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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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答請至：https://goo.gl/forms/XMXpq3rAUPxbTXu13 

             展 望 學 會 的 下 一 個 五 十 年               
周德盈 理事長 

  走過半個世紀，台灣病理學會今年即將邁入下一個五十年！前輩篳路藍縷，

為學會奠定了扎實的學術基礎和臨床地位，我們心中充滿感激！面對台灣日益艱

困的醫療生態和環境，全世界在翻轉中的醫療科技和觀念，學會應該如何帶領和

支援全體會員，積極迎接挑戰，讓解剖病理醫師的角色功能持續位居醫療的關鍵，

是我們此刻必須認真思考的重要議題！ 

  型態觀察是解剖病理的核心，一直是病理醫師最重要的核心能力，我們必須

持續精進。型態分類也是疾病研究的基礎，特別在腫瘤治療。以肺腺癌為例，不

同的腫瘤細胞生長型式可以準確預測病患手術後存活。具百年歷史，與解剖病理

一起肇始的特別染色，和上個世紀八零年代與抗體製備技術一起成長的免疫染

色，至今仍是我們每天工作的重要夥伴。 

  十二年前發現 EGFR-TKI 的藥物作用和腫瘤 EGFR 的突變相關，從此開啟了

分子病理/個人化醫學的新頁。近十年基因定序技術和數據分析能力的巨幅進步，

讓精準醫學時代提早來臨，次世代基因定序設施和服務，已是全球尖端醫療的必

備條件。這一兩年的免疫治療楬櫫「完治癌症」的願景，預測用藥效果的伴隨式

檢測更是方興未艾！ 

  傳承型態病理學的經驗和知識，浸淫分子病理、精準醫學的最新進展，學會

肩負帶領和支援全體會員，深耕台灣，接軌國際的任務。展望學會的下一個五十

年，除了全體會員群策群力，團結合作，理監事會和秘書處的服務團隊也要積極

努力，兢兢業業在每一個病理醫師未來的工作面向。行遠自邇，茲舉近期一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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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事務說明之。 

  一、參加國際病理學術組織和會議：台灣病理學會以

Taiwan Division of IAP 名義加入 IAP 多年，去年九月學會

參加在德國科隆舉行的 IAP 2016 （照片一）， 會中我和

黃玄贏理事及鄭永銘理事參加 IAP Councilor Meetings，

和各國代表交流，爭取主辦 2022 或 2026 IAP 會議。 

  二、拜會中央業務主管機關爭取會員權益：繼醫事司

和國健署，學會於 2017 年 1 月 4 日及 6 日分別拜會健保

署（照片二）和食藥署。拜會健保署李伯璋署長，主要的

訴求為抗癌藥物之伴隨性檢測(companion diagnostic 

test)申請健保給付及診斷特殊種類的惡性淋巴瘤健保給付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項次提高到 10 項等。拜會食藥署吳秀

英副署長則對藥物治療相關檢測表達我們在提升目前審查

過程的品質和效率願意以專家身分積極協助。 

三、成立學會次專科教學研究小組：學會甫於去年成

立「骨和軟組織病理研究小組」，今年 1 月 7 日胸腔病理

委員會於高雄長庚醫院病理科會議室成立「台灣胸腔病理

研究小組」（照片三），集合全國各大醫院從事胸腔病理診

斷和研究工作的病理醫師共聚一堂，計劃透過定期研討會

議和教學活動提升台灣胸腔病理的診斷品質，形成台灣胸

腔病理的研究團隊。 

 走過半個世紀，回首來時路，備感艱辛。學會面對各

種有名莫名的挑戰，我們一定勇往直前，絕無退縮。讓我

們大家一起攜手努力，迎接下一個豐盛的五十年。 

              上  期  解  答               

答案：Malignant rhabdoid tumor 

案例提供：肝臟病理委員會召集人 鄭永銘醫師  

簡介撰寫：鄭永銘醫師 

〠簡介：本案例經免疫染色確認有 INI1 缺失後，診斷為惡

性橫紋肌樣瘤（malignant rhabdoid tumor）。多數的肝母細

胞瘤（hepatoblastoma）具有上皮組成，雖然其小細胞未

分化型（small cell undifferentiated type）會缺少上皮成份，

但細胞外觀通常會更具多形性（pleomorphism）並更為濃

染（hyperchromatic），免疫組織染色 ß-catenin 呈核染色時

有助於診斷;未分化胚胎肉瘤（undifferentiated embryonal 

sarcoma）的細胞核也會呈多形性，但透明球狀體（hyaline 

globules）為此種腫瘤的典型特徵 ;而肝膽橫紋肌肉瘤

（hepatobiliary rhabdomyosarcoma）主要發生在嬰兒的膽

道，臨床表現為阻塞性黃疸，可使用針對骨骼肌的免疫染

色來診斷之。本案例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比起一般的惡

性橫紋肌樣瘤，肝臟的惡性橫紋肌樣瘤通常會缺乏典型的

形態學特徵，比如明顯的核仁以及細胞核旁的球狀內含體

（paranuclear spherical inclusions），故即使缺乏相應的形態

學特徵，在鑑別小兒肝臟的小藍圓細胞腫瘤（small blue 

round cell tumor）時仍應納入此診斷。 

〄作答統計： 

    上期 Case Challenge 共有 45 位醫師線上作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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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答對，答對率為 26.7%。回答 Hepatoblastoma, small 

cell undifferentiated type 的有 18 位，Undifferentiated 

embryonal sarcoma 有 8 位，選擇 Rhabdomyosarcoma

則有 7 位。 

              活  動  報  導               
年輕病理醫師的福音 
   —日本病理學會秋期特別總會參加心得 

義大醫院 張宜崴醫師 

    去年大概年中的時候收到台灣病理學會的電子信箱訊

息：日本病理學會邀請亞洲各地的年輕病理醫師參與日本

病理學會秋期特別總會並發表壁報論文（ International 

Poster Session）。年輕醫師的定義是四十歲以下（還好還

蠻寬鬆的），同時日方還有十萬日幣補助的旅費獎勵！ 

  我一看到日本學會有獎助，想都沒想就先投稿了，完

全沒顧慮到今年其實已經出國開會兩次了。何況我還曾失

之交臂過一次呢——雖然台灣病理學會的臉書官方專頁

上的宣傳是說去年是第一次日本病理學會舉辦國際壁報論

文會議，讓亞洲各國的病理醫師來交流。但其實約莫七年

前我還是 R3的時候，就已收過台灣病理學會的電子訊息，

也是說日本病理學會邀請台灣年輕病理醫師參與年會並發

表論文。當時剛完成人生的第一篇 SCI 論文，因此也是想

都沒想就投稿了，可惜後來並未入選。 

  或許七年前只是日方邀請台灣單一國家來參與學術交

流，而近兩年則是擴大邀請亞洲各地的年輕病理醫師吧？

詳細的狀況我沒有再深入探究。約莫過了一個月，台灣病

理學會周理事長通知我台灣病理學會決定讓我代表台灣去

參加日本病理學會的秋季年會。在同一時間也已通知了日

方，會長野島孝之教授也很快就寄了正式的邀請函給我。

這次日本病理學會秋期特別總會是第 62 屆，在北陸地區

石川縣的縣廳金澤市舉辦。不是日本旅遊中毒者的我，本

來並不知道金澤市在哪？有什麼名勝？出發前查了一下才

發現原來金澤是有名的日本古都，而且名列日本三大名園

的兼六園就位於其中呢！ 

  這次日方不但補助了旅遊津貼，還貼心地為我們準備

兩晚的住宿，就在會場旁的飯店，同時也邀請我們全體外

國人參與會期前一晚（11/9）的歡迎宴會。因為班機的緣

故，我從桃園直飛到離金澤最近的國際機場—位於石川縣

的小松空港時，就已是日本時間下午六點半，因此不克參

加。後來才知道除了我之外的其他外國病理醫師都有參加，

彼此也已經聊了不少，所以有點後悔沒有提前一天去，這

樣不但能多認識日本病理界教授，也可以跟其他參與者多

聊聊。 

  這次受邀的國外病理醫師共有七人，除了我以外，分

別是來自韓國的 Lee 醫師、中國的 Chen 醫師、尼泊爾的

Aryal 醫師、巴基斯坦的 Arshad 醫師、菲律賓的 Odono

醫師和新加坡的 Lee 醫師。很有趣的是我可以用中文跟其

中兩位溝通（中、星），也可以用河洛話與來自星國的 Lee

醫師話家常（在新加坡他們稱之為福建話）。 

  我們的國際壁報會議時間是在第一天會期的下午，因

此其他時間就是到處逛逛聽聽。除了兩場邀請歐洲學者（英

國的 Cyril Fisher 教授以及愛爾蘭的 William Hall 教授）

的演講是英文以外，其他都是日語。因此只能從漢字來猜

測其中的內容。在與會當中我也發現到台灣病理學會跟日

本病理學會有某些相似與相異之處，如：一年都有兩次年

會—春季與秋季、會議中各場次的主席都稱為「座長」，這

是相似之處；相異處則是日本年會的壁報論文很多，且大

多為日文，我們則很少，大多是英文。我們的秋季年會是

切片討論會，他們似乎還是以學術研討會為主。日本醫師

很重視衣著，男生不管老少大多著西裝打領帶，果然是個

重整潔與秩序的國家。最後參觀廠商展覽的時候還發現日

本什麼都相反，開車方向跟大部分國家相反、很多瓶子的

開罐方向是順時針而不是逆時針、甚至連顯微鏡的載物台

控制旋鈕也是跟別人相反的！  

 下午的國際壁報會議在五點半到六點半之間舉行，每

個人有五分鐘時間作口頭報告，之後三分鐘進行討論。韓

國的 Lee 醫師打頭陣，報告 PD-L1 在 GBM 的表現與預後

的關係。第二位是中 國的 Chen 醫師，他 採 用

nano-LC-MS/MS 技 術 在 胸 水 檢 體 （ pleural 

effusion-based specimen）上分析 peptidome，找出

NSCLC 之生物標記（biomarkers）。第三位來自尼泊爾的

Aryal 醫師則是報告三個免疫染色：GATA-3、pAKT 和

Ki-67 在三陰性乳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的

表現。第四位出場的是來自巴基斯坦的 Arshad 醫師，發

表胃癌 HER2 免疫染色的表現模式（pattern）與分化程

度有關，並且用電子顯微鏡證明跟 tight junction 的異常

有關。我排在第五位，報告 VNN1 蛋白質在直腸癌的表現

量越大時，則腫瘤對術前 CCRT 反應越差，預後也較差，

且經多變異的統計分析證明是獨立的預後因子。菲律賓的

Odono 醫師接下來針對自己醫院十年間的軟骨腫瘤

（chondrogenic neoplasms）做簡單的統計分析。最後

則是新加坡的法醫病理醫師 Lee 醫師發表一個原本以為是

自殺性一氧化碳中毒的病人，在做法醫病理解剖之後證明

不是自殺，而是因急性心肌炎死亡。每個人報告完後都還

有提問時間。除了主席之外，也有幾位年輕日本醫師很踴

躍發問，另外還有一位在東京讀博士的越南醫師也非常專

注地聽講，並提出很多問題。 

  國際壁報會議結束後馬上就是酒會，此時大會頒獎給

我們七人，並要我們發表一些評論與想法。在這場酒會中，

我見識到日本人也有非常的熱情的一面，以及嗜酒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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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會結束後，教授邀請我們去「續攤」，喝他們最愛的清酒。

連原本不能喝酒的印度教徒，尼泊爾的 Aryal 醫師都難以

抵擋此盛情！ 

  最後我除了要感謝日本病理學會給的機會外，也感謝

台灣病理學會派我去發表論文，希望我的表現能為國爭光。

最後用我在領獎後的致詞做結尾，當時突然有感而發，講

到我都快哭了。 

  以下是我的致詞：It's my great honor to attend this 

congress. As you know, the international and 

diplomatic situation of Taiwan is very poor. However, 

in academic field, we can use "Taiwan" as our 

nationality, but not Chinese Taipei or province of 

China.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our research. 

2016 年國際病理年會暨歐洲病理年會參訪⼼得 

馬偕紀念醫院 張惟鈞醫師 

  歐洲病理年會（European Congress of Pathology，

ECP）由歐洲病理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Pathology，

ESP）所舉辦，是全球第二大、僅次於美加病理學會（USCAP）

的病理年會。每年的 ECP 輪流在歐洲各國舉辦，為期四天

半。筆者有幸參加過 2013 年在葡萄牙里斯本以及 2014

年在英國倫敦所舉辦的 ECP。去年的 ECP 則是在德國的第

四大城—科隆的 Kölnmesse 會議中心所舉行，和往年不

同的是，今年的 ECP 與國際病理學會（IAP）兩年一度的

年會聯合舉辦，因此比起往年更顯得盛大。 

  每年的 ECP 皆會分配給每個次專科一至兩天的時間，

除了邀請各次專科的國際知名病理學家為大家報告最新的

發展之外，也會有論文口頭報告或案例討論的議程安排。

這次筆者主要是參加胸腔病理的議程，第一天所安排的講

者多為 WHO classification 的編者，例如美國的 William 

Travis 以及法國的 Elizabeth Brambilla 等，主要是介紹最

新的 WHO 分類有那些改變、未來可能會新增加的疾病分

類、以及目前一些在分子病理的最新發現等。近年來很熱

門的免疫療法（PD1/PDL1）當然也有安排演講，並且還

有介紹一些未來除了PD1/PDL1之外有機會做為免疫療法

標靶的生物標記（biomarkers）。第二天早上則是集中在

非腫瘤疾病，例如如何使用分子免疫化學技術來幫助診斷

肺部感染，下午則集中在探討肋膜腫瘤的一些新觀念及診

斷工具。值得留意的是，最近在歐洲及美國開始有使用經

支氣管 cryobiopsy 來取得較多的檢體，協助診斷間質性

肺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病理醫師將來可能也需

要學習如何正確判讀這類的檢體。 

  在每天的中午都會有一場專題演講，會邀請幾位特別

來賓演講。其中印象較深刻的一位是英國 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 的主持人 Mike Stratton，他們的實驗室

透過癌症基因組計畫（cancer genome project）的分析，

發現在癌症的基因組上會有十幾個特定的突變標記

（mutational signature），而有些標記可以對應到某種致

癌因子（例如香菸或是紫外光），所以藉由觀察不同癌症基

因組的突變標記，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其病理生成機轉。

另一位則是大家較為熟悉的婦產病理國際大師，也是施益

民醫師的老師－Robert Kurman 醫師，他的演講主要是回

顧大家目前較為熟知的卵巢癌二元模式（dualistic 

model），以及將來我們可以如何去早期偵測、預防及治療

卵巢癌。 

  幾乎每年的 ECP 都會有一個顯微影像會議

（videomicroscopy session），在兩年前里斯本的那次是

由軟組織國際權威 Christopher Fletcher 醫師主講，今年

又再度由 Fletcher 醫師分享他所收到的有趣案例。但這次

和上次最大的差別是，上次是單純使用光學顯微鏡接上投

影機，但這次大會特別借到一台掃片機，一次可掃四張玻

片，而且掃描速度相當快（不用 10 秒就可以掃完四片），

在瀏覽的過程畫質也非常清楚，不會有延遲的情況出現。

Fletcher 醫師仍舊是以十分風趣的方式為大家講解這些諮

詢案例，其中有不少是平常很難得可以看到的疾病 (例如：

epithelioid angiomatous nodule 、 post-radiation 

atypical vascular proliferation 或是 pseudomyogenic 

hemangioendothelioma 等等)，以及目前尚未被列入

WHO 分類裡的新腫瘤(如 fibrosarcoma-like lipomatous 

tumor 以及 lipofibromatosis-like neural tumor 等）。同

時也介紹了這些腫瘤目前在診斷上有幫助的免疫組織化學

標記或是已被發現的一些基因異常。對於並非骨與軟組織

病理專家的人來說，光是參加這場顯微影像會議就已經值

回票價了！ 

  ECP 年會上除了演講之外，當然也有壁報展示，每天

都會分配幾個次專科進⾏壁報報告。和往年不太一樣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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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除了一般的壁報之外，也會請被接受的作者上傳其壁

報檔案（當然要不要上傳是看個人，大會並沒有強制要求），

並且在會場架設有電子壁報站（E-poster terminal），讓

與會者可以自行瀏覽電子壁報。除此之外，這次的壁報展

示還在每天下午增加了一個最佳壁報會議（best poster 

session），會從所有的壁報當中挑選出約 40 篇參與這項活

動，作者會在電子壁報站前簡短介紹自己的壁報，接著再

由主席及現場觀眾提問。這次筆者也很榮幸地入選參與

ECP 第一次的最佳壁報會議，多了一個機會能夠分享自己

的研究內容，也算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 

  這次除了筆者之外，一同參加的台灣病理醫師還有北

榮周德盈理事長、高長黃玄贏主任、台大鄭永銘醫師、義

大張宜崴醫師、以及（正在英國攻讀博士的）三總李耀豐

醫師，開會期間除了吸收新知之外，也有機會和病理界的

前輩聊聊台灣病理界的現在與未來，有不少意外的收獲，

也期許自己將來能夠在病理研究方面和這些前輩們看齊。

另外在此也預告今年的 ECP 將會於 9/2~6 於荷蘭的首都

阿姆斯特丹舉行，若是有興趣的會員也歡迎投稿 ECP，一

起為台灣病理界爭光！ 

第六屆台日切片討論會參加心得 
年輕醫師委員會召集人 李宛珊醫師 

  這是我參加的第三次台日切片討論會，以前沒有想過

在國際會議上報告，就算這兩年多來的簡報能力被肯定，

我也不覺得我有能力在國際場合上用英文報告。直到前年，

參加完台日韓婦科切片討論會後，跟著賴瓊如醫師一起參

加日本臨床細胞學會會議，晚宴時遇到本次會議籌畫者，

Toyonori Tsuzuki 教授等人，他們很認真的討論行程規劃

及參觀地點，看到日本教授們這麼慎重的準備這次會議，

開始萌生參加念頭。 

  真正下定決心參加，是病理學會五十周年系列活

動——「與資深醫師對話」餐敘，聽到郭承統教授講述台

日切片討論會歷史。雖然台日友好，但是要一起舉辦會議，

還是受到一些「國際」聲音反對。當時台灣尚未加入國際

病理學會組織（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Pathology，

IAP），他們認為，我們不是一個正式組織，不能一起開會。

於是，郭教授在理事長任內，讓台灣加入 IAP 分會，開始

一連串與其他國家交流活動。如同台灣在各處的國際困境

一樣，我們現在享受的優勢，其實是前輩們努力打下來的，

我們能做的，是維持它，並發揚光大。在那之後我告訴自

己，只要有機會，我會盡我所能參加這些國際交流。 

既然都參加了，就上台報告吧！ 

  參加會議，至少要投個海報或上台報告。這是這一年

來，我對我自己的要求。台日切片慣例是各提出數例案例，

讓彼此猜題。提出案例固然比較簡單可以準備，但是也要

接受大家的提問。當時信心還是不太夠，於是選擇解題，

沒想到日方這次切片很晚才寄過來，等收到時，距離會議

舉行已經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了！只靠簡短病史和一片組織

切片就要解答出診斷，等於一切回歸到最原始的病理型態。

對於相當依賴免疫染色的我來說，其實是很大的挑戰。這

也才發現，自己對於組織型態的觀察需要更細心。很謝謝

幫忙看片的前輩們，提供的想法跟概念都讓我收穫許多，

特別是最後周理事長在名古屋機場電車上的提點，更是幫

助良多，讓我放下心上的一塊大石，更有自信地上台報告！ 

踏出交流的的第一步—主動出擊 

  開會前一天下午，日方安排了 Toyota 工廠的參訪，

有幾位日本教授們隨同參訪。拓展國際人脈是我參加的目

的之一，但一開始對這些教授們完全不熟，也不知道要跟

教授們聊什麼。還好晚上的晚宴是個契機，晚宴是混和落

坐，每桌都有幾位日本醫師們，大家都很和善，也會主動

聊天。從去過日本哪裡開始聊，聊餐點、聊旅遊，也聊到

專業領域，一點都不冷場。 

  另外，身為專業的學會副秘書長，知道收集活動照片，

留下紀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便主動逐桌幫忙合照，

拍照的時候，台灣前輩們都很好心地介紹我讓日本教授們

認識，再順便宣傳一下我們的年輕醫師委員會與臉書社團

經營！日本教授們都很平易近人，之後再去敬酒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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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順便聊開了。主動出擊是很重要的，因為有位日本正

妹住院醫師，我太想認識她了，就在晚宴主動搭訕，隔天

會議結束，已經順利加到臉書好友（姊姊有練過，別亂學）。 

用專業贏得更多機會 

  當然，這些社交活動只是建立起最基本的認識，要獲

得更進一步的青睞，還是要靠專業實力。報告獲得很多日

本教授們的稱讚，我想我已經達到我的初步目標—讓國外

教授對我有印象。在這邊想分享一下我的簡報準備經驗，

投影片製作技巧只是輔助，重點是，一定要讓自己十分了

解報告內容，而且，每次這種大場合的報告，我都練習百

次以上不等。成功沒有捷徑，只有努力。這次台灣海報投

稿數量沒有很多，所以雖然很忙，還是硬著頭皮整理一篇

投出去。日本醫師其實很喜歡發問，休息時間也和幾位醫

師討論海報內容，收穫不少，我覺得台日切片很適合年輕

醫師投稿，因為相對簡單且與會者又十分和善。 

  可能有人覺得，我只想要好好看片做好診斷工作，有

空時參加學會邀請國外講者來台演講的繼續教育活動，充

實知識，這種國際會議好像跟我沒有關係。但最近參與學

會事務發現，邀請國際級講者來台演講其實很不簡單，坦

白說，學會經費有限，很多都是靠人脈交情來邀請。而人

脈就是建立在這些國際交流與專業上。以前覺得有台日切

片、台日韓婦科討論會，好像很豐富了。但大家可以看到

（http://www.iapjapan.org/news/pdf/16-1NewsBullet

in.pdf），日韓切片交流已經進行二十多年，而且還分兩天、

分次專科舉行！鄰近的香港、新加坡、泰國舉辦的會議也

十分國際化，台灣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而這些都不是一

兩個人努力就可以達成，需要大家共同合作才行！ 

您想要怎樣的學會？怎樣的未來？ 

這兩年來陸續加入學會通訊編輯工作、副祕書長職位，

以及年輕醫師委員會召集人，很多人問我怎麼這麼有精力

跟活力？說實在的，其實有點累 （笑），但我的想法很簡

單：這幾年，所謂的公民覺醒意識十分蓬勃，大家為了這

個社會、這個國家，開始願意表達自己的聲音，並試著努

力讓它變得更好。同樣地，對於自己必須加入 4、50 年的

學會，大家是不是可以試著更投入？付出更多？一起努力

讓執業環境變得更好呢？台灣很小，病理學會更小。我們

必須團結，我們沒有分裂的本錢。「我永遠尊敬，真去做的

人。」，也期許自己是這樣的人。大家一起努力吧！ 

              會  員  園  地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進修心得 

林口長庚醫院 黃士強醫師 

  去年七月一日經歷了近十六個小時的長途飛行之後，

重新踏上離別二年的土地，心中感觸莫名。回想在美國紐

約的紀念史隆·凱特琳癌症研究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MSKCC）進修與生活種種，

仍是有滿滿的不捨與回憶。 

  約莫三年多前，在科內需求與自我興趣下，開始參加

由高雄長庚醫院黃玄贏主任所主持的骨骼與軟組織病理委

員會的病理討論會，藉此學習骨骼與軟組織腫瘤判讀，同

時向黃主任表達出國進修的意願。在黃主任熱心的推薦下，

得到 Cristina Antonescu 醫師的首肯之後，於 2014 年 6

月底懷著忐忑的心情攜家帶眷啟程前往美國紐約，開始為

期兩年的進修生活。值得一提的是 Antonescu 醫師正是黃

主任十多年前進修的指導老師之一，經過十多年的研究工

作，她已成為MSKCC病理科骨骼與軟組織病理的主持人，

發表過許多重要的相關文章，也曾獲得 USCAP Young 

Investigator 的殊榮。 

MSKCC 位在美國紐約市曼哈頓島上東城區，毗鄰東

河，座落約克大道與 67 街交叉口處。成立於 1884 年，雖

然只有 471 床，但卻是世界上歷史悠久著名的私立癌症治

療中心，與位於德州休士頓的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一北一南，並稱全美最頂尖的兩大癌症研究中心。

二十世紀初發現 Ewing sarcoma 的 James Ewing 醫師就

曾在此工作過，病理科的走道上目前還掛著他的照片。現

今的病理科主任 David Klimstra 為胰臟病理的大師，執肺

臟病理牛耳的 William Travis 醫師目前也此執業。因此在

病理科走動時，就有機會與教科書上的作者擦身而過，早

晨看片時，也會有打招呼的機會，那種目睹真人的感覺實

在非常微妙。 

  MSKCC 在之前的機構主席，諾貝爾生物醫學獎得主

Harold Varmus 為期十年的主政下，不僅建立了新的

Zuckerman 研究大樓，也加強了與對街的 Weill-Cornell 

Medical College以及Rockefeller University的合作關係，

讓 MSKCC 的研究能力更上一層樓。但我有運用的卻只是

Weill-Cornell Medical College往羅斯福島宿舍的交通車

與 Rockefeller University 週末中午的音樂會以及演講廳

旁邊便宜又豐盛的員工自助餐廳（汗顏～～）。 

  我的進修主要分兩部分，一是骨骼與軟組織腫瘤病理

玻片判讀，另一部分則是腫瘤分子病理研究。為了增進自

己的閱片能力，我會參加每日早晨主治醫師與輪值 fellow

的對看臨床案例，通常我會於前一天傍晚向 fellow 先借明

天要看的片子，讓自己有時間先好好看過，同時查閱相關

臨床資訊，而晚上回家時可以有機會消化一下相關的書藉

或期刊，讓自己對每一個腫瘤類別能逐漸掌握。 

  經過上述常規的臨床看片，常見的肉瘤經過反覆的診

斷訓練很快就能上手，一些相對少見的肉瘤，如：

desmoplastic small round cell tumor 與 Ewing 

http://www.iapjapan.org/news/pdf/16-1NewsBulletin.pdf
http://www.iapjapan.org/news/pdf/16-1NewsBullet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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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coma 在此也不難看到，然而有些肉瘤罕見的程度，還

是讓我沒機會在臨床上遇到，不得不倚賴指導老師蒐集的

檔案。儘管如此，對於肉瘤診斷之博大艱深，仍然深感力

有未逮之處。MSKCC 的病理科並沒有招募住院醫師，只

有 fellow 的訓練課程，分成一年期的一般腫瘤病理訓練，

需要到各次專輪值；與一年期的次專訓練，含實驗室工作

與論文發表。但並非每個人都接受二年訓練，而是一年一

年分開招募。 

  看片之餘，就是窩在指導老師的實驗室中做實驗。實

驗室並不大，約莫 4～5 個人，惟一的印度人在我訓練當

中離職，除了一位大陸人外，其餘的都是臺灣人。實驗室

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發掘肉瘤未知的基因變化，以應用

於臨床診斷或治療。這裡最大的研究利器就是 whole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簡稱 RNAseq），此種次世

代定序分析最適合用來找尋基因轉位。MSKCC 具有很完

備的 core facilities，其設備新穎與種類齊全的程度令人咋

舌，工作人員也很平易近人樂於接受問題諮詢，我也有幸

進去參觀次世代定序中心，HiSeq、MiSeq、Ion Torrent

等儀器排排站的景象，著實讓人震撼不已。感謝

Antonescu 醫師與實驗室同仁的耐心與詳細指導，讓我從

實驗門外漢蛻變成有能力進行 DNA/RNA/蛋白質的萃取、

聚合酶連鎖反應、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與螢光原位雜

交等實驗。進修期間也順利發表了幾篇論文，其中能連續

兩年被遴選至 USCAP 年會上進行口頭報告，也是十分難

得的經驗。 

  在昂貴的紐約曼哈頓生活不算容易，醫院補助只能涵

蓋一部分開銷，其他還是需要動用到自己的積蓄，尤其是

一家四口的開支更為可觀，然而能有家人在旁一同分享生

活的喜悅與編織異國生活的回憶，也算值回票價。尤其是

在進修疲憊與實驗壓力過程中，回到家裡時能有人迎接你，

真的會讓人身心倍感放鬆。還好 MSKCC 在位於東河上的

羅斯福島上有提供宿舍，雖然依然所費不貲，但相較外面

租屋仍減輕了一些經濟壓力。生活在紐約也有好的一面，

一些著名的景點唾手可得，如自由女神像、布魯克林大橋、

時代廣場、大都會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洋基棒球場

等等。到時尚的第五大道與優美的中央公園就如同走後院

一般，假日時分搭個地鐵就到了。從自家公寓望出去就是

帝國大廈與克萊斯勒大廈的曼哈頓夜景。在這種族大熔爐

裡，各國料理與文化活動也目不睱給，春天的島上櫻花季，

夏天康尼島（Coney Island）的海灘，秋天的萬聖節活動，

與冬天梅西百貨的感恩節遊行與聖誕節活動。日常生活用

品與食物採買當然不成問題，走路或搭公車就可以到

Costco，搭地鐵就可以到曼哈頓中國城或皇后區的法拉盛

（Flushing），吃到、買到道地的中國或臺灣食物。Amazon

的網購也十分便利。紐約位在美國東北岸，至波士頓、費

城、與華盛頓等著名城市一遊也很方便。 

  兩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一下子就這樣呼嘯

而過。人生中能有這個機會待在國外生活這麼久的時間，

算是難得的經驗，特別是在紐約這樣繁華的大城市裡。在

忙碌的醫師生涯中，能撥出一段時間好好地學習新東西，

並放慢生活腳步感受異國文化，更是一輩子的回憶。感謝

一路上幫助我與家人的人，不論是在臺灣或是美國，讓這

一切能順順利利的完成。 

肌肉罕病基因檢測公益計畫 
天主教耕莘醫院 陳燕麟醫師 

  肌肉萎縮是種症狀的統稱，發生原因有很多，常見的

如：創傷後無法運動造成的萎縮、或年紀大了肌肉的萎縮；

但偶爾也有一些少見的病因會引起肌肉萎縮，這些病因可

以分成兩大類：第一大類是神經病變引起，另一大類則是

肌肉病變。神經病變引起的有：知名日劇「一公升的眼淚」

中的脊髓小腦萎縮症，也有前一陣子很紅的冰桶挑戰—漸

凍人等；而肌肉病變則較少人聽過，如：裘馨氏或貝克氏

肌肉失養症，這類疾病常於孩童時期就發病，是較常見的

肌肉失養症。而肢帶型肌肉失養症（Limb-girdle muscular 

dystrophy，LGMD）則是另一常見之肌肉失養症，病名

中的「肢」是指四肢，「帶」則是指肩膀骨盆部位。所以近

端大肌肉萎縮的速度比遠端小肌肉萎縮的速度快，故造成

肌肉無力的症狀，臨床上抽血會發現肌肉酵素（CK）升高

數十至數百倍，大部分病患都是由基因問題所造成的。 

  肌肉疾病在臨床初期的表現都非常相似，造成不同疾

病間鑑別診斷時的困難，甚至同一種疾病也會因基因突變

的不同，而使得臨床表現有些許不同，故這些疾病的亞型

很難依臨床症狀確診，也因為這類病患目前無治療方式，

只能隨著疾病惡化而被動接受，因此基因檢查常成為這類

病人最後確診的依據。但因為疾病種類繁多、發生率低，

使其基因檢驗不被重視，又加上疾病可能牽涉到的基因非

常多，動輒數十上百個，因此依照傳統方式檢驗常曠日廢

時，願意檢驗這些肌肉罕見疾病的單位也就非常稀少。目

前台灣除了幾間醫學中心願意檢測非常少數的基因，其他

基因皆須送至美國或是日本進行檢驗，也常以研究名義進

行檢驗，但當研究主持人結束研究時，就會發生無處可檢

驗的困境。而除了診斷因素外，這類病患也可能有家族成

員為隱性基因攜帶者，當為優生保健目的需接受遺傳諮詢

時，若沒有準確地知道是哪個基因的哪一個位點突變，則

無法針對突變點來進行評估諮詢，因此，基因診斷在這類

病患是迫切需要的！ 

  台灣定義萬分之一以下的盛行率為罕見疾病，根據中

華民國肌萎縮症病友協會統計，病友中有 35.74%為裘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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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肌肉失養症，5.78%為貝克型肌肉失養症，4.51%為面

肩胛肱肌失養症，5.6%為肢帶型肌肉失養症，然而約有

20.21%的病友為其他不知名或是無法確診的肌肉萎縮疾

病。通常這些罕見疾病並無所謂的熱點（hotspot），亦即

基因發生突變點位不固定，使得基因診斷上變得很困難。

罹患肌肉罕見疾病的病患，發病時程及嚴重程度都不一樣，

因此利用次世代定序技術（NGS）做全外顯子基因分析可

解決不知該分析哪個基因的困境，再加上技術檢測價格的

下降，應為目前最適合之方案。 

  針對需要接受基因檢測之患者應區分為兩類，第一類

為已發病多年但仍未基因確診之患者，第二類為疑似患者

或新診斷患者。第一類患者常常因為無處可做基因檢驗，

因此人數不好預估，但是依據文獻上流行病學疾病發生率

推估，所有肌肉失養症在每 10 萬人中約有 1.9~2.5 位患

者，因此台灣約有 4600 位患者，但其中，例如：裘馨氏

肌與貝克型肌肉失養症，已有簡易便宜之檢測流程與單位，

秉持著資源集中的概念，因此推估需要接受全外顯子基因

檢測之人數約有 1000 人。雖然不能保證一定可以找到致

病基因與位點，但是全外顯子基因分析將成為這類患者基

因確診之最佳方式。第二類疑似之患者則可透過此項全外

顯子基因檢測，早期診斷並確認疾病亞型，因為心肌功能

或是呼吸肌功能會因為不同亞型而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因

此早期確診對於患者預後之評估有相當大的幫助。 

  雖然肌肉罕見疾病患者不良於行，但是有部分的型別

並不影響存活時間與生育，因此這些疾病患者也會希望擁

有下一代，這時優生保健將變得非常重要，因為此類疾病

並無有效治療方式，故將疾病限制在這一代而不繼續下去

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但目前許多基因沒有實驗室可檢驗，

所以想檢驗也求助無門，導致生育下一代變得提心吊膽，

害怕自己的孩子也會有一樣無法治療的疾病。有的家長懷

著賭一賭的心態，一直生出罹病的孩子，造成家庭與社會

的重擔。目前平均一個家庭的全外顯子基因檢測費用約三

至四萬元，而一個患者一生所負擔的醫療費遠超過四萬

元。 

  期望透過於耕莘醫院成立的肌肉罕見疾病實驗室，來

推動這項基因檢測公益計畫，讓越來越多的醫師或患者及

社會大眾了解這些罕見疾病檢驗的辛苦與龐大的經費以及

人力付出，期望喚起政府相關單位之補助與重視，並列為

醫院之常規檢驗項目，長期執行檢驗，以解決此類患者無

法確診而一直看著疾病惡化之心理煎熬。也能更進一步幫

助有意願生育下一代之病患進行優生保健的服務。這類疾

病目前無藥可治，最好的辦法是限制疾病再繼續遺傳給下

一代。本實驗室的長期展望是將持續精進檢測品質，目前

訂定的檢驗方式為現階段技術的極限，仍有不足之處；同

時也繼續研究可能的治療方案，目前有一些方向與初步研

究，期望能找出減緩疾病惡化甚至治癒之治療方針。 

 

 

 

耕莘醫院肌肉罕病基因檢測公益計畫 
檢測
對象 

尚未基因確診之肌萎症患者、有生育計畫之肌萎
症患者與家庭成員 

檢測
方式 

抽血 (全外顯子基因檢測) 

收費
方式 

每位檢測費用 3 萬元，若清寒及中低收入戶則以
愛心捐款支應 

捐款
專戶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捐款
銀行 

玉山銀行新店分行(代號:808) 

匯款
帳號 

0554968168166 
請註明肌肉罕病，否則無法於實際運用 

連絡
電話 

耕莘醫院社服室 (02) 2219-3391 分機 66101 
陳燕麟醫師辦公室 (02) 2219-3391分機 65654 

             學 術 活 動 快 報             
 
活動名稱：頭頸部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7 年 1 月 7 日 9:30～11:3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科技大樓五樓病理部多頭顯微鏡室 
 
活動名稱：北區婦科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7 年 1 月 7 日 9:30～11:3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科技大樓五樓會議室 
 
活動名稱：胸腔病理次專科住院醫師教學暨胸腔病理研究

小組籌備會議 
活動時間：2017 年 1 月 7 日 14:00～17:00 
活動地點：高雄長庚解剖病理科會議室 
 
活動名稱：Pediatric small blue round cell tumor symposium 
活動時間：2017 年 1 月 14 日 13:00～17:00 
活動地點：台大醫學院 101 講堂 
 
活動名稱：中區婦科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7 年 2 月 4 日 14:00～16:00 
活動地點：台中榮總病理部 
 
活動名稱：神經病理次專科住院醫師教學 
活動時間：2017 年 2 月 11 日 14:00～17:00（台北場） 

2017 年 3 月 4 日 13:30～17:00（高雄場）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科技大樓五樓顯微鏡室（台北場） 

高醫病理部會議室（高雄場） 
 
活動名稱：USCAP Annual Meeting 2017 
活動時間：2017 年 3 月 4 日~11 日 
活動地點：San Antonio, Texas 
 
活動名稱：Cytopathology Workshop Taipei 2017 
活動時間：2017 年 3 月 18 日 13:20～19 日 16:1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科技大樓五樓顯微鏡室（18 日） 

台大集思國際會議中心（19 日） 
 
活動名稱：南區婦科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7 年 3 月 25 日 9:30～11:30 
活動地點：未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