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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事  長  的  話                       

理事長 賴瓊如 醫師 

隨著精準醫療時代的來臨，病理已從傳統的型態學與半定量診斷發展成為分

子病理及基因檢測的科學。甚或加上人工智慧的進步與應用，病理學被認為已進

入了所謂次世代病理的時代。面臨這嶄新的發展與挑戰，我們病理醫師也需要隨

著蛻變成為次世代病理醫師（Next-Generation Pathologist）。 

目前精準醫療的重點是癌症的治療，每年美國核准的新藥當中，屬於精準醫

療的就超過三分之一強，而且比重還逐年增加。為了篩選出可能有效之病患，生

物標記（Biomarker）的檢測就不可或缺。因此病理醫師除了必須給予最正確的

診斷之外，還要提供有效檢體來進行生物標記檢測，並判讀或解釋檢測結果。生

物標記若為蛋白質層級，那傳統的免疫染色就可以處理。若是 RNA 或 DNA 單基

因層級，那就需要分子檢測的技術，若是多基因檢測，就需要次世代基因定序

（NGS）。因此有些生物標記可以在病理科操作，但有些可能需送到其他實驗室

檢測。適應症、檢測平台、檢測方法、判讀標準、結果分析都非常複雜，因此，

病理醫師對檢測與實驗室品管等所有相關問題都必須開始了解與學習，才能正確

地處理這些挑戰與課題。 

在實驗室管理的部分，實驗室認證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食藥署與醫事司

也會主導品管的規範，學會目前正努力在這些議題的討論上積極介入，希望以最

專業與客觀的團體取得主要話語權，捍衛病人的醫療正義與病理醫師的權益。另

一方面，我們自己的教育與訓練也必須加強，才能面對這些挑戰。因此，學會今

年開始舉辦了分子病理核心課程、分子病理實驗室觀摩、實驗室認證、精準醫療、

伴隨檢測品質管理等研討會與繼續教育，也分別核發分子病理教育學分。下年度

將延續此方針，強化病理醫師在分子病理的專業能力與主導地位。目前，除了延

續分子病理核心課程與分子病理實驗室觀摩以外，學會已著手規劃相關繼續教育

課程與研討會： 

（1）為因應健保將給付 PD-L1 檢測，學會於 109 年 2 至 4 月將與三家藥廠合作

分區舉辦 PD-L1 判讀之繼續教育活動； 

（2）結合臨床醫師、檢測實驗室、政府主管單位針對 NGS 相關議題研討會； 

（3）年會當天安排時段討論分子病理檢測相關管理課題，例如：委外代檢等相

關衍生的問題。 

 

請大家多多支持學會，踴躍參與學會所有活動。歡迎提供意見或建議，或是

您遇到的問題，請直接用任何形式告訴秘書處。謝謝！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賴瓊如 敬上 

http://twiap.org.tw/
mailto:twiapnew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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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報  導               
癌症精準醫療時代的藥物伴隨檢測研討會 

台北榮總 杭仁釩 秘書長 

 

腫瘤診療已進入精準醫學時代，抗癌瘤標靶藥物與免

疫治療之發展日新月異，為找出對藥物具有反應之病患，

使昂貴之新藥能夠精準使用，藥物相對應之伴隨式檢測就

顯得十分重要。為因應上述之挑戰，病理學會基於對病理

診斷與分子檢測之專業，責無旁貸需提供專業意見給各相

關主管機關參考，以期對未來政策之方向與擬訂能有所助

益。在極短的籌備期間內，學會於 11 月 1 日主辦「癌症精

準醫療時代的藥物伴隨檢測」研討會，邀請各衛生主管機

關首長、醫學界、生技產業與藥商同業一起討論相關議題，

希望透過開放的論壇達成初步共識，本次會議特別感謝陳

時中部長於公務繁忙之際蒞臨開場，並宣示衛生福利部針

對此議題之重視。 

癌症精準醫療時代的藥物伴隨檢測 陳時中部長 

 

上半場的會議主要針對伴隨檢測方法學、健保給付以

及體外診斷醫療器材（in vitro diagnostic medical device，

IVD）與實驗室開發檢測（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LDT）

之管理討論。首先由我透過目前健保已給付的四種伴隨檢

測，來說明不同的方法學其操作與管理與要求之異同：（1）

現有之免疫組織化學染色（25012B）項目主要是做為輔助

診斷用，在健保支付條文中沒有列出伴隨檢測之適應症，

且也沒有規範 IVD 醫材之查驗登記等級，因此未來若有免

疫染色之伴隨檢測項目要納入健保給付（如肺癌之 ALK 染

色 )，應獨立申請該項目並明確規範；（2）Her-2/neu 原

位雜交（12195B）項目有明訂適應症於乳癌Her-2/neu IHC 

2+之患者，但並沒有規範需使用第三等級之 IVD 醫材，因

此未來若有螢光原位雜交之伴隨檢測項目要納入健保給付

（如CLL之 17p FISH），應獨立申請該項目並明確規範；（3）

白血病即時定量聚合酶連鎖反應法（12207B）項目為使用

未經食藥署查驗登記之學術研究專用（research use only，

RUO）醫材所操作之 LDT 檢測，為第一個健保給付同時具

診斷與藥物伴隨性質之 LDT 檢測，雖然針對實驗室認證有

所規範，但並沒有限定認證項目，也缺乏查核認證效期之

機制；（4）肺癌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突變 IVD 與

LDT 檢測，在本會歷經六年共 3 次申請後，終於在今年通

過給付，是健保第一個明確定義為伴隨檢測之項目並獨立

增列於新章節，也是健保第一個明確區分 IVD 與 LDT 之檢

測，兩者因檢測技術成本不同給予不同支付點數，但對於

品質管理之要求相同，於支付標準中明確規範操作醫材等

級、實驗室認證項目、檢測報告內容與簽發報告專科醫師

資格等，可作為未來健保新增伴隨檢測診療項目之範本。 

台灣病理學會 賴瓊如 理事長開幕主持 

 

健保署蔡淑鈴副署長針對台灣全民健保制度下藥物伴

隨檢測之現況與未來進行說明：健保癌症醫療支出逐年升

高，平均年成長率超過 10%，去年更已超過 1000 億，藥

費總支出為 271.5 億，其中標靶藥物佔 57.4%；雖然如此，

基於對癌症患者之照護，於 2014 至 2016 上市之 86 種抗

癌新藥，截至今年 10 月健保已給付 62 種，其中標靶藥物

約佔 3 成。健保署充分認同使用伴隨檢測來對症下藥之觀

念，也正在清點已給付藥物之相關伴隨檢測，並鼓勵學會

與醫療單位申請新增診療項目；而尚未給付之新藥，也要

求藥廠送件時應同時提出伴隨檢測之申請。副署長舉例今

年開始事前審查給付之免疫治療藥物，使用線上登錄系統

蒐集真實世界數據，定期進行滾動式檢討以修正支付標準，

將是未來健保之方向。 

 

醫事司石崇良司長針對實驗室開發檢測之管理方向與

特管辦法草案進行說明：世界各國並沒有就 LDT 管理有統

一做法，但基本的共識與方向包括風險分級、實驗室認證、

檢測確效與資訊公開。石司長從細胞治療列入特管辦法之

前例談起，說明醫療機構在操作尖端生醫技術時所遇到的

困難，可透過生技產業進行技術支援，讓新興治療快速進

入臨床嘉惠患者，同時也讓生技產業能發展升級。醫事司

針對 LDT 之管理是依據醫療法第 62 條：「為提升醫療服務

品質，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辦法，就特定醫療技術、檢查、

檢驗或醫療儀器，規定其適應症、操作人員資格、條件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初步規畫採正面表列檢測項目來進行

管理與規範，非醫療機構之實驗室需接受醫療機構之委託

後才能施行以醫療為目的之 LDT 檢測，不允許非醫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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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消費者直接進行以醫療為目的之檢測服務，實驗室需經

過中央主管機關認證檢測項目，檢測操作將放寬相關醫事

人員執業場所登記地點限制由醫事檢驗師執行，檢測報告

判讀須由專科醫師執行。 

 

食藥署呂在綸簡技針對精準醫療分子檢測實驗室列冊

登錄管理與現況進行說明：為提升我國分子檢測實驗室檢

測與服務之品質，食藥署於去年底訂定「精準醫療分子檢

測實驗室檢測與服務（LDTS）指引」，提供產業界作為品質

管理作業流程之參考，並於 2019 年 4 月 3 日公開接受實驗

室申請列冊登錄及輔導，迄今已有 2 家實驗室申請列冊登

錄、3 家申請輔導。未來將規劃建置資訊系統，將實驗室能

力試驗或比對活動、列冊登錄、異動及增加項目申請案之

書面資料上傳，各階段審查、實地查核活動、列冊資訊之

登錄與公開等作業皆以資訊系統進行管理，後續也將持續

收集國際及國內相關資料，滾動性修正相關規範。最後以

美國現行的 CLIA 管理由衛生部 CMS、FDA、CDC 分工為

例，期望衛福部所屬各機關能各司其職通力合作以確保台

灣 LDT 之檢測品質。 

 

食藥署錢嘉宏簡技針對體外診斷醫療器材管理與藥物

伴隨檢測進行說明：體外診斷醫療器材係指蒐集、準備及

檢查取自於人體之檢體，作為診斷疾病或其他狀況（含健

康狀態之決定）而使用之診斷試劑、儀器或系統等醫療器

材。我國醫療器材之管理參考美國作法，採行全生命週期

管理，從臨床試驗、上市前審查到上市後監控全程把關；

而分類分級管理，依據功能、用途、使用方法及工作原理

分為十七大類，依據風險程度分為三等級，共 1739 種品項

鑑別。食藥署也提供全方位法規諮詢及專案輔導，供醫材

廠商免費申請。 

 

專家論壇 1【伴隨檢測品質管理與保險給付】由台灣臨

床腫瘤醫學會賴俊良理事長主持，除了上半場的講者，還

邀請到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陳立宗理事長和中華民國開發

性製藥研究協會林慧芳秘書長擔任與談人，針對實驗室認

證項目的查核、非醫療單位實驗室之人員操作資格以及健

保給付等議題交換專業意見。 

 

下半場的會議主要針對次世代基因定序所帶來對臨床

與生技產業之影響信行討論。首先邀請到奇美醫院病理中

心李健逢部長，針對次世代定序（NGS）癌症基因檢測於

臨床應用的挑戰，列出五項議題加以說明：（1）NGS 檢測

套組與檢測規格沒有統一的標準；（2）操作檢體之前處理

與檢體品質確認；（3）不同基因變異所需應用之不同 NGS

方法學與其侷限；（4）正確判讀NGS結果與出具臨床報告；

（5）面對可能造成疾病之生殖細胞突變，醫界是否已準備

好提供病患與其家屬專業的遺傳諮詢。李醫師最後勉勵大

家，應該要用自律與嚴謹的態度，才能做好 NGS 檢測與提

升醫療品質。 

台灣精準醫療及分子檢測產業協會法規與政策委員會

主席陳淑貞博士針對台灣次世代基因檢測生技產業之發展

與未來進行說明：據估計全球 NGS 檢測生技產業的價值鏈

將於 2020 年上看 77 億美元，台灣 NGS 檢測生技產業也

於近年來蓬勃發展，但不易與國際大廠和平台試劑廠商競

爭，必須走出自己的路，因此政府、業界與學界的充分合

作就更顯重要。政府適度的監管可以保障檢測品質，也讓

NGS 檢測有合理應用的空間，但過度的監管則會阻礙產業

的發展導致不良後果；業界的責任是透過各種途徑創造競

爭優勢；學界的使命應培養具有創造力的人才和團隊。唯

有政府公平務實、業界自律自強、學界開放前瞻，才能面

對未來的挑戰。 

 

專家論壇 2【次世代基因定序與伴隨檢測】由台灣肺癌

學會陳育民理事長主持，除了上半場的講者，還邀請到楊

泮池院士、台灣精準醫療及分子檢測產業協會李鍾熙理事

長和台灣病理學會分子病理委員會顧文輝執行長召集人擔

任與談人，針對 NGS 檢測醫界之需求、業界能提供之協助

與健保給付之可行性交換專業意見。會議尾聲由台灣病理

學會賴瓊如理事長感謝與會者的支持與對伴隨檢測議題的

關注，也誠摯地邀請大家一起攜手努力邁向精準醫療的時

代。 

與會人員第一排右一：衛生福利部 陳時中部長；右二：健

保署 李伯璋署長；右三：健保署 蔡淑鈴副署長；右四：

食品藥物管理署 陳惠芳副署長 

 
第二十三屆台日韓婦科病理研討會 主辦心得 

柳營奇美醫院 沈宛霖醫師 

 

自 2015 年擔任婦科病理研究委員會執行秘書的第一

天開始，我就有充分的認知，任期裡最重要也最富挑戰的

一項任務，將是代表學會籌辦 2019 年第 23 屆台日韓婦科

病理研討會（ The 23rd Japan-Korea-Taiwan Joint 

Meeting for Gynecological Pathology）。 

 

這場國際研討會其實是源自於日韓婦科病理研討會。

在 2011 年台灣正式加入之前，此一研討會已在日本與韓國

間輪流舉辦了 14 年。因緣際會下，前輩林明杰醫師與容世

明醫師為台灣爭取到加入日韓一起參與舉辦的難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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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台灣在愈發險峻的國際情勢下，得以保持能見度，與

國際友人交流婦科病理領域的進展。由於人口規模差異，

目前是採取“日-韓-日-韓-台”，每五年由台灣主辦一次的

輪序在進行。自 2014年第一次由台灣主辦後，今年（2019）

是睽違五年後，再次由台灣擔任東道主。 

大合照 

 

由於 5 年前我們第一次主辦的城市選在首都台北，今

年（2019）我們便希望能讓外賓們來南台灣感受不同的風

情。在實際考慮到外賓來台的交通便利度（包括日韓直飛

台灣的國際航班數量及高鐵轉運的便捷度）後，高雄脫穎

而出成為本次研討會的主辦城市。而在多方勘查會議的候

選場地後，我們選定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第二講堂作為

本次會議的主會場。非常感謝高醫病理部楊曉芳主任的大

力支持，並指派吳俊杰醫師擔任負責窗口，在場地使用一

年前始開放租借的第一天就向院方呈報公文，以免向隅。

同時也利用與高醫協辦的關係，為我們爭取最優惠的場地

價格。當得知申請場地的公文通過的時候，我心中真是如

釋重負！ 

病例報告與提問 

 

台日韓婦科病理研討會的議程，慣例上是由主辦國準

備一場特別演講（special lecture），然後由台日韓三國各

準備一場與大會主題相關的小演講（mini lecture）及各兩

例與主題相關的切片研討會（slide conference），同時還

設有會議海報專區（poster session）。今年（2019）我們

的主題定為:”女性生殖道小細胞惡性腫瘤”（Small cell 

malignancies in female genital tract）。由高雄長庚醫院

黃玄贏教授擔任特別演講講者，為我們重磅開講”女性生

殖 器 官 基 因 轉 位 相 關 間 質 腫 瘤 ”

（Translocation-associated mesenchymal neoplasms 

of female genital organs）後，一整天的學術討論會也隨

之開始。由於與會的許多外賓是過去幾年開台日韓會議時

彼此見過的熟面孔，因此大家就像老朋友見面一樣，即便

是會議中提問及討論，仍有種溫馨感。台日韓婦科病理研

討會的會議海報專區還有一特色，就是會有主持人

（moderator）負責主持，帶領聽眾們一篇篇聆聽海報作

者的口頭報告，進而開放討論及控制每篇海報報告的時間。

今年（2019）共有 23 篇海報投稿，需要在一個小時之內全

數討論完，因此我規劃成三條同時進行的路線，由台日韓

各一位主持人負責引導進行，看大家討論熱烈，穿梭在不

同路線裡聆聽各自感興趣的主題，身為主辦者也是頗有成

就感的！ 

會議海報報告實景 

 

結束了一整天的學術交流，晚宴就用台灣美食料理讓

外賓們驚艷吧！感謝吳俊杰醫師幫我們物色到離會場步行 5

分鐘即可達的“福客來中餐廳”。在古色古香的餐廳裡享用

可口道地的台灣料理，伴隨著獲獎無數的高醫聲樂社帶來

的美妙和聲，及主持人陳建欽醫師妙語如珠的串場及炒熱

氣氛，相信外賓們一定能感受到我們身為主辦國的熱情招

待！ 

 

為了吸引外賓們前來與會（因為台灣對日韓而言距離

相對遙遠，希望提升他們參與的動力），在研討會結束後第

二天，我們還安排了可以自費參加的台南一日遊活動。帶

著外賓們飽覽台南的著名景點如奇美博物館、安平古堡、

台灣文學館、孔廟、赤崁樓…等，並再度搭配台灣的美食料

理，讓外賓們紛紛讚不絕口！ 

 

兩天的研討會相關活動順利結束，許多外賓回國後都

寫 email 給我表示對本次研討會的印象深刻，甚至還有日

本的朋友們開始擔心起他們明年主辦時，能否達到像我們

這次的水準！對我來說，主辦這次的活動就好像做了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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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台灣的好推廣出去的美夢一樣。而這一切能順利圓滿成

功，要感謝的人太多了！除了高醫病理部整個強大的團隊

及婦科病理研究委員會成員們的全力支持及援助，學會秘

書處、北榮梁文議大夫的虛擬玻片（virtual slide）技術及

硬體支援、晚宴主持人陳建欽醫師在隔天一早要趕飛機的

情況下仍敬業負責的撐完全場，還有會議當天協助外賓報

到的劉蓓麗醫師、陳必玗醫師、莊惠絜醫師及陳欣怡醫師，

在我提出人力需求時皆二話不說就點頭幫忙，真的讓我銘

感五內！當然還有各個環節中所需要的重要小幫手，雖然

無法一一列出，但我由衷地感謝大家這麼支持我，讓我 5

年的執秘任期能在如此完美的結果中畫下句點，實在是非

常感恩！ 

 

明年（2020）第 24屆台日韓婦科病理研討會（The 24th 

Korea-Taiwan-Japan Joint Meeting for Gynecological 

Pathology）已決定於 2020/9/12 在號稱“小江戶”的日

本琦玉縣川越市（Kawagoe city）舉行。如果您也想要體

驗這樣溫馨十足的病理交流盛會，請記得先把日期空下來，

並隨時注意婦科病理研究委員會的公告喔！ 

 

第十三屆台日韓骨與軟組織聯合切片會議心得 
萬芳醫院 簡燕微醫師 

 

本次第十三屆台日韓骨與軟組織聯合切片會議（The 

13th Korea-Japan-Taiwan Joint Slide Conference of 

Bone & Soft Tissue Pathology），合併在第十六屆國際病

理學會日韓聯合切片大會（The 16th Korea-Japan Joint 

Slide Conference of IAP）中，大會共兩天，於 2019 年

11 月 29日至 11 月 30日在韓國釜山的 Commodore 飯店

舉辦。我身為一個尚未對次專科領域有深入研究的住院醫

師，十分榮幸本次在高郁茜醫師的指導與黃玄贏醫師的帶

領下擔任出題者。 

會議地點 Commodore 飯店具有仿韓國宮殿造型的外觀 

 

Commodore 飯店位於釜山車站附近的山坡地上，建

築外部造型與內部設計融入了韓國宮廷建築風格，令人聯

想到台北圓山飯店。根據飯店官方網站的介紹，其名稱

Commodore 是為紀念朝鮮王朝時期的名將李舜臣對抗日

本入侵的事蹟。會議中，也不時聽到與會者感慨又打趣地

提及近日兩國關係惡化的局勢。但無論是歷史還是時勢，

都沒有影響這場學術會議的舉行。 

 

會議的模式仍然依照往例，由不同國家的出題者與解

題者針對一個病例進行探討。第一天的大會共有八題，不

分領域，分別由日本與韓國各提出四題，在最後的段落安

排了兩個由韓國講者帶來的專題演講；第二天的會議，則

分為五個次專科小組分頭進行切片病例討論。五個次專科

會議分別是骨與軟組織、肺臟、內分泌、生殖泌尿道以及

胰膽病理；其中胰膽病理的日韓聯合切片會議在本次是第

一屆舉辦。從我的角度可以觀察到，在第一天的大會中提

出的病例，其中有部份出題與解題者和第二天各次專科會

議是重複的，而第一天的八個題目，就有兩個軟組織相關

的腫瘤，有三個胰臟部位的病例。我想，雖然各次專科的

會議看似附屬於大會，但兩天的會議內在的連結性是很高

的。 

 

第一天的第二個病例，就是 NUT carcinoma，由首爾

三星醫療院的 Yoon-La Choi 醫師提出，據她所說在該機構

診斷 NUT carcinoma 的經驗也非常少。第二天我發現，那

位女士剛好就坐在我身旁的座位。由於我所討論的

CIC-NUTM1 sarcoma 與 NUT carcinoma 相關，她在我的

問答時間給予了一些迴響。這是本次行程中感受最深的一

次交流。雖然在座都是各領域的專家，但是在越趨精細的

病理診斷發展之中，唯有積極的切磋琢磨，才能在一方領

域持續的精進。 

第一天晚宴後在美麗的釜山港夜景環繞中邊喝邊聊 

 

第一天的晚宴，在同一地點舉行。筵席中，品嘗到包

括生牛肉等韓式菜餚，並且獲得大老親手調製的韓式調酒。

本以為饗宴就此結束，餐後地主又盛情款待，一台小巴士

把台日韓的骨與軟組織成員載往擁有無敵釜山港夜景的餐

飲店續攤，邊喝邊聊，又是兩個小時。席間認識到很多有

趣的人，包括在九州大學病理研究所進修的年輕骨科醫師，

以及能說各國語言的韓國病理界前輩。聽到這位韓國前輩

憂心忡忡的提到，該年度全國只有個位數的新進病理科住

院醫師，令我也開始擔心，這樣美好的聚會是否能一直持

續下去呢？期望各國對於人力的問題都能找到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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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韓骨與軟組織聯合切片會議結束後的合照 

 

              會  員  園  地               

Saigon, Cheers！ 
南越第十二屆病理學會議心得分享 

嘉義基督教醫院 陳建欽 醫師 

 

承蒙台灣病理學會會訊編輯部的邀稿，讓小弟我有機

會跟前輩及同儕分享這次到越南病理年會演講的經驗與感

受，感謝！（今天又再次收到越南的邀約，要我明年三月

主講整整一天半的細胞學工作坊）。 

與會人員合照 

 

在開始我的故事之前，您必須先了解的是，越南絕對

是南亞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勞動力人口最年輕，勤奮，

熱情好客且積極進取。它是世界上人口數第 15 多的國家

（2016 年統計有 9460 萬居民）；人口最多的城市是胡志明

市（但首都是河內），都會區有 1300 萬人；人口數和面積，

都與泰國的首都曼谷相似，甚至我漫步在街道時的氣氛，

都和在曼谷時相近。儘管越南人口眾多，但該國僅有 360

名病理醫師，大約每 20 萬人才有一名病理醫師。 

 

河內（北部）和胡志明市（南部）是僅有的兩個擁有

大型教學醫院的城市，平均每間教學醫院有 6 至 10 名病理

醫師。河內和胡志明市總共只有兩個病理住院醫師訓練計

畫，每年總共招募 5 名住院醫師。仔細說明，在越南，需

要先念 6 年醫學系取得醫學士學位（MD），然後有 2 種方

法可以獲取病理醫師的執業資格：（1）再進一步去念碩士

學位，拿到碩士之後申請教學醫院的病理科專科學程，在

醫院病理科的訓練下工作 18個月，通過訓練後（不用考試）

就能獲得病理醫師執業資格。（2）醫學系畢業後參加 18 個

月的課程（稱之為“orientation course”），然後再參加 2

年的課程，即所謂的“Specialty No. 1”課程（當然也有

“Specialty No. 2”，更高階，必須等你擁有 specialty No. 

1 才可以申請學習）。完成 Specialty No. 1 後，就能得到病

理醫師的執業資格，但是，在某些醫院中，即使你擁有資

格，資深的病理醫生仍然會先評估或監督你是否勝任，才

允許你獨立作業。 

 

每年的越南病理年會，通常在 10 月，並且輪流在胡志

明市或河內舉行。今年（2019）由胡志明市病理學會主辦，

會議的名稱為南越第十二屆病理學會議（ the 12th 

Pathology Conference of South Vietnam, PCSV 12）。歷

時兩天，由胡志明市醫藥大學病理學系主辦。 

 

故事得由2018年在北海道的日本臨床細胞學會說起。

由 2016 年開始我每年都會去參加春季日本臨床細胞年會

並貼海報，那年我不只去貼海報也剛好是國際海報的主持

人。我第一次見到來自越南的 Nguyễn Trường 醫師，他的

海報內容我很有興趣，於是我主動攀談並給了他一盒台灣

特產。我每次去開各種國際會議目的都是在交朋友，用台

灣特產來提升台灣的能見度和好感。這樣做了六年，為了

準備禮物，以及每年親自挑選和寫數十張賀年卡，不知多

少時間金錢了，其實也沒想過會有什麼回報。 

 

此後，我和 Truong 用臉書保持聯繫。這次的機緣是，

因為他是本次會議的執行秘書之一，也是他們會長最鍾愛，

最受期待的學生。他先了解我是否有空和個人意願，再將

我推薦給大會的學術委員會。2019 年 5 月 7 日，我在雪梨

開世界細胞學會的時候，我收到了越南病理學會的邀請函。 

當然，我非常快就回覆了我的簡歷和準備要講的題目。 

陳建欽醫師 細胞學教學 



 

7 

儘管這將是我第一次拜訪越南，但我對越南的醫療實

況和細胞病理的工作早就有所了解（我做國際事務是 100%

在拼命的）。我知道他們有非常多細胞學病例要判讀，但可

能沒有有效的策略或判讀技巧來使他們的工作更有效率。

我跟大家一樣是一名普通的病理醫師，但在細胞學上，不

管是判讀，教學和相關領域的知識學習，狂熱和努力的程

度絕對是不輸人。由於了解越南的現況，我準備了一個粗

淺的題目，如何逐步判讀甲狀腺細胞學，針對一般病理醫

師和住院醫師應該很受用。經過兩個月的準備，在七月初

將我的檔案寄給秘書處，秘書處必須將其翻譯成越南語並

據此提供現場同步口譯。 

 

越南的演講預定是在 10 月 20 日週日下午 2 點，但 10

月18日週五下午我必須帶來自南韓的教授朋友與他們的家

人們去高雄駁二特區參觀（早上去嘉藥授課）、再招待他們

晚餐，隔天在高雄舉行的台日韓婦科病理學會議，我還要

負責當晚宴主持人。我記得我那一週幾乎沒有什麼睡，因

為還有值班和同儕審查（peer review）要做，不過就算再

怎麼忙，還是要將老朋友和學術放在最優先。幸好十多個

韓國朋友對我的招待還算滿意，雖然不能陪他們回台南遊

覽，我應該也盡力而為了。 

 

隔天我搭了最早一班七點從高雄飛往胡志明市的飛機，

飛行時間僅 3 個小時，我就安全到達了。我的朋友派了他

最要好的兄弟 Hung 醫師來越南最大的新山一國際機場接

我。Hung 是皮膚科醫師，在越南，皮膚科醫師比病理科醫

師還稀有，他剛好對皮膚病理也有興趣，之後有機會可以

多多合作。由機場到會場僅需 30 分鐘，胡志明市醫藥大學

病理學系主任 Thao Doan教授慷慨地為我們的午餐提供了

越南傳統食品和西貢啤酒，並且飯後短暫地拜訪了她的科

部，檢體量大概每年兩萬多件，但件數是一個病人切再多

檢體也只算一件，冷凍切片大概是每天五到十件。 

 

這次越南年會邀請許多著名的演講者，例如 Somboon 

Keelawat（泰國），Young-Hye Ko（南韓），Yong-Koo Park

（南韓），Pathmanathan Rajadurai（馬來西亞），黃秀芬

（台灣），Gilad Vainer（以色列），石川雄一（日本），Gary

（香港），Manabu Takamatsu（日本），Vi Huyền Linh（美

國），Anthony WH Chan（香港），Trịnh Tuấn Dũng（越

南）和 Sugihara Hiroyuki（日本）。能夠與這些強者一齊

列名，是我莫大的榮幸，幸好，我還是順利完成了演講；

有幾位年輕醫師很主動地還找我討論並請我指導案例，非

常欣賞他們對學習細胞學和撰寫案例報告的熱情和進取

心。 

 

我本來就打算週日演講後再待兩天，去拜訪一些主要

的醫院，並準備了一盒細胞學案例以供顯微鏡教學之用。 

會議結束後的周一早上，我到胡志明市醫藥大學病理學科

參加朴教授的骨腫瘤講座。他講完後，換我到十頭顯微鏡，

透過顯微鏡與電視簡明地介紹了幾例甲狀腺腫瘤。下午，

我倆拜訪了胡志明市腫瘤醫院，該醫院擁有 1400 名員工，

其中包括 320 名腫瘤科醫生，612 名護士等。病理科有 10

名資深病理醫師和 15 名住院醫師/資淺病理醫師。每天大

約有 200 例非婦科細胞學病例。前一天問我問題的兩三位

年輕醫師剛好就在這間醫院，與我分享了他們的案例和經

驗，非常有趣。另外我在胡志明的兩個晚上都是我的好友

Trường 和他的死黨 Hung，帶我到處晃，非常感謝他倆，

尤其他月薪竟然才兩萬多台幣，所以我不只給了他倆不少

伴手禮，也不敢讓他請客。還要感謝會長 Ha 教授，Thao 

Doan 教授和其他越南病理醫師好友。 

 

最後，我想說，人與人面對面的互動比以前更加重要，

尤其是在社交媒體和AI技術時代，這種互動變得更加珍貴。

更加開放和國際化是讓台灣活化和提高國際能見度的唯一

途徑。這就是為什麼除了研究和細胞學之外，我還堅持國

際事務的原因，讓我們一起加油吧！。 

 

陳建欽醫師 十頭顯微鏡甲狀腺腫瘤細胞學教學 

 

             學 術 活 動 快 報             
 

活動名稱：109 年度第一場次肝臟暨消化道臨床與病理研

討會 

活動時間：2020 年 2 月 9 日 13:30 – 17:00 

活動地點：台大醫學院 103 講堂 

 

活動名稱：頭頸部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20 年 2 月 22 日 09:00 – 11:3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病理檢驗部 (科技大樓 5 樓多頭顯微鏡

室) 

 

活動名稱：骨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20 年 4 月 25 日 13:30 – 17:30 

活動地點：TBD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58&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58&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63&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62&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62&EduTyp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