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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台灣，融入國際
周德盈 理事長
八月一個炎熱的下午，我和王約
翰理事及鄭永銘理事一起拜會醫事司
石崇良司長（照片）。我們的訴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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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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醫學的有效性。由於解剖病理專科
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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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剩餘病
理檢體是病人進行手術在進行必要檢
驗所剩餘的檢體，為常規醫療處置所
產生的檢體。使用病理剩餘檢體進行
研究是醫學研究重要的一環，符合衛生署所公告之「得免取得同意之研究案件」
範圍；(3)隨著健保醫院醫療的服務量逐年增加，以及住院醫師有名額限制的趨勢
下，目前國內中大型醫院皆已聘請醫檢師，協助病理醫師處理部份的組織檢體。
我們要確保病理診斷品質，亟需加強病理醫檢師訓練及落實考核授權；(4)依國際
醫學常規，所有法醫解剖及死亡原因之鑑定純屬醫學活動，應由具認證之解剖病
理專科醫師執行。石司長和醫事司同仁分析政策面和執行面的一些考慮，表示支
持我們的主張，也答應會在法規上給予建議和協助。
「正確的疾病診斷，和後續的臨床處置與治療息息相關，臨床醫師必須依照
病理醫師判定的結果，給予病患最適當的治療，所以維持高品質的病理診斷，是
現代醫學中至關重要的一環。」隔週我也拜會新任的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表
達一起在病理診斷品質監測工作上繼續合作的意願，也得到王署長正面積極的回
應。
學會接下來將拜會食品藥物管理署，對藥物治療相關檢測（companion/
complimentary test）的規範和認證表達我們的關切，在提升目前審查過程的品
質和效率我們願意以專家身分積極投入。我們也將拜會健康保險署，就病理檢測
給付的合理性、特殊科別免疫染色數量和用藥相關檢測項目健保給付等方面與健
保署溝通討論。
這 個 星 期 我 和 黃 玄 贏 理 事 及 鄭 永 銘 理 事 飛 往 德 國 參 加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Pathology（IAP）在科隆的 2016 年會。會中我們將參加 IAP
Councilor Meeting，除了聽取學會年度報告，也代表台灣分會投票選舉學會行
政團隊。我們希望在這次 IAP 大會中讓更多國家認識台灣，也為我們爭取主辦
2024 或 2026 IAP 做暖身和起跑！
學會會員的權益和福祉是我們最大的努力目標！除了深耕國內的醫療環境和
條件，讓病理醫師的工作更具品質和效率，我們也要走出台灣，融入國際，與全
世界分享我們的經驗和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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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思 黃 德 修 教 授 （1932-2016）
萬芳醫院 林賜恩醫師
黃德修教授係台北市人，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生，民國一百零五年六
月十八日安眠於台北市立仁愛醫院，享壽八十四歲。
黃教授在民國四十四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畜牧獸醫學系。隨後在臺
灣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科及高雄醫學院擔任助教。
在北醫創校初期的民國五十年便跟隨陳定堯教授到臺北醫學大學服務，於民
國五十年後擔任臺北醫學院病理學科講師、以至副教授及教授，為北醫創校元老。
其間於民國五十七年至日本慶應大學病理部進修，並取得醫學博士學位。除了八
十年代，去了台中幾年，黃教授全心全力奉獻北醫。
民國七十七年起擔任北醫病理學科主任，更大刀闊斧地整頓病理學科與病理
教學，才有今日臺北醫學大學一校三院規模的病理科，而病理教學更是成為北醫
大基礎學科中最具特色者之一。臺北醫學大學成立臨床醫學研究所後，黃教授也
對提昇並指導研究生的基礎病理研究方面著力甚多，因此在民國八十七年退休後
成為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黃教授在國內病理學界與醫學界享有盛名，學術著作等身，桃李遍天下，並且提攜後學不餘遺力。在擔任北醫病
理學科主任期間一手建立病理教學制度，對病理教學花費的心力有目共睹，對學生的栽培與照顧更是無微不至，備受
全校師生及畢業校友的愛戴。黃教授對學生愛深責切，而且有教無類，不倦不厭。在早期，如果同學不用功，病理成
績不夠好，黃教授常請他們喝黑咖啡，不停地規勸，嚴格地要求。黃教授的咖啡竟然成為不少校友的「北醫歲月」最
難忘記憶的一部份。到後來，黃教授變成自己掏腰包，邀請班上表現較好、或成績較不理想的同學，和一些已經畢業
在從事臨床工作的傑出學長一起吃飯，讓在學習基礎醫學的階段，能夠有機會接觸到臨床的世界，甚至了解學長們在
求學時曾付出的努力，對於後學提出鼓勵。
黃教授一生不為名不為利，只看下不看上，為病理教學付出畢生心力。黃教授常親身示範，給後學學習的機會。
教授生前特別交待作病理解剖，對所有的學生們示演著疾病的歴史，以身教北醫學子，成為臺北醫學大學「校院臨床
病理聯合討論」案例。黃教授這種傾囊相授的偉大情操又再度得到印證，典範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

黃
民國 21 年
民國 40-44 年
民國 45–47 年
民國 47–48 年
民國 48–50 年
民國 50–53 年
民國 53–59 年
民國 57-59 年
民國 59–64 年
民國 64–70 年
民國 70–77 年
民國 77–87 年
民國 84–85 年
民國 87–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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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出生於台北
臺灣大學農學院畜牧獸醫系學士
臺大醫學院助教
高雄醫學院助教
臺大醫學院助教
臺北醫學院講師
臺北醫學院副教授
日本慶應大學醫學院病理學博士
臺北醫學院教授
中山醫學院教授兼總務主任
臺大醫學院病理科技正
臺北醫學院教授
台灣病理學會監事
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感念黃德修教授 — 記於黃教授個案 CPC 討論前夕
提到黃德修教授，現今的北醫病理學科同仁莫不認為他是一位非常具親和力、十分照顧後進的病理前輩，是病理
學科的「鎮科之寶」。
個人受教於黃教授始於民國 71 年進臺大醫學院病理學研究所。當年，黃教授重回臺大病理學科服務，我則是第一
年研究生兼住院醫師，不論處理病理檢體、撰寫病理報告、執行病理解剖、病理解剖病例討論、病理文獻閱讀、病理
教學…等等各方面，黃教授都悉心且仔細指導，到現在都感到黃教授所教的還十分受用。
民國 76 年黃教授再回北醫服務，我已升任台大病理學科講師，也曾受黃教授之邀到北醫授課過。民國 92 年 8 月
我到北醫服務，當時黃教授已自北醫退休，擔任慈濟病理學科主任。隔年，黃教授回到北醫擔任名譽教授，我也再度
感受黃教授對照顧後輩所得到的回報和對追求新知的執著。
我的辦公室正與黃教授為鄰，黃教授平日就常有附醫醫師來訪或國外校友探望，傳統節日前後，訪問的年長校友
更多。由來訪校友口中得知，他們在學生時代受黃教授教誨，對黃教授充滿尊敬和感激，因此他們只要有空，一定來
拜訪黃教授。難怪在黃教授過世後，資深北醫校友們紛紛發表悼文，懷念亦師亦友的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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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請至：https://goo.gl/forms/et9ob0VjiiX6agp83
黃教授退休後依然每天上網查閱最新醫學知識；每週
五上午 7:30 一定準時參加北醫附醫的全院學術活動，而且

上

期

解

答

對活動內的醫學進展若有疑問，一定上網查詢，也常常找
我討論；由病理學會的專訪紀錄得知，黃教授對這些醫學
新知都仔細記錄，可隨時查閱。
黃教授自三年前被診斷罹患肝癌後，遍查文獻，知道
除了開刀外，目前沒有有效治療方法，因此他決定採取不
積極治療，雖然有熱心的親友和同事介紹可能的治療方法，
但他以專業角度評估，都認為不可行。從此，他很豁達的
選擇每天準時到辦公室和同仁相處，跟我們一起努力的為
學科未來打拼。
今年五月 26 日，黃教授親自到我辦公室交代在他身
後將捐作病理解剖一事，我雖然很不願意、也不覺得他會
那麼快離開我們，但我知道這是他的最大心願－再以身教，
實際教導北醫學子，人體疾病的知識浩瀚無垠，需以謙卑

答案：Sclerosing pneumocytoma

的態度去學習，唯有透過病人身上才可窺一二。黃教授再

案例提供：胸腔病理委員會召集人 周德盈理事長

一次以常人無法想像的情操，教導我們追求學問的態度。

簡介撰寫：王蕾琪醫師

今天各位醫師和醫學生們群聚一堂，再度領受黃教授

〠簡介：Sclerosing pneumocytoma（原稱 sclerosing

以他的身體對我們直接的教導，期望我們能效法黃教授「不

hemangioma）於六十年前首度在文獻中被報告，其細胞

計名利，苦幹實幹，永不妥協」
，以專業所該有的態度幫助

來源在過去幾十年眾說紛紜，由於型態上常可看到組織間

病人、以豁達的胸襟及包容態度教導與培植後輩，讓北醫

隙內充滿血球，血管來源一說維持了數十年。2000 年以降

大和附屬醫院能更茁壯，令各位以身為「北醫人」為榮，

由於 TTF-1 免疫染色抗體的廣泛應用，依據腫瘤細胞的免

我相信這是他最欣慰之處。

疫染色表現，目前認為其細胞來源應是肺泡上皮細胞，並
於 2015 年第四版 WHO 更名。此一腫瘤臨床上好發於 40
臺北醫學大學病理學科

至 50 歲中年人，以女性居多，病灶通常邊緣清楚，有經

陳志榮 識

驗的放射科醫師及外科醫師應可在術前或術中做出診斷。

民國 105 年 9 月 22 日

顯微鏡底下可觀察到 sclerotic、hemorrhagic,、solid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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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illary 四種形態，且通常多種型態同時出現。低倍鏡下

統，由我們頭頸部病理多位成員集合洪荒之力，免費的提

可觀察到因基質細胞（stromal cell）增生造成間質變厚，

供快速的回應。

與腺癌因組織結締增生（desmoplasia）所造成的間質變
厚不同。免疫染色方面，TTF-1 與 EMA 染色在表面細胞

新科專科醫師剛出爐，你對於年輕醫師，新科醫師的建

（surface cells）及基質細胞皆為陽性，而 pancytokeratin

議與期許如何？

只在表面細胞上呈現陽性，可做進一步鑑別。本案例特殊

其實在學會臉書社團上，賴瓊如醫師與朱娟秀醫師的

之處在於基質細胞及表面細胞皆有明顯的異形性

箴言已把我想說的講完了。我狗尾續貂補上一點，也是我

（atypism）
，這在 sclerosing pneumocytoma 是可以被

的啟蒙老師給我的一句座右銘，我奉行至今，也藉此分享

容許的。Sclerosing pneumocytoma 雖偶爾會在冰凍診

給各位年輕醫師，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都是呷頭路的部屬，

斷時造成困擾，但若能與外科醫師充分溝通，了解病灶巨

因此"創造被別人利用的價值"是我走病理 35 年的心得。永

觀表現，並熟悉顯微鏡下的形態，應可做出正確診斷。

遠樂於服務和幫助別人就容易創造被別人利用的價值。最

〄作答統計：

後還有一點善意的提醒，學識、不斷進修、H&E 三者是基

上期 Case Challenge 共有 58 位醫師線上作答，51

本功，是基石；IHC、molecular 是手段，缺乏基本功，

位答對，答對率為 87.9%。回答 primary adenocarcinoma

即使擁有年資，擁有教授職位，還是不會擁有「被別人利

者有 3 位，metastatic adenocarcinoma 有 4 位。

用的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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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專

題

美國法醫見聞專題 (四)
三軍總醫院 林佑俊醫師

學術委員會召集人系列訪問 (四)
專訪頭頸部病理委員會召集人靳應台醫師
台北榮總 郭盈汝醫師 整理

美國的法醫病理學家（forensic pathologist，也可稱
medical examiner）是能夠進行屍體解剖，並確定死亡原
因和方式。必須具有合格醫師執照，同時也經美國病理委

 成 立 頭 頸 部 病 理 委 員 會 （ Taiwan Head & Neck

員會認證與具有法醫病理學專科（在認證的法醫中心接受

Pathology Study Group）的緣由與目前運作模式

一年法醫病理專科訓練）
。我非常榮幸有機會到素負盛名的

多年以來經由病理諮詢計劃的實施，陸續收到各家醫
院寄來的諮詢病例，其中很多都是極具教學價值或甚為罕

邁阿密戴德郡法醫中心受訓一年，希望以下的經驗分享對
有興趣往法醫領域進修的病理醫師有幫助。

見的診斷，也有不少因此提至病理學會年度的 IP 討論病例

美國的法醫病理次專科訓練時間為一年，以邁阿密法

中報告。在診斷這些困難的病例時，由於一個人的能力有

醫中心為例，受訓醫師在每年 7 月 1 號報到後，隔週一便

限，常需要多方的意見與幫忙，總希望有多一些病理醫師

會開始接受為期 5 天的法醫死因調查訓練工作坊，一共 40

的參與。因此，在本屆周理事長的鼓勵之下，見賢思齊（前

小時的專業課程（每年辦理三次，分別在 4 月、7 月、11

有婦科病理，骨與軟組織病理委員會）
，於 2015 年 9 月成

月，訓練對象包含醫師、律師、警察、鑑識人員等）
。受訓

立了頭頸部病理委員會，目前每三個月一次在台北榮總病

完後的六週內，尚屬見習階段，至 8 月下旬才開始獨立操

理部多頭顯微鏡室，利用星期六早上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作解剖與案發現場法醫調查工作。前半年，每位受訓醫師

討論大家提供的困難病例，經由討論的過程提升所有參與

都會很積極地爭取自己有興趣與較生疏的案例來增加自己

成員之間相互的熟識與知識的成長。
頭頸部病理目前的發展如何？委員會與學會會員病理醫
師之間互動又如何？
WHO 頭頸部病理新版預計 2017 年初出版，最近兩
三年新的 entities 與新的 molecular tests 不斷推陳出新，
和別的次專科一樣，頭頸部病理的診斷也快速的在改變。
最近幾年，在諮詢病例的診斷上常常需要分子技術的輔佐，
過去一直都靠高長黃玄贏醫師無酬無私的大力幫忙。雖然
黃醫師如此大方，但長久下來總不是辦法，去年先商請北
榮郭盈汝醫師幫忙委員會秘書長工作，也提供診斷的建議。
今年又有臺大鄭永銘醫師大力促成謝明書醫師的加入與建
立分子診斷的技術，目前病理諮詢的病例中，已超過三分
之一是經由委員會集思廣益，加上分子病理分析後才由本
人發出報告。另外，非學會會員的臺大口腔病理醫師江俊
斌、張玉芳、王逸平也經常參與諮詢病例的診斷。總之，
我要強調的是，對病理學會會員的服務，經由病理諮詢系

左一為法醫中心主任 Dr. Hyma，右一為副主任 Dr. Lew，
筆者在中間，右四為莊傑仰醫師。
(圖中有佛州法醫徽章標誌，據說砲台底下埋著前法醫中心
主任 Dr. Davis 的部分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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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力。一直到訓期最後三個月，大部分受訓醫師都已完
成將來工作的面試，也會提前個兩到三週離開邁阿密到未
來的工作單位（約６月初）。因此，每年 6 月到 7 月是法
醫中心人力相對吃緊的時期，這時候外國受訓醫師時角色
就變得相對重要，我和莊傑仰醫師想做多少案例就有多少
案例，是增加實力的最佳時段（不過他們完全不會給你壓
力，就算你只做一個自己覺得有興趣的案例也沒關係）。
邁阿密戴德郡法醫中心，一年平均有三千多件法醫相
驗案件（其中包含兩千多件解剖案件）
，其案件之多樣性，
誠如法醫前輩所說的一樣，各式各樣教科書上有的案件應
有盡有。舉槍傷為例，從小口徑手槍到威力強大的步槍甚
至霰彈槍等，各式槍支造成的傷口形式和組織損傷只能說
比起教科書來，實在是豐富太多了，我曾經一個星期就遇
到十幾個槍傷案例，這在槍枝未合法化的台灣，是相當寶
貴的經驗。在邁阿密戴德郡法醫中心一年約三百多件的槍
傷致死案例，跟其他美國大都市比起來絕對不會比較多，

陳建欽醫師攝於學術海報前

但其槍枝多樣性和多發性槍傷使其成為對槍傷案例相當有
經驗的法醫中心。此外，邁阿密具有全美法醫中心唯一之

臺日韓婦科病理年會起源於日韓兩國原先就有每年

高速彈道攝影實驗室與室內靶場，專業的閃光攝影設備可

固定的 work group conference，20 年來藉由每年一天的

記錄百萬分之一秒的瞬間，精準地分析槍枝在發射子彈時

討論與交流，增進彼此的了解與經驗，臺灣則是 2010 年

的火藥散射情形，可與解剖報告之槍傷精確比對，做為法

才加入這個定期聚會，並於 2014 年首次於台北主辦第 18

庭上之專業證據，因為科學化的彈道分析證據在槍傷案件

屆大會，不少日韓醫師對台北的印象都相當深刻。每年主

中扮演非常重要之角色。

辦國是採取五年循環一輪輪流主辦：日→韓→日→韓→臺，

佛州有相當多的小型機場與飛行學校，也是美國的跳

臺灣下次將會是 2019 年成為東道主。

傘勝地，因此偶爾會遇到飛行意外案件。2015 年邁阿密就

響應賴瓊如大夫和沈宛霖學姊的邀請，我六月時便馬

發生兩件小型飛機失事，其中有一例就在戴德郡法醫中心

上訂了高雄來回首爾的機票和旅館，並開始著手海報的題

轄區內，一架夜間預計飛往南美的小飛機在起飛後不久即

目與研究設計。

墜毀在機場南側的農莊，值班法醫即刻隨同警察到現場做

我本身是第六年主治醫師，又菜又不帥，也沒有任何

事故調查，不幸遇難的正副駕駛與兩名乘客隨即被送到法

值得一提的文章。手邊的研究題材主要都是細胞學、皮膚

醫中心，由四名受訓醫師與值班主治醫師在隔天完成解剖

病理、血腫病理、肝臟病理，並沒有任何婦科病理相關的

作業，並且根據美國飛安事故調查委員會的標準作業流程

整理。為了符合今年的大會主題：vulva and vagina，我

採樣檢體，整體流程與效率令人激賞。

也必須從這個範圍下手。短期內生出海報最快的做法是

邁阿密法醫中心的解剖室具有 10 個以上的解剖台，

single case report，若要再豐富一點就選擇 retrospective

平日值班的法醫師與技術員人力，可同時處理 5 至 6 個解

outcome review from case series，為了跟目前授業相關

剖案件，為了處理腐敗案件的惡臭和傳染病案件，另外設

科目皮膚病理有接軌，我選擇了 vulvar Paget’s disease。

置了一間獨立的雙台解剖室，並利用過濾系統來去除異味

對於 Paget’s disease 我一直都有困惑：為何東方女性就

和感染原。由於邁阿密氣候炎熱且平均溼度也較其它州高，

是比西方女性少很多？為何男人就是比女人多出很多？以

遇到腐敗案件的機會相對也比較高，雖然腐敗案件的惡臭

前會說它可能跟癌症相關，但事實上這樣的相關性並不多

沒人喜歡，但學習如何從腐敗屍體中找到重要証據，卻是

見；臨床醫師總是喜歡送 margins，我們也看得很辛苦，

法醫訓練過程中不可獲缺的一環。副主任就告訴我口罩只

這真的有意義嗎? 由於這樣的病例並不多，我預料單一機

是拿來阻隔飛濺的血液和體液 (她的口罩都會剪兩個小洞，

構無法有太多病例，便找了娘家成大醫院幫忙，經過 data

因為屍體發出的氣味對專業法醫來說也是重要的線索)。

collection and analysis，使用簡單的統計方法便能完成。

最後用一句《逝者之證 Body of Proof》中的名言"This

收集並整理初始資料是最花時間也最關鍵的，不完整或不

is the place where death rejoices to teach the living"

正確的資料容易造成分析結果偏差，這點一直是我最在意

來共勉之。

的部分，以上這段是寫給跟我一樣菜的同儕共同努力與勉
勵！

活

動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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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會議來說，這次主辦地點是有百年歷史的國立首
爾大學附屬醫院（大概就是大韓民國寶山醫院）
，位於首爾

我的首爾快閃—第 20 屆臺日韓婦科病理
嘉義基督教醫院 陳建欽醫師

地鐵四號線的惠化站旁邊，占地遼闊，或許有兩個林口長
庚醫院大，但床數只約 1500 床，院區內有不少歷史建築，
相當引人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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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活 動 快 報
活動名稱：第六屆台日切片討論會（The 6th Taiwan-Japan
Conjoint Slide Conference of IAP）
活動時間：2016 年 10 月 15 日 8:30～12:00
活動地點：日本名古屋（WINC AICHI, Nagoya, Aichi, Japan）
活動名稱：頭頸部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6 年 10 月 15 日 9:00～11:3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科技大樓五樓病理部多頭顯微鏡室

台灣與會醫師攝於南北韓分界線之「和平鐘閣」
（柳營奇美醫院 沈宛霖醫師提供）
日本和台灣這次大概各有 20 人參加，韓國則有 35
人。早上 10:20 開始，由臺日韓三方代表先開場致詞，接
著是 mini-lectures，主要的主題著重於 external QA for
HPV genotyping tests 、 vulvar soft tissue tumor 、
differentiated VIN 等。中午的午餐在院區內的高級餐廳
吃韓式泡菜牛肉拌飯、牛肉湯拌飯（牛肉在韓國是相當昂
貴的食材）
，餐席間我與首爾大附醫病理部的补教授同桌，
外表像一般的大嬸，與我們閒話家常，熱情地邀約我們午
餐後前往他們科部參觀。餐後到地下一樓的病理部參觀，
以人員及外科病理的硬體規模來說，應超過台灣大多數的
醫學中心，光是檢體處理台就有 10 台、組織脫水機 7 台、
三頭以上的多頭顯微鏡超過 12 台、主治醫師 20 位、住院
醫師每屆最多有 7 位、都有辦公室和置物櫃，住院醫師程
度也很好，熟悉英語對話。
下 午 的 議 程 由 三 個 國 家 各 自 報 告 兩 個 case
presentation，臺灣部分由台大總院的帥哥張克平、新竹
台大超優秀的宋湘琳生動報告。 Coffee break 則進行
poster presentation & discussion，五分鐘介紹完自己的
海報，三分鐘討論。對像我這樣的肉腳來說，是個練習恥
度和膽量的好機會，反正現場頂多也才 20 個人圍觀，不
管你是教授還是像我這樣的菜鳥，大家都不熟，說錯了也
笑一下就好了，很適合初心者。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細胞診斷繼續教育（中區）
活動時間：2016 年 10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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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病理月會
活動時間：2016 年 10 月 27 日 15:30～17:30
活動地點：奇美醫院
活動名稱：中區婦科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6 年 11 月 5 日 14:00～15:30
活動地點：台中榮總病理部
活動名稱：New Vision Diagnostics: Liquid Biopsy, Changing
How We Diagnose NSCLC patients
活動時間：2016 年 11 月 19 日 18:00～20:30
活動地點：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 B1 赤崁延平廳
活動名稱：一○五年度切片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6 年 11 月 20 日 8:30～17:00
活動地點：成大醫學院成杏校區成杏廳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細胞診斷繼續教育（南區）
活動時間：2016 年 11 月 26 日 14:00～17:00
活動地點：高雄榮總醫院
活動名稱：The 11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ia Pacific
Society for Molecular Immunology (APSMI)
活動時間：2016 年 12 月 9 日～11 日
活動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活動名稱：南區病理月會
活動時間：2016 年 12 月 29 日 15:30～17:30
活動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會議結束大合照後，便前往世宗文化會館附近的韓食
餐廳進行晚宴。傳統桌菜：人蔘、生魚片、烤牛肉排、白
泡菜、煎魚、韓式春捲、等。現場並請了兩位韓國大學生，
穿著韓服為我們進行古箏和二胡的演奏，韓國的資深男神
教授還演唱了鄧麗君的歌曲以及日文歌，現場氣氛相當熱
絡融洽。私心覺得交了五萬韓元（約 1500 台幣）的註冊
費能吃高檔午晚餐，又能認識不少日韓病理界的活躍成員，
實在非常划算。
雖然我隔天晚上就回高雄了，如果下次時間許可，我
一定會跟林明杰醫師、黃昭誠教授以及賴大夫一起團體旅
遊，自由行實在太乏了，我這篇文章就是躲在首爾咖啡廳
殺時間等飛機的時候完成的。作為一個臺灣病理的菜鳥，
期待自己盡量參加這種國際交流，為故鄉爭取曝光度，也
為自己增加經驗值，加油。

「醃製芥菜」攝於雲林縣大埤鄉
（大林慈濟醫院 蘇正川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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