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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灣病理學會暨國際病理學會台灣分會年會第二次通知
各位會員大家好：
學會定於今年 5 月 27 日(星期日)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 樓卓越堂 (台北
市新生南路 3 段 30 號) 舉行「一○七年台灣病理學會暨國際病理學會台灣分會年會」
，秘書處
報告如下：
1. 「2018 台灣病理學會暨國際病理學會台灣分會年會」不需事先報名，請當天直接至會場
參加及簽到即可。會場位置及交通指引請見附件。
2. 會員請於報到時繳交常年會費：專科醫師 2000 元/年、非專科醫師 1000 元/年，並提領會
費收據、午餐會議邀請卡、會誌、大會手冊、USB 紀念品。非會員請於現場繳費區繳交
報名費 1000 元，並提領收據、午餐會議邀請卡與會誌。
3. 口頭研究論文發表：上午 8:40 至 10:10 將舉辦口頭研究論文發表，請報告人於上午 8:20
前至講桌處完成投影片上傳。
4. 因 應 WHO 內 分 泌 腫 瘤 分 類 改 版 ， 特 別 邀 請 康 乃 爾 大 學 Prof. Grace Yang 演 講
「Distinguish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look-alike thyroid lesions by FNA and ultrasound 」以
及 WHO 主編 Prof. Robert Osamura 演講「Update of WHO classification of endocrine
organs」，此外也邀請到兩位臨床醫師，針對腦下腺與腸胃道之內分泌腫瘤的治療與診斷，
與病理醫師進行互動。
5. 中午 12:00 將召開會員大會及葉曙獎頒獎。
6. Lunch Symposium 由 Philips 邀請日本 Dr. Oi Harada 演講「Experience with Digital Pathology
in Japan」
。請會員於 2 樓卓越堂入口處憑午餐會議邀請卡兌換便當入內用餐及聆聽演講。
7. 醫療法律將邀請三軍總醫院王志嘉醫師演講「基因研究的法律適用與爭議」。
8. 葉曙教授優秀論文獎經研究與教育委員會評選，於大會頒獎並安排口頭論文發表。
9. 繼續教育積分簽到 3 次：報到時簽病理學分，10:10-10:30 簽細胞學分，12:00-12:30 簽醫
學法律積分(需簽到簽退及身份證號)。
10. 壁報研究論文發表：壁報格式為直式(寬 90 公分、高 140 公分為限)。請於上午 8:20 至 9:30
前完成壁報張貼，並於 17:00 前移除壁報。
編號:
P1 莊世松 奇美醫院
P4 黃正一 國軍高雄總醫院
P2 李雪崎 中山附醫 (mimickers)
P5 石濟民 衛部嘉義醫院
P3 李雪崎 中山附醫 (mullerian)
敬祝 醫安
台灣病理學會 秘書處 敬上

一○七年台灣病理學會暨國際病理學會台灣分會年會議程
日期：107 年 5 月 27 日（星期日）
地點：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 樓卓越堂
(台北市新生南路 3 段 30 號)
時間

題目

講者
報到

08:20-08:40
08:40-09:10
09:10-09:40

09:40-10:10
10:10-10:30

主持人

The pathological application of optical
coherence microscopy

林賜恩 醫師

Glypican-3 induces oncogenicity in

鄭威 主任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陳志榮 教授
黃秀芬 教授

Targeting peptide linked liposomal
nanoparticle for therapy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林欽塘 教授

Coffee break

10:30-11:10

Distinguish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look-alike thyroid lesions by FNA and
ultrasound

Prof. Grace Yang

賴瓊如 理事長

11:10-12:00

Update of WHO classification of
endocrine organs

Prof. Robert Osamura

薛純 主任

12:00-12:30

葉曙獎頒獎 & 會員大會

Lunch Symposium by Philips:
Experience with Digital Pathology in Japan
13:40-14:30 【醫療法律】基因研究的法律適用與爭議
12:30-13:40

Dr. Oi Harada

梁文議 主任

王志嘉 醫師

郭冠廷 醫師

14:30-15:00

Update of pituitary tumor pathology

林士傑 醫師

15:00-15:30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pituitary
and other sellar tumors

顏玉樹 主任

15:30-15:50

何明德 教授

Coffee break

15:50-16:20

Update of NET classification in GI

李芬瑤 教授

16:20-16:50

Endoscopic management of NET
【葉曙教授優秀論文獎】

王秀伯 理事長

TTF-1 distinguishes subependymal giant
16:50-17:20
cell astrocytoma from its mimics and
supports its cell origin from the progenitor
cells in the medial ganglionic eminence

杭仁釩 醫師

鄭永銘 教授

黃玄贏 教授

附件

交 通 資 訊
2018 年台灣病理學會暨國際病理學會台灣分會年會
時間：107 年 5 月 27 日(星期日)
地點: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台北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 樓 卓越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 TEL:(02)83691399

◎搭公車
龍安國小--52,253,280,284,290,311,505,907,0 南,指南 1
大安森林公園--3,15,18,52,72,74,211,235,237,278,295,626
和平新生路口--253,280,290,311,505,642,0 南,指南 1,指南 5
溫州街口--3,15,18,74,235,237,254,278,295,907,291,672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52,253,280,284,290,291,311,505,642,907,0 南,指南 1
◎捷運
捷運台電大樓站 2 號出口，出站左轉沿辛亥路步行約 10~15 分鐘至辛亥路新生南路口左轉
◎自行開車：
1. 由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請由建國北路交流道下，連接建國高架橋，至和平東路口
下右轉和平東路，至新生南路左轉，即可看到本中心。（停車請至辛亥路右轉）
2. 由國道三號（北二高）
：請由木柵交流道下，沿辛亥路經過新生南路，即可看到本中心。
（停
車場在辛亥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