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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 賴瓊如 醫師
最近天氣漸漸暖和，真的感覺到春天要來了呢！
言歸正傳，今年學會的要務與展望及各位會員關心的事務，藉學會通訊的篇
幅向所有會員們作個簡單扼要的報告。
1. 學術活動：到目前為止，學會所舉辦的各種活動及會議，大家都十分捧場，
參加踴躍，不僅可以增加新知，也有交流互換情報與資訊的機會，非常棒！
更重要的是，很多参加者給我們許多正向的回饋，讓秘書處感到很欣慰。當
然，也有批評與建議，我們也同樣感謝願意告訴我們的會員，讓我們有機會
改善與進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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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紹並重…等等重點來舉辦所有學術活動。另外，考量今後分子病理與數位病
理、人工智慧之發展及實驗室認證的趨勢，今年開始有新的活動安排如下：
a.

為建立分子病理之基礎教育，同時培養接班的年輕醫師，今年展開全新
的分子病理教育課程與訓練，將於 4 月 25-26 日，分別於台北榮總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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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醫學院舉辦「2019 台灣病理學會分子病理核心課程」，邀請全台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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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期能夠增進病理住院醫師與年輕主治醫師的分子病理基礎能力。

Chun-Chieh Wu, M.D.

應屆專科醫師考生的實驗室參訪，規劃暫定於 6 月，集中一天在台北病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Chen Chang, M.D.

理中心辦理，日期未定，當天將分為兩個梯次，上午為北部住院醫師考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ospital

生，下午為中南部考生，方便台北以外的考生有足夠的交通時間往返。

Kuan-Ju Lai, M.D.
Taitung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Yu-Hsuan Hu, M.D.

b. 7 月 27 日在台大醫學院舉行「實驗室認證與伴隨檢測品質管理」研討會，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將邀請國內專家與 TAF 委員演講相關議題，幫助現在正在準備認證的實

徵稿訊息

驗室。

本刊物每 1、4、7、10 月之第一個星期

c.

9 月 1 日將於公務人員人力發展中心舉辦「數位病理與人工智慧研討

一為發刊日，歡迎會員踴躍投稿。請於

會」
，將邀請美國 Digital Pathology Association （DPA）的會長與重要

發刊日前一月 20 日以前將來稿投至：
twiapnews@gmail.com

幹部 Prof. Liron Pantanowitz、Prof. Anil Parwani、Prof. Marilyn M.

「活動報導」徵求前季學會主辦之活動

Bui、Prof. Junya Fukuoka、Dr. Joe Yeh 作演講，演講者與題目皆為一時

或參訪國際病理學術會議之紀錄，文字

之選，敬請期待並預留時間參加。

部份以 1500 字為限，活動照片以 4 張

d. 其他各項會議資訊請密切注意學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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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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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保相關議題：
a.

討論會，取得案例之診斷共識，再由符合規定之病

歷經兩屆理監事會兩年來的努力，健保署終於在共

理專科醫師發出報告，才是最理想的方式。若是由

擬會中通過新增「肺腺癌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

皮膚科醫師同時扮演臨床與病理的角色，球員兼裁

基因突變」檢測，近期即將開始實施。這將是第一

判，根本喪失監控的機會，如何作好品質把關？更

個限定病理醫師簽發報告的癌症伴隨式分子檢測，

何況可能因此造成皮膚切片之浮濫，令人擔憂。但

更重要的是將本學會認證之分子病理實驗室與

提醒各位會員，務必積極參與皮膚病理相關活動，

CAP 及 TAF 之認證分子病理實驗室一併納入給付

將本身裝備好以面對各項挑戰。

標準，顯示學會分子病理實驗室認證已受健保署認

學會是一個大家庭，也是所有會員的園地，期待與大

同，這是學會一項重要成就。至於給付規定之詳細

家一起耕耘。我們做的好的地方請大家給予掌聲肯定，不

內容請參考學會公告。但遺憾的是，雖然學會極力

滿意之處也請務必告訴我們，讓我們有機會改進，謝謝！

爭取，但最終健保署通過的給付點值偏低，請大家
多多包涵。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b. 由於健保署 IO 藥物給付的預算有限，因此嚴格規

賴瓊如敬上

定 PD-L1 檢測結果作為申請用藥給付與否的關鍵，

專

而且綁定相對應藥物、染色平台及專用抗體，造成

c.

報

導

病理科實務操作的困難。為病患用藥的需求，目前

數位病理與人工智慧專題系列〈1〉

病理科對無法在自己實驗室操作的相對應 PD-L1

人工神經網路：它的病理應用與迷思

檢測只能選擇外送，請大家排除萬難並多多與臨床

中國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張凱博醫師

醫師溝通。此外，學會於成本分析完成後，會向健

人工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是一種機

保署提出新增伴隨式檢測的申請，其位階應該會與

器學習的架構，這種架構可以藉由模擬神經元傳遞訊息的

EGFR 檢測一樣，在第二十四項(伴隨式診斷，

方式（如圖一）
，分析現實世界的模糊資料，對於現實世界

Companion Diagnostics）
，而非一般之免疫染色。

的模糊問題得到以一般演算法無法描述的解答。早在個人

屆時學會將公告統一之報告格式供會員參考使

電腦普及之前，已經有學者提出，以類神經網路為主的機

用。

器學習方法，因為其從現實資料中摸索規則的能力，可能

至於 IHC 每例限制 5 項的規定，對每例的定義及

有助於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
。然而在 1990 年代

限制，學會已向健保署提出建議，目前等待健保署

之前，由於電腦計算能力的侷限，類神經網路幾乎無法應

商議，會隨時更新進度。

用於實戰上，當時能夠以機器分析的資料，仍以能人工輸

3. 病理專業業務權利義務之維護與爭取：
a.

題

法醫病理專業尊嚴之爭取：法務部自去年 6 月起

入清晰定義者為主，因此電腦視覺在自然界影像的識別上
幾乎無用武之地。

共召開 8 次「法醫師法與刑事訴訟法相關問題研
商會議」
，本學會與醫師公會全聯會努力爭取陳情，
有部份已得到考選部及監察院回應，例如應考資格
的認定與考試科目配分與題型已有修正草案審核
中（4 月 2 日考選部），監察院諮詢會議討論（4
月 26 日）
，後續發展再向大家報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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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署於前年底召開過一次協調會與 2 次函文徵詢
本會意見。本會重申：秉持病理專業立場，衛福部
專科醫師制度的原則不應有妥協，應遵照目前規定
為之。為提升皮膚病理診斷品質，各科別的醫師應
合作，藉由開病理科與皮膚科聯合討論會或多專科

圖一 人工神經網路架構 (圖片取自 wikicomm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ificial_neural_network#/media/Fil
e:Colored_neural_network.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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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8 年後，這樣的僵局逐漸得到了解決，類神經
網路全面進入電腦視覺領域。造成此一技術革新的原因，
除了硬體規格的不斷提升之外，更重要的是卷積神經網路

診斷標準的困難；最後一點就是，即使開發成功也必須通
過中央主管機關的審核，這更是一個曠日費時的工作。
所以雖然神經網路在病理診斷上的實用性會不斷進步，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的發展。卷積神經網路

然而在這十年內，對於此一科技的恐慌是不必要的，我們

可以視為一種「減輕資料負擔」的演算法，在深度神經網

不但不應該排斥它，反而應該擁抱它，因為這個科技可能

路（deep neural network）的運算層中間加入卷積層（如

會型塑未來的病理世界，病理醫師必須要早一點學會與它

圖二）
，把多個像素濃縮成單一特徵值，因而大大縮減了在

相處。

影像分析上所需要的運算資源。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卷積
神經網路在 2012 年辨識手寫數字的誤差已經降到 0.3%以
1

下 ，在 2016 年辨識日常生活物品的誤差也降到 1%以下
2

，堪稱電腦視覺的大勝利。

參考資料
1. MNIST 手寫數字資料庫網站
http://yann.lecun.com/exdb/mnist/
2. ImageNet 網站
http://image-net.org/challenges/LSVRC/2016/res
ults

數位病理和人工智慧對台灣病理界之可能影響
與衝擊
彰化秀傳醫院病理科 朱旆億醫師
數位病理與人工智慧，是目前無論報章雜誌、網路或
是新聞上相當熱門的關鍵字。病理學是所有臨床醫學的基
圖二 卷積層架構（圖片取自 wikicomm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volutional_neural_network#/med
ia/File:Conv_layer.png）

在辨識日常生活物件的技術成熟，甚至連手機也開始
有了人臉辨識功能之後，工程師自然將腦筋動到了醫療領
域，其中病理切片判讀此一技能，由於很明顯是圖像辨識，
便成為了一個非常熱門的題目。在一些診斷上非常明確的
圖像上，工程師與病理醫師互相合作，很快就發展到了顯
著的高度，在某些人眼看得比較吃力的題目，例如乳癌前
哨淋巴結上，其判讀力甚至超過人類（見這個領域的經典
論文 JAMA, 2318 (22), 2199-2210）。在診斷稍微困難的
領域，例如說原發乳癌篩檢，雖然成果依然不是很令人滿
意，然而已經有改善的趨勢。這樣的成就使得「人工智慧
將迅速取代病理醫師」的迷思在國內迅速散播，並造成一
定程度的恐慌。然而，神經網路不但無法在短期內完全取
代病理醫師，其實此一技術即使要成為重要的診斷輔助工
具，也還需要至少五年以上的磨合，原因有以下：
其一，現代的機械判讀必須在數位化的環境中進行，
而要高速進行病理切片的數位化作業，不但需要昂貴的高
速切片掃描機，更需要動輒以 Petabyte（PB, = 1024
Terabyte [TB], = 1024 x 1024 GB）計算的海量伺服器空
間，可以想見的是，短期內能夠負擔自動化判讀服務的院
所必定非常有限；其二，病理診斷的項目非常繁雜，且常
出現診斷爭議，若需要全面性的病理影像資料庫供神經網
路學習，光是在病理醫師標示的這一步就會遇到人力以及

石，亦是基礎醫學研究和臨床應用之橋樑。病理診斷更是
臨床診療的黃金標準，影響病人預後及醫師的臨床處置非
常重大。從西元十七世紀荷蘭人雷文霍克第一次以自製的
顯微鏡觀察到微生物後，幾百年來，病理學家及病理科醫
師一直都以顯微鏡來觀察、研究與診斷。但近幾年，病理
切片數位化儀器及資訊科學的大躍進，導致了和資訊似乎
毫無相關的病理界掀起了風起雲湧的變化。土地廣大的國
家紛紛推動數位病理，歐美先進國家則投入相當多的資源
發展人工智慧病理切片閱片程式，而相關醫療資訊新創公
司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目前在影像醫學方面，如 X 光、
CT、MRI、核醫科等，人工智慧判讀似乎已經逐漸成熟，
有可能成為輔助放射科醫師或是核醫科醫師報告的工具。
臺北榮民總醫院甚至首開全臺灣第一個「AI 門診」。病理
切片也算是影像醫學之一，那到底報章網路媒體所追逐報
導的熱點，是否可以解決病理醫師或臨床醫師的痛點，進
而成為公司或是醫院的賣點呢？數位病理與人工智慧對於
台灣病理界又可能有什麼樣的影響與衝擊呢？本文章將從
個人觀點就幾個面向來討論。
目前很夯的人工智慧是因為有了大數據資料及高速運
算機器才露出曙光。那人工智慧病理切片判讀自然也是需
要先有巨量病理影像數據資料庫才能發展，也就是病理切
片先要數位化。若是購置或是租賃病理切片掃描機器，將
值得長期保存的切片加以掃描留存以備往後之教學研究，
這部分目前就實務面來說，是可行且值得做的；但若準備
像目前臺灣影像醫學部門把所有片子都放上醫療影像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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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輸系統（PACS）以供醫院醫療人員查閱及發報告，則

但兩者結合之遠距病理，相較於對岸的發展蓬勃，卻顯得

有幾個點需要斟酌考慮。簡單來說，可以用 6 個 S 來評估，

明顯不足，非常可惜。筆者多次在國際病理會議上，遇見

也就是速度（Speed）
、智慧（Smart）
、流暢度（Smooth）
、

不少位東南亞及南亞國家之年輕病理科醫師表達有意願想

安全性（Secure）
、方便性（Simple）
、掃描機（Scanner）
。

來台灣學習次專科病理，並期盼回母國後可以用遠距病理

實驗室將全部數位化時，要仔細審視建立流程，讓病理報

的方式來進行諮詢，甚至有機會可以請台灣醫師協助診斷。

告時效性是否可以至少不要比現行出報告流程慢？或是可

以台灣病理界有很多前輩在各次專科領域上聞名國際，加

以更快？資訊安全部份是否無虞？影像部門可以達到全面

以台灣病理科醫師平均素質很高的情況下，政府可以大幅

無片化，但是病理科目前仍需要進行切片染色後，再進行

補助國內醫院病理科實驗室添購建置數位病理遠距會診平

掃描，等於是需要再做一次工，費用成本是否會再墊高？

台，爭取與外國醫院之遠距病理會診諮詢診斷之機會，藉

病理切片影像檔案非常的大，每片是以 GB 來計算，而 X

以提升台灣病理界數位化的程度與發展誘因。

光影像是以 MB 來計算，差異幾千倍，故醫院資訊系統是

最後提到人工智慧病理。人工智慧病理是屬於辨識巨

否可以承受如此巨量資料之儲存、傳遞與提取，這也是需

量視覺資料的工具，一張病理切片蘊含著非常多的細胞和

要在建置前就加以檢測。當然，病理科醫師或是病理科內

非細胞的影像資訊，最後匯集成病理診斷。世界聞名的華

部同仁，是終端的使用者，整個數位病理平台的運作，是

裔美籍科學家李飛飛教授，就是建構了視覺網專案

否可以獲得認同並樂於操作使用也具有相當程度的考驗。

（ImageNet）
，匯集超巨量圖片，而後供許多資訊專家來

掃描機則是另外一個考量的重要因素，就目前的技術面而

發展圖片辨識。所以人工智慧病理診斷系統的發展，一定

言，婦科細胞抹片及骨髓、淋巴切片的掃描影像，其品質

是要建構在類似 ImageNet 的巨量病理資料下，由許多病

仍會對診斷之正確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而需要再同時

理醫師和資訊工程師來共同努力完成的。近年來，經常有

參考原來的抹片或切片。目前市面上的掃描機，其掃描影

報章雜誌報導某些研究之人工智慧判讀影像的準確度已經

像格式也未統一，導致不同廠牌掃描機的掃描影像無法互

追上甚至超越病理科醫師的新聞，但細讀這些研究的內容，

相轉換，希望未來這些廠商可以有機會整合掃描影像格式。

幾乎都侷限於某類癌症的判讀，並非廣泛性的判讀診斷。

所以就數位病理的發展而言，個人是非常樂觀，且認為是

因為病理診斷經常是臨床診療之黃金標準，也是健康保險

未來之趨勢，但就種種條件及原因來看，未來幾年在台灣

或是商業保險給付的依據，故如果人工智慧判讀病理影像

病理界應該還是只有病理業務量大之大型醫院比較有機會

的準確度，在各種典型或是非典型病灶上，無法達到相當

建置全面化的數位病理實驗室。

程度的精準度，短期內，應該不至於會完全取代病理科醫
師。不少年輕醫學系畢業生因為害怕人工智慧發展會取代
病理醫師而不敢走病理領域，甚為可惜。科技發展進步，
確實會取代不少的工作，但卻也創造出更多新型態的工作。
病理科醫師，因為有了電子顯微鏡、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基因檢測等一波波新工具的出現而使得工作內容越來越豐
富且多元。相信數位病理及人工智慧也會是台灣病理醫師
們未來的好幫手。

病理切片數位化之後，也就可以開啟所謂的遠距病理
諮詢與診斷。中國因為國土面積廣大，很多省分嚴重缺乏
病理醫師，故早在多年前就已經開始大力推動數位病理及
遠距病理（中國稱為遠程病理）
，在政府的大力扶植及補助
下，甚至連掃描機也有中國自製的廠牌，也連帶大幅提升
中國病理醫師的素質和服務。台灣的醫療服務的可近性很
高、醫院密集、加以物流運輸業發達，故發展遠距病理會
診之誘因不高，也連帶降低政府對於數位病理及遠距病理
的投入。台灣的資通訊產業（ICT）和醫療技術皆舉世聞名，

會

員

園

地

參加「2019 USCAP」心得分享
台北榮民總醫院 賴薇安醫師
USCAP 的議程涵蓋了所有的病理次專科，內容相當多，
出發前看著複雜的議程表在選擇要去參加那些項目有點困
惑，經過了這一次的經驗之後才比較清楚。６天的會議分
成兩個段落，前兩天主要是各個次專科學會的 companion
meetings，後四天才是主要的 USCAP meeting。而在
USCAP meeting 中主要的內容是個別作者投稿發表的

4

oral and poster presentations、特別演講、以及各種付

是此行最大的收穫之一。另外也聽了許多其他團隊的 oral

費課程。另外在所有議程開始的第一天早上有個特別開給

and poster presentations，了解哪些面向是有待解決的

住 院 醫 師 免 費 參 加 的 課 程 ： Genomic Medicine for

重要課題，以及該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回答這些問題，也是

Pathologists，名額有限相當熱門，這次很幸運有搶到這

很重要的學習。

個課程，十分推薦大家參加。

很推薦住院醫師們有機會可以到國際會議來看看，了
解自己有興趣的病理主題的最新進展，好好充個電回來有
滿滿的動力做一個熱忱的病理醫師！

Genomic Medicine for Pathologists 這個課程主要
的授課模式以分組討論完成教案來進行。教案會一步一步
引導你從網站工具中去尋找資料來回答問題，進而學會幾
個面向，包含如何尋找資料以了解與疾病相關的分子變化
與臨床意義、了解 genomic tests 可以解決的問題和其缺
點、以及如何以一個病理醫師的角色來協助詮釋 NGS 的

德勒斯登大學醫院進修心得分享

檢測結果。這樣的課程內容在平常住院醫師的學習中比較

高雄醫學大學 陳怡庭醫師

少有機會接觸，也不在住院醫師的訓練內容和專科考試中，

藉由與國外機構與專家學者交流合作，是增進自己視

但解讀 genomics 資訊的能力相信是未來病理醫師須具備

野與經驗的最好機會，從截然不同的系統與醫療模式中學

的能力，需要自發性地把握機會多多學習。在這個短短一

習，不僅能提升自我的能力，並從原有的思考模式跳脫，

天的課程中不可能馬上把這些東西學會，卻是個起頭讓學

融合啟發性的概念與想法後，進而創造出更多可能，這也

員知道工具在哪裡，能夠有動機和基礎來探索疾病在分子

是一位醫師不斷成長的動力。敝院高醫附設醫院每年不僅

層 面 的 變 化 。 這 個 課 程 是 由 美 國 NIH 支 援 的 TRIG

提供年輕醫師出國參與學術研討會的名額，並推動且鼓勵

program 所組織，TRIG 網站上也有開放分享的學習資源

短則三個月長則三年的國外進修，其中包括技術研習以及

提供大家參考：www.pathologylearning.org/trig。

學位研讀兩種，給予留職留薪和足夠生活費補助。因此敝

在 Companion meetings 和 USCAP 特別演講中請到

部在前幾年陸續有吳俊杰與連培因兩位醫師，分別前往日

的都是領域中的專家，他們都能帶領聽眾們對講題中的疾

本與香港進修血液以及腎臟相關疾病，自己當然也把握這

病做一個全面性的 review 以及帶到最新的進展。這次印象

千載難逢的契機，向德國的德勒斯登大學附設醫院申請，

很深的是雪梨大學的內分泌病理醫師 Dr. Anthony Gills

希望藉此對於胃腸道腫瘤之臨床診斷、組織庫系統以及多

關 於 pheochromocytoma / paraganglioma and

方分子診斷層級能累積更多經驗，並進而了解其醫學院上

hereditary syndrome 的演講，Dr. Gills 是研究 SDH

課器材及資源，提升病理學科在學校的教學模式。

deficient cancer syndrome 的專家，他的演講深入淺出

德勒斯登這座城市是德國薩克森自由州的首府，為德

地把 pheochromocytoma 的流行病學、型態與診斷、和

國東部重要的文化、政治和經濟中心，其擁有數百年的繁

SDH mutation 討論了一遍，聽到研究者第一手的資料真

榮歷史、燦爛文化藝術以及許多美麗的巴洛克建築，被譽

的是很有感覺能對這樣的疾病有比較全面的認識。覺得這

為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加上比鄰易北河，因此又有「易

些演講對住院醫師的學習非常有幫助，學習效果事半功

北河上的佛羅倫斯」美稱。而德勒斯登大學附屬卡爾•古斯

倍。

塔夫 • 卡 盧斯 醫 院 （ Universitätsklinikum Carl Gustav
住院醫師來 USCAP 最重要的當然是 presentation，

Carus Dresden）創立於 18 世紀，具有悠久歷史，是德國

從準備的過程中和與主持人和觀眾的對答中可以幫助自己

重要的醫學研究教學中心之一，其病理部門除了參與學校

了解有待加強的地方在哪裡，以及得到一些有用的建議，

教學之外，也提供臨床病理組織、細胞、冰凍切片與法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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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等檢驗，他們擁有成立超過十年的分子病理實驗室，

住院醫師閱讀，提高其學習效率。

以協助臨床在診斷之外的額外治療依據，除此之外，部主

德勒斯登大學卡爾•古斯塔夫•卡盧斯醫院屬於教學級

任 Baretton 教授及另一名 Aust 教授兩位都是腸胃道病理

醫院，其每年的病理切片個案數約在六萬左右（包含冰凍

的權威，同樣是德國腸胃道疾病諮詢專家之一，這也是我

切片），法醫解剖案例約一年 100 件。在德國的醫療系統

為何選擇這家醫院進修的主因。另外，其業務也負責整個

來說，附近的中小型醫院檢體都會將檢體送至此作檢驗，

醫院組織庫（tissue bank）的管理與運作，配合國家成立

所以檢體量跟醫師的人數比較起來其實工作量是非常多，

分 子 診 斷 中 心 （ Core Unit for Molecular Tumor

但他們藉由提高醫檢師人數來協助分擔醫師許多工作，所

Diagnostics）
，屬於歐洲癌症研究及治療學會（European

以整體的醫療品質維持的很好。由於保險制度的緣故，這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裡的臨床醫師大多會等待病理科醫師報告發出，而不會急

的其中一個中央實驗室。整體而言，是一個有經過認證的

著要報告，他們的病人也通常能夠理解體諒檢驗需要一定

優良病理部門。

的工作時間才能完成。但為了加快報告完成的速度，讓報
告能在五日內發出，病理科醫師並不自己繕打或書寫報告，
而是同步在做檢體時以及判讀玻片當下，用錄音的方式記
錄內容，之後再由事務人員根據錄音繕打報告，這樣不僅
可以避免處理檢體時汙染送檢單，也節省醫師一邊看片一
邊自己打字書寫所花的時間。

該部門是一個坐落於廣大醫院院區的單一四層樓建築
物，內含大大小小的實驗室快 30 間，還有解剖室兩大間，
並與上病理學的講堂（可容納 200 人）及實驗教室（可容
納 100 人）相連接，給予醫學生更多與病理檢驗實際運作
接觸的機會。單位內主要成員包含 12 位主治醫師（含 4
位教授）
，9 位住院醫師，醫檢師約 70 位，秘書及事務人

分子病理部門是他們花了將近十年才建立起來的單位，

員約 10 位。主治醫師各自有其擅長領域，並負責相對應

專責負責執行相關業務的醫檢師有六位，都是工作已經超

之臨床病理討論會，以及與臨床醫師合作研究。住院醫師

過 10 年以上的資深醫檢師，除此之外，另外還聘請了兩

主要負責每天檢體的切取以及病理切片的初步診斷並從中

位醫療生物及生物資訊工程相關背景之專員負責實驗室的

學習，總醫師亦會負責部分臨床病理討論會以及學校教學。

建構及品質管理，不僅主要負責實驗數據的判讀、問題的

這裡的檢體種類豐富且診斷多元，Baretton 教授每天至少

解決，並不斷開發新的檢驗項目。科內則由一位教授級醫

一到兩次帶領大家看片，其中討論困難診斷以及被諮詢個

師協助監督，
「專業的事務交給專業的人」
、
「為了做到完美

案，被諮詢檢體主要以食道以及大腸居多，主要以巴瑞氏

不考慮成本」
，這是我到德國最大的文化衝擊與體會，我想

食道症最多，其他像是發炎性腸症也不少見。觀察起來，

最大的原因是許多研究計畫由國家整體在輔助推動，並且

在德國食道癌的分佈比例，還是以長期巴瑞氏食道炎最後

院方在儀器及耗材，甚至是資訊管理系統或資料庫的硬碟

惡性化為腺癌為大宗，另外，像是大腸的 serrated lesion

數據保存，大大支持並提供相關財力人力各項資源協助，

是很常見的一種，而其他疾病種類的分布與台灣也存在許

讓我了解到要建立一個實驗室，絕非是一人或是一時便可

多差異。這裡住院醫師的訓練方式與台灣大致相同，只是

完成。他們所包含的範圍儀器，包括像是 FISH、Sanger

受訓時間為六年，每個月會有固定主治醫師教學以及 CPC

PCR 及 Pyrosequencing，甚至是最近熱門的 NGS，也在

（每次至少 2-3 個案），但 CPC 的個案主要以法醫解剖個

他們的工作內容當中，在 NGS 的數據與結果解讀，甚至

案占多數。比較有趣的是，德國病理學會針對住院醫師出

有一位臨床腫瘤內科醫師專門負責，讓檢驗的結果更能有

了一整個系列手冊與相對應玻片可供申請使用，由德國各

效應用到臨床治療。很感謝自己有機會進入到他們的實驗

領域的專家學者將一些常見基本的診斷概念整理，以方便

室，了解相關步驟之操作以及所需要之工具，但因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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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德國所能採購到的儀器耗材甚至是健保制度其實相當不

中央醫院執業的病理科醫師 Dr. Maraka，負責全國的細胞

同，所以還是要根據我們所能獲得到的資源來做變化調整，

學及法醫解剖，因此據 Dr. Maraka 所說，他自拿到病理專

這些都是需要有經驗的相關人員共同努力。

科醫師執照回到索國後，再也沒有機會可以看組織玻片。

德勒斯登大學附設的組織庫同樣由病理部負責管理相

在 2016 年之前，索國病理組織檢體是空運到澳洲進行處

關業務。新鮮的檢體送來之後，會由病理科醫師判斷檢體

理及診斷之後再將報告用電子郵件傳回。但因為在 2016

的惡性及良性部位再切取，之後則有特定專人處理後續步

年紐西蘭及澳洲捐贈了病理相關的儀器，包含組織處理機、

驟，包括檢體的歸檔、保存與資料建置等，一旦整個完整

包埋機及切片機等，高醫也贈予多頭的顯微鏡給索國中央

的資料庫建立之後，無論是臨床醫師或是基礎研究人員，

醫院病理科，因此 Dr. Maraka 必須重拾病理切片診斷的工

都能經由既定的流程申請，而非只會成為少數人能使用的

作。在 2016 年，本部接到 Dr. Maraka 要來本部從新學習

材料。且因為這個資料庫的建立，可以讓這個地方成為國

病 理 組 織 診 斷 相 關 知 識 ， 那 時 主 要 是 由 我 去 安 排 Dr.

家級與歐洲級的合作實驗室。

Maraka 在這一個月內的課程。也因此對索羅門群島有更

在學校教學部分，我發現這裡上課方式雖然也是同樣

進一步的認識。

使用 PPT 教學，但是師生之間的互動比較活潑生動，老師
不時會提問學生，學生也願意主動回答。教授指定教科書
並非像是在台灣使用的 Robbins，而是德國的各領域專家
學者用德文書寫，並附上自己平時蒐集的圖片解說，讓學
生更容易閱讀上手。實驗教學上，這邊更重視巨觀教學，
可能是因為解剖個案比較多的原因，所以也比較多素材可
以提供給學生，甚至有拍成教學錄影帶，便可以重複使用。
在常規工作之外，自己很幸運有機會參與他們的研究，
其中一部分是關於胃癌的動物模式機轉。在動物實驗當中，
觀察老鼠受不同種突變基因影響的形態變化，是否有產生
原位癌以及癌化的時程表與嚴重性等，比較有趣的是，在
協助判讀形態的過程中，全程使用數位影像系統閱片，而
非傳統的玻片，這樣的情況歸功於他們已經建立良好的掃
描系統，可以讓醫師在自己的電腦上即可看片並照相或標
示，亦同時可以與其他人線上同步討論。這樣的系統與模
式，也逐漸應用到跨院諮詢，以提供即時同步且方便的線
上互動，避免醫院間之玻片寄送曠日費時，能達到有效率
的操作，此方式為德國病理界之後加強推廣之項目計畫。
不斷的學習讓自己更進步，感謝高醫給予我這樣難得的
機會，不僅開拓自己的視野，並開發與其他國家交流的機
會，希望藉此帶回更多新的想法，以便往後加以應用發展。

索羅門病理科支援心得

（2016 年與 Dr. Maraka 在高醫病理部）

在 2018 年，本部突然接到索國開出需要病理醫師支
援的需求，而我也想趁這個機會去見一下當年的朋友 Dr.
Maraka，就欣然地接受了這個任務。飛了將近 12 小時的
航程，終於來到和當地天氣一樣熱情的索羅門群島。
實際來到中央醫院病理科之後，發現雖然基礎設備都
有，但是由於操作人員對儀器的不熟悉以及對檢體的處理
沒有太多的經驗，常常因擔心檢體在處理之後無法切片或
判讀，轉而尋求以往模式，再將檢體空運到澳洲。另外耗
材的缺乏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手套、cassette 的短缺。
因此我也只能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協助他們，在病理科除
了幫他們檢視染色的品質之外，其他包含檢體的處理、組
織處理機的設定、操作人員的防護設備及相關病理知識的
複習，都一步一步幫他們解決。當然遇到自己無法解決的
問題，還是免不了傳訊回部內求救。在幾乎每天與他們相
處中，即便生活在有些不便的環境下，索國人民是相當樂
天而友善的。

高醫醫學大學 吳俊杰醫師
索羅門群島，之前都是在電視或新聞中聽過的台灣在
南太平洋的邦交國之一，在去年之前我也從未去過。雖然
高醫附醫已經接受外交部的指派在當地經營了許多年，許
多臨床科醫師都有自願或被指派到當地進行相關的醫療業
務，像偏鄉地區的義診團、營養衛教、寄生蟲篩檢等等。
索國全國上下只有一位在首都荷尼阿拉市（Honiara）

高醫對於索國的醫療支援是每個月都有派駐的醫師過
去，除了在醫院的相關任務之外，也視駐地團長需要，協
助高醫營養團、寄生蟲團或行醫團的相關任務，有時也接
受當地台灣的僑胞診療服務。對於離開臨床工作一段時間
的我來說，這些任務反而相當棘手，還好都有相關的醫師
及同學可以幫忙及諮詢。
索羅門是一個由很多大大小小的島嶼所構成的國家，
島與島的交通除了船之外就是飛機，航班不多。在支援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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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門病理科的一個月時間中，其實沒什麼機會可以到處去
遊玩。唯一能夠休息的週末，找了一位在索國農技團的役
男和一位在當地教華語的老師，一起坐船去了附近一個美
麗的海岸，感覺一整個月的辛苦在那時候都消失了。在那
邊也可以潛水或浮潛，而索國海底的美景果然名不虛傳，
不愧為世界各地愛好水上活動旅客的旅遊勝地。而在荷尼
阿拉市有一中央市場，週一到週六都有當地的蔬果及海產
可以買賣，另外如果喜愛當地的手工藝品也可以在那邊享
受購物的樂趣。

活動時間：2019 年 05 月 05 日
活動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活動名稱：2019 年台灣病理學會暨國際病理學會台灣分會
年會
活動時間：2019 年 05 月 26 日
活動地點：中油大樓國光會議廳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活動名稱：2019 The 7th Annual Meeting of Asian
Organization for Crohn's and Colitis
活動時間：2019 年 06 月 15 日
活動地點：台北萬豪酒店
活動名稱：2019 Cytopathology Multi-head
Microscopic and Live Video Tutorial
活動時間：2019 年 06 月 29 日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病理檢驗部多頭顯微鏡室

（Roderick Bay）

活動名稱：2019 Cytopathology Symposium
活動時間：2019 年 06 月 30 日
活動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 會議廳

在索羅門，城鄉的差距還是相當大的。在首都荷尼阿
拉市生活與台灣其實相差不多，但是如果有機會可以到偏
鄉，會發現這些偏鄉可能比 40 年前或 50 年前的台灣更來
得落後。即便如此，在這些偏鄉的居民及小朋友臉上的笑
容，依舊笑得與其他先進國家的人民一樣燦爛。

學 術 活 動 快 報
活動名稱：2019 國際肺臟病理研討會 Day 1（台北）
活動時間：2019 年 04 月 13 日
活動地點：台大醫學院 102 講堂
活動名稱：2019 國際肺臟病理研討會 Day 2（花蓮）
活動時間：2019 年 04 月 14 日
活動地點：花蓮慈濟醫院協力樓一樓協力講堂
活動名稱：分子病理核心課程 Day 1
活動時間：2019 年 04 月 26 日 09:00 – 12:00
活動地點：台北榮民總醫院 醫學科技大樓 1 樓會議室
活動名稱：分子病理核心課程 Day 2
活動時間：2019 年 04 月 27 日
活動地點：台大醫學院 101 講堂
活 動 名 稱 ： 台 灣 病 理 學 會 主 辦 -Pathology Workshop
（IBD Lymphoma）
活動時間：2019 年 04 月 28 日
活動地點：台北國泰萬怡酒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
段 6 號)
活動名稱：Multi-head Microscopic and Live Video
Tutorial: Head and Neck Pathology
活動時間：2019 年 05 月 04 日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病理檢驗部多頭顯微鏡室
活動名稱：2019 TJCC: Pathology Updates on Tumors of
the Head and N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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