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文 中文 處室 文號

gold corridor 黃金廊道

Ten Best Classic Rice Awards 十大經典好米 農糧署 6837

Fragrant Rice 香米 農糧署 6837

red coral trout 豹鱠(七星斑) 科技處 6835

bivalent vaccine for iridovirus and

nervous necrosis virus
石斑魚神經症病毒與虹彩病毒雙價疫苗 科技處 6835

Molecular Breeding technology 分子育種技術 國際處 6839

marker-assisted selection (MAS) 分子標誌協助選種 國際處 6839

World Animal Day 世界動物日 畜牧處 6841

register pets 寵物登記 畜牧處 6841

implanting microchips 植入晶片 畜牧處 6841

neutering or spaying dogs 犬隻節育 畜牧處 6841

dog adoption 狗認養 畜牧處 6841

stray dogs 流浪犬 畜牧處 6841

Animal Protection Act (APA) 動物保護法 畜牧處 6841

pet food safety 寵物食品安全 畜牧處 6841

animal-friendly environment 友善動物的環境 畜牧處 6841

the Asian Vegetabl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AVRDC) -The

World Vegetable Center

亞蔬-世界蔬菜中心 國際處 6846

small-scale farmers 小農 國際處 6846

Low Carbon Society 低碳社會 國際處 6846

vegetable gene bank 蔬菜種原庫 國際處 6846

well-adapted cultivars 耐病蟲品種 國際處 6846

pest testing and pest resistance screening 病蟲害檢定及抗病蟲害篩選技術 國際處 6846

cherry tomatoes 小果番茄 國際處 6846

global poverty 全球貧窮 國際處 6846

nutritional imbalance 營養失衡 國際處 6846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優質農產品 國際處 6861

processed foods 加工調理食品 國際處 6861

specific Rules of Origin (ROO) 農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 國際處 6861

fallow land 休耕地 農糧署 6867

Fallow Land Reactivation Program 活化農地計畫 農糧署 6867

silage corn 青割玉米 農糧署 6867

 forage corn 飼用玉米 農糧署 6867

food self-sufficiency 糧食自給 農糧署 6867

farmer's pension 農民退休制度 農糧署 6867

agricultural risk insurance 農業災害保險 科技處 6868

Traceability System in Restaurants 產銷履歷溯源餐廳 企劃處 6871

TAP label 產銷履歷標章 企劃處 6893

teaching plan 教案 企劃處 6893

TAP Expert 產銷履歷達人 企劃處 6893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Gro農業產銷班 農糧署 6896

Small Landlords and Big Tenants 小地主大佃農 農糧署 6896

Rural Regeneration 農村再生 農糧署 6896



Organic Agriculture 有機農業 農糧署 6898

Golden Decade - LOHAS Agriculture 黃金十年-樂活農業 農糧署 6898

the ecological pool's water filtration system生態池濾水系統 農糧署 6898

organic vegetable cultivation area 有機蔬菜栽培區 農糧署 6898

three classic sectors: production, life, and e典型三生產業：生產、生活、生態 農糧署 6898

Traceability Restaurants 溯源餐廳 企劃處 6900

TAP banquet 產銷履歷辦桌 企劃處 6900

animal vaccine 動物用疫苗 科技處 6904

the swine mycoplasma pneumonia subunit 豬黴漿菌肺炎次單位疫苗 科技處 6904

test kits 檢驗試劑 科技處 6904

vaccine adjuvants 疫苗佐劑 科技處 6904

SPF egg 無特定病源蛋 科技處 6904

World Food Day 世界糧食日 農糧署 6617

rice burgers 米漢堡 農糧署 6491

rice noodles 米麵條 農糧署 6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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