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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又即將結束，盤點這一年來學會的工作與未來的展望，藉此機會向所有
會員作個簡單報告。
1. 學術活動：到目前為止，學會所舉辦的各種活動及會議都很賣座。更重要的
是，有得到参加者很多正向的回饋，讓我們秘書處感到很欣慰。當然，也有
些批評與建議，我們也同樣感謝願意告訴我們的會員，因為這樣，我們才能
有改善的機會. 今後仍會秉持我們一貫的原則；會議資源南北平衡、尊重所有
會員参與機會的公平合理、提供與臨床對話的機會、實際診斷教學與新知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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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並重等等重點來舉辦所有學術活動。在此先預告明年第一場大型演講會：

Chin-Chen Pan, M.D.

時間：108 年 1 月 27 日，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101 廳。主題：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SECRETARY
Jen-Fan Hang, M.D.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DEPUTY SECRETARIES
Chen-Hui Lee, M.D.
Yeh-Han Wang, M.D.
Taipei Institute of Pathology

Implementing Digital Path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re You
Ready? 迎接數位病理浪潮---您準備好了嗎？希望大家踴躍出席，對數位病
理有正確與即時的認識，避免產生不必要的恐懼。
2. 病理專業業務權利義務之維護與爭取：
(1)

刑事訴訟法相關問題研商會議」
，本會與全聯會代表醫界發聲，雖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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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幅度不大，但還是有些許成果，仍持續奮鬥中，絕不放棄每次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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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病理專業尊嚴之爭取：法務部自 6 月起已召開 4 次「法醫師法與

發聲的機會。
(2)

皮膚科醫學會向健保署爭取具皮膚病理專門訓練之皮膚科專科醫師可
簽發皮膚病理報告之資格：健保署自去年底開始召開過一次協調會與
2 次函文徵詢本會意見。本會秉持病理專業立場主張：衛福部專科醫
師制度的原則不應有妥協，應遵照目前規定由解剖或口腔病理專科醫

Taitung Mackay Memorial Hospita

師為之。為提升皮膚病理診斷品質，各科別的醫師應合作，藉由開病

Yu-Hsuan Hu, M.D.

理與皮膚聯合討論會或多專科討論會，取得案例之診斷共識，再由合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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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規定之病理專科醫師發出報告是最理想方式。目前仍處於協調中案
件。

3. 專科醫師考試施行方式之檢討：理監事決議通過自明年起專科醫師考試後三
個工作天內，將公布解剖病理片試之試題與答案，提供考生参考。專科醫師
甄審委員會也協調台北榮總和台大醫院，都會開放大家在上班時間借閱教學

「活動報導」徵求前季學會主辦之
片，以提供考生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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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健保給付之申請與爭取：
照片以 2 張為限。
(1) 申請 EGFR 伴隨式檢測健保給付，案件已送達健保署審議中。
「會員園地」徵求會員散文、新詩、
(2) IHC 染色限制 5 件不合理，不同器官或不同部位，甚至雙側病灶皆應
繪畫 或攝 影等 作品 ，篇 幅 短小為
佳，長篇可連載
分別計算，案件仍在學會嚴謹研議中，將向健保署提出合情合理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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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與申請。

都是在 JAK2 突變的基礎上開發出來的。分子機轉的研究在

5. 繼續維持及發展國際交流活動：

今日的腫瘤診斷與治療，似乎已經越來越重要了。

(1) 2 年一次的台日切片討論會(台日輪流主辦)
(2) 一年一次的台日醫師演講(一位資深)與壁報(三位
年輕醫師)之交流(台日輪流主辦)

除了血液病理以外，同樣聚焦在分子機轉的還有肺臟
病理與腸胃道基質腫瘤(GIST)兩個主題。在肺臟病理部分，
台中榮總江起陸醫師與台北榮總葉弈成醫師為我們介紹了

(3) 一年一次的台日韓婦科病理討論會(日韓日韓台
輪流主辦)

肺癌最新的分子病理進展，以及這些分子病理檢查對於肺
癌治療的重要性。在兩位醫師精闢的介紹之後，我才知道，

(4) 台日韓軟組織與骨腫瘤切片討論會

原來肺癌的標靶治療已經不只針對EGFR與PD-L1，對於

最後，由衷的希望我們所有會員能充分利用學會所提

ALK、BRAF跟ROS-1等生物標記陽性的肺癌，都已經有專

供的資源，為了病人最正確與最合乎先端醫療需求的病理

門的標靶藥物可以治療。相對於肺癌的百花齊放，GIST就

診斷而努力，提昇自己的診斷能力並追求新知與研究。學

落寞許多。在台中榮總楊陽生醫師、臺大醫院李仁傑醫師

會是一個大家庭，也是所有會員的園地，期待與大家一起

的精彩演講中，我們看到雖然科學家們越來越了解GIST的

耕耘。

分子機轉，標靶藥物卻沒有因此跟上，或許在藥物研發上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面，一些樣本量比較小的腫瘤，需要我們去多多關心，否
賴瓊如 敬上

則就會有這種藥物跟不上分子研究的窘境。

活 動 報 導
Pathology Day: Updates on Tumor Pathology
and Implications in Treatment--後記
中國附醫 張凱博醫師
今年九月九日在台中林酒店舉辦的Pathology day研
討會，在台灣病理學會與台灣諾華的細心安排下，順利圓
滿的落幕了，所有與會的臨床醫師與病理醫師們也在這場
研討會中學到了許多，可說是滿載而歸。
為了讓大家能統合診斷與治療的知識，這次研討會的
五大主題均以一位臨床醫師搭配一位病理醫師的方式進行，
而開場便是臨床與病理溝通最為密切的領域：血液病理。
在此一主題中，嘉義長庚陳志丞醫師與王任卿醫師分別從

江起陸醫師(左上)、葉弈成醫師(右上)、楊陽生醫師(左下)、

臨床與病理角度闡述 Myeloproliferative disorder (MPN)

李仁傑醫師(右下)。(杭仁釩醫師提供)

的歷史、診斷標準與分子機轉，內容深入淺出，非常精彩。
在這兩位醫師的演講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高雄長庚邱泰然醫師、臺大醫院鄭永銘醫師針對腸胃

JAK2V617F 突變這個決定性的科學發現。在這個突變被發

道neuroendocrine tumor (NET)的演講，以及高雄長庚簡

現後，不僅除了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以外的

志 彥 醫 師 、 台 中 榮 總 陳 韻 安 醫 師 針 對 HPV-related

MPN 定義幾乎全部改變，也開啟了 MPN 治療的新紀元，

oropharyngeal carcinoma的演講，也都包含了許多我們

包含 Pan-JAK inhibitor、Ropeginterferon 等新藥的問世，

日常執業上需要的新知，聽完可以說醍醐灌頂，茅塞頓開。
更讓人驚喜的是，由於適逢賴瓊如理事長生日，台灣諾華
在研討會中場特別安排了盛大的慶生會，為這場已經很精
采的研討會更添加了節慶的氣息。
最後還是要再次謝謝台灣病理學會與台灣諾華辦了這
場Pathology Day，讓所有與會的醫師在腫瘤診斷與治療上
更有信心。

陳志丞醫師(左圖)與王任卿醫師(右圖))。(杭仁釩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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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南大學位在光州廣域市，創校於西元 1952 年，是韓國的
十大國立大學之一。醫學院本身雖然建築物不大，但從牆
上的校友名單可以感受到濃厚的歷史性。進入講堂之後，
經過簡單的開場，就開始了一日的課程與討論會，內容條
列如以下幾點：
(1)

Sex cord stromal tumor

流行病學來說，sex cord stromal tumor 本身就是比
較少見的種類，再加上裡面又可以細分成 pure stroma、
pure sex cord 與 mixed type 等不同性質的腫瘤。單一醫
學中心的研究案例都是不易收集，因此對於疾病的特性以
及診斷跟預後的相關性也不容易分析。本次三個國家的開
場都是由國內的資深醫師探討各國的研究現況，除了分享
邱泰然醫師(左上)、鄭永銘醫師(右上)、簡志彥醫師(左下)、
陳韻安醫師(右下)。(杭仁釩醫師提供)

成果之外，也可以說是提供三個國家之間聯合研究的一個
平台。
(2)

第二十二屆台日韓婦科病理討論會心得
台中榮總 許永禎醫師


出發前語

各國研究現況

這次的開場演講討論依序為韓國、台灣及日本，韓國
的金教授首先提出了目前韓國對於卵巢 Sertoli-Leydig
cell tumor 的大型研究。從他的報告中可以知道因為腫瘤

這次出國的海報展示與討論雖然只有一天，但是因為

案例稀少，必須以跨醫學中心的規模合作。研究的初步結

是首次出國開會，準備的過程令我覺得充滿挑戰性。年初

果發現細胞高度分裂與升高的 Ki-67 染色似乎可以作為預

的時候找到了適合的案例，在文美卿主任與幾位學姊的協

測腫瘤復發的一項指標，期望他的研究完成之後可以提供

助之下完成了海報的內容。對我這個剛出新手村的住院醫

更好的評量工具，讓之後的研究信效度更好。

師來說，在看到海報成品的時候，心裡就像打倒魔王得到
寶物一樣充滿了成就感。

台灣的部分由賴理事長分享台灣目前對於幾種少見腫
瘤的流行病學與至今發表過的幾篇研究結果。內容分為

會議當天狀況與討論主題：Sex cord stromal tumor

granulosa cell tumor 與 Sertoli-Leydig cell tumor，而這

韓國距離台灣跟日本差不多，飛行時間大約三小時，

幾篇研究展示出目前台灣這幾種腫瘤的基因突變與他國研

但是因為沒有直飛光州的班機，我們只能選擇從釜山機場

究的比較。最後也提出了跨國合作的可能性，讓腫瘤的生

搭車跨過整個韓國南部。在經過另外三個小時的車程之後，

物特性與治療方向有更進一步了解的機會。



我們終於到達光州的飯店。因為隔天就要開會，一身疲憊
的我簡單複習了明日的流程與講稿之後就沉沉睡去。
隔日一早用完餐後，我們就直接出發前往全南大學醫

最後由日本福永教授給大家幾個困難案例，提醒大家
這類腫瘤在診斷上有一定的困難性與平時可能會疏漏的幾
個要點。可惜我自己也幾乎沒遇過這幾種腫瘤，不然當下
我的收穫一定會更多。

學院進行會議。

(3)

海報展示

本屆投稿的海報一共有二十份，對於只有一小時的海
報展示來說有點過於豐富了。也因為這樣，會場被切成兩
個樓層分別展示，我所發表的海報與另外兩位台灣的住院
醫師以及日本的代表們為在同一層樓。
每人發表的時間只有四分鐘，考驗講者如何用簡單的
英文把自己的案例與結論表達出來。不同的海報與主題個
別代表了一些有趣的疾病與腫瘤，在這段時間之內可以學
習到診斷的思考流程，對於我這樣的住院醫師來說是一個
全南大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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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行程
會議結束之後，就是我們的短期出遊行程，因為這次

來到光州開會，旅遊的路線與常見的行程不太一樣，但也
讓我們體驗到不少韓國的風俗民情。
韓國在戰後與我們一樣，是一個依賴加工出口與貿易
作為經濟命脈的國家。但不同的是，他們國家的四季分明，
也因此農產品的收穫量就比我們少。在遊覽車上聽起來只
是單調的理論，但實際吃過與逛過之後的感受非常深刻。
會議結束後兩天的行程都集中在郊區與農村，所以餐點大
多就是平時常吃的家常菜，除了泡菜之外，為了應付寒冬
而儲存起來的乾菜也是主要食材，也因為如此，才經過兩
天我的嘴巴已經開始思鄉了。
本院另一位住院醫師謝耀文帥氣演講的英姿

很好的學習時間。前面一小段時間因為準備自己的
presentation 而無法專心在其他人的海報上，是一件很可
惜的事，如果之後還有機會參加類似的討論會，我希望自
己可以花更多時間學習與跟講者討論。
(4)

案例分享

下午最後的重頭戲是各國的案例與研究分享，因為腫
瘤本身少見，有很多內容我並沒辦法好好吸收，只能低頭
猛畫重點等回國再慢慢研究。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成大的
學長的案例，因為其中引用論文的作者前田教授就在現場，
因此座長提問的問題難度與深度就增加許多。前田教授用
他流利的英文一一回答實際工作中遇到類似的案例如何判
斷，以及如何與臨床醫師溝通讓病人得到最適當的治療。
坐在台下的我雖然覺得學長站在台上很久有點可憐，但相
信他這次報告的收穫一定非常豐富。
最後，在更簡短的結語之後，我們一群人拍了大合照，
就啟程前往附近的傳統餐廳用餐。跟著一群國外的醫師一
起吃飯與討論也是一個很新奇的體驗，坐我對面的韓國教
授是個很風趣的人，讓我跟旁邊的住院醫師度過了一個愉
快的晚上。

樂安邑城城牆上俯看城內的傳統村落，現在還有人住在裡面

韓國的十月已經開始變冷，但我們旅遊的主要路線還
是偏東南海，所以從台灣帶去的衣服還算足夠，太陽大的
時候跟夏天根本沒有分別。最後一天我們來到釜山，路上
的行人穿著與街景跟台灣其實滿像的，但商店街的規模與
設計就整齊許多。雖然整個市區裡面丘陵地很多，但市區
公園與釜山塔就很好
的利用了高地而設置，
而每條街道都有不同
類型的店家聚集，給
人一種十分方便的逛
街體驗。
這短短的三日遊，
看完了這一部份的韓
國之後，雖然有很多
進步的地方，其實有
很多地方與台灣差別
不多。對我來說，這
趟旅程帶給我最大衝

晚宴請來男子四重唱表演

擊的還是參觀光州

釜山塔與龍頭山公園銅像，銅像人物為

518 事件紀念館的

韓國海戰將軍忠武公李舜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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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早上，雖然紀念館的影像與圖片有一部份的解說文字

福他生日快樂，最後還獲得台灣代表團和大師的合影！結束

只有韓文，但還是能感受到這個事件的衝擊性。

一天緊鑼密鼓的上課，會後大家便集合到盛記火鍋享用超好
吃的港式火鍋，聽學長姐說沙田還有很多隱藏版的巷弄美食，
有待大家下次來開會時品嘗。

518 事件紀念館一隅



結語
這次的會議對我來說是第一次出國進行病例研究的發

表，雖然只是海報展示，但與他國年輕醫師交換意見與了
解國外研究進度的機會是很難得的。利用短短數分鐘的講
稿分享自己的學習心得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而充實的討

台灣代表團與 Dr. Faquin 合照

論會之後短暫的韓國旅遊也是很棒的充電行程，在身心靈
都充滿電力的狀況之下，我帶著愉悅的心情準備再次開始
下次的報告輪迴之中。

2018 HKIAP 香港秋季年會—會後雜感
台中榮總 胡伃璇醫師
由於擁有和台灣距離相近的優點，加上邀請的講者都是
大師等級，香港春秋季年會一直是台灣病理科醫師踴躍參與
的會議之一。繼去年台日韓會議之後，這次是我第二次參加
國際會議並發表 poster，很幸運獲得 HKIAP travel grant
的獎助，對於還只是住院醫師的我來說是莫大的鼓勵，也讓
這次出國花費只需負擔美食和戰利品即可呢！

台灣代表團於盛記火鍋

今年秋季會議主辦地點依舊是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最後，想藉此機會感謝陳建欽學長的引薦，讓我在出國

沙田是一般觀光客較少會來旅遊的地方，因此觀光客如我對

前連絡上張良慈醫師，不論是出國前的提醒或是在香港的行

於交通方式不慎熟悉，轉了近兩小時的地鐵才到達下塌飯店

動上，張醫師就像媽媽一樣把我照顧的無微不至，在這次會

(沙田麗豪酒店)，後來才知道其實機場有固定時段的飯店直

議中也認識了來自長庚的楊承翰醫師和劉鈺甄醫師，在國外

達巴士可以搭乘。有別於熱鬧繁華的中環旺角，沙田地處依

看到這麼多學長姐，雖然分處在台灣不同地方，但大家都不

山傍河，多了點清幽的氛圍。

辭辛勞和遠行前來參加，在自己的專業上力求精進，讓菜鳥

本次會議主要探討四大主題:甲狀腺及唾液腺腫瘤(結合

如我深受鼓舞。出國開會除了能夠吸收新知，也多了機會認

細胞學)、婦科疾病(卵巢/子宮內膜/子宮頸癌以及臨床上常

識其他醫院優秀的同事或前輩，是我認為此次會議最大的收

見的困難診斷)、胸腔疾病(肺癌以及其最新的基因檢測和染

穫！

色輔助)、神經軟組織腫瘤。整體來說香港年會很適合初學者
來參與，以主題的方式來呈現，好吸收而且有系統性，加上

第七屆台日切片討論會紀實

講義採全彩印刷，方便日後翻閱查詢。在會議中場休息時間，

基隆長庚醫院 楊承翰醫師

受陳建欽學長之託，我用破爛的英文(感謝楊承翰學長幫忙解

台日切片討論會是兩年一次輪流於台灣和日本舉辦的

圍)送給其中一位講者 Dr. Faquin 從台灣帶來的鳳梨酥，祝

國際研討會，會議內容是兩方各提供數個案例的切片及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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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病史、由另一方解題、再由提供者公布答案。我上一次

織腫瘤共有兩例，馬偕醫院提供一例 60 歲女性腳後跟的

參加是 2014 年 10 月在台北舉辦的第五屆台日切片討論會，

extraskeletal myxoid chondrosarcoma (EMC)，而日本川

那時候的我是個才剛接觸病理不到兩個月的第一年住院醫

崎醫科大學(KawasakiMedical School)提出的是 60 歲女

師，還記得整場有如鴨子聽雷、只能瘋狂照相求心安；經

性在頭部顳側皮下的 spindle cell rhabdomyosarcoma

過四年的鴨子划水，終於稍微聽懂一些了、也終於從瘋狂

(RMS) 。 馬 偕 醫 院 提 供 的 案 例 其 診 斷 困 難 度 在 於 是 個

照相求心安進化到右手有空檔可以寫點筆記求心安。現在

hypocellular variant，可能會誤診為良性腫瘤，在 Am J

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這屆精彩的案例吧！

Dermatopathol. 2017;39:e38-e40 這篇文章裡建議應該
將 EMC 納入 plantar foot nodule 的鑑別診斷裡，必要時
可 用 分 子 技 術 證 明 其 EWSR1-NR4A3 fusion gene 。
Spindle cell RMS 曾經在幾年前專科考試的片試裡考過，
要正確診斷需要能夠辨認 spindled rhabdomyoblasts。在
分子層面上，VGLL2 gene fusion-related spindle cell
RMS 多發生於嬰兒；而 MYOD1-mutant spindle cell RMS
則 會 有 較 明 顯 的 sclerosing morphology ， 且 有
aggressive behavior。
中樞神經系統的腫瘤在新版 WHO 分類裡也新增了許
多 molecular classification，其中 ependymoma 目前雖
尚未完整定義 molecular classification，但許多研究已顯

會場大合照

示在 supratentorial, infratentorial 和 spinal cord 等不同
位置的 ependymoma，其 genetics 是不一樣的。尤其在

台灣和日本今年都各提出了一個較罕見的腎臟腫瘤案

supratentorial ependymoma 裡，C11orf95-RELA fusion

例。日本九州大學(Kyushu University)提出的是一位 47 歲

ependymoma 常會造成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的

男性的 TFEB-translocation renal cell carcinoma (RCC)，

aberrant activation，且預後最差。這次日本岡山大學病院

它是著名的 MiT family translocation RCC 之一，因為第 6

(Okayama University Hospital)提出一個發生在 9 歲女孩

及第 11 對染色體發生轉位而造成 MALAT1-TFEB gene

大腦額葉、有 RELA-fusion 的 ependymosarcoma，是個

fusion。這個腫瘤的型態學特色是由兩種細胞形成 biphasic

罕見中的罕見案例，值得大家好好觀賞其型態及深究。成

appearance，IHC study 可以輔助診斷，若能利用分子技

大 醫 院 提 出 的 血 液 病 理 案 例 ， 是 IgG4-related

術確認其基因轉位則更完美。值得一提的是，近年逐漸發

lymphadenopathy

現一些 TFEB-amplified RCC，甚至還有少數案例是同時具

mononucleosis-like pattern，此案例已獲刊於今年 7 月

有 TFEB-translocation 和 TFEB-amplification，除了形成

AJSP 的 case report，內容篇幅不長但深入淺出、值得大

的 機 制 不 同 之 外 ， 這 些 腫 瘤 的 clinical behavior 較

家一讀。日本的解題者也大方承認因為搜尋到這篇文章而

TFEB-translocation RCC 還要 aggressive，因此有其正確

能夠正確診斷，引來一片歡笑。

裡

新

發

現

的

infectious

診斷的必要性。台灣方面則是台北榮總提供的 unclassified
RCC with medullary phenotype，發生在一位沒有 sickle
cell trait 的 54 歲女性。以此命名是因為這個腎臟腫瘤符合
renal medullary carcinoma (RMC)的特徵，但病人沒有
sickle cell trait 。 目 前 這 類 腫 瘤 被 認 為 是 sickle cell
trait-associated RMC 的 sporadic counterpart，但仍待
進一步研究。
近年來許多和基因轉位及基因放大相關的軟組織腫瘤
被發現、需要了解及背誦的知識也隨之排山倒海而來，因
此軟組織病理一直是每屆考生心裡最軟的一塊。今年軟組

Poster session 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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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科病理部分，熊本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Kumamoto

參加「9th breast pathological course」心得分享

University Hospital)提出一例從 28 歲女性卵巢 mature

嘉義長庚醫院 莊惠絜醫師

cystic teratoma 長出的 medulloblastoma；台大醫院則是
提出一個 24 歲女性卵巢的 moderately-differentiated
Sertoli-Leydig cell tumor，且後續的 genetic studies 證
實與 DICER1 syndrome 相關。台大醫院此案例報告十分精
采，在會後的惜別宴上一位日本朋友特別讚美台灣的案例
都能夠做完整及徹底的分析研究。最後的兩個案例，一個
是東京醫科大學(Tokyo Medical University)提供的 70 歲
男 性 胰 臟 切 片 ， 最 後 診 斷 是 serotonin-related
neuroendocrine tumor 及 IgG4-replated pancreatitis。
這樣一個玻片有兩個診斷的案例在近年專科考試裡出現頻
率有逐漸增加的現象，未來的考生們可要留意了！壓軸登
場的是中山附醫提出的 70 歲女性的肺臟切片，診斷是
Dirofilariaimmitis infection，此案例之所以提出來是因為
其 大 片 的 coagulative necrosis 乍 看 之 下 會 誤 以 為 是
tuberculosis，但仔細在 necrosis 裡尋找可找到蟲體。
在這屆的台日切片討論會裡，中場休息時間加入了
poster session，將壁報發表分為三區，請作者們用 7 分鐘
的時間一一做口頭發表，並安排 moderator 主持、讓聽眾
當場問問題。這樣的安排個人覺得很好，除了讓作者增加
口說及回答問題的臨場經驗外，透過作者的講解也能讓聽
眾迅速理解其研究內容。
這次台日切片討論會能夠順利圓滿的完成，要感謝學
會裡每個成員，包括理事長、秘書長、秘書真真、每個案
例的提供者和解題者、討論會當天忙進忙出的北榮學弟
妹、一日遊的隨團人員……等。自己學會辦的活動需要大家
一起支持幫忙，學會才會越來越好，大家一起努力吧！

去年秋天至香港上課時，得知每年於新加坡由 Dr. Tan
Puay Hoon 舉辦的 breast pathological course 將邀請 Dr.
Stuart Schnitt 和 Dr. Elena Provenzano 擔當講者，就耐不
住雀躍的心情報名了。
會議時間在今年的 11 月 8 日到 11 日，雖然已經是秋
天，走在市區還是會汗流浹背，不過相對地室內空調都非
常「有力」
，因此還是需要隨身的外套。第一天的課程是有
名額限制的 microscopy workshop，課程由早上八點半開
始，每個學員都有單獨使用的顯微鏡和看不完的玻片，閱
片時可以在彩色影印的講義上寫下自己的診斷和後續講解
做比對。這些玻片除了三位講者（Dr. Stuart Schnitt, Dr.
Elena Provenzano 和 Dr. Gary Tse）所提供的有趣 Case
之外，身為主辦方的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也提供
許多教學片。11:00 之後三位講者就會輪流講解他們的玻片，
並和台下的學員互動，彼此分享經驗。午餐過後仍有些許
時間可以自己看片，接著是繼續的講解和討論，即使有一
整天的時間，但還是有很多主辦方提供的玻片無法講解完
畢，所幸在會議結束之後，會於網路提供所有玻片的答案
和講解投影片，因此不會有遺珠之憾。且因為有操作閱片，
所以可在課程中找到自己的盲點並加以改進！
第一天晚上也有病理學會前輩大力推薦的 welcome
dinner，雖然需要自費，我也看在餐點很美味的份上報名
參加了！這次晚餐地點在 Pan Pacific hotel，餐廳內選擇多
元且每一種餐點都非常美味，其中也包含了許多新加坡道
地美食。用餐過程中可以認識一些新加坡的朋友，雖然他
們的官方語言是英文，但是中文大多講得很好，也常常可
以聽到福建話（類似台語）
，對於我這種英文詞彙欠缺的人
來說，新加坡真是個交朋友的天堂！而這次會議也有香港、
泰國、越南、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和澳洲等國家的醫師
參與，其實是相當國際化的課程。
第二天的議程都是 lecture，除了病理診斷之外，還有
許多和臨床相關的內容，其中也包含如何進行檢體切取的
經驗分享，在課程中除了聽眾的回饋之外，三位講者以及
主辦者都不吝於分享自己的經驗，甚至於對於未知的領域
也都會說出自己的看法，與其說是講課，感覺也有點像是
經驗分享會。另外這次會議中也包括探討臨床處置的部分，
所以在場也有臨床醫師提出對於病理報告的看法，這是和
一般病理課程比較不同的地方。

午宴與一日遊照片

最 後 一 天 是 可 互 動 答 題 的 case discussion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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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提供臨床多專科會議中所討
論過的案例，主要是 core needle biopsy，也有一位影像
診斷科的醫師在場提供影像診斷科的診斷，大部分的案例
都有後續外科檢體的比對。這樣的課程對病理科醫師來說
非常實用，可以看看自己的診斷是否和其他人相同，並聽
聽不同診斷意見的看法。在這三天的課程中，我覺得講者
以及主辦方都非常的親切，也會提出相當實用的論點，會
場也具有相當完備的軟硬體，甚至於團體照的拍攝也都非
常講究（一定要照到每個人的臉才罷休）
，最後我不得不提
的是三天的議程都有準備早餐，這些總總都令人覺得這是
一場相當成功而且貼心的國際課程，很值得參加。
由於自己是第一次去新加坡，因此出發前上網搜尋一
下交通方式以及該注意的事情，意外發現很多人都覺得這
個國家不大，大部分的評價都是「去一次就好的國家」
。不
過在自己這短暫的到訪時間中，感受到新加坡是一個小而
美的國家，雖然土地不大，但可以看見許多綠地，也不會
令人感覺過分擁擠，環境也維持得非常整潔，食物美味當
然不在話下，重要的是人民也十分友善。再次強調當地人
除了流利的英文之外，也可以說國語和台語，對同行的長
輩來說實在非常盡興，我認為出國開會如果想帶著全家一
起出遊，新加坡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國家！！

學 術

活

動

快

報

活動名稱：北區跨院病理科 GYN Pathology 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9 年 1 月 12 日 09:30-11:3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醫學科技大樓五樓病理部
活動名稱：迎接數位病理浪潮---您準備好了嗎？
活動時間：2019 年 1 月 27 日 09:30-17:30
活動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101 廳
活動名稱：南區跨院病理科 GYN Pathology 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9 年 3 月 30 日 09:30-11:30
活動地點：待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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