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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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曉得各位會員有沒有感覺到，自去年年底以來學會舉辦了許多著重與臨床

溝通配合的活動與會議。一直以來，我就認為病理醫師不該只在自己房間顯微鏡

的後面做診斷，必須要走出來主動與臨床醫師溝通合作，才能在所有資訊都充足

的條件下做出最正確與合宜的病理診斷。近年來，所有教學醫院或癌症診療醫院

評鑑非常重視的多專科團隊會議，就是這樣概念的實踐。 

3 月 10 日本學會與消化道內視鏡學會共同舉辦了一場 Endoscopy & 

Pathology Conference，會議中臨床醫師介紹內視鏡切除術，讓病理醫師了解可

能造成組織改變的原因。相反地，病理醫師也透過會議說明檢體處理的方式，並

告知檢體固定的時間與方法。雙方透過充分地互相詰問、挑戰與討論，得到一定

的共識，相信與會的會員們都獲益良多。可惜的是，只有 50 位名額，但是因反

應很好，所以應該會規劃繼續辦理，希望大家密切注意學會發布的消息。 

另外，分子病理教育及訓練的事務，不僅住院醫師，對一般會員也有非常棒

的計畫，並且已付諸實際行動。Lecture 部分，今年會與乳房委員會舉辦 molecular 

update，預計南北各舉辦一場。實地觀摩部分由奇美、北病、國衛院負責，小班

制分梯舉辦，日期課程皆已確定，內容充實而且具有實用性，請大家拭目以待。 

為因應去年 WHO Endocrine tumor 改版，今年癌症聯合年會(5 月 6 日)及

本學會年會(5 月 27 日)就聚焦在內分泌腫瘤，不僅外科病理、分子病理，臨床醫

師也受邀演講，讓會員將內分泌腫瘤做通盤的認識與學習。請大家務必出席會議，

因為機會難得，而且是學會精心規劃的課程，我有絕對的信心，包您滿意。就先

聊到這裡，欲知後續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賴瓊如敬上 

A skin tumor on the right little finger of a one-year-old kid. 

作答請至：https://goo.gl/forms/suUm1HXM3wJkzFyR2 

Case Challenge 皮膚病理委員會 廖肇裕醫師提供 

http://twiap.org.tw/
mailto:twiapnews@gmail.com
https://goo.gl/forms/suUm1HXM3wJkzFy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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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報  導                
「第一次做研究就上手」研討會心得 

林口長庚醫院 楊承翰醫師 

 

年輕醫師委員會有別於其他的學術性委員會，舉辦的

研討會都是針對年輕主治醫師或住院醫師量身設計。不論

是「給新手 V1 的叮嚀」或是我參加過的「年輕醫師生涯規

劃座談」，都可以感受到委員會裡學長姐們的用心及努力。

這次「第一次做研究就上手」研討會的前一天在奇美醫院

有國際淋巴腫瘤研討會，將此研討會訂於隔天在成大醫院

舉辦實為貼心之舉，還能兼顧促進台南的觀光旅遊。在研

討會前，李宛珊醫師也請參與者線上填問卷寫下想問的問

題，除了讓講者能夠先做準備之外，對於害羞內向、剛毅

木訥如我更覺得提問問題好方便！ 

研討會第一部分是北榮杭仁釩醫師的「住院醫師如何

開始做研究」。杭醫師近年研究論文的產量及質量皆非常豐

富，其中不乏有和國際級大師的合作。杭醫師強調基本功

的重要性，除了本身的專業外，語言、統計、圖片編輯、

文獻搜尋等能力更是必備。要養成這些基本功，杭醫師建

議大量閱讀文獻是很好的方法。接著杭醫師以過來人身分

分享住院醫師如何找寫作題材等。杭醫師非常樂於分享，

只可惜時間不夠，不然其實非常想聽完完整的內容呀！第

二位講者是被譽為「新南向大使」，嘉基陳建欽醫師的「第

一篇 Case report-我怎麼做」。雖然我最近一年才認識這位

和我同校畢業的學長，但學長的熱情、健談及幽默風趣令

我印象深刻，當然這次演講也不例外。陳大使首先分享他

早期蒐集有趣案例的方式；接著話鋒一轉，和大家分享如

何在服務、教學、研究三頭燒的狀況下取捨、第一篇論文

的經驗分享、被退稿的心情調適等等。最後，陳大使說，

除了家人外，我們最重要的資產是志同道合、不自私、不

自大的好夥伴。聽了真是令人熱血沸騰，恨不得馬上加入

陳大使成為他新南向的好夥伴！ 

在學術研究頗負盛名的台大醫院郭冠廷醫師以

「Original article-從發想到發表」為題，佐以親身經歷，

分享過去在缺乏金援、研究計畫的狀況下，如何在夾縫中

求生存。從郭醫師每個研究過程的分享中，可以體會到他

對於科學研究莫大的興趣及執著，甚至不惜自掏腰包也要

讓研究得以進行下去。除了研究經費外，郭醫師更鼓勵大

家做研究要越挫越勇、態度決定一切。最後，郭醫師以做

研究是奢侈的嗜好作結，緬懷過去為了興趣而砸下的大把

銀子。成大醫院張孔昭教授的演講「從診斷到研究-我要與

你分享的事」，則是帶我們一起回顧他從住院醫師時期如何

開始著手寫論文、在無數次失敗的經驗裡學習如何拍照及

洗照片、如何獨立構思研究主題、如何與指導教授激盪研

究題材、到成為指導教授如何指導學生寫論文。據我所知，

張教授非常勤奮努力，從他的演講便能窺知一二。真正的

專家其實都比別人還要用功，這句話說來容易，卻也是不

爭的事實。期許自己能夠每天少偷懶、多騰出一些時間，

為自己的目標打拼。壓軸登場的是奇美醫院李健逢醫師「病

理醫師的其他可能」。李醫師的演講一向笑料十足，這次的

分享他特別點出了申請 IRB 的困境。在受試者權益與研究

倫理日益被重視的時代，IRB 的限制越來越多、各個機構的

審查標準不一、甚至同個機構裡不同審查委員的標準也可

能不一致。在重重困難之下，熱心助人的李醫師秉持著「消

滅敵人最好的方法便是加入他們」，進入了審查委員會造福

大家，令人爆笑及佩服。 

經過一個上午的演講，真心覺得收穫滿滿，尤其非常

難得能夠聽到前輩們寶貴的分享及心路歷程。相信當天所

有參與者心裡都有一個種子正在萌芽，期待大家能夠一起

努力互相交流，成長茁壯的大樹一定指日可待。此外，主

辦單位成大的夥伴特地準備了台南著名排隊小吃給大家享

用，包括春捲、包子、黑糖奶……等，實在是太用心了！在

這裡要再次感謝年輕醫師委員會，尤其是李宛珊醫師。雖

然是此委員會最後一個活動了，但私心希望未來還能繼續

舉辦，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樂意參與及幫忙的！ 

 

左上：張孔昭教授；左下：杭仁釩醫師；右上：郭冠廷醫師； 

右中：李健逢醫師；右下：陳建欽醫師。(李宛珊醫師提供) 

講者們傾囊相授，參與者認真聆聽。(李宛珊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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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技巧工作坊」研討會心得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王昱婷醫師 

 

很榮幸有機會參加這一場簡報技巧的課程，本來只是

預期老師會教導我們如何將簡報做的更美觀，重點更清楚，

但是，這堂課帶給我們的內容不僅僅如此而已。一開始，

老師先給我們看了一個 YouTube 上有關醫學簡報的演講，

演講者的報告方式，跟我自己以及大多數人平常在醫院聽

到的差不多，平鋪直敘地從 introduction，method，result

到 conclusion。其實一開始聽完，我們都覺得滿不錯的，

報告的很清楚，但是老師要我們小組討論出他的缺點，例

如：一開始沒有開場的鋪陳，無法吸引大家注意力、聲音

沒有抑揚頓挫、埋頭苦念沒有與聽眾互動、簡報內容字太

多、一個字一個字按照簡報內容唸、太頻繁使用 pointer

反而失去重點等等，我們才慢慢開始發現到，原來我們過

去在醫院習慣的報告方式，有這麼多可以改善的空間。 

我們從來都沒有仔細的思考過，簡報的目的是什麼，

直到老師提醒，我們才知道簡報的目的是要 inform 或

persuade。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首先，要建立連結；「連結」：

是我們構思、設計和傳達出一個有效的簡報核心概念。建

立連結可分為三大項，包含：訊息、自己、聽眾；「訊息」

就是要告訴聽眾為什麼要聽你演說，你的報告內容對他有

什麼重要性，有什麼值得他聽、吸引他聽的原因；「自己」：

要讓別人願意相信你所說的話，我們可以透過自我介紹、

身體要平穩不可晃動、說話要有意識地斷句或停頓，去掉

贅字，例如：「這個…那個…」，與原本不認識的聽眾快速建

立信任；「聽眾」：一般人的注意力只能持續短短的幾秒，

代表我們在報告時，會議室裡滿滿的人心思都不曉得飄到

哪去，現在的世代又更艱困了，要與聽眾手上充滿誘惑的

智慧型手機爭奪注意力，必須要讓聽眾不斷 engage 以及

re-engage，如: 透過與所有聽眾保持平均的眼神接觸，每

說一句話就把注意力放在另一位聽眾身上、偶爾可以有沉

穩地步伐移動、問問題或自問自答與聽眾互動，甚至將投

影片關掉，直接要聽眾聚焦在講者身上等方式來拉回專注

力。接著，在構思一個好的簡報時，我們可以利用一個口

訣 ”SCIPAB” ， 也 就 是 Situation, Complication, 

Implication, Position, Action 以及 Benefit。Situation 指

的是聽眾都知道的事情，例如: 大家都知道過去幾年某產品

的失敗率是可以接受的 0.5%；Complication 是要找出影

響形勢並產生問題，挑戰或機會的關鍵問題（變化，壓力，

需求等），例如：由於 

今年供應短缺，我們被迫改變關鍵部件的材料；Implication 

指的是按照 complication 描述的問題採取行動的後果或影

響，如果有明確的數字會更好，例如：不幸的是，這樣的變

化導致今年的失敗率上升兩倍，達到 1%；Position 是清楚

並自信地陳述講者對於解決聽眾問題需要做什麼的看法，例

如：我們認為立即解決這個問題至關重要；Action 是指幫

助聽眾了解您希望他們該如何去做，或者在演講期間想讓他

們考慮的問題，例如：在這次會議中，請聽取我的建議並給

我您的反饋；Benefit 則是指描述你的 Position 和 Action

將如何解決聽眾的具體需求，清楚並量化地陳述結果，例如：

通過這樣做，我們會將失敗率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並為

將來防止這些問題制定指導方針。前面三項 SCI 先讓聽眾知

道為什麼要來聽這個演講，後面三項 PAB 是有層次的導入

演講的內容。 

當天老師請我們用 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neoplasm 為主題來練習 SCIPAB，舉例來說，Situation：

大家都知道過去 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neoplasms 

是用 ki-67 以及 mitotic figures 來區分 NET grade 1, NET 

grade 2 以及 NEC；Complication：現在是一個 molecular 

的時代，越來越多證據表示過去的分類方法是不夠精確的；

Implication：用新的分類方法，能夠更明確的區分出病人

的預後以及可以讓病人接受更合適的治療，Position：由於

上述原因，2017年WHO 制定出來新的分類方法，Action：

用表格呈現出新舊分類法的不同，以及新的分子病理的發現，

Benefit：用圖表呈現新的分類法在病人預後以及治療的不

同。 

演講的內容準備好了以後，才進入到 PowerPoint 版面

設計的部分，令我意外的是，其實老師對於 PowerPoint 的

製作並不是教我們要加上什麼東西，反而是要我們用減法，

減去簡報的背景，最好是空白的不要有圖案，除去華麗的字

體，只用標準的 Times New Roman 或是 Arial，除去動畫

和切換效果，文字越少越好，每張只放一個想法，字體的標

題用 36-44 號字，內文用 24-32 號字。圖表的部分，期刊

上的圖表通常很小而且字太多，所以最好是重新畫一個，用

不同顏色表示對比，並且一定要記得在表格上面寫上標題。 

最後，老師還要我們每一個人上台練習並且幫大家錄影

下來，每一個人的問題都不同，雖然很害羞，但是錄下來仔

細看，真的能好好觀察自己的問題所在。上了一整天的課，

大家都覺得自己真的有太多可以改善的空間了。簡報一姊表

示，這些技巧能夠幫助我們更有效地傳達訊息，但是最重要

的還是自己的學識以及對於演講主題所做的功課充不充分，

就像賴理事長的演講，雖然 PowerPoint 版面製作不像老師

所說的模式，但是能夠清晰、明確地傳達出重要的內容，讓

每一位聽眾都能吸收消化，這樣才是一個成功的演講最重要

的關鍵，真的很感謝學會讓我們有機會能夠上這樣的課程，

相信對大家都非常有幫助。 

會後賴理事長與參與者們合影留念。(協辦單位諾華藥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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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USCAP 會議雜記－病理以外的心得 
台北病理中心 王業翰醫師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美加病理學會(United States and 

Canadian Academy of Pathology, USCAP)年會，第一次

是在兩年前的西雅圖，雖然中間只相隔兩年，但是對於國際

會議的體驗及觀察角度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參加

USCAP 時，像是進了大觀園，覺得每個 course 都精采地

難以割捨，選了不少要付費的課程把每天的開會行程都排得

滿滿的，結果不但沒有時間去看 posters 跟聽 platforms

的報告演講，還因為時差跟疲倦造成上課時的吸收不佳。這

次因為記取了上次的教訓，加上作了幾年主治醫師後開始有

自己關注的研究領域，就可以在少數幾個次專領域中挑選課

程，時間安排也較為寬裕；加上出國次數多了，比較會調時

差，整體的吸收程度反而更好。 

因為學會通訊每年的這一期都固定會刊登 USCAP 的

相關介紹與參加心得，因此就不再多談 USCAP 的基本介紹

與課程架構（詳見第二卷第 2 期、第三卷第 3 期）。我反而

想分享一些比較冷門的會議與病理知識之外的觀察心得。

USCAP 議程的前兩天（週六和週日）固定是相關學會（包

括 CAP 及各病理次專領域之國際學會）的 companion 

meeting，精彩的內容也吸引眾多會員前來參加，今年的

ISUP（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Urologic Pathology）會

議因故取消，就讓不少人覺得相當可惜。但在其中最為冷門、

幾乎沒有台灣醫師會參加的 companion meeting，非病理

史學會（History of Pathology Society）莫屬。這個會議

在兩年前的西雅圖跟這次都在星期天下午召開，會議時間約

二小時，是其他 companion meeting 的一半，因此卡在中

間很容易被人忽略，加上題材特別、內容小眾，參與的聽眾

也不多。我沒有特別去研究這個學會，不過從他們報告的內

容來看，不像是正統的歷史研究學會，比較像是一群對歷史

有興趣的病理醫師同好會。今年的主題是環境因素與癌症的

歷史，分為肺癌、肝癌跟膀胱癌三個主題，介紹歷史上曾經

出現的相關致癌物發現史，以及與癌症的相關性是怎麼被發

現，並談到當中涉及的某些產業與公司的各種扺抗與遮掩，

報告中當然也少不了當年發表的各種病理案例的檢體照片

與顯微鏡發現等。雖然參與的聽眾不多，而且似乎都以年紀

較長的白人醫師為主，但是氣氛還滿輕鬆愉快的，有興趣的

會員下次也可以去體驗一下。 

相較於兩年前在西雅圖的會議幾乎沒有什麼時間看

posters，我這次大多數的時間都在展覧廳看研究壁報，一

方面看看其他國家的病理醫師在做什麼題目、方法學設計為

何，另一方面也能順便構思自己可以嘗試的研究（不過有時

也會放棄原本想做的題目）。這也是很好的交流機會，除了

能遇到其他來開會的台灣醫師，也能跟壁報作者當面討論，

甚至有機會幸運地跟大師近距離接觸，像有天早上就看到某

張 poster 前人滿為患，走近就看到 Folpe 站在那裡，想擠

進去看還真有點困難。展覧廳除了 posters 展示之外，就是

廠商跟其他學會及出版商的攤位，有些也會提供不錯的會議

資訊與刊物等，花一點時間逛逛也滿不錯的。 

週一和週二傍晚是大會安排的特別演講，週一的

Nathan Kaufman Timey Topics Lecture 今年邀請到的講

者 H. Gilbert Welch 是一般科醫師與公衛學家，他以過度

診斷（overdiagnosis）為主題，舉腎細胞癌、甲狀腺癌、

乳癌與攝護腺癌為例，強調現代公衛政策中的癌症篩檢政策

未必真的改善了病人的存活情形，反而可能只是造成過多不

必要的醫療，整體的醫療傷害甚至超越了及早治療的益處。

這樣一個在醫師聽來相當刺耳且激進的論述，在他幽默的言

詞下，整場笑聲不斷，毫無冷場。之後的講者提問雖然有些

是暗藏機鋒，但仍然理性持平。很巧的是，我在兩年前到西

雅圖開會時，在 Amazon 的實體書店裡買了他寫的

「Overdiagnosed: Making People Sick in the Pursuit of 

Health」這本書，沒想到竟然在溫哥華可以聽到作者本人

的演講，實在是相當開心的一件事。 

週二傍晚的 The Maude Abbott Lecture 的講者則是

由委員會從表現傑出的會員中選出，是很高的榮譽。在演講

開始前，先由正副主席進行會務報告，今年的主題似乎是教

育與傳承，一開始先播了一段影片，由許多知名的病理醫師

談論 mentoring 在 USCAP 裡是多麼重要而核心的價值，

他們又從 mentorship 裡學到了什麼、傳承了什麼；之後主

席 Fletcher 與副主席 Kaminsky 上台跟聽眾報告今年

USCAP 針對教育傳承有哪些具體的作為跟開創；在報告完

畢到進入各種獎項的頒獎典禮之間，大會還花了一小段時間

紀念、追思去年過世的會員們，配著 Somewhere Over the 

於本次 USCAP 張貼與杭仁釩醫師合作的研究壁報。(王業翰醫師提供) 

 

攝於 2018 USCAP 會場大門（張良慈醫師提供） 

http://www.twiap.org.tw/bulletins/2016_no2.pdf?20160411
http://www.twiap.org.tw/bulletins/2017_no3.pdf?v=2017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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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bow 的樂聲，大螢幕上如流水般跑過一個個名字，場

面相當的感人又溫馨。 

這次來溫哥華開會另一件開心的事是參加了 IACP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athologists，詳

細介紹請見第一卷第 2 期）的晚宴與餐敘。因為兩年前在

西雅圖時同樣也參加了 IACP 的聚會，因此認識了一些在美

國發展的老師與同儕，兩年後再參加，不但認識了一些新朋

友，也更新了許多在美學長姐學弟妹的近況，聽到大家逐漸

在異鄉站穩腳步，持續推展自己的專業與職場機會，也有好

些人順利地拿到身份，可以過著更有保障的生活，也不禁為

他們感到高興。同時，因為中國在北美的多數病理醫師都參

加 自 行 另 組 的 CAPA （ The Chinese American 

Pathologists Association），小而美的 IACP 也就更顯得與

台灣關係密切，希望未來到美加參與 USCAP 會議的會員們

有機會也能趁著開會期間一起來參加 IACP 的晚宴活動，除

了與老朋友們聯絡感情外，也有機會認識更多的新朋友，透

過國民外交，這些在北美發展的優秀病理醫師未來也都會是

學會重要的國際友人與合作夥伴。 

一直覺得病理醫師是份很美好的工作，雖然顯微鏡下的

世界很小，外面的世界很大，但當你看懂看正確了顯微鏡下

的小世界，卻可能會對外面的某個人甚至某種疾病帶來決定

性的改變；相較之下，出國開會有點像是一種反向的回饋機

制，從外面的大世界帶回一點啟發、一點感動、和一點鼓勵，

回到自己跟顯微鏡之間的小世界，所以我一向都對未來的會

議充滿期待。 

 

 

         Case challenge -上 期 解 答        
 

 
答案：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more specifically, 

HIV-associated 
 
案例提供：血液病理委員會召集人 莊世松醫師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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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e atypical lymphocytes 

expressed CD20, bcl-2, and MUM-1 but not CD5, 

CD10, bcl-6, myc, or cyclin D1. 

    The median age of primary brain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DLBCL) was 62 (Clin Cancer Res 

2006; 12:1152). Because the patient was relatively 

young, the pathologist called the neurosurgeon to 

check patient’s HIV status. Bingo! The patient was 

positive. EBER was diffusely positive. Bone marrow and 

PET-CT revealed a stage IE disease, indicating 

HIV-associated DLBCL. The patient passed away due 

to sepsis, PJP pneumonia, and nosocomial infection, a 

month after the diagnosis of lymphoma. The clinician 

later found out that this patient was a drug-abuser. 

    Patients with brain lymphoma were frequently 

treated with steroid for controlling IICP before biopsy, 

as in this patient. Steroid would result in necrosis, 

degenerative changes and shrinkage of the tumor 

cells in association with many reactive small 

lymphocytes and histiocytes. Such secondary changes 

might mask the underlying tumor. Atypical clinical or 

pathological features such as a relatively young age as 

in this case might be a hint for additional survey. 

 

作答統計： 

本次共有19位醫師線上作答，有11位答對，答對率為58%。

有 7 位醫師選擇 Burkitt lymphoma，佔 37%，另有一位選

擇 Non-specific reactive changes，佔 5%。再次感謝熱心

提供案例的奇美醫院莊世松醫師，以及上期認真作答的病理

界同仁，歡迎各位會員繼續踴躍參與本期作答。 

 

              會  員  園  地                 

 鄰近 USCAP 會場 -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re 的水上飛機碼頭。 

(張良慈醫師提供) 

 

http://www.twiap.org.tw/bulletins/2015_no2.pdf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648906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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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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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研究學會-台灣病理學會合辦-107 年度第一
場次肝臟暨消化道臨床與病理研討會 
活動時間：2018 年 4 月 21 日 13:30-17:00 
活動地點：台北市三軍總醫院 B1 第一演講廳 
  
活動名稱：頭頸部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8 年 4 月 28 日 09:00-11:3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醫學科技大樓五樓多頭顯微鏡室 
   
活動名稱：第 23 屆台灣癌症聯合學術年會 
活動時間：2018 年 5 月 6 日 08:35-12:30 
活動地點：台北萬豪酒店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年會 
活動時間：2018 年 5 月 27 日 
活動地點：台北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會館 
 
活動名稱：2018 細胞病理研討會多頭顯微鏡教學 
活動時間：2018 年 6 月 23 日 13:00-17:0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病理檢驗部多頭顯微鏡室 
 
活動名稱：2018 細胞病理研討會 
活動時間：2018 年 6 月 24 日 09:25-15:10 
活動地點：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Y17) 6 樓國際會議廳 
 
活動名稱：南區跨院病理科 GYN Pathology 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8 年 6 月 30 日 09:30-11:30 
活動地點：高雄榮總病理部 

在會場附近的 Stanley Park 看到許多 Canada goose。 

(朱家瑩醫師提供) 

位於媒氣鎮的蒸氣鐘。(張良慈醫師提供)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894&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32&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32&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18&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874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875&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876&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11&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895&EduTyp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