿰<金>⿱人?<同>⿻⿻冂口(+1)
【銭】⿰<金>⿱人?<戋>⿻弋(+3*2)
【録】⿰<金>⿱人?⿱彐氺
【鋼】⿰<金>⿱人?<岡>?
【鏡】⿰<金>⿱人?<竟>⿱立⿱<日>⿻口(+1)儿
【閁】⿵門丿
【閂】⿵門一
【閃】⿵門人
【閅】⿵門丁
【閆】⿵門三
【閇】⿵門下
【閈】⿵門干
【閉】⿵門?
【閊】⿵門山
【開】⿵門<开>⿻廾(+1)
【閌】⿵門<亢>⿱亠几
【閍】⿵門<方>⿻<万>⿻力(+1)(+1)
【閏】⿵門王
【閐】⿵門<毛>⿱丿⿻二(+1*1)
【閑】⿵門木
【閒】⿵門月
【間】⿵門<日>⿻口(+1)
【閔】⿵門文
【閕】⿵門牙
【閖】⿵門<水>⿻人(+2*4)
【閗】⿵門斗
【閙】⿵門<市>⿱亠<巾>⿻冂(+1)
【閚】⿵門立
【閛】⿵門平
【閜】⿵門<可>⿻口(+2*2)
【閝】⿵門<令>⿱人?
【閞】⿵門<弁>⿱厶廾
【閟】⿵門<必>⿻心(+1*2)
【閠】⿵門<玉>⿻王(+1)
【関】⿵門⿱?⿻夫(+1)
【閣】⿵門<各>⿱夂口
【閤】⿵門<合>⿱人口
【閥】⿵門<伐>⿰亻<戈>⿻弋(+1)
【閧】⿵門<共>⿱<龷>⿱艹一?
【閨】⿵門<圭>⿱土土
【閩】⿵門<虫>⿻口(+3)
【閪】⿵門<西>⿻⿻儿口(+1)
【閫】⿵門<困>⿴囗木
【閬】⿵門<良>⿻艮(+1)
【閭】⿵門<呂>⿻口(+1)
【閮】⿵門<廷>⿺廴<壬>⿱丿士
【閲】⿵門<兑>⿱?<兄>⿱口儿
【閳】⿵門<車>⿻口(+4)
【閴】⿵門<貝>⿱<目>⿻口(+2)?
【閵】⿵門隹
【閶】⿵門<昌>⿱<日>⿻口(+1)<日>⿻口(+1)
【閹】⿵門<奄>⿱大⿻<日>⿻口(+1)(+1*1) 【閿】⿵門<受>⿱<⺤>⿻?(+1)⿱冖又
【闀】⿵門<巷>⿱<共>⿱<龷>⿱艹一?己
【闁】⿵門門
【闆】⿵門<品>⿱口⿰口口
【闇】⿵門<音>⿱?<日>⿻口(+1)
【闈】⿵門<韋>⿳⿻五(-1)口?
【闊】⿵門<活>⿰<氵>⿻?(+1)<舌>⿱丿<古>⿱十口
【闍】⿵門<者>⿻⿱土<日>⿻口(+1)(+1)
【闎】⿵門<泉>⿱<白>⿱ <日>⿻口(+1)<水>⿻人(+2*4)
【闏】⿵門<風>⿻⿱丿<虫>⿻口(+3)(+1)
【闖】⿵門馬
【闚】⿵門<規>⿰⿻夫(+1)<見>⿱<目>⿻口(+2)儿
37

【闛】⿵門<堂>⿱⿱<⺌>⿻?(+1)⿱冖口土
【闝】⿵門<敗>⿰<貝>⿱<目>⿻口(+2)?攵
【闢】⿵門<辟>⿰⿸尸口<辛>⿱亠<羊>?
【闥】⿵門<達>⿺⻌⿱土<羊>?
【闦】⿵門<豊>⿱<曲>⿻口(+3)<豆>⿻口(+4)
【闧】⿵門<遠>⿺⻌⿱土⿻口(+4)
【阞】⿰阝力
【队】⿰阝人
【阡】⿰阝<千>⿱丿?
【阢】⿰阝<兀>⿱一儿
【阤】⿰阝也
【阥】⿰阝<水>⿻人(+2*4)
【阦】⿰阝<火>⿻人(+2)
【阧】⿰阝斗
【阪】⿰阝<反>⿸厂又
【防】⿰阝<方>⿻<万>⿻力(+1)(+1)
【限】⿰阝艮
【院】⿰阝<完>⿱<宀>⿻冖(+1)<元>⿱二儿
【陰】⿰阝<侌>⿱<今>⿱人?<云>⿻厶(+1*2)
【陸】⿰阝<坴>⿱<圥>⿱土儿土
【険】⿰阝⿱人⿻⿻夫口(-2)
【陽】⿰阝<昜>⿱<日>⿻口(+1)⿻<勿>⿻勹(+2)(+1)
【隊】⿰阝⿱?豕
【階】⿰阝<皆>⿱<比>⿰上匕<白>⿱ <日>⿻口(+1)
【際】⿰阝<祭>⿻<示>⿱二小(+7)
【障】⿰阝<章>⿱?<早>⿱<日>⿻口(+1)十
【隺】⿱冖隹
【隻】⿱隹又
【集】⿱隹木
【雑】⿰⿱九木隹
【雨】⿻冂(+6)
【雪】⿱⻗?
【雲】⿱⻗<云>⿻厶(+1*2)
【電】⿱⻗⿻<日>⿻口(+1)(+1*1)
【霊】⿱⻗⿱二⿻?(+1)
【青】⿱?⺝
【静】⿰<青>⿱?⺝<争>⿱⺈⿻?(+1*2)
【面】⿻口(+6)
【韋】⿳⿻五(-1)口?
【音】⿱?<日>⿻口(+1)
【頁】⿱⿻<自>⿱ <目>⿻口(+2)(+1)?
【頂】⿰丁<頁>⿱⿻<自>⿱ <目>⿻口(+2)(+1)?
【頃】⿰匕<頁>⿱⿻<自>⿱ <目>⿻口(+2)(+1)?
【頄】⿰九<頁>⿱⿻<自>⿱ <目>⿻口(+2)(+1)?
【項】⿰<工>⿻二(+1)<頁>⿱⿻<自>⿱ <目>⿻口(+2)(+1)?
【順】⿰川<頁>⿱⿻<自>⿱ <目>⿻口(+2)(+1)?
【頇】⿰干<頁>⿱⿻<自>⿱ <目>⿻口(+2)(+1)?
【須】⿰彡<頁>⿱⿻<自>⿱ <目>⿻口(+2)(+1)?
【頉】⿰止<頁>⿱⿻<自>⿱ <目>⿻口(+2)(+1)?
【頊】⿰⺩<頁>⿱⿻<自>⿱ <目>⿻口(+2)(+1)?
【頌】⿰<公>⿱?厶<頁>⿱⿻<自>⿱ <目>⿻口(+2)(+1)?
【頍】⿰<支>⿱十又<頁>⿱⿻<自>⿱ <目>⿻口(+2)(+1)?
【頎】⿰斤<頁>⿱⿻<自>⿱ <目>⿻口(+2)(+1)?
【頏】⿰<亢>⿱亠几<頁>⿱⿻<自>⿱ <目>⿻口(+2)(+1)?
【預】⿰予<頁>⿱⿻<自>⿱ <目>⿻口(+2)(+1)?
【頑】⿰<元>⿱二儿<頁>⿱⿻<自>⿱ <目>⿻口(+2)(+1)?
【頒】⿰<分>⿱?刀<頁>⿱⿻<自>⿱ <目>⿻口(+2)(+1)?
【頔】⿰<由>⿻口(+2)<頁>⿱⿻<自>⿱ <目>⿻口(+2)(+1)?
【頕】⿰<占>⿱十口<頁>⿱⿻<自>⿱ <目>⿻口(+2)(+1)?
【頖】⿰<半>⿻<⺌>⿻?(+1)(+2*1)<頁>⿱⿻<自>⿱ <目>⿻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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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皮>⿻<反>⿸厂又(+1*2)<頁>⿱⿻<自>⿱ <目>⿻口(+2)(+1)?
【領】⿰<令>⿱人?<頁>⿱⿻<自>⿱ <目>⿻口(+2)(+1)?
【頚】⿰<圣>⿱又土<頁>⿱⿻<自>⿱ <目>⿻口(+2)(+1)?
【頜】⿰<合>⿱人口<頁>⿱⿻<自>⿱ <目>⿻口(+2)(+1)?
【頝】⿰<交>⿱亠<父>⿱??<頁>⿱⿻<自>⿱ <目>⿻口(+2)(+1)?
【頞】⿰<安>⿱<宀>⿻冖(+1)女<頁>⿱⿻<自>⿱ <目>⿻口(+2)(+1)?
【頟】⿰<各>⿱夂口<頁>⿱⿻<自>⿱ <目>⿻口(+2)(+1)?
【頡】⿰<吉>⿱士口<頁>⿱⿻<自>⿱ <目>⿻口(+2)(+1)?
【頢】⿰<舌>⿱丿<古>⿱十口<頁>⿱⿻<自>⿱ <目>⿻口(+2)(+1)?
【頣】⿰<臣>⿻⿻匚口(+2*1)<頁>⿱⿻<自>⿱ <目>⿻口(+2)(+1)?
【頧】⿰⿱ ?<頁>⿱⿻<自>⿱ <目>⿻口(+2)(+1)?
【頨】⿰<羽>⿰??<頁>⿱⿻<自>⿱ <目>⿻口(+2)(+1)?
【頩】⿰<并>⿱?<开>⿻廾(+1)<頁>⿱⿻<自>⿱ <目>⿻口(+2)(+1)?
【頪】⿰<米>⿱?木<頁>⿱⿻<自>⿱ <目>⿻口(+2)(+1)?
【頫】⿰<兆>⿻儿(+4*2)<頁>⿱⿻<自>⿱ <目>⿻口(+2)(+1)?
【頭】⿰<豆>⿻口(+4)<頁>⿱⿻<自>⿱ <目>⿻口(+2)(+1)?
【頲】⿰<廷>⿺廴<壬>⿱丿士<頁>⿱⿻<自>⿱ <目>⿻口(+2)(+1)?
【頳】⿰赤<頁>⿱⿻<自>⿱ <目>⿻口(+2)(+1)?
【頵】⿰<君>⿻<尹>⿻?(+1)口<頁>⿱⿻<自>⿱ <目>⿻口(+2)(+1)?
【頶】⿰<告>⿱⺧口<頁>⿱⿻<自>⿱ <目>⿻口(+2)(+1)?
【頻】⿰<歩>⿱止少<頁>⿱⿻<自>⿱ <目>⿻口(+2)(+1)?
【頼】⿰<束>⿻口(+4)<頁>⿱⿻<自>⿱ <目>⿻口(+2)(+1)?
【顀】⿰隹<頁>⿱⿻<自>⿱ <目>⿻口(+2)(+1)?
【顁】⿰<定>⿱<宀>⿻冖(+1)<疋>⿻?(+3)<頁>⿱⿻<自>⿱ <目>⿻口(+2)(+1)?
【顃】⿰<炎>⿱⿻人(+3)<火>⿻人(+2)<頁>⿱⿻<自>⿱ <目>⿻口(+2)(+1)?
【顆】⿰<果>⿱<田>⿻口(+2)木<頁>⿱⿻<自>⿱ <目>⿻口(+2)(+1)?
【顇】⿰<卒>⿱亠⿱⿰??十<頁>⿱⿻<自>⿱ <目>⿻口(+2)(+1)?
【顉】⿰<金>⿱人?<頁>⿱⿻<自>⿱ <目>⿻口(+2)(+1)?
【顋】⿰<思>⿱<田>⿻口(+2)心<頁>⿱⿻<自>⿱ <目>⿻口(+2)(+1)?
【題】⿰<是>⿱<日>⿻口(+1)<疋>⿻?(+3)<頁>⿱⿻<自>⿱ <目>⿻口(+2)(+1)?
【額】⿰<客>⿱<宀>⿻冖(+1)<各>⿱夂口<頁>⿱⿻<自>⿱ <目>⿻口(+2)(+1)?
【顎】⿰<咢>⿱⿰口口<亏>⿱一丂<頁>⿱⿻<自>⿱ <目>⿻口(+2)(+1)?
【顐】⿰<軍>⿱冖<車>⿻口(+4)<頁>⿱⿻<自>⿱ <目>⿻口(+2)(+1)?
【顑】⿰<咸>⿻⿻弋口(+2*3)<頁>⿱⿻<自>⿱ <目>⿻口(+2)(+1)?
【顔】⿰<彦>⿱?彡<頁>⿱⿻<自>⿱ <目>⿻口(+2)(+1)?
【願】⿰<原>⿸厂⿱<白>⿱ <日>⿻口(+1)小<頁>⿱⿻<自>⿱ <目>⿻口(+2)(+1)?
【顛】⿰<真>⿱⿱十<目>⿻口(+2)?<頁>⿱⿻<自>⿱ <目>⿻口(+2)(+1)?
【類】⿰⿱⿱?木大<頁>⿱⿻<自>⿱ <目>⿻口(+2)(+1)?
【顠】⿰<票>⿱⿻口(+3)<示>⿱二小<頁>⿱⿻<自>⿱ <目>⿻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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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顥】⿰<景>⿱<日>⿻口(+1)<京>⿱亠⿱口小<頁>⿱⿻<自>⿱ <目>⿻口(+2)(+1)?
【風】⿻⿱丿<虫>⿻口(+3)(+1)
【飛】⿻⿱飞飞(+3)
【食】⿱人<良>⿻艮(+1)
【飠】⿱人<良>⿻艮(+1)
【飯】⿰<飠>⿱人<良>⿻艮(+1)<反>⿸厂又
【飲】⿰<飠>⿱人<良>⿻艮(+1)<欠>⿻人(+2)
【飼】⿰<飠>⿱人<良>⿻艮(+1)<司>⿻⿻冂口(+1*1)
【養】⿱<⺷>?<食>⿱人<良>⿻艮(+1)
【館】⿰<飠>⿱人<良>⿻艮(+1)<官>⿱<宀>⿻冖(+1)?
【首】⿱⿻?(+1*1)<自>⿱ <目>⿻口(+2)
【駅】⿰馬<尺>⿸尸?
【驚】⿱<敬>⿰<苟>⿱艹<句>⿻勹口攵馬
【験】⿰馬⿱人⿻⿻夫口(-2)
【高】⿳亠口⿻冂口 【髟】⿰⻒彡
【髪】⿱<髟>⿰⻒彡友
【鬯】⿱?匕
【鬱】⿱⿲木<缶>⿻午(+3*2)木⿱冖⿰<鬯>⿱?匕彡
【魚】⿱⿱⺈<田>⿻口(+2)⺣
【鳴】⿰口鳥
【麦】⿱?夂
【黄】⿱⿻<昔>⿱<龷>⿱艹一<日>⿻口(+1)(+1)?
【黒】⿱<里>⿻口(+4)⺣
【鼻】⿳<自>⿱ <目>⿻口(+2)<田>⿻口(+2)廾
【龷】⿱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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