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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藩籬，創造多贏!
理事長 周德盈
這個周末(6 月 27、28 日)在日月潭參加一個癌症研討會，會中高雄醫大侯明
鋒教授回顧了台灣癌症醫學的歷史，在一張標題為「台灣癌症治療相關學會之發
展」的幻燈片，排在眾多學會的第一位不是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而是台灣病理
學會。病理學會成立於 1967 年，遠早於 1980 年後成立的其他臨床腫瘤學會。侯
教授演講也提及台大葉曙教授的研究和每週的臨床病理討論會；許多學會會員在
多年以前都曾經坐在台大講堂的階梯上享受葉教授和臨床老師間精彩的學術對
話，那是一段美好的回憶！台灣病理學會在台灣癌症醫學的發展扮演重要的角
色，也將持續參與並積極貢獻！
六月二十五日晚的第二十屆（2015 年）台灣癌症聯合學術年會（癌聯會）結
案會議，與會的八個成員學會一致同意台灣病理學會再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明年
的癌聯會，希望我們的會員能對癌聯會的真實情況有更多的認識和瞭解。關於今
年的「癌聯會年會」有些資料提供給大家參考：
1、 年會提供台灣病理學會正式會員待遇（除了大會提袋），並補助講師及交通費
50,000 元。
2、 年會總收入 23,573,165 元，大會支出 8,104,463 元，結餘 15,468,702 元。
3、 年會結餘款依廠商贊助金額比例分配各參與學會。以台灣基因體暨遺傳學會為例，
分配比例 9.8255%，分配金額 1,519,874 元。
4、 年會實際報到人數 1,439 人（不包括台灣病理學會 180 人）
，論文投稿 212 篇。
5、 明年將由台灣乳房醫學會輪值主辦。

台灣病理學會的研究領域並不限於腫瘤，這是癌聯會全體成員學會充份理解的
現實。我們學會有春季學術討論會和秋季學術討論會，是否以春季學術討論會加
入癌聯會，討論腫瘤相關議題，而在秋季學術討論會討論非腫瘤的病理呢？
期盼大家能以創造性的開放思考來看這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活動，最好的諮詢管
道應該是大家在癌聯會的醫界朋友。台灣病理學會如何追隨創會前輩的偉大視
野，在六十年後的今天跨越藩籬，創造台灣學術界再一次的多贏，讓我們大家一
起攜手努力！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Shih-Yao Lin, M.D. (October)
Far Eastern Memorial Hospital

Shao-Lun Yen, M.D.
Kaohsi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徵稿訊息
本刊物每 1、4、7、10 月之第一個星期
一為發刊日，歡迎會員踴躍投稿。請於
發刊日前一月 20 日以前將來稿投至：
twiapnews@gmail.com
「活動報導」徵求前季學會主辦之活動
或參訪國際病理學術會議之紀錄，文字
部份以 1500 字為限，活動照片以 4 張
為限。
「會員園地」徵求會員散文、新詩、繪
畫或攝影等作品，篇幅短小為佳，長篇
可連載。

Image challenge 為學會通訊新單元，每期一例讓會員們腦力激盪！下期公佈診斷及
診斷重點。更多大圖與線上作答請至 http://goo.gl/forms/4aaU6epa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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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會 活 動 報 導
2015 Surgical Pathology Update
中山醫學大學 王昱婷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 李泓儒醫師

也講授了乳房的乳突病灶（papillary lesion）之診斷陷阱與
診斷鑑別的工具。
整體而論，這次課程以教育訓練為目的，四位教授講
授的內容多是簡單明瞭的概念和臨床上會遇到的難題，並
未提到太多分子層次或研究層次的艱深主題。課程對於住
院醫師的學習，尤其是概念的建立相當有幫助。

四月份，在國衛院黃秀芬教授規畫及病理學會協辦下，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附設醫院的四位國際知名
學者（Yunn-Yi Chen、Joseph Rabban、Grace Kim 和 Sanjay
Kakar）蒞臨台灣，並分別於北部（臺大醫院 4 月 5 日）
、
中部（中山醫大 4 月 8 日）及南部（高雄長庚醫院 4 月 11
日)舉辦演講，分享他們在乳房、婦科、消化道與肝膽系統
及胎盤病理學領域的臨床實務經驗與研究進展。
在台大國際會議中心的會議，由 Chen 教授拉開序幕。
首先提到乳癌的診斷分類演進：從最初的組織型態，加上
免疫組織染色，再到現代的多基因表現分析（multigene
expression assay，包括 MammaPrint、Oncotype DX 等）─
以預測病人預後並提供適切的治療。雖然基因檢測似乎能
更準確地提供分類資訊，但當同一病人採行不同檢測方法
時，其實只有小於 25%的基因相同，因此還是建議以腫瘤
型態、分級、4 個免疫組織染色結果搭配多基因表現分析
來為病人訂定個人化的治療方針。此外 Chen 教授還介紹了
乳管內病灶（intraductal lesions）的診斷依據：包含了低倍
結構、高倍細胞型態、並考慮組織的質與量因素，同時也
可藉免疫組織染色幫助判讀。如果診斷上還是有困難，在
粗針切片診斷還是以保守為宜，特別是國外因為安潔莉娜
裘莉的影響，預防性雙側乳房切除的病人越來越多！
因為治療上的顯著差異，子宮內膜癌在切片檢體時分
辨低或高惡性度（low/high grade）日漸重要，Rabban 教授
建議以組織結構、細胞型態及免疫染色等來幫助診斷，以
避免錯誤。另外對於間質性腫瘤（mesenchymal tumors）:
平滑肌瘤與子宮內膜基質瘤（endometrial stromal tumor）
，
也說明了診斷標準、陷阱及其鑑別診斷。
Kim 教授則帶給我們胎盤病理、新生兒膽鬱積型肝病
（neonatal cholestatic liver disease）及胰臟腺癌等領域的最
新知識。她用了相當多的時間教授如何處理胰臟及胎盤檢
體的實務經驗，而「魔鬼總是藏在細節裡」！以胎盤為例，
從巨觀觀察、檢體檢切細節、再討論到組織學位置、發炎
與否、發炎細胞的種類等，一步步分析歸納出最後的診斷，
有系統地為聽眾建立正確的觀念。
Kakar 教 授 分 享 在 肝 細 胞 癌 中 較 少 見 的 變 異 型
（variant），及使用免疫組織染色（Arginase、Glypican-3、
Hepar-1）來輔助診斷的經驗。在大腸癌的分子診斷進展、
病理醫師面對病理分期（T3 和 T4 stage、N stage）時可能
遇到的問題，也有精采說明。
在台中場的課程裡，Rabban 教授則用生動的圖片來呈
現近年來在卵巢癌的研究發展。過去針對卵巢上皮癌來源
的假說一一被推翻，發現真正的疑兇是輸卵管、並發展出
serous tubal intraepithelial carcinoma（STIC）的概念。透過
這些新的研究進展，希望能找出對治療有幫助的標的，以
及哪些病人需要預防性切除輸卵管。在高雄場，Chen 教授

UCSF 教授日月潭之旅（彰基陳志榮醫師提供）

Updates of Molecular Pathology in Clinical
Oncology
台中榮總 陳韻安醫師
隨著對人體基因了解的加深、基因定序技術的成熟，
以及標靶藥物的出現，分子診斷對病理和臨床醫師都愈形
重要。這次的課程利用台灣癌症聯合學術年會 5 月２日下
午的時間，由六位醫師介紹一些相關的新知。
首先由周理事長開場，透過肺癌的例子強調分子病理
診斷對於臨床治療和預後的重要性，指出精準醫療和個人
醫療是現代的趨勢；此外，對於循環癌細胞和血漿 EGFR
測試也多有著墨，探討傳統病理切片在此趨勢下面臨的挑
戰。接著由何中良主任介紹現在肺癌中較常見的突變，包
括 EGFR 及 ALK，並比較各種突變和癌症種類、相關標靶
治療和偵測方式的異同。何主任另外分享了成大近年內使
用 scorpion ARMS 的經驗，並預告 CAP/IASLC/AMP 明
年將會對肺癌 molecular testing guideline 做出更新。江
宏顧問隨後簡短回顧大腸直腸癌的分子路徑研究史，針對
RAS 突變的分子機轉、診斷方式和建議、對治療的影響等
有深入的探討。此外， 江顧問介紹了較少見的 Lynch
syndrome 和 PIK3CA 突變，並分享執行分子病理診斷至
今的心得。
短暫休息後，由黃彥霖醫師提供淋巴癌分子病理的新
知，分別介紹現今用於診斷淋巴癌的技術、
high-throughput techniques 對於淋巴癌基因組的新發
現，以及對於未來治療的重要性。除了回顧平日常用的技
術，黃醫師也用幾個案例提醒大家潛藏的診斷陷阱。此外，
更從基因型、訊息傳遞路徑、對標靶藥物的反應等不同面
相介紹 DLBCL、TCL（特別是 AITL）
、ALK-negative ALCL
等淋巴癌的新發展。陳俊叡醫師由 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發表的結果著手，向我們介紹乳癌不同
panel 的演變、卵巢癌的基因、子宮內膜癌的基因以及子
宮頸癌的簡介。值得注意的是，TCGA 針對卵巢癌和子宮
內膜癌各自提出建議的新分類。最後黃玄贏主任的演講除
了重申 sarcoma 分成 type I 和 type II，前者有特定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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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和相對簡單的核型，另外著重於 translocation 相關
的各種 sarcoma。黃主任特別強調組織學特徵和基因型相
輔相成，舉出為數不少的例子證明同樣的 translocation
可以出現在截然不同的腫瘤上，以及基因診斷對組織學困
難診斷的案例的幫助。最後，以會後熱烈的問與答結束這
天收穫豐富的課程。

2015 WHO Lung Cancer Update
嘉義長庚 莊惠絜醫師
因應 2015 年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rs of lung,
pleura, thymus and heart 第四版推出，學會特別邀請四
名國外知名講者在病理學會年會(5 月 17 日)演講。

（large cell carcinoma）
。
最後由愛知縣癌症中央醫院的 Yatabe 教授說明肺癌
的分子分類和生物標記部分。Yatabe 教授指出有時單純靠
型態可能會導致錯誤診斷，使病人無法獲得正確的治療，
適當利用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可以協助我們臨床診斷，不過
由於研究指出非小細胞癌的神經內分泌分化
（neuroendocrine differentiation）對於預後沒有影響，
因 此 並 不 建 議 常 規 性 進 行 神 經 內 分 泌 抗 體
（neuroendocrine marker）的免疫染色。在基因方面，
比較重要的發現是在吸菸者所導致的肺癌會較非吸菸者具
有更複雜的基因突變。
四位講者精彩的演講後，由台下臨床醫師及病理醫師
提出相關疑問，當日有相當精彩以及密切的互動，這些豐
富的經驗分享應能協助會員們對於新版 WHO 肺部腫瘤有
更深入的了解。

The 19th Korea-Taiwan-Japan Joint Conference for
Gynecological Pathology
婦科病理委員會 執行秘書
柳營奇美醫院 沈宛霖

與會講者合照（葉奕成醫師提供）
本次新版 WHO 對於肺腺癌的分類有比較大的變動，
此次由來自日本筑波大學病理科 Noguchi 教授介紹這個
部分。首先提出純粹的 brochioloalveolar carcinoma 應
被歸類為原位腺癌（adenocarcinoma in situ）
。若合併其
他侵犯型態直徑小於 5mm 則歸於 minimally invasive
adenocarcinoma。Noguchi 教授指出由於肺腺癌大多包
含許多種型態（mixed type）
，所以新版的 WHO 選擇將
肺 腺 癌 的 分 類 改 成 lepidic 、 acinar 、 papillary 、
micropapillary 和 solid predominant type.
日本癌症研究學會病理部的 Ishikawa 教授負責介紹
神經內分泌瘤（neuroendocrine tumor）
，值得注意的是
和 2010 腸胃道 WHO classification 做法不同，WHO 肺
部分類選擇保留 carcinoid tumor、atypical carcinoid、
small 及 large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分類。主
要根據 miRNA expression 的研究發現 carcinoid 的表現
和 small cell carcinoma、腺癌以及正常組織並不相同。
接下來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 Tsao 教授說明以鱗狀
細 胞 癌 為 首 的 其 他 非 小 細 胞 癌 （ non-small cell
carcinoma）
。和 2004 年 WHO 分類相異的是，2015 年
新版 WHO 分類將 basaloid carcinoma 正式劃分為鱗狀
細 胞 癌 的 一 個 次 分 類 。 另 外 也 新 增 一 種 other and
unclassified carcinoma ─ NUT carcinoma。對於鱗狀細
胞癌的定義也擴大至免疫染色具有鱗狀細胞分化（p63、
p40 和 CK5/6 ） 的 undifferentiated non-small cell
carcinoma。Tsao 教授亦指出唯有在整個腫瘤都沒有發現
小細胞癌、腺癌及鱗狀細胞癌的分化才能診斷大細胞癌

自參與病理學會婦科病理研究委員會的會務運作以來，
便明白規劃國內會員們參加每年一度的台日韓婦科病理大
會將是本委員會的重要任務之一。2015 年 6 月 6 日，“The
19th Korea-Taiwan-Japan Joint Conference for
Gynecological Pathology”於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學醫院
舉行，大會主題為生殖細胞瘤（Germ cell tumor）
。本次
會議內容除了由主辦國主講的 special lecture，台日韓三
國各提出一個 mini lecture、各兩例病例報告之外，尚包
括主持人帶領與會者聆聽一篇篇壁報報告並引導討論的
poster session，算是今年的新特色。
台日韓婦科病理大會是病理前輩們多年來篳路藍縷、
努力耕耘，在嚴峻的國際情勢下，為台灣爭取到的國際舞
台。因此本委員會戮力維護這得來不易的國際發聲機會，
讓台灣病理界的實力得以被看見。為了吸引更多會員參與，
我們特別計畫了 5 天 4 夜的旅遊行程，讓會員們除了專業
上學習，與國際友人交流之外，也藉此機會放鬆身心，領
略異國人文風情。

代表台灣上台報告的有為青年醫師們（左起：黃正一醫
師、陳妍英醫師及賴冠汝醫師，張良慈醫師提供）

3

這次出席會議的台灣醫師共有 29 位，並提出 7 篇海
報，在整體的質與量上，都讓日韓代表們刮目相看。台灣
代表們的表現也很值得我們驕傲，尤其是新生代的醫師們，
準備充分、英語流利、台風穩健且對答如流，贏得與會人
士的一致好評。會後在愉快的現場演奏音樂聲中，彼此輕
鬆地享用自助式晚餐，互相交流增進友誼，促進國民外交。
席間多位日韓重量級前輩代表皆向我方致意，對於本次台
灣代表團的參與度，給予高度的肯定！
當會議結束，大夥的心情立刻轉換為快樂旅遊模式！
這次旅遊重點包括：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指定的世界文化遺
產 ─ 白川鄉合掌村、上高地、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及
日本三大名園之一的兼六園…等，每一個景點都有其獨特
的景觀及風貌，讓大家的相機一刻不得閒。譬如在合掌村，
於隨處可見的清澈小溪邊，伴著涼風悠閒的散步，欣賞特
殊的“合掌造”式民宅並享用道地的抹茶冰淇淋；在上高
地欣賞著保持原始生態地貌的原生高山植物林及清澈見底
的梓川，青山綠水，空氣又清新，伴著遠方餘雪靄靄的穗
高連峰，彷若置身世外桃源一般！又例如交替使用不同交
通工具（包含無軌電車、登山纜車、架空索道纜車及高原
巴士）才登上的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風景壯麗，群山
連峰氣勢驚人，大雪谷兩旁的雪壁高達 11 公尺，步行其
中以及在雪地上滑雪盆都是很新鮮有趣的體驗。
雖然醫學會議旅行只有短短幾天，讓人意猶未盡，但
志同道合的大夥在國際會議及旅遊行程中建立的美好情誼
卻將持續深遠！對於本委員會這次的重要任務得以完滿達
成，衷心感謝眾會員們的支持與響應！而心動尚未以行動
體驗的會員們，請鎖定明年 9 月 3 日於韓國首爾舉行之
“The 20th Japan-Taiwan-Korea Joint Conference for
Gynecological Pathology”，密切留意相關醫學會議旅
遊的招募活動喔！

看出琳瑯滿目的研究正在世界各地蓬勃進行中!
此次我在本科黃玄贏主任指導下張貼壁報，主題為：
“NAB2-STAT6 fusion types account for clinicopathological
variations in solitary fibrous tumors: a correlative study of
88 cases”。我們收集了來自全台各大醫院確診為solitary
fibrous tumor 的案例，進行STAT6的免疫染色以及RT-PCR
將其fusion transcript分型，並分析其在顯微鏡下的組織學
特徵是否與其fusion transcript subtype有關。另外也運用統
計方法分析腫瘤的預後與其臨床表現及病理特徵是否有統
計關連性。此外，黃主任亦指導多位其他醫院的學長姊們，
如林口長庚黃士強醫師、北醫高郁茜醫師發表多篇海報。
雖然看起來只是簡單幾張壁報，但製作的過程確實耗費不
少時間和心力，包括多次拍照及修圖，壁報版面上文字、
表格、彩圖的排版等等，讓我學到了一些經驗，也體會到
這些工作的確要花費不少時間，下次要再更早一點著手準
備!
波士頓離紐約市很近，黃主任利用地利之便帶我及北
醫 高 郁 茜 醫 師 和 彰 基 戴 蕙 君 醫 師 ， 到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MSKCC） 參訪。MSKCC為黃
主任十幾年前進修的地方，有兩位軟組織及分子研究大師：
Cristina Antonescu及Marc Ladanyi。林口長庚黃士強學長在
黃主任的推荐下，目前正在Cristina Antonescu的實驗室中進
修。我們參觀了他們兩位各自的實驗室，聆聽了一些目前
正在進行中的研究計畫(例如RNA sequence的原理及應用)。
這些分子技術的背景知識我比較不熟悉，所以聽得懵懵懂
懂，但黃主任本身親自參與過實驗室中的bench work，故
能熱烈地參與提問及討論。Marc Ladanyi的分子實驗室佔了
一整層樓，有許多昂貴的儀器（如HiSeq，MiSeq等等）
，裡
頭的研究人員更是來自世界各地！相較於Ladanyi專門做分
子研究，Antonescu教授也有在發臨床報告。我們參與了她
所主持的sign out conference，由fellow準備新病例或諮詢案
例的臨床資訊並事先看過片子，在會議時利用多頭顯微鏡
直接進行閱片，Antonescu教授會確定診斷或指示進一步染
色研究。
病理學的觀念日新月異，特別是近年來分子層面的研
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每年不斷有新的診斷方法及技術被
發表。USCAP提供一個吸收新知的平台，適合資深住院醫
師層級以上的病理醫師參加！！

醫學會議旅遊團大合照
（於金澤城石川門前，沈宛霖醫師提供）

會 員 園 地
2015 USCAP 心得分享
高雄長庚醫院 莊依潔醫師
本次大會舉辦的地點在麻州的波士頓，為期七天的會
議，有各種類型的課程可以選擇，讓我每天醍醐灌頂，獲
益良多！除了緊湊的課程之外，大會更設置了大型展示場，
有將近300個海報板、以及各種專業書籍和儀器的攤位，讓
我們在中場休息時也能吸收新知。從大家張貼的海報可以

Antonescu教授主持的Bone and soft tissue conference

（莊依潔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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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 袁章祖醫師
USCAP會議半年前，會公告徵求研究摘要（abstract）
，
必須是尚未發表過的研究。投稿時要選擇壁報展示（poster）
或口頭報告（platform）加壁報展示。USCAP會將各個投稿
摘要評比，最後選出進入口頭報告的研究。另外，投稿時
也會詢問是否有申請各種最佳摘要的獎項（reward for best
abstract）
。值得注意的是，無法同時申請最佳摘要及口頭
報告！

恭喜袁醫師登上Platform!!（杭仁釩醫師提供）
這次有機會口頭報告，要感謝李仁傑醫師的鼓勵和大
力協助。報告的主題是李仁傑醫師研究內容：
“Identification of a Novel FN1-FGFR1 Genetic Fusion as a
Frequent Event in Phosphaturic Mesenchymal Tumor”。能被
選入口頭報告，可能和研究以及摘要撰寫的內容有很大的
相關，但是能否成功的口頭報告，又是另一回事。口頭報
告的時間共十五分鐘，包括前十分鐘的口頭報告，和後五
分鐘的聽眾問答。
關於如何順利地口頭報告，這裡推薦一本：Browner WS,
Publishing and Presenting Clinical Research。因為報告用自己
不熟悉的語言，最好擬稿和背稿；報告的時間要特別小心，
平時練習的時間最好可以比規定的少半分鐘到一分鐘以上。
說太快聽眾會聽不懂，尤其我們的英文多少會有一點口音。
後五分鐘的聽眾問答，對非英文為母語的人來說，通常是
最具挑戰性的部分。一方面要聽懂聽眾的問題，也要能順
利地以英文回答。這部分通常可以先詳讀相關的資料，想
好各種可能被問的問題並擬定回答，熟記或能用自己的話
表達出來。這部分也可以參考坊間各種書籍。對於不知道
答案或有攻擊性的問題，也有相應回答的方式。
我被排在第一天下午報告，上午先觀摩婦科病理口頭
報告。這場很多都是住院醫師上台報告，底下的人也都很
踴躍發問。問的問題包括研究設計可能會有的偏差、研究
結果的細節、可能的運用、甚至你的實驗別人也做過了，
但結果不相似或相反，也會被提出來詢問。
下午，在報告開始之前，剛好遇到Andrew L. Folpe，他
也是參與這個研究的人之一，跟他打聲招呼後，他就帶我
前去跟會議主持人寒喧一番。有時這個動作也會帶來意想
不到的好處。比方提問人太粗魯無禮或充滿攻擊性時，主
持人也是有可能解救報告者。主持人之一恰巧也是李仁傑
醫師的舊識之一，打聲招呼後就等待上台。報完後只有主

持人提問，恰巧也在我準備內容之中，順利回答後，結束
了這次的口頭報告。
口頭報告的目的，一方面讓大家知道你的研究在該領
域的進展、另一方面和眾多專家交流（像骨與軟組織的報
告，Dr. Folpe和Fletcher都有參與）
、也可以吸引有興趣合作
的夥伴。此次經驗發現，不少醫院都有派住院醫師來報告，
或許台灣的住院醫師行有餘力，也可以多投稿類似的活動，
不論是口頭報告、海報展示、或是聽別人報告研究的內容，
相信都會有不少成長的！
編按：下表是USCAP 近幾年投稿篇數與錄取比例。今
年被接受的論文，只有13%(280件)獲得上台報告榮耀!!
Year

Submitted abstracts

Accepted abstracts

2011

2678

1960 (73.2%)

2012

3085

2176 (70.5%)

2013

2692

2105 (78.2%)

2014

3110

2187 (70.3%)

2015

3096

2126 (68.7%)

學 術 活 動 快 報
活動名稱：北區婦科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5 年 7 月 11 日 9:30～12:0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科技大樓五樓 病理檢驗部會議室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細胞診斷繼續教育-南區
活動時間：2015 年 7 月 18 日 14:00～17:00
活動地點：高雄防癌醫療財團法人
活動名稱：中區婦科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5 年 8 月 1 日 14:00～16:00
活動地點：台中榮總 地下一樓病理部教學室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細胞診斷繼續教育-北區
活動時間：2015 年 8 月 15 日 14:00～17:0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病理部醫學科技大樓五樓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細胞診斷繼續教育-中區
活動時間：2015 年 9 月 19 日 14:00～17:00
活動地點：台中榮總 地下一樓病理部教學室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細胞診斷繼續教育-南區
活動時間：2015 年 9 月 19 日 14:00～17:00
活動地點：高雄長庚醫院 解剖病理科會議室

東北角南雅奇岩（蘇正川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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