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字古今字資料庫使用簡介 
 

2013年 4 月 19日 

 

本文件為漢字古今字資料庫的簡介，說明目前的收字情況、整體框架、

操作畫面概觀，並以實例示範如何進行楷書檢索以及古漢字檢索，最

後說明檢視檢索結果時，如何進一步設定進階檢視功能。希望能讓使

用者快速地認識本資料庫之各項特色。 

 

漢字古今字資料庫網址：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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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簡介	

「漢字古今字資料庫」是一個為方便檢索漢字古今字形而設計的線上

資料庫，可提供使用者根據字頭查詢古今漢字字形及相關資訊，或依

需要設計各種檢索條件做資料分析，並提供字形圖片供使用者自行編

輯使用。 

漢字古今字資料庫由甲骨文、金文、戰國文字1、小篆及異體字表資

料庫組成，這些資料庫可獨立進行字頭的簡易查詢，也可透過漢字古

今字資料庫進行字頭的進階查詢，使用者可選取進階查詢所列的字頭，

以連結至個別的資料庫。目前各資料庫所收錄的字形總數超過十八萬

字，包含古漢字重文。 

漢字古今字資料庫以楷書為主要框架，同時提供字形、部首、筆畫、

部件等字形相關欄位，以及國語注音、漢語拼音、中古聲調、中古韻

目、中古字母、反切、上古韻部等字音相關欄位，供使用者檢索之用。

再透過楷書字頭與古漢字之楷定字對應，將甲骨文、金文、楚系簡帛

文字、小篆等古漢字資料庫與楷書資料庫串連起來，組成完整的漢字

古今字系統。 

各古漢字資料庫亦根據其古漢字屬性，提供不同的檢索欄位，除了以

楷書檢索外，使用者亦可利用古漢字欄位檢索，或同時利用楷書及古

                                               
1  戰國文字目前僅收錄「楚系簡帛文字」，日後若有相關資料將陸續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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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欄位交叉檢索。 

二、操作畫面概觀	

整個操作畫面的概觀，共分為 4大區塊，分別是： 

 系統選單 

 古漢字選單 

 檢索條件 

 檢索結果

 

系統選單	

系統選單的內容主要為系統簡介、收錄現況、凡例、出處表、使用說

明、參考書目等與系統相關之說明。 

檢索條件 檢索結果

古漢字選單 系統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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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完檢索條件後，按下「確定送出」，檢索結果會呈現在右方區塊。 

 

若想清除已輸入的檢索條件，按下「重新設定」按鈕，即會清空所有

檢索條件的欄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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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索結果	

操作畫面的右方用於顯示檢索結果，當使用者未點選古漢字選單時，

檢索結果以楷書呈現，若使用者已點選古漢字選單，則檢索結果以所

選取之古漢字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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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索結果會將字形依字號排序，以表格方式列出；字形皆以圖片顯示，

每個字形底下會列出其字號。點選字形可取得字形編輯資訊2，點選

字號則可連結至各個相關字形資料庫，楚系簡帛文字即連結至楚系簡

帛文字資料庫、金文字形即連結至金文資料庫……依此類推。 

 

甲骨文、金文、楚系簡帛文字、小篆等古漢字多有重文現象，由於漢

                                               
2 字形編輯的詳細說明請參閱「小學堂字形處理簡介」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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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索結果的上下方都有換頁區，以便於換頁。 

 

三、楷書檢索 

楷書檢索即是針對楷書字頭的各個屬性進行檢索，底下即對楷書的字

號、字形、部首、筆畫、部件、國語注音、漢語拼音、中古聲調、中

古韻目、中古字母、反切以及上古韻部，分別以範例介紹其檢索方式。 

字號檢索	

楷書字號是該字在本資料庫內部使用的代號，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

功能，使用者可輸入 1筆以上的字號檢索。當輸入檢索的字號為 1筆

以上時，為了區別起見，字號之間需要加上半形逗號分隔，例如在「字

換頁區 

換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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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欄位中輸入「1,3,6」，代表檢索字號 1的「一」字、3的「丁」

字，以及 6的「九」字。 

 

若要檢索某一區段的字，請輸入區段始尾之字號，中間以破折號隔開。

例如輸入「1‐6」，可檢索字號 1至 6的字。 

 

字形檢索	

字形是指楷書字頭，包含現代漢字以及古漢字的楷定字形。 

例如，若想檢索「飛」字的楷書字形，只要在「字形」欄位內輸入「飛」，

按下「確定送出」即可；若想檢索楷定字為「飛」的小篆字形，只要

在「字形」欄位內輸入「飛」，並於古漢字選單點選「小篆」後，按

下「確定送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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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欄位可同時檢索多個字，直接將欲檢索之字串輸入於字形欄位即

可。例如，若想同時檢索「千山鳥飛絕」五個字，只要在「字形」欄

位內輸入「千山鳥飛絕」，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部首檢索	

楷書部首採用 CNS11643中文全字庫授權之部首屬性資料，此欄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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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多筆檢索的功能，直接將欲檢索的單個或多個部首輸入於部首欄位

即可。 

例如，若想檢索部首為「龜」或「龍」的楷書字形，只要在「部首」

欄位內輸入「龜龍」，再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除了直接打字輸入外，部首欄位亦提供輔助輸入功能，同樣也可同時

輸入多個部首。只要將滑鼠指標移至「部首」欄位內點擊滑鼠左鍵 2

下，即可開啓輔助輸入視窗；輔助輸入視窗開啓後，若要關閉，只須

按下視窗右上角的叉號即可。
3
 

「部首」輔助輸入表為方便使用者檢索使用，故將 214個部首依筆畫

數排序並分為四個區塊，使用者可先選擇筆畫區塊，再點選其下包含

之部首。例如，若想檢索部首為「龜」或「龍」的楷書字形，只要在

                                               
3 輔助輸入視窗亦可透過快速操作指引視窗切換，詳細操作方式請見本文「快速取得操作指引」

一節，此處不另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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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首」的欄位內點擊滑鼠左鍵 2下，開啓輔助輸入視窗後，點選

「9~17劃」的區塊，在其下的表格中找到「龍」和「龜」，分別以滑

鼠左鍵點選，再按視窗右上的叉號關閉輔助輸入視窗；再按下「確定

送出」，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筆畫檢索	

筆畫是指字形包含部首的總筆畫數，例如「字」為 6劃。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使用者可輸入 1筆以上的筆畫檢索。當

輸入檢索的筆畫為 1筆以上時，為了區別起見，筆畫之間需要加上半

形逗號分隔，例如在「筆畫」的欄位中輸入「35,39」，代表檢索筆畫

數為「35」或「39」的字。 

在部首的欄位空白處點 2下，開啟輔助輸入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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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要檢索筆畫數為某一區段的字，請輸入區段始尾之筆畫數，中間以

破折號隔開。例如輸入「35‐39」，可檢索筆畫數為 35至 39的字。 

 

部件檢索	

部件是構成漢字的組件，例如「倛」的部件為「亻其」。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只要將欲檢索的單個或多個部件輸入於

欄位中即可；當部件為部首的附形時，也可使用對應的部首來查詢。

例如以「水」替代「氵」、「人」替代「亻」。4。例如，若想檢索同時

                                               
4  部首附形（如「亻」）和其對應部首（如「人」）為相似部件關係，此處兩者可通用於查詢之功

能是基於系統預設檢索時包含相似部件；詳情請參閱本文「部件查詢是否包含相似部件」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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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亻」和「其」的所有字形，只要在部件欄位中輸入「亻其」或

「人其」，再按下「確定送出」，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若要查詢已知完整構字部件的特定單字，則查詢時需在部件前後加括

號；例如，若想檢索「倛」這個單字，可在部件欄位中輸入「(亻其)」

或「(人其)」，再按下「確定送出」，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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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注音檢索	

注音欄位可直接輸入國語注音符號查詢，聲調符號可直接輸入「ˊˇ

ˋ․」（一聲無調號）的注音調號，或將輕聲符號以數字「0」取代，

一到四聲則分別以 1、2、3、4表示。 

例如，若想知道哪些字的注音為「ㄍㄨㄛˊ」，可於欄位內輸入「ㄍ

ㄨㄛˊ」或「ㄍㄨㄛ 2」，按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到符合檢索

條件之結果。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欲檢索 1組以上的注音時，為求區隔，

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例如，若想知道哪些字的注音為「ㄍㄨㄛˊ」

或「ㄩˇ」，可於欄位內輸入「ㄍㄨㄛˊ,ㄩˇ」或「ㄍㄨㄛ 2,ㄩ 3」，

按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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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只需檢索國語注音部分符合的字時，可用「*」代替不固定之注音

符號。例如，若只想檢索注音韻母為「ㄨㄛ」（聲母及聲調不論）的

字時，可於欄位內輸入「*ㄨㄛ*」，按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到

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除了直接打字輸入外，國語注音欄位亦提供輔助輸入功能。只要將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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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指標移至「國語注音」欄位內點擊滑鼠左鍵 2下，即可開啓輔助輸

入視窗；輔助輸入視窗開啓後，若要關閉，只須按下視窗右上角的叉

號即可。例如，若想檢索國語注音為「ㄍㄨㄛˊ」的字形，可於欄位

內點擊滑鼠左鍵 2下開啓輔助輸入視窗，於視窗內分別點選「ㄍㄨㄛ

ˊ」後，按右上角的叉號關閉視窗，最後按下「確定送出」，即可見

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漢語拼音檢索	

漢語拼音欄位可直接輸入漢語拼音符號查詢，聲調符號可直接輸入

「¯ˊˇˋ」(輕聲無調號)的拼音調號，或將輕聲以「0」表示，一到四

聲調號分別以 1、2、3、4取代。例如，若想知道哪些字的漢語拼音

為「guó」，可於欄位內輸入「guó」或「guo2」，按下「確定送出」

後，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在國語注音的欄位空白處點 2下，開啟輔助輸入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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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欲檢索 1組以上的漢語拼音時，為求區

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例如，若想知道哪些字的漢語拼音為

「guó」或「yǔ」，可於欄位內輸入「guó,yǔ」或「guo2,yu3」，按

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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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只需檢索漢語拼音部分符合的字時，可用「*」代替不固定之拼音

符號。例如，若只想檢索漢語拼音韻母為「uo」（聲母及聲調不論）

的字時，可於欄位內輸入「*uo*」，按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到

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中古聲調檢索	

中古音的聲調分類，分為平、上、去、入。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可直接輸入欲查詢的單個或多個聲調。

例如，若想檢索中古聲調為「上」或「入」的字形，可於此欄位內輸

入「上入」，按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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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直接打字輸入外，中古聲調欄位亦提供輔助輸入功能。只要將滑

鼠指標移至「中古聲調」欄位內點擊滑鼠左鍵 2下，即可開啓輔助輸

入視窗；輔助輸入視窗開啓後，若要關閉，只須按下視窗右上角的叉

號即可。 

 

中古韻目檢索	

中古韻目是由《漢語大字典》5收錄之中古音歸納整理出的 206個韻

                                               
5  徐中舒：《遠東．漢語大字典》（全八冊）〈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91 年〉 

在中古聲調的欄位空白處點 2下，開啟輔助輸入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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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可直接輸入欲查詢的單個或多個韻

目。例如，若想檢索中古韻目為「止」或「梗」的字形，可於此欄位

內輸入「止梗」，按下「確定送出」，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除了直接打字輸入外，中古韻目欄位亦提供輔助輸入功能，同樣也可

同時輸入多個條件。只要將滑鼠指標移至「中古聲調」欄位內點擊滑

鼠左鍵 2下，即可開啓輔助輸入視窗；輔助輸入視窗開啓後，若要關

閉，只須按下視窗右上角的叉號即可。 

「中古韻目」輔助輸入表為方便使用者檢索使用，故將 206 個韻目依

聲調分為平、上、去、入四類，使用者可先選擇聲調分類，再點選其

下包含之韻目。例如，若想檢索中古韻目為「止」或「梗」的楷書字

形，只要在「中古韻目」的欄位內點擊滑鼠左鍵 2 下，開啓輔助輸入

視窗後，先點選「平」聲再於其下找到「止」、「梗」兩韻，分別以滑

鼠左鍵點選，再按視窗右上的叉號關閉輔助輸入視窗；最後按下「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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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送出」，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中古字母檢索	

中古字母是由《漢語大字典》收錄之中古音歸納整理出的 41個字母。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可直接輸入欲查詢的單個或多個字母。

例如，若想檢索中古字母為「精」或「莊」的字形，可於此欄位內輸

入「精莊」，按下「確定送出」，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在中古韻目的欄位空白處點 2下，開啟輔助輸入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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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直接打字輸入外，中古字母欄位亦提供輔助輸入功能，同樣也可

同時輸入多個條件。只要將滑鼠指標移至「中古字母」欄位內點擊滑

鼠左鍵 2下，即可開啓輔助輸入視窗；輔助輸入視窗開啓後，若要關

閉，只須按下視窗右上角的叉號即可。 

 

反切檢索	

反切原則上都是以 2個字為 1組，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欲檢

索 1組以上的反切時，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例如，若

想檢索反切為「丁果」或「直珍」的字形，可於欄位內輸入「丁果,

直珍」，按下「確定送出」，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在中古字母的欄位空白處點 2下，開啟輔助輸入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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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只需檢索某個反切上字時，可用「*」代替不固定之反切下字，例

如，只想檢索反切上字有「丁」的字時，請輸入「丁*」；同樣的，當

只需檢索某個反切下字時，可用「*」  代替不固定之反切上字，例如

只想檢索反切下字有「果」的字時，請輸入「*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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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於反切欄位只輸入一個字時，系統會視為只檢索反切上字。

例如，當只輸入一個字「丁」時，所得出的檢索的結果和輸入「丁*」

是一樣的。 

上古韻部檢索	

上古韻部是由《漢語大字典》收錄之上古音歸納整理出的 30個韻部。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可直接輸入欲查詢的單個或多個上古韻

部。例如，若想檢索上古韻部為「支」或「脂」的字形，可於此欄位

內輸入「支脂」，按下「確定送出」，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除了直接打字輸入外，上古韻部欄位亦提供輔助輸入功能，同樣也可

同時輸入多個條件。只要將滑鼠指標移至「上古韻部」欄位內點擊滑

鼠左鍵 2下，即可開啓輔助輸入視窗；輔助輸入視窗開啓後，若要關

閉，只須按下視窗右上角的叉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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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設定	

在檢索欄位的下方有「選項>>」可以對檢索欄位做進一步的設定，其

中包括「部件查詢是否包含相似部件」、「反切查詢是否包含又切」、「字

集大小設定」三項，以下將對此三項設定分別加以說明。 

部件查詢是否包含相似部件	

所謂的相似部件，原則上是指同一部件的不同字形寫法，例如：「水」

和「氵」、「人」和「亻」、「牛」和「牜」。 

點選檢索欄位下方的「選項>>」開啓選項設定視窗，第一項即為「部

件查詢含相似部件」，系統預設該選項為打勾狀態，也就是預設使用

者在「部件」欄位輸入檢索條件時，系統會同時檢索使用者輸入之部

件及其相似部件。 

在上古韻部的欄位空白處點 2下，開啟輔助輸入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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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在「部件」欄位內輸入「(氵石)」，按下「確定送出」後，除了

「沰」字之外，另外也會檢索出「泵」、「砅」、「沯」這三個包含相似

部件「水」的字形。 

 

若使用者希望能精確找出完全符合輸入部件原形的字形，可以點選檢

索欄位下方的「選項>>」開啓選項設定視窗，再點擊「部件查詢含相

似部件」項目前的核取方塊，取消勾選後按下「確定」。如此一來，

在使用部件查詢時便不會檢索其他相似部件，只會檢索完全符合輸入

部件的字形。 

 

系統預設部件查詢含相似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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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在選項設定中取消「部件查詢含相似部件」後，再於「部件」

欄位內輸入「(氵石)」，按下「確定送出」後，檢索結果只會出現「沰」

字，不會出現「泵」、「砅」、「沯」這三個包含相似部件「水」的字形。 

 

反切查詢是否包含又切	

由於一個字可能有多個切語，第一組切語稱「反切」，第二組以上則

稱「又切」。 

點選檢索欄位下方的「選項>>」開啓選項設定視窗，第二項即為「反

切查詢含又切」，系統預設該選項為打勾狀態，也就是預設使用者在

「反切」欄位輸入檢索條件時，系統會同時檢索反切及又切。 

若使用者只想查詢第一組反切，可以點選檢索欄位下方的「選項>>」

開啓選項設定視窗，再點擊「反切查詢含又切」項目前的核取方塊，

取消勾選後按下「確定」。如此一來，在使用反切查詢時便只會檢索

反切，而不包含又切。 

取消選取「部件查詢含相似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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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在反切查詢含又切的預設狀態下，於「反切」欄位輸入「丁果」，

按下「確定送出」後，共檢索出 19個字；但在選項設定中取消「反

切查詢含又切」後，再於「反切」欄位輸入「丁果」，按下「確定送

出」後，只會檢索出 16個字。 

 
系統預設「反切查詢含又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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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集大小設定	

所謂字集大小是指檢索的字數範圍，系統預設字集大小為資料庫所收

錄之全部字形，但使用者若有需求，亦可自行設定字集大小。 

例如，若使用者只想以常用字6前 1000字為檢索範圍，可點選檢索欄

位下方的「選項>>」開啓選項設定視窗，再點擊「字集設定為常用字

前 4000 字」前方的核取方塊，使之呈現打勾狀態；然後於方框內將

4000 改為 1000，按下「確定」即可。 

 
                                               
6  此處常用字字集乃依林樹先生編著之〈中文電腦基本用字表〉所記錄之字頻排序，由高字頻排

至低字頻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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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使用者於「部件」欄位輸入「水」，按下「確定送出」檢索。若

在系統預設狀態下進行檢索，則會針對資料庫內所有字形檢索，檢索

結果有 4881個字形；若使用者已設定字集為常用字前 1000字，則檢

索結果會縮減至 43字。 

 
 

 

四、小篆檢索	

本資料庫除了楷書以外，還收錄了小篆字形，可由古漢字選單中點選

系統預設字集大小為資

料庫所有字形

勾選字集設定，並修改

為常用字前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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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小篆檢索條件，即可針對小篆字形屬性進行進一步檢索。 

字號檢索	

小篆字號是該字在《說文解字詁林正補合編》7中的順序，例如《說

文解字詁林正補合編》第一個字「一」的字號為 1，依此類推至第 9831

號。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使用者可輸入 1筆以上的字號檢索。當

輸入檢索的字號為 1筆以上時，為了區別起見，字號之間需要加上半

形逗號分隔，例如在「字號」的欄位中輸入「1,3,6」，代表檢索字號

1的「一」字、3的「天」字，以及 6的「上」字。 

 

若要檢索某一區段的字，請輸入區段始尾之字號，中間以破折號隔開。

例如輸入「1‐6」，可檢索字號 1至 6的字。 

                                               
7  楊家駱：《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全十二冊）〈臺北：鼎文書局，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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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數檢索	

卷數是指《說文解字》之分卷，共分 14卷，每卷又分上下。 

卷數可查詢一整卷，亦可查詢半卷，卷數的數字部分必須以阿拉伯數

字輸入。例如，若想查詢《說文解字》第 1卷收錄的小篆字形，只要

於欄位內輸入「1」，按下「確定送出」即可。若只想查詢《說文解字》

1卷下收錄的小篆字形，只要於欄位內輸入「1下」，按下「確定送出」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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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使用者可輸入 1筆以上的卷數檢索。當

輸入檢索的卷數為 1筆以上時，為了區別起見，卷數之間需要加上半

形逗號分隔。例如，若想查詢《說文解字》卷 1上及卷 2收錄的小篆

字形，只要於欄位內輸入「1上,2」，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若要檢索某一區段的字，請輸入區段始尾之卷數，中間以破折號隔開。

例如，若想查詢《說文解字》卷 1至卷 2收錄的小篆字形，只要於欄

位內輸入「1‐2」，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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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首檢索	

說文部首是指《說文解字》的 540部。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使用者只要將欲檢索的單個或多個部首

輸入於欄位中即可。例如，若想查詢《說文解字》中部首為「茻」或

「舁」的小篆字形，只要於欄位內輸入「茻舁」，按下「確定送出」

即可。 

 

除了直接打字輸入外，部首欄位亦提供輔助輸入功能，同樣也可同時

輸入多個部首。只要將滑鼠指標移至「部首」欄位內點擊滑鼠左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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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即可開啓輔助輸入視窗；輔助輸入視窗開啓後，若要關閉，只須

按下視窗右上角的叉號即可。「說文部首」輔助輸入表為方便使用者

檢索使用，故將 540個部首依說文分卷排序並分為八個區塊，使用者

可先選擇分卷區塊，再點選其下包含之部首。 

 

重文檢索	

重文是指一字的不同寫法，依《說文解字》整理歸納為七類。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使用者可輸入欲查詢的單個或多個重文

類別；當輸入檢索的重文類別為多個時，為了區別起見，重文類別之

間需要加上半形逗號分隔。例如，若想查詢說文部首為「舁」的小篆

字形中，哪些是出自「說文或體」或「說文古文」的重文，只要於「部

在部首的欄位空白處點 2下，開啟輔助輸入視窗。

分卷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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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欄位輸入「舁」，「重文」欄位內輸入「說文或體,說文古文」，按

下「確定送出」即可。 

 

除了直接打字輸入外，重文欄位亦提供輔助輸入功能，同樣也可同時

輸入多個重文類別。只要將滑鼠指標移至「重文」欄位內點擊滑鼠左

鍵 2下，即可開啓輔助輸入視窗；輔助輸入視窗開啓後，若要關閉，

只須按下視窗右上角的叉號即可。 

 

在重文的欄位空白處點 2下，開啟輔助輸入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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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檢索	

部件是構成漢字的組件，此欄位只適用小篆部件，有些字形的小篆部

件與楷書部件略有不同。例如，「適」的楷書部件為「辶啇」，但小篆

部件為「辵啻」；「赤」的楷書字形不再拆分部件，但小篆「赤」的部

件為「大火」。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只要將欲檢索的單個或多個部件輸入於

欄位中即可。例如，若想檢索部件包含「大」和「火」的小篆字形，

可於欄位內輸入「大火」，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若要查詢已知完整構字部件的特定單字，則查詢時需在部件前後加括

號；小篆的部件直接使用對應的楷書字頭，不必使用偏旁附形。例如，

若想查詢小篆「捇」字，可於欄位內輸入「(手赤)」或「(手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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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以上小篆檢索欄位皆可與楷書檢索欄位搭配使用，進行交叉檢索。例

如，若想檢索小篆中部件包含「赤」的字形裡，有哪些字與「赤」的

中古韻目相同（已知「赤」中古韻目為「昔」韻）；可先於「中古韻

目」欄位內輸入「昔」，再於小篆「部件」欄位內輸入「赤」，再按下

「確定送出」即可。於檢索結果中點選字號連結至小篆資料庫，觀看

更詳細的解形說明，可進一步驗證以「赤」字為聲符之形聲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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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楚系簡帛文字檢索	

本資料庫除了楷書以外，還收錄了楚系簡帛文字，可由古漢字選單「戰

國文字」底下點選加入楚系簡帛文字檢索條件，即可針對楚系簡帛文

字字形屬性進行進一步檢索。 

字號檢索	

楚系簡帛文字字號是該字在《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8中的順序，

例如《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第一個字「一」的字號為 1，依

此類推至第 3300 號。 
                                               
8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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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使用者可輸入 1筆以上的字號檢索。當

輸入檢索的字號為 1筆以上時，為了區別起見，字號之間需要加上半

形逗號分隔，例如在「字號」的欄位中輸入「1,3,6」，代表檢索字號

1的「一」字、3的「天」字，以及 6的「旁」字。 

 

若要檢索某一區段的字，請輸入區段始尾之字號，中間以破折號隔開。

例如輸入「1‐6」，可檢索字號 1至 6的字。 

 

卷數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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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數是《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之分卷，分卷方式參照《說文

解字》，共分 14卷。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使用者可輸入 1筆以上的卷數檢索。當

輸入檢索的卷數為 1筆以上時，為了區別起見，卷數之間需要加上半

形逗號分隔。例如，若想查詢《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卷 1及

卷 3收錄的楚系簡帛文字，只要於欄位內輸入「1,3」，按下「確定送

出」即可。 

 

 

若要檢索某一區段的字，請輸入區段始尾之卷數，中間以破折號隔開。

例如，若想查詢《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卷 1至卷 3收錄的楚

系簡帛文字，只要於欄位內輸入「1‐3」，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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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檢索	

部件是構成漢字的組件，此欄位只適用楚系簡帛文字部件，有些字形

的楚系簡帛文字部件與楷書部件略有不同。例如，「寺」的楷書部件

為「士寸」，但楚系簡帛文字部件為「之又」。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只要將欲檢索的單個或多個部件輸入於

欄位中即可。例如，若想檢索部件包含「之」和「又」的楚系簡帛文

字，可於欄位內輸入「之又」，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若要查詢已知完整構字部件的特定單字，則查詢時需在部件前後加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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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楚系簡帛文字的部件直接使用對應的楷書字頭，不必使用偏旁附

形。例如，若想查詢楚系簡帛文字的「恃」字，可於欄位內輸入「(心

寺)」或「(心之又)」，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出處檢索	

出處是指《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所收錄楚系簡帛文字的出處

引書簡稱。輸入「出處」欄位時，雖以引書簡稱表為基礎，但不一定

要輸入完整簡稱，使用者可考量欲查詢的出處範圍自行輸入部分簡

稱。 

例如，若想查詢出處為「荊門郭店楚墓竹簡」的楚系簡帛文字，只須

在欄位內輸入「郭」，再按下「確定送出」，即可同時檢索出包含簡稱

為「郭.老甲」、「郭.老乙」、「郭.老丙」……等，所有出處為「荊門

郭店楚墓竹簡」之楚系簡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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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若想查詢出處為「荊門郭店楚墓竹簡‧老子甲」第 1 號簡的楚

系簡帛文字，只須在欄位內輸入「郭.老甲.1」，再按下「確定送出」

即可。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使用者可輸入欲查詢的單個或多個出處；

當輸入檢索的出處為多個時，為了區別起見，出處之間需要加上半形

逗號分隔。例如，若想檢索出處為「荊門郭店楚墓竹簡‧老子甲」或

「荊門郭店楚墓竹簡‧老子乙」的楚系簡帛文字，只須在欄位內輸入

「郭.老甲,郭.老乙」，再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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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欄位亦提供輔助輸入功能，只要將滑鼠指標移至「出處」欄位內

點擊滑鼠左鍵2下，即可開啓輔助輸入視窗；若要關閉輔助輸入視窗，

只須按視窗右上角的叉號即可。「出處」輔助輸入表為方便檢索使用，

故將 56個引書簡稱依據其出處分為「荊門」、「江陵」、「上博
9
」與「其

他」四類，使用者可先選擇出處分類，再點選其下包含之引書簡稱。 

 

                                               
9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在部首的欄位空白處點 2下，開啟輔助輸入視窗。

出處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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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金文檢索	

本資料庫除了楷書以外，還收錄了金文字形，可由古漢字選單點選加

入金文檢索條件，即可針對金文字形屬性進行進一步檢索。 

字號檢索	

金文字號是金文字頭的排序編號，金文之字號可分為四個區間：編號

1~2420 是《金文編》10正編字頭；編號 2421~3000是修訂《金文編》

之字形隸定而增補的字頭；編號 3001~4000是《金文編》附錄上的字

頭，原書由 1開始編號，為與正編的字頭編號有所區隔，故在原編號

上加 3000；編號 4001~5000是《金文編》附錄下的字頭，原書由 1

開始編號，為與正編的字頭編號有所區隔，故在原編號上加 4000。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使用者可輸入 1筆以上的字號檢索。當

輸入檢索的字號為 1筆以上時，為了區別起見，字號之間需要加上半

形逗號分隔，例如在「字號」的欄位中輸入「1,3,7」，代表檢索字號

1的「一」字、3的「天」字，以及 7的「上」字。 

                                               
10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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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要檢索某一區段的字，請輸入區段始尾之字號，中間以破折號隔開。

例如輸入「1‐7」，可檢索字號 1至 7的字。 

 

卷數檢索	

卷數是《金文編》之分卷，分卷方式參照《說文解字》，共分 14卷。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使用者可輸入 1筆以上的卷數檢索。當

輸入檢索的卷數為 1筆以上時，為了區別起見，卷數之間需要加上半

形逗號分隔。例如，若想查詢《金文編》卷 1及卷 3收錄的金文字形，

只要於欄位內輸入「1,3」，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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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要檢索某一區段的字，請輸入區段始尾之卷數，中間以破折號隔開。

例如，若想查詢《金文編》卷 1至卷 3收錄的金文字形，只要於欄位

內輸入「1‐3」，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器名檢索	

器名乃是金文字形原銘刻所在器物之名稱。 

使用者可直接輸入欲查詢的單個或多個器名，欲檢索 1個以上的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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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例如欲檢索哪些金文字形出

自「毛公鼎」或「王子午鼎」，請直接輸入「毛公鼎,王子午鼎」。 

 

當只需檢索器名的某部分時，可用「*」代替不固定的部分。例如，

只想檢索器名中以「毛公」開頭的器物時，請輸入「毛公*」；若想檢

索器名中任一部分包含「王子」的器物時，請輸入「*王子*」；又如，

若想檢索所有「鼎」這種器物類型所收錄的字時，請輸入「*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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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號檢索	

器號乃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殷周金文集成》11所編列

之器物號碼。例如「集成 5292」即為《殷周金文集成》第 5292 號器，

器號欄位只要輸入阿拉伯數字即可。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當輸入檢索的器號為 1筆以上時，為了

                                               
11  張亞初編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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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起見，器號之間需要加上半形逗號分隔。例如，若想檢索器號

「5292」和「10175」所收錄的金文字形，只須於欄位內輸入

「5292,10175」，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若要檢索某一區段的字，請輸入區段始尾之器號，中間以破折號隔開。

例如，若想檢索《殷周金文集成》第 100號器至第 102號器收錄的金

文字形，只須於欄位內輸入「100‐102」，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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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檢索	

部件是構成漢字的組件，此欄位只適用金文部件，有些字形的金文部

件與楷書部件略有不同。例如，「則」的楷書部件為「貝刂」，但金文

部件為「鼎刀」。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只要將欲檢索的單個或多個部件輸入於

欄位中即可。例如，若想檢索部件包含「鼎」和「刀」的金文字形，

可於欄位內輸入「鼎刀」，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若要查詢已知完整構字部件的特定單字，則查詢時需在部件前後加括

號；金文的部件直接使用對應的楷書字頭，不必使用偏旁附形。例如，

若想查詢金文的「側」字，可於欄位內輸入「(人則)」或「(人鼎刀)」，

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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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甲骨文檢索	

本資料庫除了楷書以外，還收錄了甲骨文字形，可由古漢字選單點選

加入甲骨文檢索條件，即可針對甲骨文字形屬性進行進一步檢索。 

字號檢索	

甲骨文字號是該字在《甲骨文編》中的順序，例如《甲骨文編》第一

個字「一」的字號為 1，依此類推至第 1723 號。唯《甲骨文編》原

書有 1368A、1368B重號之情形，故將 1368B 改編為 1724號。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使用者可輸入 1筆以上的字號檢索。當

輸入檢索的字號為 1筆以上時，為了區別起見，字號之間需要加上半

形逗號分隔，例如在「字號」的欄位中輸入「1,3,6」，代表檢索字號

1的「一」字、3的「天」字，以及 6的「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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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要檢索某一區段的字，請輸入區段始尾之字號，中間以破折號隔開。

例如輸入「1‐6」，可檢索字號 1至 6的字。 

 

卷數檢索	

卷數是《甲骨文編》之分卷，分卷方式參照《說文解字》，共分 14 卷。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使用者可輸入 1筆以上的卷數檢索。當

輸入檢索的卷數為 1筆以上時，為了區別起見，卷數之間需要加上半

形逗號分隔。例如，若想查詢《甲骨文編》卷 1及卷 3收錄的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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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只要於欄位內輸入「1,3」，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若要檢索某一區段的字，請輸入區段始尾之卷數，中間以破折號隔開。

例如，若想查詢《甲骨文編》卷 1至卷 3收錄的甲骨文字形，只要於

欄位內輸入「1‐3」，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合集號檢索	

合集號乃是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編輯《甲骨文合集》圖版之編

號。例如，「合 10308」即為《甲骨文合集》第 10308號圖版，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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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欄位只要輸入阿拉伯數字即可。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當輸入檢索的合集號為 1筆以上時，為

了區別起見，合集號之間需要加上半形逗號分隔。例如，若想檢索合

集號「10308」和「37497」所收錄的甲骨文字形，只須於欄位內輸入

「10308,37497」，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若要檢索某一區段的字，請輸入區段始尾之器號，中間以破折號隔開。

例如，若想檢索《甲骨文合集》第 10001號至第 10003 號圖版的甲骨

文字形，只須於欄位內輸入「10001‐10003」，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漢字古今字資料庫使用簡介 

46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資訊科學研究所 

舊著錄檢索	
舊著錄乃是《甲骨文編》所收錄甲骨的原始材料來源簡稱，簡稱根據

《甲骨文編》所附引書簡稱表。 

舊著錄欄位可同時接受多個條件，當輸入檢索的舊著錄為 1筆以上時，

為了區別起見，舊著錄之間需要加上半形逗號分隔。例如，若想檢索

來自《殷虛文字甲編》37號片或《鐵雲藏龜》第 1頁第 2片的甲骨

文字形，可於欄位內輸入「甲 37,鐵 1.2」，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部件檢索	

部件是構成漢字的組件，此欄位只適用甲骨文部件，有些字形的甲骨

文部件與楷書部件略有不同。例如，「多」的楷書部件為「夕夕」，但

甲骨文部件為「肉肉」。 

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能，只要將欲檢索的單個或多個部件輸入於

欄位中即可。例如，若想檢索部件包含兩個「肉」的甲骨文字形，可

於欄位內輸入「肉肉」，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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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要查詢已知完整構字部件的特定單字，則查詢時需在部件前後加括

號；甲骨文的部件直接使用對應的楷書字頭，不必使用偏旁附形。例

如，若想查詢甲骨文的「湀」字，可於欄位內輸入「(水癸)」，按下「確

定送出」即可。 

 

八、進階檢視	

檢索結果之呈現，可視情況再做進一步的顯示調整，比方說可以全版

的畫面檢視結果、調整檢索結果頁面及字形大小等等。本節即是說明

如何進一步地設定這些進階的檢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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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版畫面顯示檢索結果	
在完成檢索之後，若希望畫面只顯示檢索結果，則可點擊檢索條件與

檢索結果之間的箭頭記號，將左側的檢索條件暫時隱藏，以較大之畫

面檢視檢索結果。 

 

若想恢復原本的檢索畫面，請再次點擊檢索結果左上方的箭頭記號，

即可恢復顯示檢索條件。 

 

點擊箭號，可隱藏檢索條件，向左延伸檢索結果畫面。 

點擊箭號，可恢復檢視原本的檢索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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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索結果的頁面及字形大小調整	

在檢索結果的上方，除了顯示搜尋結果字數及頁數外，還有個頁面設

定區，使用者可以依個別需求調整「每列字數」、「每頁列數」以及「字

形大小」。 

 

「每列字數」可設定的範圍為 5~10 字，「每頁列數」可設定的範圍為

1~10列，「字形大小」可設定的範圍為 16~72 點。 

例如，若想將檢索結果頁面設定改為「每列 5字」、「每頁 3列」、「字

形大小 48點」。首先以滑鼠點選「每列字數」設定區的下拉清單，點

選「5」；再以滑鼠點選「每頁列數」設定區的下拉清單，點選「3」；

最後滑鼠點選「字形大小」設定區的下拉清單，點選「48」即可。 

檢索條件 檢索結果

每列字數 每頁列數 字形大小設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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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快速取得操作指引	
在漢字古今字資料庫中，在每個檢索欄位都可快速取得操作指引。開

啟方式為先將游標移至需開啟操作指引的欄位內，點擊滑鼠左鍵，此

時應可見到該欄位的輸入點在閃爍。接著按下鍵盤上的 F1鍵，即可

開啟該欄位的操作指引。 

例如，需開啟「楷書」底下「中古字母」一欄的操作指引時，將游標

移至中古字母的欄位內，點擊滑鼠左鍵，使輸入點呈現閃爍狀態。 

 

接著按下鍵盤的 F1鍵，即可開啟中古字母的操作指引。在操作指引

的右上角，可看到一個叉號和鍵盤圖示。按下叉號可關閉操作指引視

窗；按下鍵盤圖示，可開啟該欄位的輔助輸入視窗。 

將游標移至中古字母的欄位

內，點擊滑鼠左鍵，使其輸

入點呈現閃爍狀態 

在欄位內按下

鍵盤的 F1 鍵，

開啟操作指引 

中古字母的操

作指引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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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切換至輔助輸入視窗時，在輔助輸入視窗右上角，可看到一個叉號

和問號圖示。按下叉號可關閉輔助輸入視窗；按下問號圖示，會再切

換回操作指引。 

 

在字母的輔助輸入視窗中，若需檢索單個字母，例如「清」母，請在

「清」母上點擊滑鼠左鍵 1次，便可檢索「清」母。 

若需要檢索同一系的字母，例如齒頭音（精系字），請在表格中的「齒

頭」處點擊滑鼠左鍵 1次，便可檢索齒頭音之所有字母。 

中古字母的輔

助輸入視窗 

按下叉號，關

閉輔助輸入視

窗 

按 下 問 號 圖

示，會切換回

操作指引 

在字母「清」上點擊

滑鼠左鍵 1次，可檢

索「清」母字 

在「齒頭」處點擊滑

鼠左鍵 1次，可檢索

齒頭音之所有字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