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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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2017 年）是台灣病理學會成立半個世紀的里程碑，緬懷前輩先進篳
路藍縷，帶領我們開疆闢土，今日已是六百會員規模的台灣精準醫學領航員！學
會的永續經營全體理監事責無旁貸，惟資深老師的貢獻睿智和年輕世代的熱情參
與，上下齊心，更是推動學會日新月異，精進學會於台灣醫療服務和學術的角色
地位最重要的力量！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我們在台北市長官邸藝文沙龍和十二位年輕醫師座
談，在專科醫師考試、住院醫師訓練、分子病理專科和病理繼續教育等等，廣泛
交換了意見。
隔週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在台北凱薩飯店我們舉辦學會第一次的資深會員座
談，老中青三代同堂，許多會員是特地趕來和老師們見面！會中資深前輩醫師給
我們後輩許多的指導和建議，受益良多！
兩次活動的紀錄將在下一期的通訊刊出，所有的寶貴意見將會是今年度理監
事會的重要議題和任務！
繼往開來、承先啟後是我們無可推諉的責任，與全體會員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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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 懷 陳 良 醫 師 （1937～2014）
高雄長庚 黃昭誠醫師
病理學會第五屆(1983~7)監事陳良醫師，1937 年出生於澳門，2014
年 12 月 29 日安眠於高雄，享年 77 歲。陳醫師 1963 年自國防醫學院
畢業後赴美執業，1976 年返台後旋即進入剛成立之長庚醫院，為台北長
庚醫院第一位病理醫師，亦是創院元老。1986 年高雄長庚開幕，陳良醫
師南下擔任解剖病理科主任至 2002 年退休，為本科腦神經病理專家，
另一專長為法醫學。
陳醫師為人謙和簡約，不喜朋黨交遊，司主管之職，進不求名，退
不避事，唯擔任科主任期間對科內員工關懷備至。陳醫師育有 2 子，皆
定居美國，分別為學術界與醫學界傑出人士。退休後，陳醫師伉儷定居
澄清湖畔，家居生活悠然自得。潛心修養之餘，偶赴美國含飴弄孫以及
世界各地旅遊，並勤於油畫創作，自學之畫風渾然天成，在寫實的人物
與風景畫中，時時透露出浪漫、安定寧靜的性格。
去年冬天陳醫師在睡夢中恬靜地離世。慈父般的陳醫師留給我們光
明磊落、不圖名利、勤勞、簡樸、正直的風範，我們永遠感念銘記。

陳
1937
1963
1964~5
1965~6
1967~8
1968~71
1970
1971~2
1972~6
1976~85
1986~2001
2001~2014

良

醫

師

年

表

Birth place: Macau
MD,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Taipei
Intern, Halifax Infirmary, Halifax, Nova Scotia, Canada
Resident, Lutheran Medical Center, Cleveland, Ohio, USA
Resident,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St. John’s Episcopal Hospital Center, New York, USA
Resident,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ngsbrook Jewish Medical Center, New York, USA
Member, Board of Anatomic and Clinic Pathology (#4624), Washington D.C., USA
Pathologist & General Practitioner, Norton Community Hospital, Virginia, USA
Pathologist & Medical Examiner, Guam Memorial Hospital, Guam, USA
Pathologist,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Chief, Anatomic Pathology Department,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Kaohsiung
Retirement

左上為陳良醫師家庭照，右圖為陳良醫師為夫人作之畫像《人物》，皆由陳夫人提供。

〶作答請至：http://goo.gl/forms/5JoNnpMmnu（建議使用 Chrome 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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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Sinonasal teratocarcinoma

在這個原則下，次專科委員會的任務包括：(1)推動學
會的次專科教育，制定診斷共識；(2)接受困難病例的諮詢，
服務會員；(3)形成次專科專家團隊，以利交換病例，並產
生大型研究成果；(4)激勵年輕醫師投入此次專科；(5)提供
專科醫師甄審試題及方向，影響並提昇各院訓練品質；(6)
視醫療發展情況，籌畫設立次專科醫師甄審機制。
胸腔病理委員會近期有何工作計劃？
為了因應 WHO 2015 新版的修訂內容，近來教育訓
練的重點是辦理與臨床診斷共識相關之研討會，希望能傳
達新的診斷標準給所有會員，進而達成國內診斷胸腔疾病
的共識與一致性，也讓我們的診斷品質與世界同步。
因為我目前是制定 WHO 分類的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ung Cancer（IASLC）
Pathology Committee 的成員，所以也會透過與國際學會
的互動和參與，持續將胸腔病理最新的診斷觀念與知識引
進台灣，同時推廣研究並加強日常診斷品質的提昇。明年

案例提供：頭頸部病理委員會召集人 靳應台主任

年會將邀請 WHO 編輯召集人 Prof. William D. Travis 來

〠簡介：

台演講，希望會員能夠透過次專科委員舉辦的活動，與世

Sinonasal teratocarcinoma 是罕見的頭頸部高惡性

界一起進步。

度腫瘤，好發在鼻竇，以成年男性為多，臨床進展快速，
症狀為流鼻血、局部阻塞、侵犯腦神經引發神經學病變、

在年輕醫師的培育上有何計畫？

以及淋巴結或遠端轉移。病理特色則恰如其名。Sinonasal

以台北榮總為例，未來可能開放胸腔病理次專科訓練

teratocarcinoma 有畸胎瘤（teratoma）的型態學變化，

給學會有興趣的年輕醫師申請，其他醫學中心也可能會有

由緊密混生的上皮與間質成份組合合成，同時合併有癌肉

類似的計畫；另外，若有優秀的年輕醫師有志前往國外受

瘤（carcinosarcoma）的特徵，常有神經組織及類似胚細

訓，次專科委員會也可居間幫忙引薦。

胞瘤（blastoma）或神經母細胞瘤（neuroblastoma）的
原始組織。其中，未成熟的鱗狀上皮常呈現類似胎兒時期

在胸腔病理的研究合作上，是否有相關計畫？

的空亮細胞，能幫助診斷。此外，它不會產生其他生殖細

研究合作案相當需要召集人的居間協調與籌組，目前

胞瘤的成份。免疫組織化學染色上，CD99、vimentin、

學會內各次專委員會在這部分最為投入、做得最好的就是

desmin、CK 在不同分化的組成中各有其相應的表現。由

骨與軟組織病理委員會。未來胸腔病理委員會也會有一些

於組織病理的多樣性，正確診斷需要透過足夠的取樣，否

研究計畫需要大家一同參與。另外，目前在胸腔病理領域

則容易將局部的神經母細胞分化判讀成同樣好發在鼻竇的

中，最熱門的研究主題就是免疫治療，相關的生物標記

嗅神經母細胞瘤（olfactory neuroblastoma），或是將局

（biomarker）該如何使用、判讀？在臨床上又該如何應

部的上皮分化判讀成上皮癌症。

用？是相當重要的課題，也希望大家持續關注。

〄作答統計：
上期 Case Challenge 共有 24 位醫師線上作答，18 位答
對，答對率為 75%。感謝台安醫院靳應台主任提供案例，

美國法醫見聞專題 (一)
高雄長庚 吳侑庭醫師

亞東醫院林士堯醫師整理。
病理學是我大學基礎醫學中成績最差的一門科目，在

題

獲知如果要從事法醫工作的話就是要先拿到解剖病理科的

學術委員會召集人系列訪問 (一)

還好後來能幸運地取得專科醫師執照，隨後在高雄長庚醫

系

列

專

專訪胸腔病理委員會召集人周德盈理事長
基隆醫院 王業翰醫師 整理
「次專科學術委員會群」在病理學會中的任務？
各次專科學術委員會的運作需要與國際接軌，所以由
理監事或資深會員來擔任召集人，集合國內對各次專科學
有所成的醫師，讓學會在專業上與世界病理學術領域齊頭
並進。

專科醫師執照，還是硬著頭皮去申請病理科的住院醫師，
院病理科師長們的支持及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的協助下，去
美國的邁阿密戴德郡（Miami Dade county）法醫署接受
司法解剖的訓練，在美國專業法醫病理醫師的指導之下，
可以獨立從事司法案件的解剖並出鑑定報告。
在邁阿密，聽那邊的一個 fellow 醫師說，美國的病理
科住院醫師接受了四年的合併訓練後，就能參加解剖病理
與臨床病理兩個專科醫師的考試，接下來如果再接受一年
的法醫病理次專科訓練，還可以再參加法醫次專科醫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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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其中邁阿密的法醫部門與紐約、新墨西哥州並列為

活

動

報

導

美國的前三首選。美國病理科住院醫師要做滿 50 個病理
解剖才能參加解剖病理專科醫師的考試，台灣現在只要 10
個，所以某些方面我們的訓練還是不夠紮實。在邁阿密，

2015 胸腔病理活動回顧
胸腔病理委員會執行秘書 林脩涪醫師

醫師作解剖一定會有一位技術員協助，他們會幫忙把屍體
外表清理乾淨，以便照相，而照相也會有專業的照像人員。

2015 年可以說是胸腔病理活動非常精彩的一年，年

解剖前技術員會準備器械，他們對解剖位置也是經驗老到，

初時 WHO 出版了最新版本的《WHO Classification of

過程中有困難他們都會幫忙。他們還會鋸頭骨、縫合切口、

Tumours of the Lung, Pleura, Thymus and Heart》，書

清理器械、整理環境，無法再找到比他們更棒的解剖助理

中除了針對肺腺癌的診斷標準有所改變之外，也針對肺部

了。我在邁阿密法醫署，遇到單一死因最多的是頭部槍傷

小標本及細胞學檢體提出新的診斷分類建議，還有許多其

（gunshot wound of head）
，不到一年就接了將近四十

他肺部腫瘤診斷的更新，建議各位會員可以參閱 Prof.

個用槍自殺的案例，所以有同事開玩笑地稱我為頭部槍傷

William D. Travis 等人去年九月份在 Journal of Thoracic

的專家。一位五十多歲的女性自殺前留了詳盡的遺言，其

Oncology（J Thorac Oncol. 2015;10: 1243–1260）發表

中有一段留給法醫（medical examiner）如下：

的文獻綜述，文中精闢扼要的介紹了本次 WHO 改版的重

I am sorry to mee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
I trust your professionals.
Please take me seriously.

點，值得一讀！
去年五月舉辦的學會年會中，學會特別邀請到本次
WHO 改 版 的 核 心 肺 癌 病 理 專 家 ， Prof. Masayuki
Noguchi、Prof. Yuichi Ishikawa、Prof. Ming-Sound Tsao

女人比較少開槍自殺的，因為他們通常會比較在意自己的

及 Prof. Yasushi Yatabe 來台演講，針對本次改版中重要

外表，不希望走得太難看。一位中年男性，對孩子家暴，

的肺腺癌分類、肺臟神經內分泌腫瘤、非小細胞肺癌分類

孩子跑去尋求牧師的幫助，牧師通知社會福利單位準備介

與診斷新知以及肺癌分子病理分類與生物標記等主題進行

入時，這傢伙拿長槍自殺，整個臉及腦袋瓜裂成兩半，我

演講。幾位教授當天精彩的演講內容，相信各位會員一定

跟技術員兩人還花了很大的心力把他的臉縫起來。一位同

都獲益良多，詳細演講內容請容我在此不再贅述，各位會

事說這種子彈打大象都綽綽有餘，在台灣工作應該很難有

員也可以多加利用學會網站「教學資源」→「學術會議投

機會再看到這種槍傷了。還有一個用來福槍（長槍）轟自

影片下載」瀏覽相關內容。

己左胸口自殺的案件，檢視傷口，子彈入口周邊沒有火藥

本年度胸腔病理委員會共舉行過兩次討論會議，主要

也沒有煤煙的痕跡，確實是自殺常見的接觸型槍傷，這種

針對本次 WHO 改版相關內容進行討論、制定肺癌分子病

槍傷通常會在子彈入口造成較大的破壞。教科書上還說，

理檢測（EGFR & ALK）的建議共識以及學會肺癌癌症病

解剖者可以去量死者手的長度，以確定死者真的可以搆到

理報告檢核表建議範本的修訂更新。為求能讓學會會員能

板機，不過就算手不夠長搆不到長槍的板機，有的人還是

夠更了解相關議題，委員會在十一月底於高醫舉辦了「胸

會用衣架之類的工具去拉板機。

腔病理及肺癌分子病理檢驗共識討論會」
，台大謝明書醫師

還有一次參加邁阿密戴德郡與北邊另一個郡法醫署的

針對新版 WHO 肺臟腫瘤的更新內容為主題做了詳盡的介

聯合期刊討論會也讓我印象深刻，會中有文章討論到用影

紹；北榮葉奕成醫師則回顧肺癌分子檢測相關研究的發展

像作虛擬解剖（virtual autopsy）的效益與準確度，我們

與當前臨床上的應用以及說明學會建議的肺癌分子病理檢

的主任法醫就開玩笑的說他完成一件解剖不用一個小時，

測共識；而我也藉此機會介紹肺癌癌症病理報告檢核表的

比用電腦斷層作虛擬解剖有效率而且是真正的眼見為憑。

更新內容，相關資訊也請會員利用學會網站下載瀏覽使

在開始從事法醫的工作後，不少人都會問我有沒有看過

用。

《CSI 犯罪現場》？有沒有在看《怪醫豪斯 House MD》？

展望未來一年，學會將於今年學會年會邀請 Prof.

也有人推薦我看《雙面法醫 Dexter》
。自從我從進入血汗

William D. Travis 再次來台專題演講，精彩可期！此外，

醫院工作以來，就幾乎沒有看電視，對於這些影集我都只

胸腔病理委員會也將持續舉辦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包括住

有耳聞。不過根據我的觀察，這邊的調查員都是過了中年

院醫師病理次專科教育課程，以及即將於 2017 年開始使

的大伯大嬸，至少都已經不是什麼俊男美女了。我想司法

用的 AJCC 第八版腫瘤分期更新相關內容。希望各位會員

解剖這幾年會變得比較受重視，有機會成為大眾茶餘飯後

也能不吝給予我們建議與指教，讓委員會能夠發會最大的

的話題，這些影集應該還是最大的功臣。

效益，協助解決大家在日常胸腔病理診斷工作上的問題。

在邁阿密待了一年，訓練結束回來後也開始受聘為法
務部法醫研究所的顧問醫師，開始協助各地檢署的司法解
剖業務。目前國內有在從事司法解剖工作的醫師有超過一

日本病理學會秋季年會參訪
台北榮總 杭仁釩醫師

半都是邁阿密學派的，所以在實際業務上有遇到什麼疑難
雜症的話都可以拿出來請前輩指導。這兩年，感覺做司法

日本病理學會年會每年舉辦兩次，春季年會通常較盛

解剖醫師比單純在醫院工作辛苦，但確實也有另一種成就

大，針對各個次專科有許多衛星會議，秋季年會則有較多

感；從事法醫鑑定確實是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

優秀研究發表與表揚。由於台日雙方病理學會近日交流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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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台灣病理學會於去年學會年會的時候也有邀請日方多

但他是個很溫和的人，可能沒有辦法去跟美國人吵架。這

位學者專家與會演講，因此日方也於 2015 年秋季學會，

時忽然加入了被他們戲稱為「日本婦科病理女王」的清川

特別增加了 International Poster Session 單元，除了邀請

貴子教授，她說她也不喜歡 adenoma malignum 這個名

台灣代表參加，也有中國、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緬甸

稱，應該叫做 adenocarcinoma 就好。接著加藤教授就和

等國的病理學者與會。這次很榮幸，能夠透過台灣病理學

我討論起甲狀腺腫瘤的分子變異，在一旁的中谷教授表示

會的推薦，代表赴日參加這場會議。

你們兩個在說什麼我都聽不懂，最後我們的對話就在大會

這次會議地點安田講堂，位於東京大學本鄉總校區，

主席石川雄一教授的閉幕致詞中結束。果然只要刺激一下

是東京大學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築物，為企業家安田善次郎

教授們就可以學到新東西，一個晚上就跟四位 WHO 的作

所捐贈建設，於 1925 年完工。60 年代開始，戰後嬰兒潮

者聊到天，實在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世代成為大學生，左派思潮風行，安田講堂也因為醫學生

隔天會議正式開始，從議程可以看出來，腫瘤研究還

反對實施登記醫師制度代替現行的實習制度，於 1968 年

是佔會議最大一部分。第一類研究是針對腫瘤生物機轉和

遭到全共鬥佔據。校方為了奪回講堂使用權，遂招集警察

治療的基礎研究，因為我這方面的基礎知識較薄弱，而且

驅離佔據講堂的學生，因而引發更強烈的反彈，史稱安田

演講都是以日語進行，所以不是很容易聽懂。第二類的研

講堂事件。此事件延燒全國，還一度中斷隔年東京大學的

究使用次世代基因定序方法將多種腫瘤進行大規模的腫瘤

招生考試，因而該年度沒有新生入學。經過這次事件後，

基因體定序，試圖找出新的基因變異作為預測預後或藥物

安田講堂荒廢了近 20 年，一直到 1989 年因物理學家史蒂

治療的標靶位置，有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The Cancer

芬霍金到訪日本演講，才重新整修後啟用。

Genome Atlas 計畫互別苗頭的意謂，企圖心很強也非常

會議前一天晚上，主辦單位於「御茶ノ水」附近舉辦

燒錢。第三類研究則是從腫瘤型態和新發現的基因變異出

接待晚會，除了幾位受邀的國際學者，也有近 50 名日本

發，提出新的腫瘤分類，其中最令我感興趣的是山口浩教

病理教授與會，會場有啤酒和簡單的自助點心，大家隨意

授關於胰臟胰管內腫瘤分類的演講，他從組織學觀察出發，

走動氣氛輕鬆，因此能有機會和幾位知名日本學者聊天。

在 診 斷 為 intrductal papillary mucinous neoplasm

第一個遇到的是胸腔病理專家，不管在什麼場合都帥氣地

（IPMN）的病例中發現一小部份組織型態上較少黏液且

穿著牛仔褲的野口雅之教授，他鼓勵我接下來的世代分子

常 有 腺 管 排 列 的 胰 管 內 腫 瘤 ， 稱 之 為 intraductal

病理非常重要，要好好努力。我原本對他的印象是一個很

tubulopapillary neoplasm （ITPN），後續的研究發現

酷的教授，想不到本人竟然這麼親切，於是馬上展開粉絲

ITPN 較常見 PIK3CA 基因突變，和 IPMN 較常見 KRAS

模式，向他表示我拜讀過他 1995 年在 Cancer 發表關於肺

及 GNAS 基因突變不同，因此推論這兩種為不同的腫瘤應

腺癌的經典論文，對我的病理學習過程獲益良多。這篇論

該做區分。除了研究相關的演講，另有兩場關於攝護腺切

文從病理醫師最擅長的顯微鏡觀察出發，將小於 2 公分的

片及卵巢腫瘤分類的次專科診斷教學演講，以及一場關於

肺腺癌做細緻的組織學分類（Noguchi types A-F）
，發現

組織學和分子病理共同診斷（companion diagnosis）的

不同分類對病人預後有非常顯著的差異，最後推論出原位

系列演講，內容非常充實。

肺腺癌與侵襲性肺腺癌的組織形態，他的研究影響到現在

本次大會另有兩場特別演講，第一場是由北川知行教

的 WHO 肺腺癌分類，令人非常佩服。可以看得出來野口

授講述山極勝三郎的事蹟，山極教授於 1915 年連續在兔

教授自己對於這個研究非常滿意，因此他後來又多和我分

子耳朵上塗抹焦煤油三個月，最後成功地誘發出鱗狀上皮

享了他以前的教授對他的教誨：病理醫師最重要的就是要

癌，這個 100 年前的知名實驗，是人類史上第一個誘發癌

預測病人的存活率，他在這個研究裡，就是希望能夠使用

症的例子，為後續癌症發生學以及各種致癌因子的研究奠

病理學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這也和何明德主任平常對我

定基礎。可惜的是，諾貝爾獎曾四度提名山極教授，但卻

們的教誨不謀而合！

因為當時認為不應該頒獎給亞洲人，而將獎項頒給了丹麥

穿梭於杯觥之間，接下來遇到的是 IAP 日本分會會長
中谷行雄教授以及甲狀腺病理專家加藤良平教授，因為之
前舉辦台日交流活動的時候有接待過兩位，所以他們對我
特別親切也很喜歡開我玩笑。我一開始傻傻地跟加藤教授
提起幾個月前同是知名甲狀腺病理和細胞學者的覚道健一
教授受台灣內分泌外科醫學會邀請的演講我有去參加，結
果他們兩個疑似有瑜亮情節，我這麼一說就激起了加藤教
授的好勝心，他馬上跟我說覚道那個傢伙竟然支持
encapsulated

follicular

variant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更 名 成 non-invasive follicular thyroid
neoplasm with papillary-like nuclear features (NIFT)，
加藤教授覺得這應該叫做 follicular adenoma 就好，接著
加藤教授表示他最近受邀撰寫 WHO 關於甲狀腺 papillary
carcinoma 和 poorly differentiated carcinoma 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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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田講堂內諾貝爾獎基金會主席演講

的學者 Johannes Fibiger，事後則證明 Fibiger 的螺旋體

學習新知的絕佳平台。

致癌學說是錯誤的，但是諾貝爾獎至今沒有為山極教授平

課程的設計上分為兩個部份：閱片研習（microscopy

反。第二個特別演講邀請到諾貝爾獎基金會主席

workshop）與課程演講（lecture）
。報名者可以選擇報名

Carl-Henrik Held，他主講的內容是關於諾貝爾獎的使命

其中一項或是全程參與；而在第一天的晚上另有晚宴（額

與任務，以及近年來致力於向一般社會大眾推廣與接觸的

外報名，於報名表中點選即可）
，提供了另一個與外國病理

企圖，我也因此得知唯一同時得過諾貝爾獎與搞笑諾貝爾

醫師與大師們交流的機會。課程的報名很簡易，約莫每年

獎的桂冠得主 Andre Geim 是誰。

三月時分便可以在 SGH 官方網頁上看到該年度的活動訊

學術海報展示是在第一天的晚上，除了 8 位來自亞洲

息。報名方式只要網路下載表格填妥回傳即可，費用的方

各國的國際海報展示，也有 44 位來自日本國內的學術海

面可以選擇信用卡或支票支付。有任何課程或報名上的疑

報。我的海報是探討臍尿管腺癌中 KRAS、BRAF 和 GNAS

問都可以直接以電郵方式獲得親切且迅速的回覆。

基因突變，因為當天早上剛好有一場在多種腺癌或腺體病

為期兩天的研習由閱片研習拉開序幕，學習的材料為

變發現 GNAS 基因突變的演講，所以有不少人前來提問。

SGH 本院和其所接受的諮詢案例，另外還有與會專家特別

雖然臍尿管腺癌和 IPMN 或 low-grade appendiceal

準 備 的 案 例 。 有 些 屬 於 罕 見 的 案 例 （ 如 ： secretory

mucinous neoplasm 的組織型態有十分類似的地方，但

carcinoma、matrix producing carcinoma arising from

是我們並沒有在裡面發現任何 GNAS 基因突變，而約有 4

microglandular adenosis）、或特別種類腫瘤的組合；又

成臍尿管腺癌帶有 KRAS 基因突變。

或者是一些在觀念上容易混淆、掉進診斷陷阱的狀況（如：

這次參加日本病理學會年會有幾個觀察：第一是日本

carcinoma in sclerosing lesion 、 lymphovascular

醫師的基礎科學訓練非常紮實，每個上台報告的講者都十

invasion mimicking in-situ lesion）
。在整個研習活動之

分有條理，投影片按照簡介、大綱、致病機轉、實驗結果、

前，SGH 會針對每個案例製作組織學照片並放置網頁上供

假設推論、結論的順序進行，雖然制式且使用日文演講，

大家瀏覽預習，在活動當天大家可以自由地在這 60-80 個

但內容清楚明瞭大多可以理解七成以上；第二是日本醫師

案例中選擇自己想要仔細看的片子，現場也有許多熱心的

都不吝於發問，每個演講結束至少都有 4 個以上的提問，

工作人員可以幫忙找片子；另還備有咖啡與點心提振大家

就連諾貝爾獎基金會主席的演講，都可以提出許多有趣的

的精神。大致上整個閱片研習分成兩個半天（依實際狀況

問題，充分表現出他們對於知識學問的好奇心；第三是日

可能是連續一個整天或是兩個半天）
，在每個半天的前半段

本國內各次專科皆有整合臨床和病理醫師的意見，出版各

安排讓大家自行閱片或是向專家們諮詢自己準備的玻片；

次專科的診療規約，且定期開會更新，並不是一味依循歐

而在後半段的時間每個專家會利用投影片針對自己準備的

美發表的指引。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參考的地方。

案例進行講解，這些珍貴的投影片也會在整個課程結束後
釋出給所有參加者。所以在課程之後，還是可以慢慢回味

第六屆新加坡中央醫院乳房病理研習課程
馬偕醫院 湯子殷醫師

這些讓人大呼值回票價的案例。
SGH 的課程很有系統性，所安排的演講主題與提供的
案例也多有呼應且會反覆強調，而在這樣的規劃下可以立

對病理醫師而言，乳房切片是臨床常見的檢體。然而，

即加深大家的印象，於短時間內可以熟悉這些

發報告時膽顫心驚的忐忑卻是許多人都曾遇到過的，原因

ready-to-use 的 know-how。今年的講者主要有 SGH 的

在於在疾病診斷對患者生命的衝擊以外，乳房在身體形象

Dr. Puay Hoon Tan、香港中文大學的 Dr. Gary Tse 與來自

（body image）上佔了很重要的比例，因此相關的診斷與

美國西雅圖 Virginia Mason Medical Center 的 Dr.

陷阱（pitfalls）是我們必須熟悉的。而在病理各個學門都

Timothy Jacob。題材的安排上很廣泛，涉及 intraductal

進步千里的情況下，新加坡中央醫院（Singapore General

proliferation、columnar lesion、sclerosing lesion、

Hospital, SGH）的乳房病理研習課程（Breast Pathology

papillary lesion、inflammatory and reactive lesion、

Course, BPC）是個在短時間複習、鞏固既有知識又同時

fibroepithelial lesion（including its molecular

增進新知、跟上潮流的良機。

genetics）
、spindle cell lesion 等。儘管一開始覺得與以

SGH 是新加坡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公立醫院，也
是該國最高醫療水準的代表。該院病理部主任 Dr. Puay
Hoon Tan 除了在研究與教學的傑出之外，更身兼第四版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urs of the Breast》的編
輯。始於 2010 年，SGH 的病理科在每年的十一月中旬都
會舉辦乳房研習課程，會中邀請了許多世界知名的乳房病
理專家提供實際案例與演講，而最為人知的就是在 2013
年時一口氣邀請了第四版 WHO 的五位主編！同時，更因
為新加坡地處東南亞交通樞紐，與會人士往往來自不同國
度（東亞、南亞、大洋洲、北美等等）
，且參加者有時不侷
限於病理醫師，讓這兩天的研習儼然成為一個經驗分享、

閱片研習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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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比較專注在特定範圍的討論相異（像去年主要是針對

如果有心的話應該也可以有一些國際交流的機會。

metaplastic carcinoma、fibroepithelial lesion 等）
；但

下午的課程大約在五點結束，晚上有空閒的時間就可

課程的內容深入淺出、且針對執業上往往大家容易忽略或

以去尋訪美食了。我覺得香港好玩的地方不太多但好吃的

觀念上容易混淆的部份特別且反覆強調，讓大家在短時間

東西真的很多，適合多找幾個人一起去吃，比較能多點幾

內可以完整的補強自己多方面的知識；而另外也有針對影

樣不同的菜色。如果有遇到傳說中可遇不可求的雪糕車的

像學進行討論，兼顧在臨床、影像及病理整合上大家可能

話也不妨買來嘗試看看。

會遇到的問題，所以除了系統性之外，SGH 的課程也兼具
統合性。

2016 年的 IAP 香港分會學術會議將在沙田威爾斯親
王醫院舉辦，春季在 4 月 16 日至 17 日，主題為婦科病理；

病理學的演進一日千里，如何兼顧平日繁忙的工作與

秋季在 11 月 12 日至 13 日，主題為皮膚及軟組織病理，

各系統診斷標準與觀念上的不斷更新並非易事。在這兩天

講者、題目和費用在官方網頁上都已經公告。對於不想長

有系統又兼具統合性的課程後，有種在短時間內把教科書

途旅行且沒辦法請太多天假，卻又想現場感受一下大師風

迅速卻又紮實地複習一遍的感覺；另外也從大師身上獲得

采的人而言，是個值得考慮的選擇！

很多受用的知識，明顯感受到自己有更強的信心，且在知
識上有著全面性的富足。

2015 香港 IAP 秋季學術會議參訪
台北榮總 陳妍英醫師
適逢 IAP 香港分會 25 週年紀念，特別於很高級的九
龍喜來登酒店舉辦盛大的學術會議，邀請到幾位不同領域
的知名學者來演講，包括 Dr. John Chan、Dr. Jonathan
Epstein、Dr. Robert Odze 和 Dr. Arie Perry。雖然註冊費
要港幣 3600 元實在不便宜，不過想到只要花 4000 元台
幣的機票和請半天假就可以一次集滿這麼多大師的演講，
還是覺得不參加可惜。也特別感謝熱心的張良慈醫師幫大
家處理報名事宜以及與主辦單位溝通，讓我們可以在報到
時再以現金付費，省去不少麻煩。
第一天晚上的大會演講由 Dr. Chan 主講，介紹 H&E
染色下不同物質的不同呈色，也用許多漂亮的照片呈現出
染色品質好的狀況下真的可以看出許多細微的差異。第二
天上午由 Dr. Odze 主講關於 Barrett’s esophagus 和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的診斷並分享一些案例，提
醒我們做這些診斷時與臨床表現搭配是很重要的。下午是
Dr. Epstein 介 紹 prostate cancer 和 urothelial
carcinoma 的診斷，也預告了新的 Gleason grade group
system 將在 2016 的 WHO 分類中被採用。第三天上午由
Dr. Chan 介紹 thymoma 的分類和 lymphoma 的 2016
WHO 更新，下午則是 Dr. Perry 介紹 CNS 的 2016 WHO
更 新 ， 將 採 用 Haarlem consensus 把 生 物 標 記
（biomarker）納入做整合性的診斷，embryonal tumor
的名稱和分類也稍有更動。最後 Dr. Perry 也依慣例在現場
獻 唱 ， 為 大 家 帶 來 他 改 編 自 皇 后 合 唱 團 Bohemian
Rhapsody 的新作〈Brain Tumor Rhapsody〉，這大概是
這三天裡我最喜歡的部分了，youtube 上有他上傳的 A
cappella 影片，有興趣的人可以搜尋欣賞！
會議中幾乎每場演講的內容都相當豐富實用，講者的
口條也十分清晰，休息時間也可以趁亂去跟大師們合照。
主辦單位誠意十足，餐點部份從午晚餐到中場休息的點心
都有很高的水準。讓我有點意外的是除了香港當地的醫師
外，會中也有不少來自新加坡、印度、甚至是南美洲等其
他國家的醫師，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25 週年才有這種盛況。

筆者一行人與 Dr. Jonathan Epstein 合影

學 術 活 動 快 報
活動名稱：北區婦科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6 年 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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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與軟組織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6 年 1 月 9 日 13:30～18:30
活動地點：高雄長庚醫院病理科
活動名稱：理事長與年輕病理醫師座談下午茶會（中區）
活動時間：2016 年 1 月 9 日 14:00～15:30
活動地點：宮原眼科醉月樓沙龍
活動名稱：細胞學檢體之分子病理應用研討會
活動時間：2016 年 1 月 10 日 9:00～12:0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致德樓 第一會議室
活動名稱：中區婦科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6 年 2 月 20 日 14:00～16:00
活動地點：台中榮總病理部
活動名稱：理事長與年輕病理醫師座談下午茶會（南區）
活動時間：2016 年 3 月 5 日 14:00～16:00
活動地點：未定
活動名稱：The 105th USCAP Annual Meeting
活動時間：2016 年 3 月 12 日～18 日
活動地點：Washington State Convention Center, Seattle, WA
活動名稱：南區婦科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6 年 3 月 26 日 9:30～11:30
活動地點：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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