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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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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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刊   辭                         

超越框架，想像無限 

理事長 周德盈醫師 

  這幾個月經歷了幾件饒富意義的事情，在冬去春來之際，一些心得與大家分

享。 

  去年 12 月 19 日（照片 1）、今年 1 月 9 日（照片 2）及今年 3 月 5 日（照

片 3），我在台北市長官邸藝文沙龍、台中宮原眼科及高雄 Hotel dùa-étage 15

和學會的年輕醫師下午茶敘，就學會的現在和未來做了意見的交流，激發出許多

建設性的想法；一些想法此刻我們已經付諸實現，其他也是在行事曆上，我們將

全力以赴！ 

 年輕醫師出國開會補助？今年開始，我們已有經費每年獎勵四位年輕醫師參

加 USCAP 或 IAP/APIAP； 

 繼續教育課程兼顧中小型醫院執業醫師的需求； 

 分子病理報告限定病理專科醫師簽發是否透過醫院評鑑或保險給付； 

 拉高住院醫師訓練醫院門檻，加強主治醫師及教學材料質與量的要求； 

 鼓勵住院醫師訓練醫院依需要安排次專科的跨院訓練； 

 研議不同級別醫院每位主治醫師簽發報告數目限額，避免醫師過勞，提昇教

學研究品質，並增加年輕醫師就業機會； 

 公辦專科醫師考前「複習班」，並提供分子病理基礎課程； 

 希望年會增加正確健保分級與計價之教育； 

 提供年輕醫師出國進修次專科管道？IACP 將提供學會完整會員次專科及通

訊資料； 

 成立「年輕醫師委員會」，推動年輕醫師參與學會活動之規劃。 

  三月 USCAP 在 Seattle 開會期間參加 IACP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athologists)理事會和年度餐會，遇見多位台灣旅美的病理醫師前輩和

朋友，學會也有多位會員共聚一堂！會中代表學會邀請吳子丑教授、現任會長

Professor Lizhi Zhang 和下任會長吳和俊教授組團參加明年五月的學會年會及

五十周年紀念活動。IACP 初步的講者名單我們已經收到，將與大會議程一併規

劃，我們期盼學會與 IACP 的合作交流能持續加強！ 

在 USCAP 開會前夕，IASLC（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Study of 

http://twiap.org.tw/
mailto:twiapnews@gmail.com
http://goo.gl/forms/5PnSokLVew


 

2 

Lung Cancer) Pathology Committee 在 Seattle 舉行今

年度第一次會議（照片４，後排中間最高的一位是

Professor William Travis（WHO Blue Book 1999, 2004

和 2015 的主編，五月學會年會的 Keynote Speaker）。 

  IASLC 創立於 1974 年，會員五千多人，是全世界最

大的肺癌研究學會，其下的病理委員會主導胸腔腫瘤病理

分類，負責編輯及出版 WHO Classification 藍皮書，目前

成員 27 位，來自歐洲、美洲和亞太，由三個地區輪流擔

任主席。今年會議中討論了胸腔病理最新重要議題，包括

免疫染色的 diagnostic algorithm、型態學的生物標記、

免疫治療病理檢測（Blueprint Project）、神經內分泌癌診

斷共識等等，會議結論和接續的跨國合作研究將是下一版

WHO 分類的骨架大綱。學會的胸腔病理委員會與最新的

國際胸腔腫瘤分類研究密切接軌，也即時傳遞給會員最新

的胸腔腫瘤診斷觀念！ 

  台灣病理學會已是 500 會員組成的學術團體，在台灣

的醫療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們要培育年輕的醫師，讓

他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也要積極與國際尖端連結，與時

俱進。大家共勉之！ 

              上  期  解  答               

答案：Mucinous tubular and spindle cell carcinoma 
(MTSCC) 

案例提供： 
R1 林彥佑/F2 杭仁釩/泌尿病理委員會召集人潘競成主任 

〠簡介： 
  MTSCC 是一種低惡性度的腎臟上皮腫瘤。巨觀下，
腫瘤和周邊組織界線清楚，切面呈灰棕色且帶有黏液般的
光滑觸感，可能有局部壞死。微觀下，腫瘤常呈緊密之小
管狀排列，小管間有黏液樣的基質，細胞形態為多角形或
紡錘形，此腫瘤也因這三種特色得名（黏液、管狀構造、
紡錘形細胞）。其他特徵包括局部泡沫狀胞質的組織球細胞
（foamy histiocyte）聚集，或慢性發炎細胞浸潤。腫瘤
細胞質呈嗜酸性，細胞核一般有均勻的染色質，核仁不明
顯。在組織化學染色上，酸性黏液的染色如 Alcian blue
可明顯呈現出腫瘤的黏液成分；在免疫染色方面，腫瘤呈
CK7 和 AMACR 陽性。主要的鑑別診斷包括 papillary 
renal cell carcinoma、collecting duct carcinoma、與
sarcomatoid carcinoma等。前者可與MTSCC形態接近，
且有相似的免疫染色特徵，但其典型的乳突狀結構更為明
顯，且較少有黏液成分。後二者雖較常有管狀構造或紡錘
狀細胞，但兩者的細胞核形態較為惡性，與 MTSCC 之低
度惡性的細胞核不同。在分子變異部分，MTSCC 常有染
色體 1、4、5、8、13、14 的缺失，以及 7、11、16、17
的增加。 

〄作答統計： 
  上期 Case Challenge 共有 51 位醫師線上作答，46
位答對，答對率為 90.2%，回答 papillary renal cell 
carcinoma 有 4 位，collecting duct carcinoma 有 1 位。 

              系  列  專  題               

學術委員會召集人系列訪問 (二) 

專訪婦科病理委員會召集人賴瓊如主任 

柳營奇美醫院 沈宛霖醫師 整理 

印象中，婦科病理委員會在學會設立的次專科學術委員
會群裡，算是很早就開始運作的。請問當初成立的緣由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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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國內專攻婦科病理的人並不多，總認為婦
科病理不像神經病理、血液病理或皮膚病理等那麼深奧，
而將之視為一般外科病理。但實務面上卻往往發生常見的
婦科病理診斷名稱不一致，引起臨床與病理界許多困擾。
歷年來學會舉辦多場共識研討會，在提升各次專科的診斷
共識上，逐漸有了成效。不過病理界年年都有生力軍，相
同主題的會議卻未必每年都會舉辦。於是台大林明杰醫師
與我研議，可否定期舉行小型的婦科病理研討會，不一定
要選擇特別困難或罕見的病例，只要自認為在診斷上有疑
問，或是覺得值得給年輕醫師學習的任何病例，都可以拿
出來分享。這樣一方面可彌補一些中小型醫院平日能見病
例較少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讓大家在一些有疑義的主題上
能有較趨一致的看法。經過一番努力，北區婦科病理討論
會在 2009 年一月正式開始，採取每季一次的方式進行，
之後也向中區與南區推廣，便逐漸形成目前的模式。後來
因緣際會參與了台日韓婦科病理研討會，我們想與日韓以
對等的 Taiwan Gynecologic Pathology Study Group 名
義交流，便決定在 2011 年底，由台大林明杰醫師擔任第
一屆召集人，並在 2012 年的理監事會議上提出報告，經
由學會同意後，正式命名為婦科病理委員會。配合每五年
主辦一次台日韓婦科病理研討會的頻率，本委員會的任期
也以五年為一任。目前由我擔任第二屆的召集人。 

您剛提到的台日韓婦科病理研討會，近幾年也吸引了許
多會員共襄盛舉，除了讓會員們多了一個國際交流的平台，
也因為大夥兒一起旅遊的經歷而增進了彼此的情誼。請問
這個國際研討會，又是怎麼開始的呢？  

  其實在 2011 年台灣正式加入之前， 日韓婦科病理研
討會就已經每年輪流在日韓兩國間舉行，有長達 14 年的
歷史。在一次因緣巧合下，藉由國際友人的邀請，台灣病
理學會於 2010 年首次派代表（時任理事長的容世明醫師
與台大林明杰醫師）至日本倉敷觀摩大會的進行。雖然這
不是一個規模龐大的會議，但每年設定一個主題的演講及
雙方各提多個案例的討論，對於婦科病理最新知識的交流
及診斷上的共識，的確有相當大的幫助。當時我們便想，
如果台灣能加入這個每年固定的研討會，對提昇台灣婦科
病理的水準，一定有很大的幫助。再者，以台灣目前國際
地位的險峻，能有這樣的機會向國際伸出觸角，更應把握
住機會。因此正式向日韓提出入會申請。同年，經日韓聯
合理事會議通過，本會正式加入此具有 14 年歷史的國際
組織，並宣佈 2011 年為第十五屆日韓婦科病理大會暨第
一屆台日韓婦科病理大會。後來更於 2012 年日本熊本舉
行大會時，正式通過自下一年度起大會名稱直接改定為第
十七屆台日韓婦科病理大會，以示對台灣積極加入此一跨
國會議的肯定。 

今年第二十屆台日韓婦科病理大會（The 20th 
Japan-Korea-Taiwan joint conference），將於 9/3（六）
在韓國首爾舉行。近期會發佈相關組團出國開會的公告，
誠摯地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感謝前輩們在國內努力提升婦科病理診斷共識，在國外
也積極爭取台灣國際空間及交流平台。對於委員會的未來
發展，是否還有其他規劃？ 

  今年委員會還將配合學會舉辦住院醫師次專科教學課
程，首次的主題訂為 Interpretation of endometrial 
curettage。為使更多的住院醫師參與，我們預備將相同課
程在北中南三區各辦理一場。時間分別是：北區 4/9；南
區 6/25；及中區 8/6。 
  以往，台灣婦癌學會經常會有跨院性質的大規模研究
計畫需要有pathology review。幾年前，只要有這個需求，
大多是委由我、林明杰醫師、容世明前理事長及馬偕王道
遠主任一起負責。未來則希望能以此委員會作為與該學會
的對話窗口。 

  目前的工作仍然著重在診斷能力的加強，這是因為體
認到身為病理科醫師，每天最重要的工作還是診斷。所以
希望建立一個溝通平台，讓年輕醫師有更多彼此交流的機
會。而在診斷的共識上趨近一致是最基本的要求，一旦有
了好的診斷基礎，未來就能進一步促成研究計畫的合作。
畢竟台灣就這麼一丁點大，有時還是得靠彼此合作才能蒐
集足夠的個案，形成可信的結論。 
  在這邊也要多鼓勵年輕醫師們提出有趣或有疑惑的病
例，可在每季的討論會中報告及討論。北中南三區的婦科
病理討論會前都會先預告並招募案例，歡迎有興趣提出病
例者與當月負責的醫師（預告中會註明）聯絡。之後若有
符合台日韓婦科病理研討會當年主題的案例，還有機會代
表台灣登上國際舞台報告喔！ 

美國法醫見聞專題 (二) 
亞東醫院 莊傑仰醫師 

我在 2015 年接到法務部法醫所的通知，詢問有無意
願去國外進修法醫（美國邁阿密戴德郡法醫中心）。憑良
心講，當時因為案件經驗不夠多，所以自己對獨立做法醫
解剖還不夠有信心，可以回想一下住院醫師訓練的規定，
四年至少要看多少例的切片或細胞抹片，才能有足夠的經
驗？所以決定冒險一下，出發！ 

先來談談決定出發進修前要思考什麼？ 
目前國內法醫師有專門的國家考試（法醫師專法），

要取得考試資格，除了就讀台大的法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其它選擇有國內外的法醫相關學程，如：參加美國法醫病
理 fellowship 一年，也能得到考試認可。國內的解剖環境
和制度跟美國相較，有很大的不同，有興趣進入此次專科
的病理醫師們，可以多請益國內資深的法醫師前輩們，包
括一起參與解剖、或是至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了解將來的工
作型態。法醫病理，本質上跟病理其它次專科相似，也是
同樣的學問，只是工作型態和醫院大不同，這點要有心理
準備，且要留心和家人的溝通。 

假如你沒有太多想法，覺得要先勇於嚐試，才知道有
沒有興趣，或是單純想出國看看美國病理界的情況，那也
很適合。語言也不會是大問題，以我自己而言，沒有補習
英文，也很少出國，只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但拜台灣醫
學採英文教育所賜，專業的醫學字詞一定都聽得懂，溝通
不會是大問題。聽力也會慢慢趕上，如果沒信心，多看美
國影集或者電影練習，到了美國再買月付費的 Netflix 來看
有興趣的影集，保證突發猛進，一年後你也能用美國人的
幽默開玩笑。 

再來講講在受訓單位的體驗，也就是之前很多前輩醫
師們都去過的邁阿密戴德郡法醫中心。他們普遍對台灣去
的醫師印象都不錯，整體來講工作量適中，教學氣氛也好，
而且每個人都會配有一間獨立的辦公室。那裡的工作氣氛
融洽，不大會有令人擔心的歧視問題，而拜中國崛起之賜，
甚至在言談中還能發覺他們滿期待來台灣或是中國看看。
個人覺得這裡是很棒的受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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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中心裡的作息為每天早上七點半在晨會討論和選
擇自己想做的解剖案件；八點結束後到八點半之前，大家
習慣一起喝咖啡吃早餐，分享生活或工作的經驗；約八點
半時進入解剖室工作，視案件數多寡，結束時間不一。如
果沒有適合的案件，也可以觀摩其它主治或專研醫師
（fellow）執刀。如果學習態度更主動，收穫也會更多。
我們通常習慣在解剖當天完成報告，避免記憶上有所疏漏。
但工作量也不至於到太晚，我每天都看著大太陽開心地回
家。 

其它受訓地點，如：西雅圖法醫中心、新墨西哥州法
醫中心或者加州法醫中心（有一位台灣裔法醫師目前在那
裡當主治醫師），風評也都不錯，不過出發前要先提早跟
對方聯絡。Fellowship 的時間是從每年七月到隔年六月，
時間充裕的話，提早一個月到當地適應環境更好。 

如果你將來想去邁阿密法醫中心進修，很歡迎跟我聯
絡，或請教其他近期回來的前輩們（如：法醫所曾醫師和
高長吳侑庭醫師），都能分享一些生活資訊，或介紹當地
的華人朋友們提供協助。而在邁阿密的日子中，任何問題
都可以跟辦公室的秘書小姐 Leslie 聯絡，她十分盡責和友
善。另外，美國簽證生效期間的前一個月就能入境，多待
一個月內離境也是可以的。 

就我自已來說，體驗他國文化是最大的收穫，因為能
了解為什麼不同的文化會產生不同的運作型態。如果你在
專業與工作上身處迷惘的時刻，出國沈澱、尋找答案、重
新再出發，也許會是你需要的。在國外行有餘力時，也一
定要像美國人一樣，偶爾去渡個假（推薦南美洲秘魯小旅
行）、並且享受家庭生活與週末時光，也會對人生有不同
的體悟（聽說歐洲國家即使領失業救助金過活，政府也很
人性化地提供了一筆小渡假的預算）。 

出國期間也因具有 fellow 的身份，能以減免的受訓者
資格報名參加各種美國病理會議。我自己推薦 USCAP 或
是 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而且在美國的
Amazon 購買醫學書籍也遠比台灣便宜，可以把握機會多
加利用。如果有其它任何問題，也可以再問我或其他進修
的學長姐們。我相信從事法醫鑑定確實是一個可以安身立
命的工作。 

              活  動  報  導               

與資深病理科醫師對話 

心得分享 之一 

東元綜合醫院 楊曉白醫師 

「與資深病理科醫師對話」由「台灣病理學會 50 週
年慶祝活動小組」策畫，於民國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下午、在台北凱薩飯店北京廳舉辦。邀請病理界前輩，包
括方中民、任天民、賴義雄、趙德讓、陳茂元、郭承統、
江宏、侯書文、林相如、林欽塘、林媽利、史濟青、于棣
華等國寶級的醫師教授，與中生代及新生代病理醫師一齊
來敘舊話當年。這些前輩們有些曾是我們的老師，或是老
師的老師，甚至是師祖級大老。能親眼目賭敬佩的前輩們，
心情很興奮緊張，這樣的盛會非常珍貴與難得。 

本次座談會由賴瓊如醫師與陳志榮醫師主持。先介紹
50 週年慶祝活動，播放歷史相片剪輯影片，再介紹各個資
深醫師，回顧學會成立經過、各屆理監事成員、與國際會
議與學會重要活動。之後再邀請資深醫師群發表 50 週年
活動建議與對學會發展的建言，年輕醫師群發表感想與建
議。最後由周德盈理事長結語及大合照。 

在會前觀看歷史相片時就非常感動。從黑白相片到彩
色影片，前輩醫師們從年輕到白髮，奉獻心力與光陰，讓
台灣病理學會茁壯成長。病理學會一路走來靠著許多前輩
的努力，以下這些是里程碑是值得銘記的： 

一、葉曙教授於民國 56 年 9 月 16 日成立中華民國病
理學會，在醫學界奠立病理醫師重要的地位。病理學會第
一號會員是方中民教授。 

二、專科醫師考試制度，奠定臺灣病理科醫師的診斷
品質基礎，最早只考六題片試及口試，後來才加入筆試。
郭承統教授表示：對於拿到國外執照的病理科醫師來台從
事病理診斷者，仍要通過片試。這個制度是對病理診斷能
力有一個客觀的考核，畢竟國情不同，各國的標準不一，
加上有些歸國的病理科醫師屬於研究型醫師學者，在閱片
診斷上或許有些生疏。 

三、經由江宏醫師等數位前輩們的努力，在蘇益仁教
授當理事長時代，自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新制病理
健保給付標準改為六級，並大幅提昇點數。因為健保的要
求必需送病理檢查才給付，也提昇了病理科醫師的重要
性。 

四、郭承統教授與容世明醫師的努力，加入國際病理
學會（IAP），將臺灣病理界推向國際。並與日本韓國有多
方交流，包括台日病理切片研討會、台日韓婦科病理研討
會。2012 年五月病理學會主辦亞洲國際病理研討會(7th 
Asian Pacific IAP congress)，更顯示臺灣會員的實力。自
2011 年的台日韓婦科病理研討會起，開創了組團參加國外
會議的慣例，除了增進學識、經驗交換外，藉著旅遊相互
聯絡情誼，留下美好回憶。 

資深醫師群林欽塘教授期許病理診斷能更跟上國際水
準。任天民教授鼓勵後進多發表論文。陳茂元教授建議多
多規劃病理次專科的訓練。史濟青與林媽利教授表示早期
的病理科醫師養成，大都是被「罵」大的。病理前輩們權

https://youtu.be/Mcf17_Rm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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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式教育，訓練很嚴格。如今時代不同，以愛的教育，多
鼓勵為主。郭承統教授認為還是要罵一下才會成器。賴義
雄教授說:「對技術員要客氣,對住院醫師要嚴格。」江宏醫
師表示要因材施教，到各次專科輪流學習，多鼓勵年輕醫
師， 留住人才。 年輕醫師群中秘書長葉奕成、于承平、
陳建欽、莊惠絜、莊傑仰等都分別發表感言。 

這此感謝學會許多幕後的工作人員花了很多的時間準
備這次聚會，賴瓊如醫師與陳志榮醫師的主持非常有趣與
溫馨。對我而言，能見到數十年未見、曾是我學生時代的
病理學教授─于棣華醫師，真的非常高興。我很榮幸能參
加盛會，並見證大家一起努力走過的歷史軌跡。  

鑑古知今、追溯源頭、感念前輩們的努力，後生晚輩
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得以學得更多、看得更遠。病理知
識時時刻刻在更新，除了傳統形態學外，還有更多免疫染
色與分子生物學基因學的進展，此外還有品質保證與提升
等課題。許多資深主治醫師，仍在不斷的學習，並將經驗
傳承給年輕病理醫師們。藉著科技進步、理事長的帶領、
學會多元的網頁設置，提供更多更方便的學習、知識交流、
與經驗的分享。還有病理諮詢的制度與管道，與病理次專
科的協助，讓在中、小型醫院服務的病理科醫師有強大的
備援。藉此也要感謝各個接受諮詢的醫師們，協助很多困
難病例的診斷。因為臺灣健保的發展與醫療糾紛不斷，病
理科從以前不被重視的小科，變成新興熱門科。有許多優
秀的醫學生畢業後願意投入，加上病理研究介於臨床與基
礎醫學之間，更是雙邊研究人員爭相合作之對象。病理科
的未來發展是無可限量的。在此呼籲病理醫師們應要互相
合作，多參與學會舉辦的活動，也期待藉由經驗的傳承，
及新血的熱情加入，讓學會更茁壯，並與國際病理界並駕
齊驅。 

 

心得分享 之二 

台中榮總 李貞慧醫師 

  負責籌備此次活動「與資深病理科醫師對話」的台灣
病理學會 50 週年慶祝活動小組的總召賴瓊如理事這樣說
道：「歷史很重要，要有傳承。」也因著這樣的信念，揭開
了學會五十週年相關活動的序幕。 
  台灣病理學會明年即將歡度五十歲生日，這個率先登
場的座談會，從會場的佈置、珍貴的病理學會會訊擺設、
與每位受邀資深病理醫師的到場、以及老友會面、師生重
逢的歡欣溫暖場景、和不間斷的師生關懷與勉勵，處處令
人感動。年輕的病理醫師更是有多人參與此盛會，老中青
少數代同聚一堂，堪稱難得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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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最佳主持人賴瓊如理事的簡報說明與陳志榮理事
介紹資深前輩老師的事蹟，一幅幅珍貴的照片真實地重現
了一幕幕的歷史場景，述說了自第一代艱辛地創立耕耘，
第二代持續地穩定茁壯，到第三代積極地開創新局的歷
程。 
  在場無論是資深醫師（老師）、中生代抑或是新生代皆
沉浸於這 50 年的時光列車中，心情的悸動由臉上呈現的
各樣表情與聲音線條的起伏，展露無遺。資深前輩老師們
也就病理學會的發展，對已接棒或即將接棒的後輩們提出
了更深的期許與建議。 
  新生代的嘉義基督教醫院陳建欽醫師分享了當天未能
到場的黃德修教授過去的種種「身教」。嘉義長庚醫院莊惠
絜醫師分享了親耳聽到前輩們爭取進入國際組織、與辦理
國際會議的艱辛過程與努力，她不僅內心感動，更願意在
學會事務上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透過親身參與、聆聽每位師長的分享、並從相機鏡頭
補捉這些時刻，我自己的內心也充滿悸動。感謝病理老師
們，自我們醫學生時代就持續地努力讓病理教育扎根與萌
芽，不斷吸引優秀的人才進入病理的領域。他們相關的成
就更早已是有目共睹。自我進入病理的大家庭中，不論是
醫療專業領域上的指導，或在學會國內與國際事務上的推
動，一直以來都讓我們後生晚輩們深刻地感受、並享有醫
院與學會中的眾多前輩先進們，努力開創並一點一滴積累
而來的成果。衷心感佩每一位前人的無私、奉獻與堅持，
因為有您們的投入與帶領，讓台灣病理界能逐步走向世界，
繼而登上國際的舞台，新生代後輩的優秀表現也是可圈可
點，值得期待。 
  期望在下一個五十年，經由病理學會的每個人，一起
手牽手共同努力，能夠持續締造佳績，創造無數個可能。 

寫給年輕醫師的第一次參加 USCAP 就上手指南 

台北榮總 杭仁釩醫師 

北美病理學會（ United States and Canadian 

Academy of Pathology，簡稱 USCAP）每年三月份的年

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病理學術會議，除了學術研究交流，

更有許多病理診斷的教育課程，為期七天的會議雖然日程

長，但議程卻非常密集充實，前五天幾乎都是從早上八點

九點開始到晚上九點十點結束，若是全程參加必定需要有

不錯的體力，但對年輕醫師來說絕對是值得的經驗，若是

你躍躍欲試但卻猶豫不決，希望能就藉由這篇文章鼓勵你

參加國際會議的信心。 

USCAP 整個會議約略可分為四部分，前兩天主要是各
次專科病理學會的同儕會議（companion meetings），分
享各次專科的最新進展，WHO 新版分類的共識也常在這
些會議中進行報告與討論。 

接下來的三天則是各次專科學術研究的口頭報告
（proffered papers 或 platforms）和學術海報張貼
（poster presentations），是了解各次專科領域研究趨勢
的最好時機。投稿論文摘要通常於前一年的十月初截止，
約在十一月底就會公布摘要的接受狀態以及發表形式，
USCAP 每年有來自全球約 3000 個論文摘要投稿，其中小
於十分之一會被接受為口頭報告，約一半會被接受為學術
海報發表，所有被接受的論文摘要會刊登在 Modern 
Pathology 二月號的增刊（supplements），可以在開會之
前事先查詢；口頭報告的研究成果後續通常就會被重要的
病理期刊接受為論文發表，若對哪一個題目感興趣就可以
試著去 PubMed 上找看看文章是否已被刊出；而學術海報
也常是臥虎藏龍不容小覷，仔細閱讀有興趣領域的學術海
報，通常都會對自己感興趣的研究主題有所啟發。會議中
常見各領域傑出的研究者們，遊走在學術海報中向作者提
問，在演講中也常會如數家珍地引用今年重要的學術海報
內容，表示他們大多在會議前就先把摘要熟讀，因此未開

始研究工作的年輕病理新血，也不妨學習前輩們從閱讀每
年的摘要開始，有些心得與靈感後就可以把目標放在隔年 
的論文摘要投稿。 

此外在這三天中，每天晚上都會有各次專科的病例討
論會（evening specialty conferences），由各次專科的知
名學者做病例報告，通常會選擇困難診斷的病例、新的疾
病診斷或分類、有新的免疫染色或分子發現的病例、或是
和早上口頭報告內容有相呼應的病例，因此能夠立即從真
實的臨床病例中學得診斷技巧和新知，加深印象。 

最後五天依照慣例會有一些需要額外付費的課程，包
括一個整天的次專科診斷課程（long course）、一到三個
與熱門病理趨勢相關的特別課程（special course）、多個
小班制的顯微鏡教學（interactive microscopy）以及深入
單一主體的半天次專科診斷課程（short course）。 

Long course 是為住院醫師及一般病理醫師所設計，
每年針對單一次專科進行較有系統性的診斷課程，授課的
醫師都是專精於該次專科學的知名學者，授課的內容包含
常見的困難鑑別診斷、新的分子病理發現以及新的診斷分
類標準，是準備專科醫師考試的大補丸；若是沒有時間或
是預算參加，授課的內容會在隔年的 Modern Pathology
一月號的增刊集結成系列文獻回顧（review article），可
以直接上網下載。 

Special course 為因應日新月異的分子病理發展，開
設諸如次世代定序在外科病理的應用以及免疫療法對外科
病理的影響等課程，是快速了解熱門病理議題的捷徑。 

Interactive microscopy 提供一個和大師們直接對看
多頭顯微鏡的教學機會，由於人數限制在 8 到 10 人，通
常一開放報名就會額滿。 

Short course 則由各次專科的專家開設，針對各自的
領域專長講授在臨床診斷上的技巧、容易誤診的陷阱、以
及新發現的疾病和最新的診斷工具等，內容通常比較專精
且更深入單一主題，適合對該主題稍有認識的病理醫師參
加。除了這些正式議程外，近年來 USCAP 增加了許多活
潑有趣的週邊活動，包括一大早的付費有氧課程或飛輪課
程、住院醫師與大師們的午餐約會、fellowship 嘉年華會
等，也為嚴肅的學術會議增加一些熱鬧的氣氛。 

住院醫師若想要參加 USCAP，建議先上網申請加入
USCAP 的住院醫師會員，只要繳交 35 美金的年費，就可
以享有五折的報名費，其他需額外付費的課程也都有優惠，
除此之外還可以免費報名一些特別為住院醫師設計的限額
課程和活動，其中非常推薦住院醫師基因體工作坊，使用
PBL 的小組教案方式將臨床上會遇到的情境進行各個層面
的推演，並教導使用許多免費的網路資料庫資源，為進入
個人化醫療時代打下基礎知識的根基。若是年輕主治醫師
想要節省花費，建議不需要特別加入 USCAP 的會員，只
需要在報名的時候點選身份為台灣 IAP 的會員，就可以比
照一般會員的身份報名參加。 

http://www.nature.com/modpathol/index.html
http://www.nature.com/modpathol/index.html
http://www.nature.com/modpathol/index.html
http://www.nature.com/modpathol/index.html
http://pathologylearning.org/trig/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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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AP 每年會輪流在北美的幾個大城市舉行，會議地
點通常在位於城中鬧區的國際會議中心，附近會有許多價
格稍高的飯店，但由於會議常是從早到晚一整天，不建議
為了省錢而住在離會場稍遠需要搭大眾運輸工具往返的地
方。習慣住在旅館的人，可以選擇離會場走路約 10 到 15
分鐘的區域，常會有一些物美價廉的旅館，可以上學會臉
書尋找住宿夥伴兩人分攤住宿費，方便在議程中的空檔回
房休息養精蓄銳。其他另類的住宿選擇包括像是美式
guest house 或是 Airbnb 之類的出租套房，價格可能會
更便宜，有的地方還有附設廚房，自己下廚也可以省下一
些餐飲的開銷。 

會議期間的空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得填飽肚子補充
體力，以便下一節繼續奮戰，但是北美物價高貴，常常看
到學弟妹們為了省錢，在會議期間有一餐沒一餐，而中場
休息的咖啡時光通常真的只有提供咖啡、汽水等飲料，沒
有任何食物果腹，一整天下來面有菜色好不可憐。其實
USCAP 幾乎每天都會有由廠商贊助的演講，免費提供午餐
晚餐，門道就在第一天領取會議物資的提袋中那些不起眼
的廣告單張，裡面全部都寫著去某某攤位領取邀請函的說
明，千萬不要一時不察把它們全部丟掉。若是對演講提不
起勁，也可以參加住院醫師與大師們的午餐約會，一睹大
師風采同時可以享用免費的一餐。 

除了個別醫院的會議補助，病理學會目前也提出年輕
病理醫師參加國際病理會議的獎助計畫，每年補助住院醫
師或專科醫師考試通過後三年內之年輕主治醫師參加
USCAP，若作為第一作者的論文摘要被會議接受發表就可
以申請；此外，國際華人病理學會（IACP）在 USCAP 會
議中也會頒發最佳論文摘要獎給年輕華人病理研究者，除
了能夠獲得獎牌的榮譽與肯定外，也可以得到一筆獎金，
舒緩會議期間的開銷，也請大家務必記得要申請。 

食衣住行拉拉雜雜地寫了一堆，最重要得還是希望年
輕病理醫師們能夠在時間和預算許可的情況之下，積極參
與國際會議在今年的會議當中，我認識了一位遠從肯亞奈
洛比坐了 24 小時飛機來參加的住院醫師，彼此交換了一
些心得，我們都覺親身體驗這樣的盛會，是非常難得的經
驗，過程中學到的經驗與知識，在臨床和研究工作上都受
益良多，與大家一起勉勵。 

日本名古屋大學醫院進修心得 
高醫大附設醫院 吳俊杰醫師 

出發之前 

  當初得知已申請通過可以出國進修的時候，心裡除了
興奮之外，大部分還是莫名的緊張。會選擇日本當作進修
的國家，一來考慮日本與台灣在淋巴瘤的盛行率相似，二
來日本離台灣很近，想回台灣隨時都可以。雖然自己的日
語說得不怎麼樣，但還是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日本。 

第一次寫信給中村教授的時候，心裡其實很忐忑，但
中村教授很客氣，還說如果想要進修淋巴瘤領域，九州的
久留米大學醫院才是最好的進修環境（聽說一年淋巴瘤的
案例數就有三千多件）。但由於在久留米大學醫院進修的人
數眾多，已沒有名額給其他的醫師。所以中村教授便同意
了我的申請。 

名古屋大學醫院診斷病理部雖然有相當多主治醫師，
但由於需要相關支援的周邊醫院數目眾多，因此每天在部
內上班的主治醫師人數介於 5~6 位不等。診斷病理部主要
負責的是外科病理診斷，包含組織學、細胞學、及免疫組
織化學染色；名古屋大學醫院另設有第二病理部，在那邊
主要進行的是病理基礎研究及相關分子病理相關的診斷工
作。 

每天的檢體都會用福馬林固定好，再從手術室、門診
或內視鏡室送來病理部。在日本，外科醫師相當熱心參與
病理診斷，除了在參與切取病理檢體時的討論外，也會在
額外的時間找病理醫師直接在顯微鏡上討論。之後的流程
與台灣相近。主治醫師發完報告後，便直接上傳電腦，部

內不用額外傳送報告。 
日本的技師（相當於台灣的醫檢師）有自己獨立的升

等系統，技師長為領導所有的技師，並且掌管所有部內技
術相關的工作，當然細胞學的學習也是由技師長親自教授。
部內的技師對於來部內實習的學生也參與教學的工作，除
了細胞學外，組織學似乎也是技師們的教學工作。 

目前部內著力於淋巴瘤相關的研究的，除了中村教授
外，還有三位助理教授加藤省一、佐藤啟及高野桂醫師，
他們也都給予我相當多的協助，不管是生活上或是研究上。
雖然名古屋大學醫院不是日本每年擁有最多淋巴瘤個案的
醫院，但由於中村教授仍無償地提供日本各地醫院淋巴瘤
的諮詢工作，且每天幾乎都將近十幾件的諮詢病例，雖然
病例量不是日本最多，但以困難度而言可以說是日本第一，
在這邊可以學習到許多罕見的淋巴瘤病例。 

日常工作篇 

  每天上午，中村教授會主持前一天病例的診察，大家
會集中在多頭顯微鏡前，一起參與所有病例的討論，有些
困難的病例如果不能有所結論，中村教授會指示下一步要
作什麼，如：請專門的病理醫師協助、進一步作免疫染色
或分子病理檢驗、諮詢外院具特殊專科的病理醫師等。待
幾天後有結果出來時，大家再一起討論如何作成報告。 

這邊除了我之外，有二位埃及來的病理醫師 Dr. 
Ahmed Ali 與 Dr. Ahmed Eladl、以及一位從中國上海來
的胡醫師。他們都是在名古屋大學進修博士學位，也都進
行淋巴瘤的相關研究，因此我們除了互相分享在日本生活
的經驗外，也會針對各自的研究相互討論。 

此外，每天也都會有不定期的淋巴瘤諮詢個案的討論。
通常送到名古屋大學醫院的諮詢個案會由三位正進行淋巴
瘤相關研究的助教負責，他們在會先找中村教授討論，討
論會在多頭顯微鏡室舉行，先由負責醫師報告簡單的病史，
再由大家討論各自看完顯微鏡下形態後的想法，之後中村
教授會提供他自己想法。當然所有的討論都是以英語進行，
進一步的檢驗也同時在討論中決定，最後會根據檢驗的結
果進行諮詢的回覆。 

旅日生活篇 

  我去進修時正好是日幣下跌的期間，但在日本生活還
是會覺得所費不貲，不管是食物還是日常用品。另外，我
偶然參與了一個當地的義工服務團體「外国人医療センタ
ー，Medical Information Center Aichi (MICA)」，他們是
在愛知縣內的一群醫師、牙醫師、護理師及熱心幫忙的日
本人，每個月利用一個星期日的時間，為在愛知縣內的外
國人提供免費的醫療檢驗及諮詢。可想而知以我的日語能
力也只能在受付櫃檯打雜罷了，但還是利用了每次可以參
與的機會，順便練練拿不上台面的日語，希望能籍由參與
當地的活動，更了解並貼近日本人的生活。當然，我在那
邊也交了許多日本的好朋友，即使回到了台灣也仍保持聯
絡。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wiap/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wi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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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到國外進修，一方面當然是要精進自己的學術
能力，另一方面如果能融入當地人的生活、了解他們的文
化，也算附加的優點。我建議想到日本進修的醫師，完全
不需擔心日語能力。其實，目前年輕的日本醫師英語能力
相當好，沒有什麼溝通上的問題，更何況如果說不通，我
們還可以用筆談，這也是我們的優勢啊！ 

         學 會 重 要 活 動 公 告             

2016 APSMI 病理學會 

  第 11 屆亞太分子免疫組織學會年會暨第 3 屆亞澳肺

病理學會大會 (The 11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ia 

Pacific Society for Molecular Immunohistology and 

the Third Asia-Australasian Pulmonary Pathology 

Society (AAPPS) Meeting (2016))，將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五）至 11 日（星期日），在台北市張榮發基金會

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此次大會由亞太分子免疫組織學會授權臺北醫學大學

主辦，並與台灣病理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台灣肺

癌學會、台灣臨床細胞學會等學會合辦。會議議題包括乳

房病理、細胞病理、皮膚病理、婦科病理、血液病理、肝

臟病理、分子病理、神經病理、肺病理、生物醫學、法醫

學、與分子醫學等研討會。 

  大會邀請WHO blue book系列乳房病理、肝臟病理、

神經病理、與肺病理新版的編輯與作者、國際病理期刊編

輯、IAP 副主席與亞洲地區各分會理事長，美、加與亞太

知名病理醫師，與國內病理與臨床醫師共同參與，敬邀台

灣病理學會會員參加此一國際盛會（相關網站資料預計於

四月底五月初上線）。 

台灣病理學會暨國際病理學會台灣分會 
2016 年會公告 

秘書處 

  學會將於今年 5 月 29 日（星期日）在中油大樓國光會

議廳（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三號）舉行「2016 台灣病理學

會暨國際病理學會台灣分會年會」與「第十八屆第三次會

員大會暨學術討論會」。重要訊息公告如下： 

1. 今年大會將邀請兩位外賓演講。頭頸部病理專題演講

邀請 Dr. William Westra (Director of Head and 

Neck Pathology at Johns Hopkins)、胸腔病理專題

演講邀請 Dr. William Travis (Director of Thoracic 

Pathology at MSKCC)。 

2. 醫學法律專題演講邀請臺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楊哲銘教授演講。 

3. 下午細胞病理演講，由台北榮總賴瓊如主任籌畫。 

4. 論文投稿辦法請見學會網站。 

5. 年會前一天下午，預計舉辦血液病理 Workshop，後續

活動資訊將公佈於學會網站，敬請密切注意。 

＜分子病理次專科醫師甄審＞表決提案 
分子病理委員會 

  近年來由於癌症分子研究蓬勃發展，對於癌症患者的
治療有了重大的突破，諸如標靶治療等精準醫學
（Precision Medicine）逐漸躍居主流。正確的分子檢測
結果，攸關精準醫學的有效性。由於解剖病理專科醫師具
備辨識組織病理變化的專業訓練，因此在癌症醫療領域的
角色，也由早期單純參與癌症診斷，轉型成為決定治療方
針時進行分子檢測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員。由解剖病理專
科醫師挑選出合適進行分子病理檢測的病灶，才可確保檢
測結果之正確性，因此本學會認為分子病理報告必須由具
備解剖病理專科醫師資格之合格病理醫師負責簽發。 
    為了提升分子病理實驗室的檢測品質，台灣病理學會
自三年前，即著手建立分子病理實驗室認證制度，並推廣
分子病理能力測試，且計畫於 105 年起，進行第一屆的分
子病理次專科醫師甄審。藉由分子病理次專科之建立，期
望促進國內分子病理之進步與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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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
分子病理實驗室的品質管控共同把關，以確保精準醫學相
關分子檢測的正確性。 
  關於「分子病理次專科醫師甄審」一案，雖已在 104
年 11月 29日於台灣病理學會秋季年會時經會員大會討論，
卻因投票人數不足而未獲通過，然而本案影響會員權益甚
鉅，且本會已有法醫病理專科制度太晚起步，兼之國內法
醫體制混亂，造成本會專精於法醫病理次專科會員權益受
損的前車之鑑，故擬於本次春季年會時重提此案，盼各位
會員務必撥冗參與討論與表決。 

             學 術 活 動 快 報             

活動名稱：住院醫師次專科教育課程－婦科病理（北區） 
活動時間：2016 年 4 月 9 日 13:30 ~ 17:0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科技大樓 5 樓病理部 

活動名稱：病理檢體處理及採檢研討會 (北部場) 
活動時間：2016 年 4 月 24 日 09:00 ~ 17:0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致德樓第一會議室 

活動名稱：第二十一屆台灣癌症聯合學術年會 
活動日期：2016 年 5 月 14 ~ 15 日 
活動地點：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活動名稱：血液病理研討會 
活動日期：2016 年 5 月 15 日 08:30 ~ 11:20 
活動地點：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101 會議廳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暨國際病理學會台灣分會年會 
活動日期：2016 年 05 月 29 日 08:00 ~ 17:00 
活動地點：中油大樓國光會議廳 

活動名稱：住院醫師次專科教育課程－婦科病理（南區） 
活動時間：2016 年 6 月 25 日 13:30 ~ 17:00 
活動地點：高雄長庚解剖病理科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