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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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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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事  長  的  話                       

賴瓊如 理事長 

各位會員大家好！ 

借學會通訊的篇幅向各位會員針對今年學會的要務與展望及各位會員關心的事

務，作個簡單扼要的報告。 

1. 細胞病理繼續教育學分不夠的問題 

許多會員紛紛來反應自去年開始細胞病理繼續教育學分不夠，恐怕發子宮頸

抹片的資格受到影響(坦白說，我已經被罵翻了)。我在年會的會員大會上曾

作過說明：1) 最近學會年會議程增加外賓演講及 poster session；IP 會議

更有許多困難或新發現的腫瘤切片的病例要報告，因此擠壓了細胞病理課程

的時間，實在沒辦法再排出額外的時間來討論細胞病理病例，以致於在大多

數會員能參加的年會及 IP 討論會細胞病理繼續教育學分減少，實在抱歉。

2) 細胞病理繼續教育學分數的計算是以 2 年為單位，只要 2 年內有 16 分即

可，106 與 107 年或 107 與 108 年或 108 與 109 年都可以。因此目前大家

還不用太擔心，秘書處在計算時會處理。3) 為解決這問題，鼓勵會員參加

本學會與臨床細胞學會合辦的免費活動(如各區每季都有一場的週六下午繼

續教育活動)，累計學分。另外，為求與專科醫師學分數要求降低的新方案

同步，已啟動與國健署溝通降低學分數的需求。請各位會員諒解。 

2. 學術活動 

如往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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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秘書處感到很欣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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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今後數位病理、人工智慧發展的趨

勢，今年開始有新的國際交流活動安排如下： 

參與日本數位病理年會活動，投稿 poster 以外，更安排 Co-joint Meeting 

(TSP/JSDP Co-joint Meeting)。今年已有四位醫師參與演講、1-2個poster。 

3. 健保相關議題 

a. 大家已看到健保署公告，新增「肺癌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EGFR) 突變」

檢測，開始實施，這是第一個限定病理醫師簽發報告的癌症伴隨式分子

檢測，更重要的是將本學會認證之分子實驗室與 CAP 及 TAF 之認證分

子實驗室一併納入給付標準，顯示本學會分子實驗室認證已受健保署認

同，這是本學會一項重要的成就。 

http://twiap.org.tw/
mailto:twiapnew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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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學會對檢測方法、平台、品質規範之詳細說

明，健保署充分了解後，繼通過 IVD 檢測，也開

始進行核准 LDT 檢測的準備。 

b. 至於 IHC每例 5項的規定，對每例的定義及限制，

學會向健保署提出建議後，健保署已來函準備召

開會議討論，秘書處會秉持理監事會結論處理，為

病人及所有會員的權益努力。 

4. 病理專業業務權利義務之維護與爭取 

a. 法醫病理專業尊嚴之爭取：與法務部會議仍持續

進行中，到目前為止共 11 次。另外，尋求與立法

委員、考選部、衛福部、及監察院溝通的管道，後

續發展再向大家報告。 

b. 分子病理教育學分之認定：為因應未來精準醫學

檢測之專業需求及政府可能之管制措施，現階段

以分子病理繼續教育課程和學分認證為主，暫不

考慮以分子病理簽發報告數做為認證之依據。另

外，加強與臨床病理學會之合作，共同規劃分子病

理課程，增加會員累積課程的機會。 

 

以上報告，請大家多多包涵與支持。謝謝！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賴瓊如 敬上 

              活  動  報  導                
一○八年台灣病理學會暨國際病理學會台灣分會

年會心得 

中國附醫 林昀珊醫師 

108 年台灣病理學會暨國際病理學會台灣分會年會於

5/26 在台北中油大樓一樓國光會議廳舉行。上午時段舉行

口頭研究論文發表、壁報研究論文發表，以及 Prof. Tadashi 

Yoshino 演講「 Lymphoma NOW according to the 

revised 4th edition WHO classification」。下午時段為嘉

義長庚紀念醫院吳侑庭醫師演講「法醫解剖實務」、葉曙教

授優秀論文獎 Predictors of response to autologous 

dendritic cell therapy in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的口

頭發表、王蕾琪醫師的 Updates of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rs of the eye、蕭正祥主任的 Melanoma and 

simulants、巫政霖醫師的 Benign and malignant tumors 

with follicular differentiation，以及楊啟順主任的 How to 

approach non-neoplastic dermatoses，內容非常精彩豐

富。 

上午時段的研究論文發表題目非常精彩，像是利用

peptide targeting chemotherapy 來克服傳統 target 

chemotherapy 的副作用；比較 spindle cell / sclerosing 

rhabdomyosarcoma MYOD1-mutant 和 non-mutant的

案例在組織學的特質和 genetic spectrum 的差異；區分出

aggressive NK-cell leukemia 和 extranodal NK/T cell 

lymphoma with bone marrow involvement，因為兩者雖

然在形態學上不容易區分，但是 outcome 和 genetic 

feature 是不同的；還有介紹 CD5/cyclin D1 double-

negative pleomorphic mantle cell lymphoma。每一個主

題都帶給我們許多新的刺激和想法。 

Prof. Tadashi Yoshino 從 lymphoma 分類的演進談

起，1994 年 REAL classification 的 23 種 lymphoma、第

三版 WHO 中提及了 50 種 lymphoma、第四版 WHO 的

90 種 lymphoma，到最近這次改版的 WHO，增加至 120

種 lymphoma，因為對於 lymphoma 的研究越來越多，相

關資料也越來越龐大。Prof. Tadashi Yoshino 接著介紹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和 subtype、high-grade 

B-cell lymphoma 、 follicular lymphoma 、 MALT 

lymphoma 、 follicular helper T cell lymphoma 和

Hodgkin lymphomas。這些 lymphoma 除了病理上的特

徵外，臨床上也是非常重要，需要區分出來的。 

王蕾琪醫師非常用心地幫大家整理了 WHO 關於

“Tumors of the Eye”的更新，以及第七版與第八版 AJCC

的差異：例如在 Ocular surface squamous neoplasia，

HPV 的盛行率大約有 30%，HPV type 16 是最常見的，因

此可能是一個 cofactor。另外，conjunctival carcinoma 的

early invasive lesion 在第八版的 AJCC 有更明確的定義，

除了 tumor 大小外，再加上“ invades through the 

conjunctival basement membrane”。 

蕭正祥主任為我們介紹了 melanoma，從臨床特徵、

ABCDE criteria，並且以非常清楚描繪的示意圖來增加我們

對 cytological features 和 architecture 的印象，並舉出許

多實務上遇到需要與 melanoma 鑑別的情況，例如：

dysplastic nevus、Spitz nevus、nevi of special sites、

recurrent nevus 等等。除了再次強調每一個 entity 的定義

和形態學外，也有整理清楚的表格輔助。最後也再次強調與

臨床配合的重要性，才能使我們做出更正確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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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政霖醫師則介紹Benign and malignant tumors 

with follicular differentiation，例如trichoblastoma和它

的variants，以及其他相關腫瘤，例如trichoepithelioma、

desmoplastic trichoepithelioma 、 cutaneous lymph-

adenoma。除了介紹形態學特徵，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的輔

助應用也提供我們在日常工作上鑑別的幫助。最後還介紹

了與 follicular tumor相關的genetic syndrome，像是

trichilemmoma 和 Cowden disease 相 關 、 fibrofolli-

culoma與trichodiscoma和Birt-Hogg-Dube Syndrome

相 關 、 Pilomatricoma 與 Keloid 和 Rubinstein-Taybi 

Syndrome相關。在實務上，雖然我們看到的都是單一腫瘤

的切片，但如果臨床有提及多顆腫瘤，可能就要提高警覺是

否有基因變異造成相關的症候群。 

楊 啟 順 主 任 為 我 們 介 紹 了 non-neoplastic 

dermatoses，最重要的就是要認出pattern，首先要確認出

病灶的位置、發炎細胞的分布，以及發炎細胞的組成，並且

就各分類介紹許多常見疾病。除了簡單明瞭的卡通圖加深

印象，HE片子介紹型態學變化外，也有附上臨床照片做對

照。 

雖然年會只有短短一天的時間，但是非常感謝學會的

用心規劃，讓我們吸收許多新知，接受各領域的最新研究成

果，也增進平常臨床實務上一些鑑別診斷的輔助方法。 

 

第二十四屆台灣癌症聯合學術年會(TJCC)心得 

台中榮總 陳韻安醫師 

台灣癌症聯合學術年會(TJCC)是一個台灣各大癌症相

關專科、次專科學會聯合舉辦的年度盛會，今年邁入第 24

屆，於台北格萊天漾大飯店舉行。台灣病理學會的主題是頭

頸部腫瘤，邀請到台大醫院的張玉芳醫師、美國 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的 Dr. Justin Bishop 以及

日本 Nagoya City University 的 Prof. Hiroshi Inagaki 進

行演講，並且在會議前一天於台北榮總舉辦 Multi-head 

Microscopic and Live Video Tutorial，由 Dr. Bishop 以及

Prof. Inagaki 進行教學。 

張玉芳醫師隸屬於台大牙科部，專長為口腔病理，並且

是頭頸病理委員會固定成員之一，是少數兼具臨床及病理

專業的醫師。此次以 odontogenic lesion 的診斷要件及常

見需要鑑別的狀況為主題，提醒大家可能存在的診斷陷阱，

包 含 正 常 組 織 和 腫 瘤 的 鑑 別 (dental papilla vs. 

odontogenic myxoma, gingival tissue vs. odontogenic 

keratocyst) ， 以 及 良 性 和 惡 性 的 鑑 別 (squamous 

odontogenic tumor vs. intraosseous squamous cell 

carcinoma)。如同很多其他疾病，臨床資訊、影像和病理發

蕭正祥主任對黑色素瘤做詳細的解說。 

張玉芳醫師位學員解說如何藉由臨床病理整合，對牙源性腫瘤做出

正確的診斷。 

巫政霖醫師介紹毛囊相關的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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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整合對正確診斷十分重要，然而因為訓練過程關係，大

部分病理醫師對此領域相對陌生，因此這堂課程對平日工

作的助益頗大。 

Prof. Inagaki 擅長分子病理學，研究領域橫跨頭頸病

理、腸胃道病理、血液腫瘤病理及骨與軟組織病理等等。此

次多頭顯微鏡教學以及後續演講皆聚焦於唾液腺腫瘤的分

子特徵。開場便替大家簡單統整現在的唾液腺腫瘤相關基

因變化，接著以不同種類的腫瘤為例，說明分子病理可以如

何協助診斷，例如 MYB FISH 之於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 MAML2 FISH 之 於 mucoepidermoid 

carcinoma，以及對治療的影響，例如 TRK inhibitor 可作

用於 secretory carcinoma，以及 salivary duct carcinoma

對 anti-AR 或 anti-Her2/neu therapy 的反應。其中的

Whole slide image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為 了 區 分

mucoepidermoid carcinoma 以及 metaplastic Warthin 

tumor，研究團隊拼貼了超過 6000 張 FISH image，證實

兩者之間即使長像類似，但每個區域的細胞表現的分子特

徵都符合最終診斷。此論文最終發表於 2015 年的 AJSP。 

Dr. Bishop 是近年頭頸病理領域的明星，著重於鑽研

唾液腺病理、HPV 相關腫瘤，以及鼻腔腫瘤。在針對鼻腔

新發現的腫瘤當中，介紹了 biphenotypic sinonasal 

sarcoma 及其鑑別診斷，sinonasal small blue round cell 

tumor 之分類及診斷上的染色建議。特別是 sinonasal 

small blue round cell tumor 的染色分類表，非常推薦在

日常診斷時使用。而在針對 HPV 相關腫瘤的部分，介紹了

最近定義的 HPV-positive oropharyngeal carcinoma, 

HPV test 的使用時機以及最新 CAP 指引建議，潛在的診斷

陷阱，以及口咽部之外的 HPV 腫瘤，特別是鼻腔的 HPV-

related multiphenotypic sinonasal carcinoma。於多頭顯

微鏡教學中，除了前述幾大類診斷，還有新近發現的種類，

例 如 microsecretory adenocarcinoma 以 及 Gli-

amplified tumor。 

三位講者的內容皆淺顯易懂，對於頭頸部病理常見的

（同時常造成困擾的）唾液腺腫瘤、鼻腔腫瘤、HPV 相關

腫瘤和牙科相關診斷都有全面且實用的介紹，並且大幅拓

展了我們對於最新診斷的認識，是 CP 值極高的一場學術盛

會。非常感謝學會舉辦如此實用的會議，也非常榮幸能親睹

大師的風采。上述所有講者投影片已可由台灣病理學會網

頁下載。 

              專  題  報  導                

數位病理與人工智慧專題系列〈2〉 

台北榮總梁文議主任訪談 

台北榮民總醫院梁文議主任，是國內玻片數位化系統以

及病理影像判讀研究的先驅，這期的數位病理專欄，很榮幸

能夠邀請到梁主任接受我們的訪談，讓有志於數位病理發展

的會員們能夠共享梁主任寶貴的經驗。 

編輯小組：很高興您接受我們的訪談。首先我們想請問梁主

任有關數位病理系統建構上的經費問題，我們都知道玻片掃

瞄系統所費不貲，為何醫院在什麼情況下會接受這樣龐大的

投資呢？ 

梁主任：數位病理系統並不像放射診斷系統一樣，可以節省

大量的前端成本，原則上這個投資在短期內無法回收的。因

此最近幾家要建立系統的醫院，都不是因為有利可圖，而是

為了一個願景。例如說台北榮總的系統建立，其實是受惠於

最近人工智慧(AI)的浪潮，讓北榮系統開始成立數位醫療委

員會，朝向發展 AI 醫院、進行人工智慧研究的方向前進。 

未來在越來越多院所建立數位系統之後，我相信情形會進一

步改變，還未建立系統的院所可能會有「必須要跟上時代的

壓力」，因此即使成本上不划算，未來還是會有越來越多醫學

中心建立系統的，這應該是一個趨勢了。 

編輯小組：在有了設備以後，下一步重點就是影像判讀系統

開發，請問您如何找到這方面的人力物力？ 

梁主任：病理影像判讀系統的開發，必需要三個領域的專家

合作，其一是病理醫師，其二是儀器，其三是演算法開發。

Dr. Bishop 介紹鼻腔與鼻竇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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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機器方面，現在有儀器廠跟代掃描服務可以負責，因

此絕大多數的病理醫師會遇到問題的部分是演算法，因為在

即使有經費，也不見得能夠找到夠格的合作電腦資訊工程師。

要解決這樣的困境，其實在台灣最有可能突破的方式是設法

與學界合作，畢竟有影像判讀經驗的研究單位很多，他們通

常會很樂意接受合作研究的案子。 

另外一個可能合作的對象是軟體業者。目前機器學習產業競

爭非常激烈，誰能夠獲得大量的資料誰就有可能在未來存活，

因此也是一個可以洽談合作的對象。台北榮總目前與雲象科

技的合作還算順利，可以做為未來各位進行影像判讀系統開

發的參考。 

編輯小組：目前儀器廠也有開始推出一些影像判讀的系統，

主任覺得儀器廠的這些判讀系統是否會對軟體業者的生存

造成威脅？ 

梁主任：各位如果有用過應該會感受到，目前各大廠提供的

影像判讀軟體，與病理醫師的期望多多少少有點距離。這是

由於系統廠的主要收益來自機器本身，軟體目前並無利可圖，

而且如果是內建在系統裡面的軟體，往往與別家廠商有不相

容的問題，因此軟體只是儀器廠的一個宣傳工具，並非重點

發展項目。儀器廠與軟體業者未來仍將是分工的關係。 

編輯小組：請問您對機器病理診斷的看法如何？ 

梁主任：我覺得病理醫師短期內真的不要太擔心機器會取代

病理醫師的正式工作，更不要去期待機器去幫助你進行困難

診斷，畢竟在可見的未來，機器最能夠大放異彩的診斷領域，

依然是細胞計數、小型病灶偵測等人眼難以勝過機器的領域，

至於日常的病理診斷，可能是多年以後才有辦法發展的事情，

因此我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都是這些電腦明顯有優勢的診

斷輔助工具，而非真的要取代正式診斷。 

至於目前學界的一般研究方向，則是偏離診斷更遠了。目前

學界非常講究在切片影像分析之外，整合大量的臨床與分子

資訊進行看起來很大型的預後預測，其實這並非數位病理研

究應該朝向的方向，但是因為這樣的研究才容易拿到經費，

所以也是一件很無奈的事情。 

編輯小組：最後想請您對數位病理專欄提供一些建言。 

梁主任：我認為數位病理專欄值得鼓勵且有必要，畢竟數位

病理與一般的病理專科不同，它是一個綜合的學門，必須要

病理、資訊、機器三個不同領域專家的磨合才能夠進行，因

此在許多國家，數位病理常常成立獨立的學會，因此我們該

從數位病理專欄這樣的小地方開始慢慢努力，朝成立一個獨

立的學門前進，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編輯小組：再次非常感謝您的受訪。 

              會  員  園  地                

數位音樂製作簡介 

中國附醫 張凱博醫師 

音樂製作在過去的觀念當中，是一種非常專業，幾近

高不可攀的領域，然而這樣的偏見已經不再正確了。在最

近二十年軟體工程進步後，音樂製作已經從過去那種需要

在昂貴設備支援下，由專業人員執行的高貴事業，變成一

般人可以在個人電腦輕鬆完成的全民娛樂。本期學會通訊

我們特別藉由會員園地的空間，跟各位介紹基本的數位音

樂製作，讓有興趣的會員可以參考。 

 

第一步：裝軟體 

在開始任何音樂製作之前，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安裝數

位音樂工作站(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簡稱 DAW)軟

體，以及虛擬樂器軟體(Virtual instrument，又稱軟體音源)。

常見的市售 DAW 價格均在一萬元新台幣左右，有的甚至在

一萬元以內，為大部分人可以負擔的價格。 

常見的跨平臺數位音樂工作站有以下幾個： 

1. Steinberg cubase: 

歷史悠久的音樂製作軟體，具有各式各樣媲美錄音室的專

業功能，且會提供一些好用的虛擬樂器。由於 Steinberg 目

前是 Yamaha 的子公司，購買 Yamaha 的錄音界面常會附

贈精簡版的 Cubase，因此如果有需要錄音硬體，且不願意

花多餘預算購買軟體的會員可以考慮。 

 

 

2. Presonus studio one: 

筆者目前使用得非常愉快的工作站軟體。特色是介面

非常的輕便簡約，輕便到甚至可以在平板電腦上使用，不會

Steinberg cubase. 圖片來自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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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眼望去找不到元件在哪裡的困擾。這個軟體的基本安

裝包提供的虛擬樂器非常少，如果不願意花錢另外購買虛

擬樂器的話，購買此工作站前請三思。 

 

3. Cakewalk sonar: 

筆者曾經使用的工作站軟體，內建相當豐富的虛擬樂

器，對於入門者來說少了必須尋找其他虛擬樂器的困擾。然

而如果它這麼好，筆者為什麼會拋棄它？因為 Studio one

的介面實在是太乾淨了… 

 

第二步：寫音樂 

刻板印象中的音樂製作人，手上都放著一臺電子琴鍵

盤接電腦，彷彿要讓電腦發出聲音一定要用琴鍵，然而其實

不需要！想要做音樂，你只需要一般的電腦，一般的電腦鍵

盤，跟一般的滑鼠。幾乎所有的數位音樂工作站都有編曲機

(sequencer)，可以讓你用鍵盤滑鼠在軟體上面寫出音高，

組織成音樂。 

最常見的編曲機介面是條狀的，稱作鋼琴卷軸(piano 

roll)編曲機，每個音符都表示為一個長方型，以長條的位置

為音高，長度為音長來表示音樂。由於初學者寫音樂必定很

慢，故一般來說不會被這個陌生的介面拖慢速度，可以在練

習寫音樂的同時也同時練習編曲機的使用。 

 

 

 

如果很不幸地，你是一個五線譜中毒，覺得只有五線譜

像音樂的人，那麼你將會對卷軸非常感冒。這個時候建議你

先用一個樂譜輸入軟體(例如免費的 musescore)寫音樂，輸

出成.mid 檔，再匯入數位音樂工作站進行音樂製作。限於

篇幅，樂譜輸入軟體的介紹若有機會再談，無法寫在這次的

學會通訊裡。 

 

第三步：做音樂 

編曲機上面的音符，本身是不會發出聲音的，必須要藉

由虛擬樂器才能發出聲音。一般來說，使用虛擬樂器的方式

非常簡便，只要在編曲機寫好的樂譜上指定一個虛擬樂器，

按下播放，就可以播出聲音。如果你對於這個播出的聲音覺

得滿意了，使用軟體的輸出功能就可以匯出 wav 或 mp3

檔，把你的音樂分享給朋友們。 

如果對於工作站內建的軟體音源不滿意，想要更真實

的鋼琴聲音，更真實的鼓聲呢？很不幸地，軟體音源通常都

不便宜，有的交響樂團音色甚至比專業的病理書籍還要貴。

這個時候先別急著花大錢，可以試試看一些免費的音源。網

路上有很多開發者提供了免費，且相容於虛擬工作室技術

(Visual Studio Technology)協定的虛擬樂器，這些樂器都

可以掛在你的工作站上面。只要在 google 上面搜尋想要的

樂器(例如說想要鋼琴聲音，就搜尋"free VST piano")，你

就會發現有好多好多免費的聲音可以使用，不需要傷荷包。 

數位音樂真的就是這麼簡單。如果對音樂製作有興趣

的會員們，可以現在馬上裝軟體，踏入這個美妙的世界，這

將會是一個非常棒的紓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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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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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與軟組織研究委員會定期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9 年 7 月 20 日 13:30-17:30 
活動地點：高雄長庚醫院病理科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細胞診斷繼續教育-中區 
活動時間：2019 年 7 月 20 日 14:00-17:00 
活動地點：台中榮民總醫院病理部 
 
活動名稱：實驗室認證與伴隨檢測品質管理 
活動時間：2019 年 7 月 27 日 13:30-17:00 
活動地點：台大醫學院 102 講堂 
 
活動名稱：中區跨院病理科 GYN Pathology 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9 年 8 月 3 日 14:00-16:00 
活動地點：台中榮總病理部 
 

鋼琴卷軸編曲機。圖片來自 wikipedia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74&EduType=4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27&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07&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19&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75&EduTyp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