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랩 · 려l 한자의 표준화】

국학 연구용상용한자제정안
허성도
서울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교수

1.

한자 사용 빈도 조사의 목적

한문의 이해는 국학 연구의 중요한 기반이 된다. 그러므로 효과적인 국학 연

구 인력의 배양을 위해서는 국학 연구에 필요한 상용한자를 선정하고 이를 중
심으로 하는 한문 교육 방법론의 재구성이 필요하다. 이 글은 국학 연구용 상용
한자를 선정하기 위하여 한자의 사용 빈도를 조사하였다. 그러나 지면 관계상
상세한 조사 결과를 소개할 수 없으므로 조사의 대상과 조사 방법을 간단히 소

개하고， 국학 연구용 제 1，

2.

2, 3 수준

한자를 제시하고자 한다.

한자 사용 벤도 조사의 대상

이 조사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은 자료를 선정 입력하였다. 이러한 자료에 나와 있

는 한자의 총 자수는 9，짧，388자이다.

四書類 : 論語， 굶子， 大學， 中庸
敎材類

:

千字文• IJ學， 明心寶鍵 擊豪쫓談， 古文훌寶前後集， 古文觀止散文編

中國文學類 : 짧E 楚離， 뼈핍벼明詩集 삼南詩集 居詩三百首， 宋諾앓， 蘇較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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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 : (詩經) , 書經 周易， 爾雅 春秋혔梁傳， 春秋公후傳， 左傳， 禮記 構

i훌 周*훌 孝經， (論語， 굶子)
諸子集成 : 훌子春秋， 法言， 管子， 韓非子， 堆南子， 莊子， 畢子， 老子， 吳子， 抱
朴子， 商君書， 世說新語， 新語， 申鍾 慣子， 孫子， 홉子， 呂民春秋，
列子， 홍홈鐵論， 尹文子， 濟夫論， 論衛， 願a家힘11， (論語， 굶子)
中國史書類 : 國語， 戰國策， 史記 漢書列傳

韓國史書類 : 三國史記 三國遺事， 高麗史， 太祖實錄 定宗實錄 t몫實錄 文
宗實錄 端宗實錄 世祖實錄

韓國文學類 : 72인의 시문 296편， 20편의 소설， 빼魔集

3.

한자 사용 밴도 조사 방법

한자 λF용 빈도 조사는 다음과 같은 과정을 거쳐 진행되었다.

(1)

국학 자료의 필자들에게 가장 영호t을 많이 주었으리라고 판단되는 중국

의 문학 철학 사학 계통의 저작을 선택하여 컴퓨터에 입력하였다.

(2) 위의 자료에 나오는 모든 한자를 한국λ}사료연구소에서 개발한 한사연
한자 부호계 (HSY

Hanja C떠e-System) 를 통하여 입 력 하였다. 따라서

이 부호계에 수록되어 있지 않은 한자는 사용 빈도 조사에서 제외되었
다. 이 한자 부호계에는 15，500자의 한자가 수록되어 있으므로 이들에

대한 조사만으로도 거의 완전한 사용 빈도 조사가 이루어질 수 있다. 특
히 이 조사는

1. 2. 3

수준의 상용한자를 추출하는 것이므로 이 부호계

의 사용에 문제가 없다고 판단하였다.

(3) 입력은 가능한 한 원본에 있는 한자의 자형대로 입력하였다.

(4) 입력된 자료는 가능한 한 상세한 교정을 거치고자 하였으나， 입력 자료
의 방대함과 시간의 문제， 그리고 경비의 문제로 인하여 완벽한 교정을

보기는 어려웠다. 그러나 이 자료의 오차 범위는

0.5%

이내가 될 것이

라고 믿고 있다.

(5)

교정은 입력본과 동일한 판본으로 진행하는 것을 목표로 하였으나， 입력

본이 신뢰성이 있는 판본이 아닌 경우에는 교정할 때 신뢰성이 있는 판
본으로 바꾸어 대조하였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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한자에는 同字， 古字， 倚字， 部分同字와 같이， 사실상 동일한 의미로 사용

되지만 字形은 각각 다른 관계에 있는 異體字가 적지 않게 존재한다. 그
러나 이번의 조사는 상용한자의 추출을 목표로 하므로 이러한 한자를
모두 하나의 한자로 취급하였다. 이를 위하여 이들 同字， 古字， 倚字， 部
分同字를 하나의 한자로 취급하는 세서러스를 구축하였다. 그 세서러스
목록은 다음과 같다. 다음의 묶음 가운데 앞에 있는 한자가 그 묶음의
대표하는 한자이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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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현행의 국가 표준 한자 코드에서는 多音字를 각각 독립된 한자로 취급하
고 있다. 이러한 이유로 예를 들면 ‘樂’은 ‘낙， 락， 악， 요’의 네 가지 코드
에 각각 배정되어 있다. 그러나 한자의 사용 빈도 조사에서는 이러한 한

자를 네 종류의 독립적인 한자로 취급할 필요가 없으므로 이들을 하나
의 字種으로 취급하였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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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조사 결과의 해석

이 조사를 통하여 다음과 같은 사실을 알 수 있다.

(1)
(2)

敎材類의 90%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1 ，284자이다.

(1)
(2)

四書의 90%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841 자이다.

敎材類의 95%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2，038자이다.

四書의 95%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1，080자이다.

(1) 諸子集成의 90%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1，097자이다.

(2)

諸子集成의 95%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1，809자이다.

(1) 十三經의 90%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1，057자이다.

(2)

十三經의 95%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1，791 자이다.

(1) 中國文學類의 90%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1，781자이다.

(2)

中國文學類의 95%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2，878자이다.

(1) 中國歷史類의 90%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991 자이다.

(2)

中國歷史類의 95%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1，583자이다

(1) 韓國文學類의 90%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1，824자이다.

(2)

韓國文學類의 95%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2，451자이다.

(1) 韓國歷史類의 90%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1，174자이다.

(2)

韓國歷史類의 95%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1，797자이다.

(1) 中國總合資料類의 90%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1，298자이다.

(2)

中國總合資料類의 95%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2，133자이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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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韓國總合資料類의 90%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1，224자이다.

(2) 韓國總合資料類의 95%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1 ，882자이다.
(1) 韓中總合資料類의 90%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1.328자이다.

(2) 韓中總合資料類의 95%를 이해하기 위한 한자의 수는 2，105자이다.
이 조사를 통하여 다음과 같은 사실도 알 수 있었다

(1)

500자의 한자를 알면 韓中總合資料의 72.59% 의 한자를 이해한다.

(2)

1，000자의 한자를 알면 韓中總合資料의 88.53%의 한자를 이해한다.

(3)

2，000자의 한자를 알면 韓中總合資料의 95.59%의 한자를 이해한다.

(4)

3，뻐자의 한자를 알면 韓中總合資料의 98.24%의 한자를 이해한다.

(5) 4，000자의 한자를 알면 韓中總合資料의 99.22%의 한J.}를 이해한다.
(6)

5，000자의 한자를 알면 韓中總合資料의 99.84%의 한J.}를 이해한다.

이 결과에 근거하여 이 글은 상위 빈도 3，000자 가운데 최상위 빈도 1，000자를
국학 연구용 제 1 수준 한자， 차상위 빈도 1 ，000자를 국학 연구용 제2 수준 한자，
차차상위 빈도 1 ，000자를 국학 연구용 제 3 수준 한자로 제정하기를 제안한다.

5.

국학 연구용 제 1 수준 한자

다음은 국학 연구용 제 1 수준 한자이다. 순서는 사용 빈도순이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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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00
山，欲， 請， 諸， 政 若， 乃， 六， 正， 必， 我， 城 用， 東. E,. 暫， 議 聞， 前， 謂，
士，德， 本，朝，都，州，馬，罪，內，義，량，平，忠，當，地，外，主，願元， ι
長， 八， 교 法， 七， 傳， 先， 問， 門， 西， 死， 九， 同， 復， 守， 名， 候 方， 各， 遺，

萬， 雖， 多， 빼， 흠， 南， 功. 小， 左， 進 且，右， 觀， 還， 分， 仁 數， 腦，承， 或，
北受，位宮，齊，千，定，判，居，樂，身，處， 師，父，帝，食，水，觀，孫，重

201-300
펌， 趙， 作， 尙， 武 制， 古， 興. 待. 實， 去， 陽， 節， 祖 院， 予， 田， 餘， 女， 白，
효 獅， 善， 服 聖， 治，石， 意， 告， 更， 海， 直， 學， 歸， 逢 奉， 申， 常， 神， 藍，
후， 置， 致 職細， 京， 鄭， 奏， 殺 察， 짧， 春， 取 志 因， 初， 拜， 郞，衛， 甚，

信， 戶， 읍， 通 甲， 風， 없 漢， 孝， 足 ~. 加， 賢， 對， 過， 周， 拉， 往， 敎， 郞，
老， 禁， 經 失， 酒， 敢 盡 第， 縣

ft.

~. 里， 黃， 難， 己， 秋， 執 楚， 羅， 利

301-400

rr. 設

춤， 少， 思， 流， 發， 新， 韓會， 뿔， 許， 페， 莫， 亂 近 論， 任稱， 宣，

憲，離， 尹，良，誤陳，副，品，次，幸，慶，尼，母，丁，遠度，衣， 亡，歲.fL，
和， 辛， 願， 聽 淸， 聚，權 理 雨， 統， 寧， ζ， 짧 耳， 原， 惡， 朴， 健 집， 望，

土，貴， 代，伯，뼈，求，없更，始，獨， 首，屬，易，終，起，兩，坐，星，氣如
反，鳳 홈，짧，犯皇，異，好，都，弟，合，給，]t，察，木，止，兮，誠，說，力

401-500
布， 變， 封， 應， 까， 勝， 參， 列， 贊， 吉， 引， 永， 願， 믿， 崔， 짧 待， 戰 別， 夜，

徒， 久， 固， 龍 獨， 私 代，益，樞， 敬， 宋， 張， 由，依， 開，構， 典， 情， 間， 爾，
홈， 홍 輕， 領， 送， 夏， 路， 部. )1 1. 面， 며， 河， 順 向， 빼， 除， 修， 康， 壽， 記
景， 授， 留， 口， 全， 代， 彈， 堂， 舍， 奏， 備， 降， 再， 語， 像 移， 罷， 林， 色， 病，

여，具， 奏， 視 詩， 둠， 深 聲， 密， 納， 王， 廣.l&， 章， 辰， 車， 午， 濟， 좋， 玉

501-600
愛， 就 退 射， 報 쫓， 륨， 邊 恩‘ 率， 恐， 差， 洪， 覆， 鎭， 允， 짧， 室.

EJ.

計，

臺. 乘 群， 達 宰， 굶 烈， 昌， 尊， 低 花， 舊， 擊， 便， 施， 吳， 客， 隨 願， 賞，
攻， 遊 寅， 富， 鏡， 좁， 總， 務， 論， 彼， 動， 표， 器， 觀 威， 害， 每， 후.

gP.

喪，

養豪， 惠. 1ι 庫，號，護，福. Ð<;.쩔，火，표갖， 已體，흉，資，談，美，交，
掌，陰， 社，解，免臨，考.I.，仍，柳t~，홍，炳，姓，極，微，홉，他짧但

601-700
흉，業 懷，應，愁，見，寶，容.館，擺，禮省，훌，共，華，錄，敗，짧，才，옮
홉， 며， 保鼓， 짧， 勢， 野， 比， 推， 母， 紀， 園， 陣， 草， 升， 克 載 曾， 康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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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持，況，散，決，放，季，迎，貝，騎，廢，關，젠，管，倚，責，홈，農，梁，짧，

盛，結，祝遇，憂，精，造，性，頭，形，智，勞，昭，例，滿，歸，靈，船，字，認，
數，짧，慣，謝，쩔，虛，繼藏，到，兄，存，康，簡，延，斷，遺，表，試，被，進

701-800
關，連，牛，傷，指，爭.R. 購，慮，登，짧，校，想，林，手，救商，選， 圖，초，
越， 展 危， 魚， 答， 빼， 惠， 律， 英 科， 續， 須， 幾， 唯， 獲， 薦， 藏， 祝， 講， 偶，

嘉， 寒， 賽， 횟， 離， 期， 累， 함， 誰建慣， 哀， 주， 息， 特， 破， 帶.

f:f:.

護， 松，

歌， 廷， 適 累， 며， 玄， 寬， 짧， 讓 米， 黨， 急， 樓， 桓， 熱， 溫， 據 優， 耶， 只，

曲， $，狀積，帥，升，覆，忘籍，滅，動，皮，冠，뾰顧，苦，顧，棄，뽕縣

801-900
防，阿，源，표，斯，嚴，釋，財，角，隱，용，豆，島，哈，훌，轉，宿，類，階，楊，
走，習，營，虎，新，末， ε，呼，徵，念，集，演，뤘，懷，敏，香，享，就素，폼，
追， 住， 佛， 專， 姐 違*' 端， 笑，륨， 冊， 郭， 숭， 示， 半， 沈， 훌， 용， 著， 愚，

聚雜畢，養，調，逃，提，男，象，罵，뽑，奇，均，步，련，審， 策，澤.흉，흉，

禹，賣，感，席，敵，銀，%，嚴，選，族，葉，勇，減，術，違，했，輔，釋，細，忽
901- 1(뼈

伊， 胡， 鬼， 홉， 避， 擇， 飛， 貞， 豊， 充， 浦， 調， 識， 뚫 훌， 弱.

1rJ.

休， 房， 種，

훌，肉，廳，瑞，옮，動，짧班，塵，鷹，南，뼈，樓，量，讀，句，補，麻，總，博，

效接，華，舞，注，落，했，骨，補，暴，耶，印，否，某，殺驚，藥，쳤，容，표，
哭，感，網，揚，刺，孤，境，負，約，뿔，賞，흉，尋，眼，물，莊，尼，밟，供，檢，

速 貨， 靖，劉， 閒， 種 鳥，條 챔， 早， 案， 限 紅，斗， 詳，風 姜， 鏡， 項， 略

이%에 제시한 국학 연구용 제 1 수준 한자의 총 사용 누적 빈도는

86.523496%

이다. 이는 위의 국학 연구용 제 1 수준 한자로서 총 입력 자료의 86.523496%의

한자를 이해할 수 있다는 것을 뜻한다.

6.

국학 연구용 제 2 수준 한자

1001-1100
麗， 榮.~. 市， 훌 黑， 騙 歷， 庸， 없 徒， 堅， 沙， 閔， 훗， 橫， 圍， 介， 끊 없，
辦， 鏡， 貼， 雷， 塞， 希， 束， 칩11. 徐， 附， 짧， 훌， 忍， 統， 材， 蘇， 階， 젓. I詳， 휩，

簡， 활， 恩， 尤， 付， 盟， 界， 료， 亨， 朱， 積， 血 股， 빨 흉， 座， 愈， 友， 純，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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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훌，珠，住，停，井，暑，童， 비，빼，助，劍，覆逢，훌，質，醫，華，委，招，

切，嗚，指，廳，薦，池，鍾，毛짧，濟，炳，竹，뚫，秋，蘇， ~，看，慧，隊，樓

1101-1200
면， 投 錫， 運 響， 畵， 支， 龜， 庫， 折， 淵， 橫 仙， 뼈， 郭， 呂， 蔡， 按， 技， 뾰，
盧， 輸 )t, 靜， 參， 뿜， 행， 露， 乾， 痛， 緣， 式， 樓， 失， 揚， 짧 慮， 怪，훌， 誤，

짧， 願， 奈， 困. 皮， 씀， 增， 뺑， 照， 傳， 훨， 竟， 悲 짧t 1몫 歷， 훌， 議， 討， 寢，
i훌 짧， 壘， 幾 開， 때， 冊， 밟， 泰， 假， 剛， 與， 밤， 食， 輩，

i =t.

譯， 弘， 즙， 횟，

鐵，畵， 巨，錢，擔，威，願，看，雙，薦，覆，審，單，핸，背，織珍，段波，早

1201-1300
好， 費， 獅 累， 肯， 類， 怪， 候 祐， 許， 煩， 抱，衝， 規， 權 律， 篇， 賣， 脫， 뼈，

훌，悔 I펀， ~，機，險，基，論， 閔，짧，短，洗，殘，烏，했，完，후，序，消，爛
根 符， 輪， 陣， 鉉 技 洞， 寄， 娘 •ìj, 뼈L 1웠 倍， 節， 鐘， 技 露， 훌훌

ä.

밟.

督， 最， 漸， 逢， 陸，優， 陸， 配 뿔， 흙， 血，維，歡團， 鷹， 健， 刻， 秀， 鼎， 亨，
뼈 際， 屆， 葉 略.

ff.

熙， 짧 憐， 賢， 흉， 煩， 짧， 驗， 拍， 買， 味， 進 點， 屋

1301-1400
轉

X.

戀，險， 牌， 훌 威 導，雄 價， 홈， 刀， 吹， 敢 涉， 쩨， 文， 鎬，예， 播，

述 動， 廳， 緣， 技 點， 寒， 曉， 睡， 屬， 線， 賴， 廣， 數， 錯， 쫓 園 .
備， 蕭， 旅.

F , 遭，

.tI:.

幕， 뻐

芳， 홍 禮， 뿔， 嚴， 歡， 뼈， 힘， 揮， 빼， 몹， 購， 빼， 題， 敢，

毛煙， 浚， 뽕，水蒼，倫，빼，稍，址 冒， 應運，감L，愁，淑，巧，柳，量，tIl
振

ft.

塵， 索， 願， 據， 操， 巨， 碩， 都， 俊， 熟， 鏡， 鍾 隆， 尾， 階， 彦， 絲， 珠

1401-1500
影.ft 범， 합， 訴，遭， 題 빠， 찮 置， 廳， 析， 짧 敏 綠 짧， 姬 幹， 홈， 據，

했.

1lC. 홈ij. 짧， 條， 振 秋， 便， 紙， 짧 節， 束， 辯， 據， 實， 體， 뾰 樓， 뼈， 厭.

려，짧，評，揚，擺，觸，宇， 關，蘭，約，狂，惜，罵，持，慣，兪， 妙，響，遺，成，

筆， 趣， 牌， 哲， 超， 弼， 찢， 偏， 載 創， 盤， 합， 柔， 賣， 藏， 따 製， ß뭉 雅， 係，

P~. 擬， 쨌， 豪， 消， 未， 閒， 觸， 旁， 짧， 適， 的， 級 區， 廳 含， 題， 據 格， 燒

1501-1600
村， 鷹， 圓， 護， 台， 폼， 露， 閒， 詞， 琴， 훨， 婚， 줬， 俠 狗， 浪 i매， 程， 較， 牙，

嚴 紹， 륨， 搖， 燈， 擾， 憐， 續， 輪， 演， 짧， 組. ~ts. 뿔， 慢 鴻， 흩， 樓， 觀 뺑，

題 體， 個‘ 獲 飯 碩，Æ， 齊， 뼈， 租 뾰， 젊， 쳤 碩 i뽑

JL.

湖， 預 娘， 軟

鋼， 述 福， 倚，養， 大， 寫， 'A., 瑩， 촬， 載 정&體，露，z.， 펀，援 @훌鏡件，
願， 짧 數 伴， 請， 談 ￠용 쫓， 峰， 題. 패， 佛， 淳， 추， 렴， 輝， 觸， 뽕， 훌， 隻

1601-1700
i훌， 購， 桂 滾， 朋， 憶 뼈， 施 훌훌， 降， 恐， 癡， 簡， 那， 茶， 普， 쫓， 昆， 距，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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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間， 塞， 題， 親， 價， 妙， 優， 整， 階， 빼， 撥， 露 蟲 除， 遊 慶， 最， 緊， 迷，
養， 婚， 影， 壞， 없， 毒， 票， 屬， 限 孤， 魔， 짧， 빼， 狗，↑五， 息， 隔， 흉， 識， 獨，

橫， 熾 願， 효， 짧， 暗， 힘， 圭， 觸， 眼， 快， 租， f-j, 味 育， 屬， 橋， 觀， 曉 諾，
轉， 旅， 略， a,!=, 關， 觸 땐， 鋼， 衛， 뿔， 嗚， 畢， 灌， 算， ß~， 며， 卓， 植 1尼， 뽑

1701-1800
織핍，環，縣，염.紹，默，偶，陣，弄，彩，挑，激，把，뼈，핍，搭，衝，짧 i옳
逢，敵，展，構，憐，現限，辰站，借，聊，測，秘，해，w.，了，覆，軟，많，決
쨌， 幕， 멸， ↑음， 追， 륨， 鄭， 韓 찮t. {I빼， 援， 滿， 싹， 惜， 鼠， 缺 洛， ↑폼， 暴， 해，

짧 聲， 題， 料， 昇， 塵， 佳， 語， 짧， 眉， 棒， 짧，IÕ\， 조L. ~， 響， 뼈， 總， ↑單， 誤

健，哥，猜，該，提찢，累，敵，宋電賞，후，週，倒，屬，演，殘，揮，펴突

1801-1900
祚， 짧， 格， 採 裵， 흉， 購， 路， 辦， 꿇， 抽， 據， 像， 底， 佛， 票， 최J， 總， 穿， 뿔，
i丁， 杯， 홈， 뚫， 擊， 홉， 빼， 야， 淚 屬， 妹， 彈， 快， 綠， 醫， 活， 짧， 箕， 挑， 慶，

觸，椰，嚴，載，힘，載，짧，浩，종，慶，候，셉，鷹，續，훈，懶，體，輝禮，奉，
郞， 狼 體， 週 妹， 軟， 敎， 協， 뼈， ì홉， 꺼， 廷， 狂， 證， 演， 행， 滋， 짧， 亞， 轉，
燦， 짧， 訊， 蓋， 備， 限 觀， 월 蠻， 坤， 홉， 調， 相， jf., 敏 拍， 打， 헐， 짧， 조

1901-2000
흉 찢성， 觸， 警， 標， 綠， 市， 홈， 훨， 짧， 銀， 版， 짧， 챔， 退 挑 衝， 暴， 훌， 據，

究， 趣， 廳， 흉， 隔， 養， 練， 鍵 B용， 局， 寶， 獨，溶， 출， 佛，悔 警， 動，像 據，
關， 廳， 憶， 煩， Itl:, 風， 훨， 雅， :;1<" 짧， 炳， 深， 乖， 春， 陣 짧， 熱， 뿜， 짧， 需，

觸， 癡， 包， 願， 秉 練， fí훨 換， 越， 뀔， 廳， 城， 짧 훌， 홉， 땐， 밟， r홈， 蘇， 뽕，
훌， 養， 暑， 域， 聲， 훌，i*， 菜， 培， 橋'， 11ι 뼈， 構， 寂， 歐， 底， 週

이성에 제시한 국학 연구용 제2 수준 한자의 총 사용 누적 빈도는

이다. 이는 위의 국학 연구용 제 1，

體，3!l，

IDf.

95.56617%

2 수준 한자로써 총 입력 자료의 95.56617%

의 한자를 이해할 수 있다는 것을 뭇한다.

7.

국학 연구용 제3 수준 한자

2001-2100
뼈， 觸， 童， 託 聊， 짧， 銘， 編， 橋， 짧， 翊， ì흙， 홈， 亮， 유， 輪， 萱， 類， 範， 油，
動， 짧 훌 狗，끓， 播， 題， 휩， 훌，碼， 理，흉， 譯， 없， 實， 緊， 混 數 짧， 셉，

練 摩， 빼， 酒， 짧 輪， 짧， 藉， 泰， 塊， 擔， 댐， 般， 佑， 站， 梁， 흙， 團，

ff,

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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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11멜 홈， 盡， 天， 授， 想， 賢， 慣 操， 樓， 運， 緣， ↑훌 技， 格， 혐， 흉，~， 獨，
縮， 漂， 빼， 청， 擁， 쯤， 械. ，限， 跳， 網， 下， 짧， 給， 종， 珪， 챈， 傳 짧， 擊， 關

2101-2200
濟， 헐， 쯤. t黨 폼， 佛， 雄， 架 쏠， 展 뼈， 훌， 借， 關， 뻐， 蘇， 板 *훌 總 t홉，

萬， 뼈， 局， 훌， 油， 陸， 후，~， 細， 臨， 훌， 暫， 較 械 정￡ 表， 遊， 範 i용 僅，
治， 民， 拖. 總，職劇， 探， 被， 園， 불， 體， 遍， ￥L 鐵 頂， 陽， 罵， 潤， 灌 훨，

隊. i爭， 買， 쩔， 商， 短， 쨌， 職， 款 遊 播. I협， 룡， 뾰 ;盧， 科， 陣， 避， 誼， 細，

ltl. 챔， 합 1ß;.
2201-2300
ì*. 冷， 패， 易，

餐， 뿔， 誠， 聞， 짧 짧 훌~， 鐘 管， 뚫 뺑、， 置， 繹 淡 훌Z， 챈
빼， 짧 揮， 港， ￥， 技， 擺; 棒， 廳 課， 衛 觸.

rz.

硬， 꿇， 鄭，

밟， 爛， 炯， 홈， 微， 椰， 菜 敵， 博， 據 Jl\. 系， 健， 巴， 壓， 빠， 抽， 훌， 睡， 會，

購， 廳， 防， 積， 抱， 敵 정" 憶， 幹， 뽑 樂 觸 玩. $옮 卓， 짧，

#F.

賢， 휴， 輝，

喝， 뾰 卷， 뾰 股，試， 뺑， 播， 觸， 훌， 誼， 輪， 抗， 秋， 曉，짧 훌휠確뼈.m
倫， 響. }홈， 1l훌 網， 뼈， 慣， 米 鍵 抽， 뿜， 家， 藍 R훌 짧， 交， 解， 權， 週 뼈

2301-2400
什. 매. 慣， 慘， 컸， 훌， 뼈， 짧 훌~~ 養 敬， ↑없. 효， 爽， 짧， 훌， 裝， 覆， 階，
{昌， 롯， 申， 娘， 授， 찢， 符， 整， 홈， 敗， 昨， 觀， 鷹， 隱， 願 觸， 樓， 總， 附， 繹，

훌， 蛋， 嚴 쫓.

øß.

歡， 幕， 뼈， 租 碩， 鍵， 識 課， 랩， 한， 짧 f훌 聞， 覆， 願，

統， 握， 없， 漢， 德， 좋， 靈， 짧 鍵， 媒 嚴， 械 휘， 慘， 敵 敵.11&. 鉉， 橫 ~
辯， 뼈， 흉

JX.

眉， 휩， 觸， 充， 밟• l屋. a춤， 獲， 洋， 물ß. 戰， 俠 樓， 빼， 까， 짧

2401-2500
保 錫， 용， 寶， 銀， 屋， 樓， 消， 樓， 짧， 뚫， 짧 件， 嚴 搖， 源， 擾 뼈， 魔 휩h

執， 互 被.ì1L. 治， 輪， 盛 i뚫， 뚫， 樓， 默， 寧， 젖， 狼 橋， 뼈L 願.~. 뼈， 演，
옳 톱， 讀， 何， 縣， 元， 쨌， 宏， 經， 團， 違， 輝， 뼈 親 훌￡ 願， 括， 顧， 購， 實，

法， 擺 騎， 析， 片， 秀，~， 鏡 빼， 뾰 團，橋， 旅 뽑， 觸， 奏， 穩 樓， 頻 讀，
魚， 郵'. '陣 析， 漢， 擺， 指， 醒， 構， 聊， 훨， 橋， 體. *L. 鄭， 짧， 浪， 뼈， 週

æ-

2501-26애

寶， 훌훌 훌훌， 餘， 훌， 훌훌 健， 諸， 활， 純 뼈， 擊， 康， 慣， 漫， 홉， 합， 銀 薰， 종，
옳， 흩， 옮 奎， 뼈， 灌 植 壘， 흉， 顆， 홉， 갯L. 觸 零， 觸， 홉 없)， 家 佛， 球，

陽， 흉， 輪， 흉 師， 鍾， 養， 힘~. 빡 格， 處 願， 機， 俠， 刊， 흉， 園 紹， 짧， 橋，

團， 竟， 繹， 觸 뼈， 樓 輔， 取， 뼈， 햄.

1ft. 雖， 홈， 聯， 햄， 賴， 農， 멋， 짧 훌，

修， 爛， 짧， 짧， 掛， 擾， 總. 7홍 替， 偏， 뺨， 훨， 琮， 遺，짧， 提， 雖， 멍 쪼 峰

2601-2700
장흉 觸， 衛， 絡， 줬1. 慶， 團， 랙， 莫， 薰， 階， 婆， 聞， 賢， 鍵， 據， 層. fl)). 購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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짧， 諸， 瓚， 央， 授， 銀， 繹， 週， 빼. fι 煩， 扁， 觸， 慶， 짧， 適， 總， 훌훌， 送 圖，

鴻， 嘴， 麗， 準， 嗤， 遭 {1k, 懶.

.tt.

浮. 1喜， 醫， 홉， 쩍， 統， 滅， 洋， 앓 v웹， 뼈，

짧， 樓， 寶， 陣， 根， 願， 짧， 映， 齊， 戰 這， 銷， 佛， 較， 짧. ù않， 拖， 觸 榮， 鐵，
複， 騙， 樣， 앓 警， 짧， 흉， 篇. 짧， 훌훌 훌， 話，擔， 抽，牌， 流 뼈， 絡. 짧 *홈

2701-2800
輔， 屬， 짧， 敏， 樓， 關， 技， 觸， 徵 園， 짧、，鄭， 掉， 암，避 驚， 橋， 戀， 핸，控，
빠， 隻， 灌， 歐， 較， 福 震， 觸， 映. J1\. 講， 擺， 뽑， 載， 뽕U. 緣 찌윌 調， 倫， 願，
歌， 難， 鬼，樓 蘭， 揚， 縮， 홈， 關， 聞， 購，輝 섯， 뽀，魔， 增，珍， 漫，법 繼，

채.1午， 魔， 塵， 關. 擊， 續， 鋼， 祝， 益， 杓， 顆， 빠， 훨， 宰， 雄， 橋.Æ. 根 誠，

寢， 璥 1흙， 행， 媒， 漢， 協， 憶， 間， 遇. ì朝， 熾， 仍， 옳， 擔， 쫓， 障， 찢， 擾， 硬

2801-2900
湖， 橋， 憲， 廠 體， 陳. ß호， 批 짧， 關.

JlJL. 鎔， 騎， 醒 鐵， 昊， 撥. 問.

ìB.

i'L.

웰， 義， 職 驗 腦， 짧 個， 些， 慧，

않 ft~훌 껑느 標， 훌， 細.

i'D.

짧， 搖， 說，

麗，輪，훌，福，휴，짧，짧，隊，挑，題，距，醫，웹，圖，戰薰，據，휴，옳뚫，
願， 寂， 흡.1빼， 組

"ßi.

埈:， J?8, 뻐1. 塊 樣， 陽， 뀔， π， 짧， 餐， 짧 행， 呵， 露，

효， 錯， 食， 備， 짧， M， 행， 擔.~. 操， 홈， 짧， 餐 짧， 옳， 推， 格， 戀， 寶， 대

2901-3000
鉉，歡，塊，演，聽椰，穩，備，뼈，棄，傑，播，橋，鐘，煥， 1:;，髮，服，훌，뼈，

律， 뼈 鍵， 짧， 잦， 珠， 옳， 爛， 嚴奉， 茶， 期， 耶， 繹， 努.

*f. ill.

恨， 캉， 隨，

聲，때，懷쑥，揚，혐，擔，置，嚴，沈，추，簽.計，용，更，짧，훌，홈，훔，熺，

ffll.

뼈， 橋， 誠， 햄， 盧 뽑. $. 週， 輔. I훌， 賽， 흠， 홉， 짧， 빠 橋， 뻔， 없， 짧，

諸， 뼈， 輯， 소.

ft,

뾰 陣， 雅， 離， 鐘 했， 훨. p짧 施 홈i a흉 짧， 觸， 觀， 限

이상에 제시한 국학 연구용 제 1.

2. 3 수준 한자의 총 사용 누적 빈도는

98.24떠3%이다. 이는 위의 국학 연구용 제1.

2. 3 수준 한자로써 총 입력 자료의

98.24033% 의 한자를 이해할 수 있다는 것을 뜻한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