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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不能無根，舊不能悖時⁃ 與方中民教授一席談

Shiou-Fu Lin, M.D.
Taipei Hospital, Ministry of Health & Welfare

Wan-Shan Li, M.D.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三月的一個早晨，和秘書長葉奕成醫師一起南下台中拜訪方中民教授（照片
1）。方教授畢業於台大醫學院，師從葉曙教授學習病理，並赴美進修法醫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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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病理學會創始會員（會員編號 001），台灣法醫學界耆老。拜訪的目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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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現在與未來，向資深的前輩請益。方教授對這幾年學會的活動多所肯定，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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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慕求方教授墨寶，做為學會五十週年紀念題字（照片 2），也希望就學會的過
勵有加，也關心我是否連任理事長一事。除了堅定表示無意連任，期待下個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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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的優秀醫師接棒，我也懇請前輩大老能繼續支持學會朝學術研究導向及診斷

Wan-Shan Li, M.D. (Apr)

品質精進而努力！我們是一個學會團體，推動病理學術研究的提升是基本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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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Fan Hang, M.D. (J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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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是一個台灣全部執業病理醫師的組織，推動病理專業品質的提升亦責無旁
貸。
時光匆匆，三年轉眼已過。有得有失，有進有退，言功論過實屬尚早。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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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的業務，不免遺憾，期待下一任理事長能再接再厲，帶領五百位病理醫師一
起努力，爭取主辦國際病理重要會議在台舉辦，爭取分子病理、精準醫學的主導
地位和健保給付、自費檢測的合理規範，爭取病理醫師合理工作額度及年輕醫師
就業進修友善環境！期待新任理事長除了具備與國際頂尖研究接軌的學術能力，
也擁有運籌帷幄、協調折衝的卓越行政能力，帶領理監事會和秘書處謀全體會員
的最大福祉！這一任不足之處，期待下一任能補足，達到完美的境界！誠如方教
授的囑咐，「新不能無根，舊不能悖時」（照片 3），在此學會新舊交替之際，
值得我們大家一起思考！
拜訪方教授後一個星期，我們召開了這一屆的最後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照
片 4）。三年的共事，已培養出了同志情感，雖是臨別依依，卻也對下一屆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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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充滿期待，對台灣病理學會的前途充滿信心！讓我

probable Wolffian origin（FATWO）
，這是種罕見的卵巢

們全體會員團結在一起，全心全意支持我們新的行政團隊，

輸卵管腫瘤，常見於闊韌帶（broad ligament）、輸卵管

做好做滿下一個三年任期！祝學會先進和同仁春暖福至，

繫膜（mesosalpinx）與卵巢門（ovary hilus）等位置，

心想事成。

多數為低惡性度，有時可見局部復發與轉移的情形。巨觀
周德盈 2017 年 4 月於台北榮總

上

期

解

答

上多是輪廓清楚或是具外套膜的腫瘤，質地可為實質性或
囊性，也可以兩者兼具，有時腫瘤內會含有漿液型液體或
出現黏液樣變化，也可能表現出血與壞死。此種腫瘤的大
小差異性很大，從小於一公分到廿公分都曾被報導過。微
觀形態學可分為四種型態，分別為瀰漫型（diffuse）、小
管型（tubular）
、網篩狀型（retiform 或 sieve-like）與多
囊型（multicystic）
，組成細胞多具良性特徵，包括中等細
胞大小、核仁不明顯等，有絲分裂也不多，依其型態不同，
常見的鑑別診斷包括：Sertoli cell tumor、子宮內膜腺癌
（endometrioid adenocarcinoma ） 與 adenomatoid
tumor 等，本案例因臨床表現與形態學皆相當惡性，與典
型案例不同，故鑑別診斷也略有不同，但彼此間仍能靠免
疫染色作為鑑別依據，典型的 FATWO 會同時表現 CK
(AE1/AE3)與 Vimentin，也會有 Calretinin 和 WT-1 的表
現，約有一半案例會出現α-inhibin 的表現，少部分案例對

答案：Malignant female adnexal tumor of probable
Wolffian origin
案例提供：婦科病理委員會召集人 賴瓊如醫師
簡介撰寫：王業翰醫師
本 案 例 為 Malignant female adnexal tumor of

ER、PR 等染色也會有陽性表現，最近也有期刊報導 CD117
在 FATWO 上的表現。
〄作答統計：
上期 Case Challenge 共有 24 位醫師線上作答，12 位答
對，答對率為 50%。回答 Granular cell tumor 的有 9 位，
High grade serous carcinoma 有 2 位，選擇 Malig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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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d Mullerian tumor (MMMT)則有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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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病理委員會整理
＊ 成 立 血 液 病 理 研 究 委 員 會 緣 由 （ Taiwan
Hematopathology Study Group）
血液病理次專科與其它次專科有些不同的特色，其一
是血液腫瘤診斷絕大部分都是惡性診斷，多數也都需要化
療。因此明確的診斷常常必須在良性與惡性中間做抉擇，
診斷錯誤時常造成嚴重的後果；其二是明確的血液腫瘤診
斷多數需要參照臨床表現，而病理醫師收到檢體時經常沒
有完整臨床資訊；其三是血液腫瘤診斷越來越需要依靠分
子病理檢測。據估計，約有 10~15%懷疑淋巴瘤的個案需
要單株性檢測（clonality test）
。而分子病理檢測並非每間
醫院都有能力維持其設備運作。基於這些原因，血液病理
（特別是血液腫瘤）是病理學中極具挑戰的次專科之一。
近來對血液病疾病生成的機轉愈發了解，有愈來愈多
的標靶藥物可供使用，臨床醫師與藥廠漸漸地體會到，在
做藥物的臨床試驗時，唯有明確且精準的病理診斷，才能
測試出藥物真正適用的族群，因此，病理醫師的角色也越
益重要。為了讓台灣血液病理醫師能有一定的診斷準則共
識與研究合作機會，於 2016 年，成立了台灣血液病理研
究團隊（Taiwan Hematopathology Study Group）
。
*血液病理研究委員會目前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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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環湖路跑心得分享
高雄國軍總醫院

學術委員會召集人系列訪問 (五)
專訪血液病理研究委員會召集人莊世松醫師

動

黃正一醫師

平常就有追蹤學會課程的習慣，去年底看到學會網站
上的日月潭環湖路跑活動時，愣了一下，以為電腦當機了，
重新開啟網頁後，發現還真的是學會的活動，看了一下內
容，剛好有跑湖一圈的行程，想到可以在湖光山色的路上
慢跑又能認識學會裡有跑步興趣的同好，就馬上報了 29
公里組。
在學會協助下，住宿與路跑報名很順利地辦好，路跑
前一天傍晚偕妻子驅車直接到住宿地點，位於伊達邵碼頭
的力麗哲園日潭館，晚上周理事長還請大家在湖邊的餐廳
吃晚餐，可以看到平常在學會活動西裝筆挺的前輩和老師
們穿著襯衫牛仔褲、慢跑鞋，帶著家人一起輕鬆地天南地
北閒聊吃飯，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週日跑步當天四點就集合，帶著早點，坐上學會事先
安排的遊覽車，驅車前往水社碼頭。到起跑會場時還不到
五點天色還是暗的，但已人山人海，燈火通明，後來才知
道當天參加路跑人數超過七千人。一行人紛紛下車，頂著
冷風，穿過人潮，找到掛著「台灣病理學會」布條的寄物
點帳篷，大家就分別去換裝準備。清晨五點半，跟著大會
舞台上的教練熱身時，天際漸漸的魚肚翻白。六點多，29
公里起跑時蔚藍天空已經曙光初現，沿著湖邊，迎著微風，
吸著冰涼的空氣，看著晨曦從一座座的山峰間灑在湖面上，
波光嶙峋。跟著大會規劃的路線，一下子跑在環湖步道上，
一下子在木棧道上，時而在柏油路上，我一面保持著規律

研究團隊的目標，主要在精進血液病理診斷，以及提

的步伐與呼吸，緩緩推進，另一面拿著手機拍攝美景，吃

升台灣血液病理研究的能量。目前研究團隊每三個月舉行

著補給站的水果與餅乾，很快就通過 12 公里的終點線，

一次例會。會議中包括以多頭顯微鏡進行個案討論，以及

頓時發現跑者少了一大半，那時有點後悔不是報 12 公里

研究主題的提案討論或報告。目前以前者為主，每次莫約

組。平緩的步道開始變成上下起伏的山路，不斷地消耗雙

討論 3-8 個案例。研究方面，團隊提供平台讓成員提出想

腿的力量，心跳開始速率增加，水分與能量補充的速度趕

進行的研究主題或報告已完成的研究。希望透過跨醫院合

不上流失的速度，通過 20 公里的路標時雙腿已經僵硬，

作，收集到足夠數量的少見淋巴瘤來進行研究。

沒多久小腿便開始抽筋，只得放慢速度，增加休息的時間，
經過 25 公里時，大腿也開始跟著抽筋，按摩和拉筋也都

＊未來計畫與期許

沒幫助了，欣賞風景的心情也沒了，心裡只剩一個聲音在

除了診斷品質與研究能量提升，團隊也希望能改善台

罵自己像幹嘛像個瘋子折磨自己，經過 27 公里的路標後，

灣在血液診斷的困境（雖然不是研究團隊當初成立的主要

看著終點站前的連續上坡，腦袋已經無聲音了，只剩大口

目標）
，免疫表現型（immunophenotype）在血液病理診

的呼吸聲和心跳聲，拖著舉步維艱的步伐繼續前進，隨著

斷有極為重要的角色。有些免疫表現型雖然不影響病理診

終點的拉近，加油的人潮愈來愈多，也給了不聽使喚的雙

斷名稱，卻是臨床用以決定治療重要的指標。現階段健保

腳一些力量。踏過 29 公里的終點線時只能癱在一旁的草

對每例病理檢查只給付至多 5 項免疫染色。然而 5 項免疫

地上，慢慢地拉筋按摩，吃著粽子喝著紅茶（主辦單位送

染色往往不足以給明確的血液病理診斷。再者，EBER 原位

的）
，一直到慢慢恢復了一些力氣才坐著接駁巴士回旅社，

雜交（EBV in situ hybridization）也是病理診斷重要的一

繼續下午的搭船遊湖。

環，健保目前也沒有給付。因此莊世松與袁章祖醫師近期

接觸路跑已經邁入第七個年頭，雖然不是頂尖的跑者，

整理相關資料，經由學會向健保署提出申請。希望針對特

但也很享受慢跑的時光和持續運動帶給我的好處。慢跑的

殊種類的淋巴瘤，可以提高免疫染色給付的數量，亦希望

好處非常多，包括增加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環、調節免

健保署可以同意給付 EBER 原位雜交用在淋巴瘤的診斷。

疫力、預防代謝性疾病、維持排泄順暢、釋放壓力、促進

台灣血液病理研究團隊甫成立不到一年，期許未來能
走的穩、走的久，為血液病理的診斷與研究進一份心力。

睡眠品質與排毒等等。
分享一下維持慢跑的習慣對身為病理科醫師的我有
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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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病理的例行工作如檢切、看片、打報告與看書，

撰寫報告、以及常見的 mimics 都很完整的講了一遍，是

所做的活動多是坐與站，加上偶而的行走與爬樓梯（很少

非常實用的一門課。而我選到的 short course 部分大致上

超過 2 公里）
，時間久了腰背會僵硬與痠痛，而稍微的慢跑

都不錯，但是由於英文不夠好，有時候聽到一些非英語系

流汗就能減輕腰背的痠痛感。

國家的醫師上的課還是會覺得很吃力。

第二是常常要接觸有機溶劑，都會不經意地從呼吸道

除了會議及課程以外，還參加了一些會議以外的活動。

或是皮膚進入體內，慢跑與流汗可以加速循環代謝與廢物

國 際 華 人 病 理 學 會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排除，也可以呼吸一下醫院外的新鮮空氣。

Chinese Pathologists，IACP）舉辦了一個晚餐會議，我

第三是遠景與綠色植物能讓長期看顯微鏡與螢幕的

認識了許多的新朋友。而 USCAP 也舉辦了一個晚會，除

眼睛放鬆一下，而陽光能促進維生素 D 生成，讓我的鈣質

了有無限量的食物和酒可以吃到飽以外，現場還有樂團表

吸收好一些。

演和小遊戲可以玩，另外還有畫家畫卡通人像，對我來說

第四是規律的步伐與呼吸能讓記憶體被佔滿的大腦

是很新鮮的一種體驗。會場的桌椅非常的少，拿到食物後

重開機，釋放壓力，運動完後的思緒往往更清晰，效率更

必須和許多人擠在一張小桌子，也迫使平常不太敢開口講

好。

英文的我用英文和許多人聊了天。
最後要感謝學會舉辦了這有趣的活動，秘書長與秘書

聖安東尼奧是一個規模不大但是有漂亮景色的城市。

們幫我們安排了整個行程，理事長安排的晚宴，讓每個參

市中心有著名景點如阿拉莫（The Alamo）和河濱步道

與這次路跑活動的成員都能愉快的享受這個旅程。

（River Walk）等等，都在這次會議舉行的會議中心附近
走路可以到的範圍內。在這個涼爽的季節，晚上沿著河濱
步道漫步，看著河中船隻往來，點綴著岸邊餐廳酒館的燈
光，讓我感到非常愜意放鬆。能暫時離開繁忙的住院醫師
工作來充電以及放鬆，是住院醫師不可多得的機會。但是
由於選了太多課程，因此能觀光的時間非常少，許多需要
搭車前往的古蹟及景點就沒有參觀到，算是比較可惜的地
方。
第一次參加 USCAP，能見識到世界上的專家們聚集
在這裡，聽大家分享特別的案例及研究的進展，是個很難
能可貴的經驗。最後要感謝杭仁釩學長和林脩涪學長在這

開跑前合影(祕書處提供)

段旅程中的陪伴和協助，期待將來還有機會能和大家一起
參加。

2017 USCAP 參加心得

學習不忘放鬆！（莊惠絜醫師提供）
臺大醫院

張克平醫師

今年的 USCAP 年會在美國德州的聖安東尼奧舉行。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大型國際會議，能親眼見到許多出現在
教課書上的大師級人物，以及見識世界各地的專家們發表
最新的研究，是很難得的體驗。特別感謝毛翠蓮醫師的指
導與協助，讓我貼了人生中第一張研究壁報，也在這個年
度的病理大會中大開了眼界。
USCAP 的會議總共七天，整個會議大概可分為前兩
天各次專科學會的同儕會議（companion meetings）
，第
三到五天的研究口頭報告和海報張貼，第五到七天的各種
課程，以及每晚各次專科的病例討論會。第五到七天的各
種課程包含了一整天的 long course 和各種 short course，
另外還有顯微鏡互動教學（interactive microscopy）等等
課程可以上。由於每一個時段都會有許多不同的會議及課
程在不同會議室舉行，我常常會為了接下來要去聽哪一個

Cytopathology Workshop Taipei 2017
國泰綜合醫院病理科

劉之怡

會議而掙扎很久。每天一早八點到晚上十點的行程，非常

時值欣欣向榮的春季，也迎來了 3 月 18 及 19 日這

充實，也是對於時差的調適以及體力的一大考驗。我在前

個精彩的周末－台灣病理學會及台灣臨床細胞學會聯合舉

兩天晚上的會議因為時差關係常感到昏昏欲睡，到了第三

辦的 Cytopathology Workshop Taipei 2017，內容涵蓋

天才克服時差的問題。

了細胞病理學的重要領域，猶如 IAC tutorial 的精華版，

課程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long course 的部分。這

謹在此為各位會員介紹這珠玉紛呈的兩日活動。

次的主題是攝護腺癌。大會請來了數位攝護腺病理專家，

3 月 18 日在台北榮總病理部的多頭顯微鏡看片課程，

從攝護腺癌的歷史、診斷、分級、少見的 variants、如何

以專家實際閱片帶領會員參與病例討論，由 Syed Z. Ali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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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Johns Hopkins Hospital）主講甲狀腺及胰臟細胞病

下午的唾液腺細胞病理由 Booyaarunnate 醫師主講，

理 ； Ali 教 授 著 作 等 身 ， 更 長 年 領 導 國 際 細 胞 學 會

深入淺出地將唾液腺病灶的診斷架構逐一解析，達到提綱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ytology，簡稱 IAC）教育

挈領之效；最後由 Ali 主講甲狀腺細胞病理，簡要說明新

活動；這次 Ali 教授準備了 7 例精選的甲狀腺抽吸案例，

版 Bethesda System（TBSRTC II）的更新，及各項診斷

提點了在沒有甲狀腺膠體（non-colloid）背景下除了濾泡

類 別 的 用 法 ， 另 一 個 重 點 是 non-invasive follicular

性腫瘤（follicular neoplasm）外，也要考慮非甲狀腺來

thyroid neoplasm with papillary-like nuclear features

源腫瘤的可能性（例如轉移腫瘤）
；另外在 Hashimoto’s

(NIFTP)的新觀念：甲狀腺抽吸可能無法確診 NIFTP，但可

thyroiditis 背景下診斷甲狀腺乳突癌須非常小心以免誤判

提示 NIFTP 的可能性，以避免誤診為乳突癌造成爭議；Ali

惡性。接著 Ali 教授在一小時的短暫時間內也分享了 19 例

也以兩個他最喜愛的經典案例（papillary hyperplasia，

的胰臟抽吸案例，猶如高手出招令人應接不暇。在困難診

adenomatoid

斷 的 分 化 良 好 胰 臟 腺 癌 （ well-differentiated

metaplasia）作為這一天最完美的句點。

adenocarcinoma）
，可參考細胞核大小變異（4：1 rule），
或和十二指腸上皮作比較，這是非常實用的訣竅。

nodule

with

extensive

squamous

非常感謝學會費心安排這兩天精彩絕倫的課程，讓會
員不必長途跋涉，即可親炙大師風采、收穫豐盈；最後借

乳房細胞病理則由謝文杰 Gary Tse 教授（Prince of

引 Ali 喜歡的名句“If you don’t know me by now, you

Wales Hospital）主講，謝教授目前是國際病理學會香港

will never never know me.”（Simply Red）自勉，在漫

分會（Hong Kong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長的病理生涯裡，時時要保持清醒，睜開一雙倦眼，銘記

pathology，HKIAP）的主席，也是乳房病理的專家，這

沿途隨時出現的奇景！

次藉由 8 例乳房抽吸案例配合投影片講解，讓大家了解胰
臟抽吸常見惡性腫瘤的診斷精義，更有 3 例會誤診為良性
的案例提醒大家必須全面審視細胞種類、是否有肌上皮細
胞及背景來降低診斷的不確定性。
3 月 19 日在台大集思會議中心舉辦的大型演講除了
昨 天 兩 位 講 師 ， 更 增 加 了 來 自 泰 國 的 Thiraphon
Booyaarunnate 醫師（Siriraj Hospital，Thailand），及
台灣臨床細胞學會賴瓊如理事長，課程緊湊而充實。首先
由 Ali 教授介紹婦科液基抹片的腺體病灶及轉移腫瘤，Ali
開宗明義地提醒大家 TBS 2014 的診斷系統改用 Atypical
Glandular Cells（AGC）
，而非以往的 Atypical Glandular
Cells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AGUS）
，現今必須

會後餐敘

更精確的區分這些異常腺體來源是子宮頸或是子宮內膜以

會

及是否為腫瘤性（AGC favor neoplastic）
，因為細胞診斷
對於臨床的追蹤與處置有很大的影響；另外 Ali 也詳述了
子宮頸原位腺癌、子宮頸腺癌與子宮內膜癌型態學上的特
徵與鑑別診斷；最後 3 個挑戰病例（benign intestinal
epithelium

from

neovagina ， transitional

cell

metaplasia，Arias-Stella reaction）都令人左右為難，不
過賴理事長一言中的，為台下聽眾向 Dr. Ali 扳回一城。接
著由賴理事長分享了 3 例婦科腺體案例，包括 lower
uterine segment cell （LUS）
，LUS with crush artifact，
及罕見的 fallopian tube high-grade serous carcinoma，
提醒大家不要忽略子宮頸抹片上的蛛絲馬跡，更需見微知
著。
Serous effusion cytology 由泰國講者 Thiraphon
Booyaarunnate 醫師主講，Booyaarunnate 醫師由四個
面相（細胞量、細胞結構、細胞型態及抹片背景）進行分
析，詳盡闡述了良性間皮細胞、間皮瘤及轉移腫瘤的鑑別
診斷。謝文杰醫師主講 atypical aspirates of breast，
atypia（C3 group）不論對細胞病理醫師或臨床醫師都會
造成診斷與處置上的困擾，謝醫師詳盡地分析診斷時應考
量的因素，包括上皮型態與結構、是否出現肌上皮、也要
注意間質成分與抹片背景。

（陳建欽醫師提供）

員

園

地

My journey from clinical to research
蘇佳沂醫師
在冷冷的西雅圖冬天，突然接到病理學會年輕醫師委
員會的邀稿訊息，很驚訝但也很開心，驚訝的是離開病理
科也快五年了，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能跟大家分享什麼，但
是也很開心再次有機會跟最熟悉溫暖的台灣有所連結，在
了解委員會希望我分享一些職涯規劃的經驗給年輕的病理
醫師後，我把我這五年「任性」的經歷整理了一下跟大家
分享。
2012 年取得病理專科醫師後，我離開病理科，到中
研院基因體中心做了四年的癌症研究，去年九月來到美國
西岸華盛頓州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W）攻讀生物工程（Bioengineering）博士。這五年來
最常被問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不當醫生去做研究，每次被問
我的答案都不一樣，人生的決定本來就不是只有幾個原因。
住院醫師時我就常常思考未來要做什麼，在台灣，醫生的
出路很狹窄，不是醫院中心、中型醫院就是診所，幾乎離
不開醫界，就算有其他的選擇，職缺也非常的少而且侷限，
尤其是病理科醫師，大概也就是醫院或是病理中心，越接
近考專科我就越確定自己想換跑道試試看，再加上本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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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研究很有興趣，於是在徵才網站上看到中研院一個老師

過演講或簡報等方式，呈現自己的創業計畫或產品，藉以

在徵病理研究相關的職缺，我寫了封信给老師，簡單的面

獲得認同或投資）爭取資金、通過國家標準將研究成果商

談後就決定了我轉往研究之路的開始。當時很多人勸我繼

品化、新創公司經營等等課程。

續留在醫院也是可以做研究出國念書，很多病理前輩在研

目前我除了在主要校區上課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實

究上都相當的有成就，但是我還是決定去中研院嘗試看看

驗室，我的指導教授是 Prof. Deok-Ho Kim，我們的實驗

自己是否適合研究這條路。

室並不在 UW 主要校區而是在 UW Medicine at South

很幸運的，我在中研院的指導老師蕭宏昇老師本身從

Lake Union，位在西雅圖新興的生醫研究和科技精華區

事很多病理相關研究，所以很了解病理在研究上的重要性，

South Lake Union，旁邊就是 Amazon 的企業總部以及

我也因此得以將在病理科所學的知識和技能運用在研究上，

有名的 Allen Institute，附近街區還有很多不同領域的研

在剛開始做研究的時候不至於太陌生。在蕭老師的實驗室

究機構，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也在

中，我們運用各種癌症的組織微陣列（tissue microarray）

幾分鐘車程的附近。從我的座位就可以看到美麗的 Lake

結合公開資料庫篩選出和轉移有關的生物標記後，以 in

Union，思考到腦袋快燒掉的時候可以欣賞一下因四季變

vitro 及 in vivo 方式驗證並找出致病機轉。很感謝在實驗

化每天都有不同風貌的湖景，也算是一點點小確幸。我們

室中的訓練，從最基本的訂購耗材和廠商議價、泡培養基

實驗室是 UW Medicine Cardiovascular Regeneration

養細胞、實驗設計、各種實驗操作、發表論文的細節等等

Center 的其中一個實驗室，目標是運用 3D 細胞層片組織

都需要自己完成。於是我一面做著熟悉的染色看片，一面

工程（cell sheet engineering）及 3D 生物列印等技術建

學習各種實驗技巧和實驗室生存技能，也很幸運的結識了

立功能性心臟組織以及心臟疾病組織模型（heart disease

一群很好的實驗夥伴，在中研院一待就是四年。開始研究

tissue model）
。因為我和指導教授都有癌症研究的背景，

的第二、三年後，漸漸的也有了幾篇簡單的論文發表，也

再加上指導教授也希望將實驗室的組織工程技術運用於癌

有機會在幾次的國際會議中口頭報告，慢慢習慣研究的生

症研究，因此我目前的研究方向是建立 3D 癌症模型以促

活也確定自己想出國進修後，我開始尋找自己未來研究的

進對於疾病進程機轉的了解及藥物研發的應用。

方向，於是我又面臨了一個抉擇，要繼續留在 cancer
biology/pathology 的領域還是要追求新的研究方向。在
各種生醫研究領域中，生物工程是個相當新的學門，有別
於基礎研究中強調理論著重於解釋「為何（why）」，生物
工程更著重「如何（how）」，如何用各種工程學方法解決
問題，這是未來研究的趨勢也跟我的想法比較接近。在經
歷痛苦的 GRE 和申請過程後，錄取了我很嚮往的 UW 生
物工程。
在我申請學校的同時也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一個跨國
藥廠透過 LinkedIn 詢問我對他們在國外的一個病理相關

Lake union 湖景及遊艇 (蘇佳沂醫師提供)

職缺有沒有興趣，雖然我當時已經準備申請學校，但是我

在美國的生活部分，美國博士班大部分都帶有全額獎

對未來的路並沒有設限，經歷了醫界和學界，業界或許也

學金，以我們系上為例，除了學費全免外，因為 UW 和我

是個不錯的選擇，這也是我第一次參加跨國公司的面試，

們系的經費算是充足，所以博士班學生的薪水也相對其他

他們對招募人才的用心讓我印象深刻，整個過程中他們很

系所來的高一些，一個人省點用雖然不像在台灣方便舒適，

關心你是否徹底了解他們的工作內容，是否對這樣工作感

倒也過得還不錯。UW 很多華人學生，西雅圖華人也多，

興趣並且有熱誠，經過了幾次電話視訊面試到最後與主管

所以也滿多台灣味，我的公寓樓下就是珍珠奶茶店，雖然

直接面對面面試，雖然最後因為一些因素而與外國藥廠的

一杯中杯珍奶要 4 塊多，但是想家的時候還是可以解解鄉

工作機會擦身而過，但也讓我一窺病理醫師在藥廠的工作

愁。西雅圖的天氣多雨有時風大，但是整體來說氣候宜人

型態與生活，同時也讓我感嘆台灣相對缺乏醫師多樣化職

適合居住，冬天大多是五度左右。最冷就一、兩度，不像

涯選擇的機會。

美東城市動不動就零下負十幾、二十度，很適合不習慣冰

生物工程的範圍很廣，從美國過去幾次戰後急需的義

雪天氣的台灣人。

肢，到後來生活富裕因心血管疾病而興起的心血管再生

來美國這半年，深深感覺台灣的研究環境在硬體設備

（cardiovascular regeneration）都是帶動生物工程發展

和研究資源方面都可說是和美國相當，但是人才外流的情

的主要研究範圍。生物工程運用到的知識也非常的廣，包

形很嚴重，在美國常常可以看到在生醫領域相當傑出的台

含材料、機械、電子、細胞及分子工程等等，是生醫研究

灣人，其中不乏很多在台灣醫學系畢業後到美國發展的醫

的集大成，因此在 UW 有很多不同領域專長的老師，也有

師，這代表我們的生醫研究人才有相當的水準，但是也反

各式各樣的課程可以選修，此外因為生物工程很強調把研

映台灣近年來越來越嚴重的人才流失問題。另外，台灣醫

究轉化為臨床應用，所以除了理工科學類的學門，也有關

師投入研究的比例太低，在 UW Medicine 和附近的研究

於臨床或市場需求、如何做好 pitch（編輯註：中文翻譯為

機構很多實驗室的主持人是 M.D.，仍在執業或是專職研究

「簡報提案」或「投售」
，指的是在潛在客戶或大眾前，透

的都有，再加上與醫院密切的合作，以臨床應用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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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臨床研究在進行。相對來說，台灣的生醫研究卻往

我想對很多和我一樣在職涯起步路上的年輕醫師們說，如

往偏基礎研究，基礎研究和臨床醫師互相合作的風氣保守，

果你也嚮往不一樣的挑戰或是想跨界貢獻你的專長，只是

或是流於臨床醫師只提供臨床資料或檢體，基礎研究人員

缺少臨門一腳的勇氣，就去做吧！

後續接著做機轉研究的生產線模式，以至於雖然高質量的
論文不斷產出，但是卻陷入生技發展的困境。目前要在疾
病治療上有所突破，單靠單一領域的人才已經不足以達成，
需要跨領域專家間的密切合作。對於病理醫師來說，近年
來很夯的 3D 生物列印及組織工程是非常適合的，病理醫
師就如同在搖滾區的觀眾，能最近距離的觀察組織的變化，
過去幾十年來對於分子診斷標靶治療的研究已經開始轉化
為病理醫師在臨床治療上的重要任務，所以病理醫師必須
具備與時俱進的能力，有朝一日組織及器官再生勢必會成
為治療的趨勢，也期待有更多的病理醫師積極投入這個領
域的研究。
這一路上最感謝的是爸媽的包容和支持以及好友的
鼓勵，讓我如此任性的走我想走的路，也非常感謝我的病
理醫師訓練，讓我的人生有了不一樣的選擇，也給了我出
走的力量。這五年來，我經歷了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在
國際會議口頭報告、第一次跟藥廠主管英文面試、第一次
在美國生活求學。剛來美國兩天就打電話和客服吵架，吵
到通話時數都用完，實驗室同事都是講話很快又一堆俚語
的美國人我只能傻笑，課堂上每星期好幾次的上台報告面
對所有同學都比我會表達的狀況，很多時刻我都是非常的
緊張，很想逃跑但是還是硬著頭皮去做，不是有決心有勇
氣就不會緊張害怕，挫折和無力感常常是每天都有，但是

學 術 活 動 快 報
活動名稱：年輕醫師生涯規劃分享
活動時間：2017 年 4 月 15 日 14:30 – 17:30
活動地點：旬印 Anemos Cafe
活動名稱：International surgical pathology symposium
活動時間：2017 年 4 月 22 至 23 日
活動地點：嘉義基督教醫院/戴德森國際會議廳
活動名稱：10th 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Pathology (APIAP) Congress
活動時間：2017 年 4 月 24 至 27 日
活動地點：Bali, Indonesia
活動名稱：第 22 屆台灣癌症聯合學術年會
活動時間：2017 年 5 月 6 至 7 日
活動地點：國防醫學院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 2017 年年會暨 50 週年紀念演講
活動時間：2017 年 5 月 20 至 21 日
活動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活動名稱：2017 婦科病理講座_實用級課程
活動時間：2017 年 5 月 27 日 13:00～16:30
活動地點：台中榮總 教學大樓一樓 第五會議室

機會不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沒有真
正準備好的時候，機會是留給真的去做去執行的人，最後

華盛頓大學櫻花盛開 (蘇佳沂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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