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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事  長  的  話                       

賴瓊如 理事長 

新年新希望 

歲末將至，又虛長一歲。在書店發現一本新書，是丁菱娟女士所寫的《享受

吧！50 後的第三人生》。不僅是書名吸引我，就連封面文字也令我感動。她是這

麼寫的：「50 以前追求成就，50 以後追求意義。」我忽然一驚，我都快 60 了呢！

雖然比作者稍微晚了一些，但我希望也有足夠的智慧能將人生不同階段的轉折與

美好，由自己定義與掌握。 

我誠懇地邀請學會裡與我同樣世代的朋友們，一起努力，做到像書中所提到

的：「一群五十世代專業人士，正以豐富的經驗和資源積極地回饋社會，用堅定的

理念和無比的熱情為新生代的傳承奉獻心力。」因為老將終會凋零，傳承刻不容

緩！雖然不敢說要如何如何教導年輕人，但我們至少可以將病理的基本訓練做得

紮實，把我們犯過的錯、跌過的跤分享給他們。為他們營造一個好的環境去執業、

研究與發展。我們同時也可以從年輕人身上學到新觀念，感染他們的熱情與活力。

世代合作，一起加油，是我的新年新希望！ 

 

 
A 45 y/o male with a left cerebral tumor underwent stereotactic biopsy. 

Section showed focal tumor necrosis and diffuse sheets of atypical 

medium-sized lymphocytes admixed with many foamy histiocytes. 

作答請至：https://goo.gl/forms/l3ErsOx77Zw8By4m1 

Case Challenge 血液病理委員會 莊世松醫師提供 

http://twiap.org.tw/
mailto:twiapnews@gmail.com
https://goo.gl/forms/l3ErsOx77Zw8By4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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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報  導               
第 63 回日本病理學會秋期特別總會心得 

嘉義基督教醫院 陳建欽醫師 

 

大約從兩年前開始，日本病理學會就開始邀請台灣的

年輕病理醫師(限年齡 40 歲以下)參加他們的秋季總會，每

年由台灣病理學會經甄選後推薦一名代表前往。日本方面

將會提供會議期間的住宿與十萬日圓旅程補助。除了邀請

台灣之外，他們也會邀請南韓、泰國、印尼、蒙古、中國

的病理醫師。台灣過去兩年的代表(2015 年杭仁釩、2016

年張宜崴)都給日本方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今年他們也由

本次秋季總會會長內藤善哉教授及國際病理學會日本支會

會長加藤良平教授代表來寫信邀請。 

 

台灣病理學會於今年五月十二日公告揭示徵選，截止

日期是五月十九日，時程頗為緊湊，因此我趕在五月十九

日抵達台北，學會五十週年慶祝大會的前夕深夜，才把海

報摘要寄出給學會。該研究是我這兩年內院內計畫的成果，

花了相當多心力完成實驗，且原本就準備投稿，因此在看

到學會公告之後，雖然因為時間緊接在香港病理年會及國

際細胞醫師考試之後而有所猶豫，但還是不放過這個難得

的發表機會，還是在最後一刻把申請寄出了，最後感謝學

會的青睞，在十天內迅速得到受推薦的訊息，並於六月十

三日收到日方正式的邀請函，及有補助款的好消息。由於

十月與十一月接連必須趕場香港病理年會、FIAC 國際細胞

醫師考試、日本病理年會、及印度細胞年會，因此無法於

日方安排的飯店住宿，只能自費於會場旁邊的青年旅館住

宿，剛好用上了日本學會的十萬元補助。老實說，我年出

國開會蠻多次的，除了要先協調好值班，因為幾乎都是自

己出錢的，能省則省，每次都是半年前就要搶好機票和特

價飯店，像 2018 年四月要去香港和六月要去札幌日本年會

的機票和飯店，在 2017 年 12 月初看到價格便宜就馬上訂

好了。在這個拮据的情形下，能獲補助可以說幫助不小，

因此我非常感謝日本學會的大力贊助。 

 

 

因為這篇心得是寫給有志之士的，我想先來談談:「值

不值得去參加日本病理學會？」我自己的答案是值得的，

但來參加一次就好。值得的原因是：日本病理學會的會員

規模、學術深度以及組織運作的成熟度是亞洲翹楚，對年

輕醫師來說應該能增廣見聞、結交相關領域的學者、了解

日本文化的組織運作等。比較可惜的是他們三天的講習會

都是日語演講，對正在努力學習日文的我來說是興趣盎然，

但對日語苦手或是從其他國家來的病理醫師，一整天的演

講的確是相當催眠，這也是為何我說來一次就好，因為語

言的隔閡的確是他們學會正努力克服的難關。幸好他們年

輕醫師的英文能力還算不差，只要你願意積極一點，很容

易就能多認識朋友。 

 

最後我想談談：「日本病理年會的國際交流」。我這次

從高雄起程準備了大概 20 份鳳梨酥與太陽餅，但是在香港

年會之後約剩 10 份左右，所以又在赤鱲角國際機場的台灣

特產區買了一些鳳梨酥才飛往東京。通常我的衣物重量約

有五公斤，剩下十幾公斤和空間都是為了伴手禮留的，因

為只要能順便宣傳故鄉特色我都覺得很有意義。日方在 11

月 1 日晚上安排了歡迎酒會，2 日安排了大會晚宴以及國際

海報的授獎儀式，3 日晚上則由加藤良平會長、久岡正典教

授、吉野正教授、彭為霞教授四個大人物親自帶我們去吃

烤肉，可以說他們真的是非常看重我們這些未來的交流種

子。這次受邀的其他人有來自蒙古的神經病理專家 Dr. 

Enkhee Ochirjav、來自印尼的血液病理學家 Dr. Sitti 

Hanum、來自南韓的腸胃病理專家 Dr. Ahrim Moon、以

及來自泰國 Thammasat University 的第三年住院醫師 Dr. 

Naree Pluthikarmpae (泰國病理專科訓練只需三年)，他們

的英語能力都相當流暢，只是都有點害羞，不過聊了三四

天總是會混熟的，他們也對於鳳梨酥讚不絕口，我想我有

達成預定目標了。我自己對於日本在組織分工的印象相當

深刻，因為他們都是有相當資歷的人親自擔任接待、報到、

統籌的工作，實際看來五十歲左右的病理醫師才是這個學

會的活動骨幹，六七十歲資歷的教授則負責找資源和政治

社交，三四十歲的醫師很多都在攻讀博士以及跟著老師做

學術研究，也因此本次日本病理年會的八個學術賞特別演

講者都是三四十歲左右，在動脈硬化、口腔癌、

Birt-Hogg-Dubé症候群、lymphangio-leiomyomatosis、

與國際學者餐敘。左一：彭為霞教授；左二：久岡正典教授；左三：

吉野正教授；左四：陳建欽醫師；右一：Dr. Sitti Hanum；右二：

Dr. Ahrim Moon；右三：Dr. Naree Pluthikarmpae；右四：加藤良

平會長 

會後合影。右三：加藤良平會長；右四：內藤善哉會長；右五：陳

建欽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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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體免疫疾病、癌症微環境等領域近三到五年來已發表許

多重量級文章的青年表率，聽他們演講大概就可以感覺到

他們年輕醫師為求生存的努力，以及必須要有很好的實驗

室以及開明的指導者，因為他們很高比率都有國際合作及

實驗室有外國學生。 

 

日本病理學會有相當多我們可以借鏡之處，但以自我

期許而言，私覺得不要自我受限於現今台灣的環境、多嘗

試各種挑戰、時時以集體利益為出發點來作思考(在跟會長

聊天的時候也深有共鳴，一個人的成功是意義不大的，一

個社團/一個國家的成功才是必須的)。我覺得我們國家需要

有更多用行動來提升國家能見度與好感度的有志之士，不

才共勉之。 

 
Andrew Folpe 教授訪台系列講座心得 

台北慈濟醫院 許紘維醫師 

 

Enzinger and Weiss's Soft Tissue Tumors 這本書是

軟組織病理學的聖經，此書的三位作者 John R. Goldblum、

Andrew L. Folpe 及 Sharon W. Weiss 在骨與軟組織病理

學中享有武林盟主般的地位。因此，在 2017 十月，知道台

灣病理學會邀請三位大師的其中一位 Andrew Folpe 教授

來台，且多頭顯微鏡教學以住院醫師優先時，對明年就要

考病理專科醫師考試的我來講真的是莫大的好消息。在學

會開放報名的當下，我就立刻報名在台北榮總舉辦的多頭

顯微鏡教學，及在張榮發基金會舉辦的演講了。 

 

早上在台北榮總舉辦的多頭顯微鏡教學內容，是大家

在臨床上最為困擾的血管腫瘤(vascular tumor)和基質腫

瘤(matrix tumor)兩大類。血管腫瘤的困難性來自各種不同

腫瘤間的相似性，例如 spindle cell hemangioma 以及

kaposi sarcoma 均為含有 spindle cell 的血管腫瘤，然而

前者是良性，後者是低度惡性(borderline malignancy)，

雖然形態學有相似之處，其預後卻如天壤之別，如何把他

們區分開來？基質腫瘤的困難之處則是其種類的繁雜，光

是含有 myxoid 或 chondroid stroma 的腫瘤，就有

extraskeletal myxoid chondrosarcoma 、 ossifying 

fibromyxoid tumor、myxochondroid metaplasia of the 

plantar foot 等千奇百怪的種類，如何不在這診斷之海中迷

失？ 

由於這個主題真的相當困難，因此學會非常貼心地在

課前於學會網站提供了虛擬玻片與講義，我在預習了之後，

已經預先有了一些概念。到了實際上課時，Folpe 教授以輕

鬆幽默的口吻流暢地解說血管腫瘤與基質腫瘤的大概念與

診斷技巧，配合一個接一個的案例，讓我突然對這兩大類

腫瘤感到豁然開朗，尤其是血管腫瘤的「If there is lobular 

architecture and well-circumscribed, it is mostly 

benign」這個概念，可以說一句話解答了過去對血管腫瘤

的所有疑問。扣除中間休息時間，兩個多小時的時光飛逝，

對住院醫師的我來說，除了欣賞到許多少見的腫瘤之外，

領略到這些國外學者的心法，更是難得的收穫。 

 

下午張榮發基金會舉辦的演講，內容則安排了在多頭

顯微鏡教學無法解說的軟組織分子病理新知。聽完 Folpe

這場精彩的演講後，我才知道原來是在分子病理蓬勃發展

之後，才有了現今我們使用的軟組織腫瘤分類，例如說

myxoinflammatory fibroblastic sarcoma (MIFS), 

hemosiderotic fibrolipomatous tumor (HFLT) 以 及

pleomorphic hyalinizing angiectatic tumor (PHAT)這三

種型態學上相異的腫瘤，是在發現 TGFBR3-MGEA5 的轉

位後，才確認是同一群的腫瘤；Mixed-type liposarcoma

更是在各種 liposarcoma 的分子特徵確立後，才變成一個

逐漸被淘汰的診斷。這些知識不僅讓我對於軟組織病理有

了更深的了解，更因而對病理前輩們探詢真理的努力更加

感佩。 

 

在這篇心得的最後我必須要再次感謝台灣病理學會，

沒有學會的努力，我們想聽到國際大師當面在顯微鏡前教

學，恐怕就要遠渡重洋到 Mayo Clinic 才有機會了。期待在

學會未來越來越欣欣向榮之時，這樣的活動能夠更常舉辦，

造福所有病理人。 

 

  

會後由黃玄贏主任 (左) 致贈感謝狀予 Dr. Andrew Folpe (右) 

學員們認真聆聽 Dr. Folpe 的多頭顯微鏡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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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日韓骨與軟組織聯合切片會議（台日韓
骨與軟組織聯合切片會議）心得 

亞東醫院 林士堯醫師 

 

感謝台灣骨與軟組織研究小組的安排與指導，我很榮

幸地參加了在神戶舉辦的第十二屆日韓骨與軟組織聯合切

片會議（The 12th Japan-Korea Joint Slide Conference 

of Bone and Soft Tissue Pathology，我國加入後名為台日

韓骨與軟組織聯合切片會議（Japan-Korea-Taiwan Joint 

Slide Conference of Bone and Soft Tissue Pathology））

擔任解題者之一。這場會議合併在第十五屆國際病理學會

日韓聯合切片大會（The 15th Japan-Korea Joint Slide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Pathology 

（IAP））的第二日，兩天的進行模式都是各國互相出題答

題；第一天的題目不分領域，並有 Yoh Zen 教授的

IgG4-related disease（IgG4-RD）特別演講，會後是迎賓

晚宴，第二天的議程則是由五個次專科小組（泌尿道、骨

與軟組織、腎臟、內分泌與肺臟病理）分頭進行，會後另

有自費觀光行程。 

 

兩天的切片討論安排均為解題者報告五分鐘，出題者

講解五分鐘，開放討論五分鐘，節奏相當緊湊。首日議程

共有八個精彩案例（日韓各半），從 sellar AT/RT 到

adenocarcinoma arising from Crohn’s disease 都引起

熱烈討論；緊接在後是 Yoh Zen 教授的 IgG4-RD 演講（正

好呼應了一週前於奇美醫院舉辦的國際淋巴癌討論會重

點），他以一個看似 IgG4-RD 的 multicentric Castleman 

disease 案例破題，強調臨床資訊的重要性，這再次說明了

診斷不能單靠形態，而必須兼顧疾病的本質。此外，Yoh Zen

教授提到了美日兩國在診斷 IgG4-RD 上的分歧，這相當值

得思考。 

 

迎賓晚宴自然是國際會議的一大看點。這場特別的晚

宴是在神戶港邊的雙層遊艇上舉行，一邊航行觀覽風光，

一邊享用自助餐點。在搖晃的甲板上品飲是難得的體驗，

無論是神戶灘區的菊正宗或京都的奧丹波，都讓燈火照耀

下的港區夜景變得更美。結束後我順路參觀了紀念阪神地

震的光之祭典（kobe-luminarie），結合神聖音樂的炫麗燈

景，其浪漫氛圍只有親臨現場才能體會。 

 

熱鬧的夜晚過去，隔天一早便是重要的骨與軟組織切

片會議。本次會議由台日韓三國各出／解三題與主持討論，

地點在神戶大學醫學院第二講堂，頗有重回學生時代的感

受。在開場致辭中，韓國亞洲大學的 Kyi Beom Lee 教授特

別以論語「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來勉勵大家，十分切題。我負責的是日方第二題，

我方的判讀是 atypical plemorphic lipomatous tumor

（APLT），這個尚未列入 WHO blue book 的診斷除了和

pleomorphic lipoma 有所重疊，也需要和 pleomorphic 

liposarcoma 鑑別。最後公佈答案正確時讓我鬆一口氣；

不過，我也發現在這樣大師雲集的場合，出題者可能才是

壓力最大的一方。本次會議我方在黃玄贏教授的指導下全

數答對，提出的題目也獲得熱烈討論，各國均有優異表現。 

 

報告完之後參加半日遊，明石大橋開闊的景色與姬路

城的雄偉讓人難忘，不過更難忘的是當晚黃教授於神戶知

名的石田屋（Ishida）燒肉餐廳席開二桌宴請神戶團成員，

神戶光之祭典(kobe-luminarie) 

在雙層遊艇上享用迎賓晚宴 黃玄贏教授 Gross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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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慷慨作東，還講授各式食材的巨觀辨認、處理與味覺

描述，真正是親炙病理大師的難得經驗，足見我國骨與軟

組織研究小組的強大。本次出國收獲頗豐，期望未來能有

更多交流的機會。 

 

              會  員  園  地               

阿里山櫻花季景色分享 
大林慈濟醫院 蘇正川主任 

 

每年 3 月至 4 月間，阿里山公路沿路的千島櫻、山櫻

花、吉野櫻、八重櫻依序綻放，將綠意盎然的山色點綴成

如夢似幻的花海世界。蘇主任在這期的學會通訊以他的攝

影作品為大家帶來春的消息，如果喜歡這樣的景色的話，

等到春天來臨，或許可以一同前往賞花喔！ 

 

             數 位 病 理 專 題             

第 2 屆台灣數位病理研討會後記 
商之器科技 顏睿甫經理 

 

數位病理研討會在台灣推動到第二屆，個人有幸參與

整個會議規劃與推動的過程。本屆增加最熱門的機器學習

講題，並擴大邀請到國際講者與會。當中也有學會的大力

支持與協助，以及會員的熱烈參與。目標在建立一個數位

病理應用的交流平台，讓台灣的病理醫師不受限於醫院環

境，而能與世界各地的數位病理應用接軌。 

首位講者是來自 Google Research 團隊的 Daniel Tse，

當初首次聽聞 Google Research 團隊在影像分析與機器學

習的成果時，便覺這個議題絕對是未來的發展焦點，幾經

輾轉才邀請到團隊中的成員能排除限制與會。Daniel 從醫

療影像的機器學習作為出發點，分享 Google 在醫療影像近

年的應用與研究突破。受惠於 GPU（圖形處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的多功能力突破，運算資源有大幅成長。

Google 在 2015 年底 開源 內 部 的機 器 學 習 平台

TensorFlow 之後，各種機器學習的算法應用，包含 Google

內部及外部都在這個平台上蓬勃發展。在資料量增加、運

算能力強化的情況下，深度神經網路的影像辨識能力也有

大度的提升，甚至在特定題目下也有與人類接近的辨識水

準。 

 

第一個案例是近期最知名的診斷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透過 12 萬張眼底影像的資料集，訓練之後便可達到等同專

業眼科醫師的判讀能力。未來在將此模型導入在印度的醫

院，推動醫療缺乏地區的篩檢作業。同樣的題目從印度的

高中生科展、一直到台灣的工研院都有類似的計畫正在進

行，可見在算法開源的背景下，有價值、有合適資料庫的

影像應用題目，非常容易進到研究者的目光當中。 

 

在平台上，Google 團隊也利用病理影像建立了乳腺癌

的定位算法，用來判斷乳腺癌擴散或轉移定位。最終的算

法經過調校之後，定位準確率（FROC）可達到 89%，甚至

超越研究中病理學家在無時間限制下，對腫瘤定位的準確

率 73%。可見在大量資訊的繁雜判斷中，機器學習的導入

有其應用之空間。除了 Google 自己內部的團隊以外，史丹

佛大學也利用TensorFlow建立皮膚癌的分類及判讀算法，

建立了自己的癌症判讀應用。 

 

台灣的學者代表這次邀請到聯合大學電機系的李佳燕

老師，過去在台大醫工所的背景，讓李老師在醫學影像分

析上累積長足的經驗。在演講當中，李老師也談論到現今

學界雖具備影像分析能力，但在缺乏有價值的臨床題目及

數據下，無法單打獨鬥完成研究，而需要臨床醫師更多合

作的現況。以會中分享的病理細胞計數系統為例，在挑選

計數對象之初，因為不了解臨床醫師的需要，便很難挑選

合適的計數目標，對於結果的判斷，也需要臨床醫師的介

入，才能夠有正確的判斷方式。李老師在會中也分享到科

技部正在推動的「巨量影像資料庫計畫」，正是面對未來 AI

研究者常見的課題，從資料開源共用的方式來建立研究者

的環境。如果有更多臨床端能夠願意合作且投入，挑選正

確的研究題目，也會讓研究成果與產業無法接軌的問題得

到紓解。 

 

在我個人的講題當中，則是與現場分享商之器過去在

美國導入病理遠距診斷、以及台大醫學院導入數位玻片教

學系統的經驗。過去在全院醫療影像 PACS（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的經驗累積，在

病理數位化的過程中也有反覆的印證。在數位系統導入的

阿里山櫻花季景致，圖為雪白的吉野櫻。 

Google Research 團隊的 Daniel Tse 以視訊會議方式，對與會者解

說該團隊在影像分析與機器學習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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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通常會以研究、遠距、教學作為最早期的切入點，

進一步才會代入科室整體數位化的流程。在大量掃片及數

位化的過程中，因為要同時導入組織學、病理學、口腔病

理學與寄生蟲學等 4 個學科，以及上千片的玻片數位化工

作，因此累積相當豐富影像處理及管理的經驗。更重要的

是推動的過程中，如何與現有流程及使用者經驗比較，找

出數位化系統所帶來的真正價值。 

 

 

商之器的系統在調閱及操作的速度上，已經能突破過

去網路的瓶頸，達到日常運作的流暢程度，但在數位玻片

持續積累的過程中，相較於放射科百倍的影像量就會成為

資訊單位管理上的夢魘。因此分階段式的數位化，包含針

對價值較高的玻片做掃片，另外就是發展分層式的儲存機

制就會是系統發展的下一步重點。 

 

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來自日本NEC的喜有名朝春

先生，此次以最新開發的肝臟病理輔助判讀引擎為題，跟

我們分享在建立數位平台之後，如何逐步建立病理輔助診

斷的模型。在 NEC 的影像辨識能力作為基礎的前提下，仍

然需要相當多病理專業知識的介入。雖然現在最著名的圍

棋 AI-AlphaGO Zero，已經為不需要人類智慧介入的非監

督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帶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

果。但是在病理輔助判讀引擎的開發上，受限於分析資料

量太大、分級的資料不容易取得的因素，多半還是採用混

合式的做法，以專業病理醫師的判斷標準做基礎，建立各

種可能的指標，包含細胞的長寬比、圓弧程度、立體平滑

程度，或者是肝細胞索的排列、脂肪細胞的比例與數量等。

將大量影像分析指標建立後，再以機器學習的模型做配合。

在單一細胞就需要建立近百種參數的情況下，運算的速度

跟資源的使用就有更大的優化空間。喜有名先生也表示好

的資料不容易取得，以日本 NEC 如此大型的商社，也需要

透過跟大學與醫院的合作，才能夠取得部份的資料。 

 

在過去與病理學會推動數位病理的過程中，除了建立

在數位掃片及瀏覽平台的研討會數位影像瀏覽之外，今年

度也第一次嘗試以數位、實體並行的方式，與學會的專家

諮詢系統配合，讓專家有機會體驗未來數位化的工作情境，

了解可能的限制及未來的課題。期待未來若有機會再次舉

辦會議時，能夠有更多台灣的臨床醫師與學界的研究成果，

能藉由數位病理的基礎持續擴展，讓台灣的病理數位化工

作能在亞洲佔有一席之地。 

 

Adam Yen, adam@ebmtech.com 
MBA,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anager, EBMtechnology（商之器科技） 

             學 術 活 動 快 報             
 
活動名稱：小腸疾病：東西方臨床與病理對談 
活動時間：2018 年 1 月 13 日 09:00 – 12:00 
活動地點：林口長庚醫院 12K 第三會議廳(兒童醫院 K 棟) 
 
活動名稱：北部地區跨院病理科 GYN PATHOLOGY 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8 年 1 月 13 日 09:30 – 11:3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病理部 醫學科技大樓 5 樓 5030 會議
室 
 
活動名稱：癌症病理報告應含診斷項目核對表暨 AJCC 8th 
ed 改版研討會 (南區) 
活動時間：2018 年 1 月 21 日 13:30 – 17:00 
活動地點：成功大學附設醫院第四演講廳 
 
活動名稱：頭頸部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8 年 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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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病理報告應含診斷項目核對表暨 AJCC 8th 
ed 改版研討會 (北區) 
活動時間：2018 年 1 月 28 日 09:00 – 11:30 
活動地點：台大兒童醫院 B1 講堂 
 
活動名稱：中區跨院病理科 GYN Pathology 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8 年 2 月 3 日 14:00 – 16:00 
活動地點：台中榮民總醫院病理部 
 
活動名稱：南區跨院病理科 GYN Pathology 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8 年 3 月 24 日 9:30 – 11:30 
活動地點：奇美醫院 
 
活動名稱：2018 亞澳肺臟病理學會年會 
活動時間：2018 年 3 月 31 日 - 4 月 1 日 
活動地點：張榮發國際會議中心 

商之器科技顏睿甫經理分享玻片數位化的最新進展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889&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06&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05&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05&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07&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08&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08&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891&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892&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855&EduType=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