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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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精準醫學！ 
理事長 周德盈 2015 年 10 月 1 日於台北 

今年元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國情咨文中揭櫫政府投資兩億美金做為推動精準

醫學（Precision Medicine）的種子基金，宣示美國要領先世界於這方興未艾的醫學

領域的雄心，也正式敲響這場未來全世界一起競賽的序曲！台灣怎能自外於這股

生技產業的洪流呢？身為病理醫師，我們就是精準醫學，我們做的就是精準醫學

追求的目標：對症下藥。症要對，就是診斷要對，藥才能給對，藥給對，才能有

效治療，減少副作用，降低醫療成本。但醫學日新月異，對疾病的診斷已由形態

進展到「以形態為基礎的分子診斷」。我們是精準醫學的基礎，在這一波的醫學浪

潮中自然是當仁不讓，絕不能置身於外！ 

學會推動分子病理的努力即是因應這波醫療的革命。除了舉辦分子病理教育

課程，提供學會會員能力測試，進行分子病理實驗室認證，現階段也積極籌備分

子病理專科醫師甄審。在學會分子病理委員會的積極籌備下，明年即將舉辦第一

屆分子病理專科醫師甄審。為了避免大家有所疑慮，在此轉載我今年八月二十一

日在分子病理委員會的說明如下： 

1. 學會的立場是要保障會員的權益，所以推動分子病理專科醫師甄審的目的是推動簽發

分子病理報告必須要有解剖病理專科醫師資格。 

2. 學會推動分子病理專科醫師制度，是以教育意義重於證照的方向為主，並鼓勵大家藉

由甄審的方式取得分子病理專科醫師，來爭取大家的權益。感謝大家的幫忙，過去十

年來的病理領域主流應該是標靶藥物，然而未來十年的病理領域應該是免疫治療，與

免疫治療息息相關就是分子病理。所以要請大家集思廣益如何讓分子病理能站穩腳步

拔得頭籌，跟上世界的脈動。 

3. 癌症聯合年會的未來方向也是和病理未來息息相關，如果能取得先機及早合作，或許

可以讓病理領域取得優勢，如果讓其他領域先行一步，豈不可惜。希望能讓更多會員

了解學會目前推動的初衷，是讓病理的未來更好，並爭取會員的權益及地位。(感謝陳

冀寬醫師協助整理) 

  讓我們大家一起攜手努力，乘著精準醫學的浪潮前進！ 
 

 

 

 

 

 

 

 

 

 

 

 

 

 

 

 

 

 

 

 

作答請至: http://goo.gl/forms/wDu3FFVj8U 

http://twia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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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期 解 答                

答案：Extraskeletal myxoid chondrosarcoma (EMC) 

案例提供：高雄長庚 黃玄贏 主任 

簡介： 
EMC 是種緩慢生長的罕見肉瘤，常位於四肢近側深處

（特別是大腿）。巨觀下，此腫瘤常和周邊組織有清楚的界

線，切面呈纖維束交織而成的多結節狀，腫瘤具凝膠樣質

地。微觀下，纖維束將腫瘤劃分為多葉，裡面充滿許多軟

骨黏液樣的基質，以及中等數量的腫瘤細胞。腫瘤細胞一

顆顆相連，排列成索狀或篩狀，細胞核為紡錘狀或圓形，

染色質均勻分佈，核仁不明顯，細胞質呈嗜酸紅色。本案

例特色為腫瘤多呈偏心細胞核的上皮形態（epithelioid），

還可看到未分化（anaplasia）細胞和非典型有絲分裂

（atypical mitosis）。考量以上特色，EMC 的鑑別診斷包括

有 myoepithelial carcinoma 、 proximal type epithelioid 

sarcoma (ES) 、以及轉移性上皮癌等等，可以透過

cytokeratin、S100 protein、EMA 等免疫組織染色，及臨床

資料（年紀、位置、病史）來鑑別診斷。在分子診斷方面，

EMC 被發現有 EWSR1-NR4A3 基因重組，有趣的是，本案例

在 EWSR1 或 NR4A3 break-apart FISH 中可觀察到基因重組

的複製數增加狀況，這可以呼應組織切片看到的非典型有

絲分裂。 

 

作答統計： 

本次共有 25 位醫師線上作答，有 11 位答對，答對率

為 44%。有 8 位醫師選擇 myoepithelial carcinoma，佔 32%，

表示 myoepithelial carcinoma 確實為重要的鑑別診斷。再次

感謝高雄長庚黃玄贏主任熱心的提供案例，以及上期認真

作答的病理界同仁，期望能繼續踴躍參與本期作答。 

 

               會 務 報 告                   

台灣病理學會 104年第四季會務工作報告  
秘書長 葉奕成 

 

台灣病理學會未來一季（10-12 月）重點工作項目如下： 

一、舉辦學術會議： 

(1) 秋季切片討論會：本年度切片討論會，預訂於 11 月 29

日（星期日）假高雄榮民總醫院第一會議室舉行，請各位

會員踴躍提供討論病例，詳細的報名方式請參閱學會網站 

 

的公告及電子報。本年度的討論會除了討論病例之外，也

安排了數個專題演講，學會將邀請病理專家演講癌症免疫

療法的最新進展，邀請東吳大學法學院邱玟惠教授演講分

子病理的法律與倫理議題，並邀請國健署邱淑媞署長演講

國家癌症防治政策，內容精彩可期。 

(2) 分子病理教育課程：將於 10 月 3 日於台中榮民總醫院

舉辦 Molecular Cytogenetics 研討會，邀請成大、北榮、慈

濟、林口長庚、奇美等多家醫院的病理專家演講。另外也

預定於 11 月 7 日在成大舉辦南區分子病理教育課程，內容

包括能力測試結果、分子病理報告說明、HER2 IHC、以及

Mutation-enrichment Techniques 等等。 

(3) 病理檢體處理及採檢研討會：由台灣病理學會品管委

員會籌畫，將於 11 月 22 日與臺灣病理技術學會、臺灣醫

事檢驗學會一同舉辦此研討會，重點內容包括病理小件檢

體採檢的基本原則、常見中件外科病理檢體的處理，以及

各器官複雜檢體的處理方式等等。 

(4) 婦科病理討論會：10 月 3 日將於奇美醫院與南區月會

合併舉行南區婦科病理討論會，10 月 17 日將於台北榮總

舉行北區婦科病理討論會，並於 11 月 7 日於台中榮總舉行

中區婦科病理討論會。 

(5) 肝臟暨消化道臨床與病理研討會：12 月 12 日將於高雄

長庚醫院國際會議舉辦，邀請臨床醫師與病理醫師一同演

講與討論，主題包括 Immunotherapy、molecular biomarkers 

for HCC therapy，以及 adenomatous polyp of colon 的臨床治

療與病理診斷。 

(6) 胸腔病理及肺癌分子病理檢驗共識討論會：11 月 28 日

將 於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舉 辦 ， 講 題 包 括 WHO 2015 

classification、肺癌 checklist 更新說明，以及肺癌分子病理

檢測共識等等。 

(7) 住院醫師次專科病理課程：此系列研討會以住院醫師

為對象，由學會各次專科病理委員會召集人主講。10 月 31

日將舉辦皮膚病理課程，主題為 melanocytic lesion，11 月

14 日將舉辦內分泌病理課程，12 月 12 日將舉辦血液病理

課程。 

 

二、分子病理能力測驗：台灣病理學會每年會舉行兩次的

分子病理能力測驗，項目包括 ER IHC、PR IHC、HER2 IHC、

HER2 FISH、EGFR mutation、KRAS mutation、BRAF mutation、

ALK FISH 及 B cell clonality 共九項。2015 年度第二次的分子

病理能力測驗檢體將於 10 月中旬寄出，於 11 月 10 日前回

收測驗結果。 

 

三、分子病理次專科甄審：學會預計將於 105 年起，進行

第一屆分子病理次專科醫師甄審。分子病理次專科醫師資

格將採榮譽制，鼓勵對於此範疇有興趣之解剖病理專科醫

師，能多參與分子病理教育活動，吸收分子病理檢測之相

關新知，期望目前已在簽發分子病理診斷報告的解剖病理

專科醫師皆可順利取得分子病理次專科醫師資格。104 年 9

月 8 日理監事聯席會已通過分子病理次專科醫師甄審草

案，將於 104 年 11 月 29 日台灣病理學會秋季年會提交會

員大會討論。若決議通過後，將於 105 年起推動施行。 

 

四、建置病理諮詢線上系統及資料庫：學會承接由國健署

委辦的困難病例病理諮詢作業已行之有年，這些諮詢的案

例是非常寶貴的學習資源，為了讓會員能更方便查詢，學

會已委託網頁廠商建置病理諮詢線上系統及電子資料庫，

目前正在測試中，預計將於 11 月 29 日秋季年會會員大會

向會員報告，並於 105 年起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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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員 園 地                 

5th Annual Siriraj-Johns Hopkins cytopathology 
course 心得分享 

嘉義基督教醫院 陳建欽醫師 

 

Siriraj-Johns Hopkins cytopathology course 是由泰國曼

谷皇家醫院與美國 Johns Hopkins醫院細胞病理科共同主辦

的兩天細胞病理短期訓練課程，今年已經邁入第五屆，台

灣病理學會也在今年 5 月 20 日以 e-mail 宣傳且於網站公

告，我今年初才剛成為國際細胞學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ytology）會員，看了課程和講師後，便馬上報名了。報

名程序很簡單，上官方網站選擇「registration」，填完資料，

系統就會 e-mail 報名序號與相關付費方式到電子信箱。報

名費只有 4800 泰銖，付款成功後馬上有 e-mail 來函確認。

本來想多找一些同儕參加，有意願者不多，最後只有杭仁

釩醫師與我同行，有點可惜。 

作為資深胖子，夏天到泰國曼谷烤乳豬，絕對是不聰

明的，花錢花時間出國當烤豬，當然要有誘因。影響我的

誘因如下：1、大多數的課程都是由 Johns Hopkins 細胞病

理的大師們親身授課，除了蜚聲國際的 Dr. Syed Z. Ali，Dr. 

Zahra Maleki、Dr. Mathew Olson、以及 Dr. Christopher 

VandenBussche 都令人期待；2、兩天課程的報名費只有

4800 泰銖，相當合理划算；3、從台北或高雄到曼谷的飛

行時間只要 3.5 小時，與前往東京的飛行時間差不多，消

費也便宜；4、課程安排在週四週五兩天，可以周三下午出

發，週日回國，利用一天半的時間觀光；5、台灣較常與日

韓中港交流，很少與東南亞國家同儕接觸，抱持著取經與

交朋友的心態，我認為收穫應該相當可期。 

不過計劃趕不上變化，雖然提早兩個月訂好了飯店和

機票，出發前一天卻遇到蓮花颱風逼近高雄，忐忑了整夜，

幸好最後一刻孔明借東風，蓮花颱風往東偏移向香港，才

終於順利在雨中飛向曼谷。Siriraj 醫院位在昭披耶河西岸，

而曼谷的精華市區和捷運均在東岸，建議可以訂靠近捷運

國立體育館站與奇隆站之間的飯店，此地段是曼谷的精華

區，下課後逛街也很方便。課程早上 8 點開始，車程只需

30 分鐘，車費也不到 100 泰銖，但最好 7 點前就搭計程車

出發，如果太晚出門，你就會深切感受到塞車的可怕。在

曼谷隨處即招的計程車相當方便便宜（請先與司機確認要

按里程計費，口語為：by meter），如果用 Uber 叫車會更

便宜，到不同景點可考量選搭捷運或地鐵、嘟嘟車（要先

議價）、或渡船。 

這次是我第一次到曼谷，也是第一次參加這個課程，

謹慎起見，事先寫了 e-mail 請教主辦人：Dr. Thiraphon 

Boonyaarunnate（請見圖一右）上課相關的細節，他非常

迅速仔細地回信，告知我有紙本講義但教學檔案無法分

享，以及抵達會場最好是七點前搭計程車。因為我入住的

飯店與講者 Dr. Zahra Maleki 和 Dr. Mathew Olson 同一間，

所以 Dr. Thiraphon 在信中說第一天早上 6:15 可以順便來接

我與講師們。讓素昧平生的主辦人接送一個肉腳，可見主

動連絡又不怕丟臉的態度是很有威力的。我也先在小港機

場買了有台灣特色的商品，送給他當作謝禮。Dr. Thiraphon 

是位 35 歲左右的年輕醫師，曾在 Johns Hopkins hospital 訓

練一年的 fellowship，發表多篇細胞病理的重要論文，與講

者都相當熟識。能每年把 Johns Hopkins 的細胞病理學家邀

請來曼谷上課，除了金援，也要人脈，從這次課程我更加

支持熱愛教學的 Dr. Syed Z. Ali。 

這次的課程內容，從第一天的甲狀腺、唾液腺、膽胰

系統，到第二天的 serous effusion、婦科抹片、泌尿道、呼 

 

吸系統、肝臟抽吸、tissue adequacy、ancillary tests in 

diagnostic cytopathology，幾乎涵蓋了細胞病理的所有範

疇。每一堂課都非常精闢豐富，內容不是把教科書照本宣

科，而是實戰案例分析、個人心得、與論文精華的整理。

主辦單位還為每位學員設計 A 到 D 五種手持字卡，能隨時

與講者互動。全英文授課不但不會聽不懂，即使早上五點

起床也不會打瞌睡，這大概跟現場只有不到 50 人、我和杭

醫師又坐第二排直接面對講者有關。我本身最推薦的課程

是每天最後一小時的實際案例挑戰，Dr. Thiraphon 和 Dr. 

Syed Z. Ali 把他們精選的困難案例拿來分享，現場猜答案，

每個病例都精彩有趣，從衛氏肺吸蟲到 liver hematopoiesis

都讓人頭大。 

不只 Johns Hopkins 的四位講者（圖二）十分熟悉演說

的台風與投影片編排，其他泰國當地演講者也都是到過美

國知名醫院受訓至少一年的醫師，主持人是位第三年住院

醫師，英文如母語般流利。現場有一半聽眾是泰國當地的

醫師，一半是醫檢師，回答實戰案例的問題時都表現不錯，

我認為泰國細胞病理方面的素質有一定水準，許多年輕主

治醫師也會選擇到美國進修。 

下課後才午后四點，可以到 Siriraj 醫院著名的屍體博

物館（Siriraj medical museum）參觀，或到醫院緊鄰的昭披

耶河岸邊走走，或去市集尋奇，與台灣傳統市場氛圍一樣，

只是賣的東西大不相同。建議至少一天傍晚拜訪河濱碼頭

夜市（Asiatique the Riverfront），名字叫夜市但不是夜市，

 圖一：左:筆者, 右:Dr. Thiraphon Boonyaarunnate 

圖二：左而右依序為 Dr. Wanwisa Himakoun, Dr. Wipapat 

Vicki Charlermwai, Dr. Mathew Olson, Dr. Syed Z. Ali, Dr. 

Thiraphon Boonyaarunnate, Dr. Christopher VandenBussche, 

Dr. Zahra Mal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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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共有 1500 間店和 40 家餐廳，是充滿文創巧思與異國

風情的碼頭商店街，又有絕佳的日落河景、泰拳秀、街頭

藝人、摩天輪，絕對值得花上一晚逛逛。 

由於我兩天都是六點四五十第一個抵達會場的學

員，一早來連門都還沒開，就充當工作人員幫忙搬東西，

第二天還帶台灣女婿 Christopher 去買咖啡。因為我很愛裝

熟和瞎聊，加上這次會議參加的人不多，所以有不少和講

師們閒聊請教的機會，除了能熟悉彼此之外，還能讓我超

弱的內力成長一點點，對方也能感受到你的積極與和善，

對台灣的印象更有加分效果也是我的目標之一。算一算行

程五天花了大概三萬台幣，4800 泰銖就能上整整兩天的大

師級細胞病理家教班、練習英文聽說讀寫、和大師聊天、

午餐便當、早茶、午茶，只差晚上主辦人沒帶你去夜店狂

歡，C/P 值高到爆表，怎能不報名？今年混熟了以後，明

年我們大家就組團拿國旗到現場去跟大師們合照留念吧！ 

 

The 19th Korea-Taiwan-Japan Joint Conference for 
Gynecological Pathology心得分享 

台北榮總 陳妍英醫師 

 

今年的台日韓婦科病理討論會於2015年6月6日在名古

屋市立大學醫院舉行，討論主題為germ cell tumor。議程包

括上午的special lecture、三個mini-lecture，以及下午的六

個病例討論和poster session。這次在賴瓊如主任及吳保樹

醫師的指導下負責報告一場mini-lecture，主題是「The origin 

of glial implants in gliomatosis peritonei: from the associated 

teratoma or normal somatic tissue」。選擇這個題目，是因吳

醫師之前準備病例報告時，對gliomatosis peritonei的來源產

生興趣，搜尋文獻後發現除了直觀的「從腫瘤中掉出來」

的假說外，也有人提出「從體內幹細胞化生而來」的假說。

但檢驗過的案例只有個位數，因此覺得這是個很有趣的主

題，實驗技術也不會太困難，所以想試著檢驗更多的病例

看看結果如何。 

由於自己還沒辦法熟練自如地用英文表達，準備口頭

報告的時候，決定事先寫好講稿並盡量背熟，也方便掌握

時間。考量聽眾大多不是以英文為母語，練習時特別注意

速度的掌握，還有投影片的語意傳達要能夠簡明易懂，即

使聽眾聽不清楚，也能從投影片了解。另外，也大致準備

了可能會被問的問題，但畢竟難以預測，只能就自己所知

盡量回答。這次剛好也有機會跟做類似研究題目的醫師交

流經驗和想法，我覺得是很棒的事情。這次會議有不少罕

見有趣的病例，聽到專家們對於診斷發表他們的想法，進

行討論，以及各國在婦科病理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覺得

獲益良多。會議後的旅遊行程也讓我有機會認識熟悉優秀

的前輩和同儕，更意外發現前輩們親切而平易近人的一

面。真的很開心第一次出國參加醫學會議就跟到這麼溫馨

歡樂的團，也非常感謝婦科病理委員會各位醫師的用心規

劃，讓大家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 

 

 

嘉義長庚 莊惠絜醫師 

這次名古屋第19屆台日韓婦科病理大會是我第一次參

與學會舉辦的出國團，在充實開會之餘又能夠放鬆旅行，

特別愉快。在會議部分，一開始針對germ cell tumor的課程

協助釐清觀念，也了解別人的研究方向。之後的案例分享

除了提出罕見病例外，病理醫師分享彼此遇到的困難和經

驗，我認為是很好的交流，日韓兩方的醫師都很踴躍發言， 

壁報展示 (婦科委員會提供) 

立山黑部 (婦科委員會提供) 

 

甚至在海報發表時，也十分專注聆聽並提出疑問，令人印

象深刻。 會議之後的旅行行程雖然是我去年11月才遊歷過

的觀光景點，但是這次旅行社安排的行程更加深入精彩，

最特別的是看到許多前輩青春活潑的一面，從來沒想過前

輩們可以這麼熱衷於拍攝跳躍照，也不知道林醫師可以這

麼有耐心地哄著一個剛上幼稚園的小孩，這些都是很有趣

難忘的經驗，更認識了許多其他醫院的醫師，非常喜歡這

種廣交同好的感覺，所以在此可以大聲地說：這次和大家

同遊真是太好了！希望下次可以更多人一起參與！ 

 

 

馬偕醫院 賴冠汝醫師 

首先要謝謝台灣婦科病理界的幾位前輩先進，因為有

您們的辛苦奔走，才讓我們有這麼好的機會，能夠參加這

個一年一度的盛事。除了上次在台灣舉辦的第18屆會議以

外，這是我第一次到海外參加台日韓婦科病理大會，也很

榮幸有機會能夠上台和大家分享有趣的案例。這次的會議

感覺流程滿流暢，時間控制得宜，尤其現場熱烈的討論氣

氛讓我印象深刻。雖然每一個主題和病例報告的時間不

長，但各國的醫師都有充分的機會能夠提出自己的經驗和

看法，對我這種沒有太多婦科病理專科經驗的住院醫師，

真的有很大的幫助。謝謝委員會早在會議的一個月前就把

玻片掃描上傳網站，先看過片子再到現場參與討論感覺更

能進入狀況，而且也讓我們提前發現有韓國醫師和我們提

出了相同的病例，進而有時間調整討論方向。也感謝賴主

任、沈醫師居中聯繫，讓主辦方調整了病例的順序，將同

樣主題一併進行討論，不但有連貫性，也減少了聽眾的負

擔。也許日後輪到台灣主辦，又遇到這類巧合時，也可以

考慮採取類似的方式來安排。 

另外，這次的壁報展示新增口頭報告時間，讓我們和

作者有互動討論的機會，比起自己讀海報，更能了解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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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思路。可惜時間安排有些緊湊，而且兩線同時進行，

稍有顧此失彼的遺憾。整體而言，這次的台日韓婦科病理

大會對我來說是一次收穫滿滿的行程，不僅從會議本身學

習到了許多新知識，會後和大家一同出遊，也是非常珍貴

的回憶。30幾人的海外團體行動實屬不易，謝謝相關醫師

前輩們的規劃、連絡與安排，也期盼日後還有機會一起參

與！ 

 

 

三軍總醫院 黃正一醫師 

 

很高興有機會參加本年度的台日韓聯合討論會，收到

賴瓊如主任的邀請讓我很驚訝，雖然想到要用自己的破英

文報告讓我猶豫了一下，但是想到能夠參與國際會議、上

台報告、並與其他國家的醫師交流，應該是個能令人開闊

眼界，又有不少衝擊的好機會，再加上豐富的旅遊行程，

及科裡學長的鼓勵，讓我這個四年沒機會出國的住院醫

師，也就硬著頭皮答應了。準備過程中，花了不少時間和

心力，從案例討論、擬定講稿、練習報告、個案資料確認

與出國手續申請等，有許多的事情需要完成。非常感謝賴

主任的指導、科主任的幫助還有沈醫師的資料彙整與聯

繫，才能讓我把每個環節一步步地完成，並充分做好準備。

上台報告的確壓力不小，何況是用非母語的英文，對我來

說更是挑戰。所幸準備時有把講稿練到滾瓜爛熟，最後才

能在時間內按部就班的完成報告，也感謝林明杰醫師、日

本的座長與韓國醫師的提問。 

之後就是愉快的晚宴與觀光行程了，可能因為軍醫院

比較封閉，同行有許多以前不認識的醫師與前輩。在幾天

的行程中慢慢地熟稔了，從鄺偉剛學長的介紹中了解台日

韓聯合討論會的歷史，也感到要與其他國家建立常規學術

交流是很不容易的，今日的成果是彌足珍貴，需要凝聚學

會內大家的力量。而我有機會能躬逢其盛，也感到與有榮

焉，另外很大的收穫是認識到學會中許多的醫師前輩們，

也感受到前輩與學長姐們對後進的照顧。 

最後還是要感謝賴主任的邀請與悉心指導、沈宛霖醫

師與宋湘琳醫師的聯繫幫忙、林明杰醫師的協助與許多學

會中同行工作人員的行程安排規劃，讓我在這忙碌的醫療

生活中，有這幾天難忘的美麗旅程可以細細回味。 

 

 

             學 術 活 動 快 報              
 
活動名稱：北區跨院婦科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5 年 10 月 17 日 9: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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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4 日 14:00～17:00 
活動地點：嘉義基督教醫院倪傑大樓 6 樓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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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4 日 14:00～17:00 
活動地點：三軍總醫院（內湖分院）病理部 
 
活動名稱：住院醫師病理次專科教育課程－皮膚病理  
活動講者：蕭正祥醫師 
活動時間：2015 年 10 月 31 日 13:30～15:30 
活動地點：未定 
 
 

活動名稱：南區分子病理教育課程 
活動時間：2015 年 11 月 7 日 9:00～12:00 
活動地點：成大醫院 
 
活動名稱：中區跨院婦科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5 年 11 月 7 日 14:00～16:00 
活動地點：台中榮總病理部 
 
活動名稱：住院醫師病理次專科教育課程－內分泌病理 
活動講者：柯端英 醫師 / 黃純真 醫師 / 彭淑玲 醫師 
活動時間：2015 年 11 月 14 日 13:3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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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活動時間：2015 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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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4 日 14:00～17:00 
活動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病理科 
 
活動名稱：病理檢體處理及採檢研討會 
活動時間：2015 年 11 月 22 日 9:00～17:00 
活動地點：成大醫學院第 2 講堂 
 
活動名稱：胸腔病理及肺癌分子病理檢驗共識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5 年 11 月 28 日 13:00～17:00 
活動地點：高雄醫學大學大講堂 綜合實驗大樓 1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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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8 日 14:00～17:00 
活動地點：台北馬偕醫院新大樓 15 樓階梯講堂 
 
活動名稱：2015 年切片討論會（秋季年會） 
活動時間：2015 年 11 月 29 日 8:30～17:00 
活動地點：高雄榮民總醫院第一會議室 
 
活動名稱：肝臟暨消化道臨床與病理研討會 
活動時間：2015 年 12 月 12 日 13:30～17:00 
活動地點：高雄長庚醫院國際會議廳 
 
活動名稱：住院醫師病理次專科教育課程－血液病理  
活動講者：莊世松醫師 
活動時間：2015 年 12 月 12 日 13:30～17:3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科技大樓 5F 病理檢驗部會議室 
 

寧靜的日月潭（蘇正川醫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