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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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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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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事  長  的  話                       

各位會員大家好！就任理事長以來已經快 2.5 年了。借學會通訊之一隅針對

學會的一些重要議題與事務，作個簡單扼要的報告。 

一、 分子檢測實驗室及人員資格相關議題： 

  健保署公告新增「肺癌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突變實驗室自行研發檢測(L

DT)」，建議支付點數為 6755 點，自 9 月 1 日開始實施。醫事司於日前已召開「實

驗室開發檢測管理機制研商會議」，討論將 LDT 管理納入特管辦法草案，會議共

識如下：醫學實驗室與委外之檢測單位皆納入管理，但委外之檢測單位必須透過

醫療機構送檢，不能直接向病人推銷，且境外實驗室比照辦理；LDT 管理項目採

正面表列，需擬定施行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登記後始得為之，後續將由本會等專業團體建議正面表列項目；實驗室專任人

員需有特定資格要求並取得實驗室開發檢測相關訓練課程與時數，其中委外檢測

單位之檢測報告必須由專科醫師或醫事檢驗師核發，後續本會將爭取接受主管機

關委託辦理相關訓練課程。 

二、數位病理與人工智慧的發展： 

  數位病理與人工智慧的發展有可能威脅到病理醫師的工作嗎？似乎因為有這

樣的疑慮，使去年到今年病理住院醫師的召募不太順利，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與

說明。目前數位病理的運用包含遠距病理診斷、教育、研究與人工智慧。關於人

工智慧在病理應用，發展的最蓬勃的有：幫助計算表現荷爾蒙受體的乳癌細胞、

癌症細胞的分裂相數目、淋巴結裡面微小區域的癌症轉移、結核桿菌的偵測、子

宮頸抹片的初步篩檢等等。人工智慧的病理應用是以協助病理醫師診斷為主，雖

然有很多研究正在評估人工智慧診斷的可能性，但短時間內仍然還沒有令人滿意

的結果。以子宮頸抹片電腦閱片系統為例，其實幾年前在美國已有美國食藥署核

可的子宮頸抹片電腦閱片系統問市，但由於法律責任釐清的疑慮，一般仍然做為

輔助工具，並不會讓子宮頸抹片電腦閱片系統來取代病理醫師的判讀與診斷。因

此，發展數位病理與人工智慧應該是以幫忙與輔助病理診斷為目標，以期提供更

有效也更正確的診斷，讓病人得到最完善的照顧。 

三、法醫的問題： 

  雖然法醫只占病理醫師的一小部分，但正確的價值與原則仍不允許妥協，何

況學會會員已有數名年輕病理醫師有志從事法醫病理工作，因此必須堅守立場，

爭取法醫病理之核心價值。經過 13 次會議後，目前已獲得司法院代表針對刑事

訴訟法與法醫師法之扞格做目的性限縮解釋，認為司法解剖應為具醫師資格之法

醫師為之；衛福部也以公文函覆「鑑於世界先進國家法醫師訓練制度與資格，皆

是以具有醫師資格者為限，爰執行解剖屍體與死因鑑定之法醫師，應以領有醫師

證書者為限」。接下來還是要繼續努力。 

四、各類繼續教育、切片討論會等等皆順利持續舉行中。 

五、鼓勵大家多利用學會臉書社群作即時多向溝通，抱怨也好、爆料也好、提供

自身經驗也好、提出質疑也好，秘書處會儘量處理。 

  以上報告，請大家多多支持。謝謝！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賴瓊如敬上 

http://twiap.org.tw/
mailto:twiapnew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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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報  導                
 

參加「2019 JSDP」以及「台灣數位病理與人工
智慧研討會」心得分享 

台北榮民總醫院 王翔生醫師 
 

第 18 屆 Japanese Society of Digital Pathology 

Hamamatsu Annual Meetings (JSDP)於 8/29–8/31 為期

三天於日本的濱松市(Hamamatsu)舉辦，並於會後邀請

Digital Pathology Association (DPA)重量級講者 Liron 

Pantanowitz, Anil Parwani, Marilyn M. Bui 以及 Junya 

Fukuoka 還有雲象科技的葉肇元董事在 9/1 的台灣數位病

理與人工智慧研討會給予指導。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或稱 machine 

learning (ML)的核心技術和觀念其實已經存在一陣子了，

但是在最近幾年才開始蓬勃發展，主要原因來自於資料量

的提升、有效率的反向傳播運算還有 GPU/TPU 的硬體設備

發展。在以前，資料的各種分類、標註、裁切、序列預測

等等的問題，需要有經驗的程序設計人員制定規則，讓電

腦去執行並獲得結果。但如今 AI 的原則是我們給予問題和

答案，讓電腦自己去找出最適合的規則來解決問題。 

隨著數位病理(digital pathology)還有 AI 技術的發展，

在 各 個 領 域 的 應 用 也 在 最 近 開 始 快 速 的 爆 發 。 Liron 

Pantanowitz 教授和 Junya Fukuoka 教授的演講中，將病

理科的應用做了一個非常寫實的描述，當玻片掃描成電子

檔時，可以讓玻片在分享、保存、攜帶等等方面更加方便，

所以在癌症的 double check、不同 case 的 consult 都可

以更加有效率地處理。另外，因為電子化的關係、在保存

上也不會存在褪色的問題，對於染色出現偏差的時候，也

可以使用色差校正、白平衡或是調整飽和度、透明度等等

的方式，來讓閱片的狀況更加舒適。此外，當引入 AI 時，

可以在 routine work 中協助病理醫師做出 pre-screen 

(cytology), pre-diagnosis (cancer), pre-order stain 

(cancer, TB, HP…)還有 special case warning (floating 

tumor contamination, abnormal tissue in abnormal 

organ: D&C 中發現 fat，(手術捅破子宮?)等等的狀況，著

實可以讓病理科醫師的生活更加便利。 

Anil Parwani 教授則對於數位病理整套軟硬體設備的

流程，以及系統的建立認證作非常精彩的演講，當一個新

技術衝擊到原本的體制時，需要討論的事情有那些？首先

要知道新的技術應用，對病理科醫師而言，是幫助診斷還

是造成更多的麻煩，當引入了 AI 技術還有玻片電子化的系

統之後，能不能提升病理科醫師的診斷正確率和效率。如

果這樣的改變是可行的，需要的硬體設備除了掃描機之外，

還有儲存空間、機房等等需要建立。在軟體上，也要能夠

和本身醫院的 HIS 系統或其他電子病歷系統相互整合互相

呼應，達到讓 patient care 更加提升的最終目的。 

如果說 Liron Pantanowitz 和 Anil Parwani 教授給了

我們關於數位病理的藍圖，那麼 Marilyn M. Bui 教授就是

將這個藍圖加以實現和認證的人了。在 Marilyn M. Bui 教

授的演講中提到品管的重要性，當一個新的技術可以增加

patient care，那麼維持這個技術的品質以及確保它能有效

率的存續，就需要能夠標準化以及在各地方都能使用的普

遍性了。事實上，全世界做 whole slide image 的公司非常

的多，而 whole slide image 的圖片儲存格式也非常的複雜，

以筆者實際的經驗，光自身處理過的 whole slide image

格式就有 8 種，在做分析以及格式轉換的時候常常遇到像

素錯位、儲存位元大小不一致、壓縮規格不一致、使用不

同 C library 分枝、甚至還有廠商自己加密等等的問題。當

Anil Parwani 教授給出統一規格還有品管認證的時候，我

其實是相當開心的，就像是因為放射科電子化的狀況行之

有年，幾乎全世界的放射科檔案都是 DCOM 格式，且也有

一套完整的品管流程確保儲存和開檔系統，也期待之後數

位病理也能夠延攬類似經驗，將數位化的品質，還有不同

器官組織診斷率能夠有效率的提升。 

此行去 JSDP 中，學到了非常寶貴的經驗和課程，除了

幾位大師們的演講之外，北榮梁文議醫師的 AI 系統軟硬體

建立經驗、林口長庚莊文郁醫師的 NPC 判讀等等也都非常

精彩，未來如果有對於這個主題有興趣的醫師們，也推薦

參與或投稿。 

              專  題  報  導                
 

馬來西亞病理專科醫師考試制度分享 
 

口述：國家衛生研究院 黃秀芬醫師 

訪談記錄：台東馬偕醫院 賴冠汝醫師 

 
2018 年 4 月，第五屆亞澳肺臟病理學會年會(The 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Asia-Australasia Pulmonary 

Pathology Society)在台北市舉辦，由台灣病理學會和亞澳

肺臟病理學會一起主辦，邀請二十幾位國外的貴賓來演講。

參與國家達十四國，東南亞地區每個國家幾乎都有一到兩

位的代表來參加，其中也包括馬來西亞的兩位病理醫師。

此大會十分成功，不只會議內容十分充實，過程中大家也

成了好朋友，建立未來合作的契機。其中一位馬來西亞醫

台灣數位病理與人工智慧研討會 與會人員合影 (王翔生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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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Dr. Nor Salmah Bakar)回國之後，在去年八月向我提到

她任職的大學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UiTM)於今年

(2019)將第一次負責馬來西亞病理專科醫師考試，希望邀

請我擔任外部考試委員(external examiner)，也就是”外

部考官”，因為想見識一下其他國家的專科考試是如何進

行的，於是就答應了。之後 Dr. Salmah Bakar 才告訴我，

External Examiner 要出片試和筆試考題(問答題)，總共約

五十題題目，而且出題以外，考試期間也要親自前往當地

擔任口試考官及閱卷，最後一天還要給予半天的演講及教

學等等，讓我幾乎想打退堂鼓。因為在台灣，我們都是邀

請不同領域的人來出題，不是一個人出所有題目。後來覺

得因為還有幾個月時間準備，就硬著頭皮接受邀請。 

在正式被邀請擔任 external examiner 之前，對方需

要我填許多詳細資歷的文件，還包含論文發表數，教過多

少研究生，訓練過多少住院醫師等等，以供該大學審核，

核可後才能發出正式邀請函，相當嚴謹。這或許和馬來西

亞過去是英屬殖民地，所以承襲了英國較為嚴謹的考試制

度有關。由於我擔任病理學會理事，多次參與病理專科考

試出題；也常替高考及普考出題，有很多相關經驗，因此

資格審核順利。經邀請許多各領域病理醫師好友的合作幫

忙出題後，我在今年二月底順利把所有題目及片試考題的

玻片寄到馬來西亞，於五月二日出發去吉隆坡，展開了這

趟記憶深刻的旅程。 

馬來西亞的病理專科考試，是由六家國立大學負責輪

流主辦，包含出題，場地準備以及改考卷等等。這次邀請

我的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UiTM)，在六所大學中

最為年輕，病理科的醫師也比較少，而且是第一次承接病

理專科考試的業務，因此才會申請外部考官，希望借重其

他國家醫師的經驗，讓整個考試過程更為完善。Dr. Nor 

Salmah Bakar 表示，今年的考生數量是破紀錄的多，有 37

位(往年大都二十幾位)，他們學校又是第一次負責此業務，

壓力很大。因為考生特別多，以致整個考試的時程相當長，

在最後的筆試與片試之前，已經花了一整個月讓所有考生

個別完成了病理解剖(autopsy)的測驗，亦即每位考生都必

須在考官面前獨力完成一具屍體的病理解剖。由於社會風

氣保守，在馬來西亞，家屬願意讓病人死後接受病理解剖

的個案並不多，因此 autopsy 考試的個案來源都來自法醫

解剖(forensic autopsy)，例如路倒、車禍意外，或自殺等

等死亡案例，顯示馬來西亞的病理界和法醫部門合作良好。

每位考生被分配到的 autopsy 個案複雜度差異也不同，有

的幾乎一眼可看出死因，有的卻因為案例本身有慢性病，

導致全身上下有許多相關病灶，要一一解讀。除了 autopsy

之外，考生也需要接受標本切取(grossing)的測驗，例如全

套的 hysterectomy+bilateral salpingo-oophorectomy, 

colon cancer, renal cancer 等等。每個 autopsy 和 gross 

dissection 的測驗都有資深醫師在旁邊觀察及評分。 

在所有考生都完成病理解剖和標本切取的測驗後，負

責專科醫師考試的大學會集合所有考生進行統一考試：筆

試加片試兩天、口試兩天，日期都在四月底或五月初。對

方要我出 10 題筆試(theory 1 & 2)及 40 題片試(practical 

1 & 2)，其中 20 題片試只有 H&E 染色(一般概念題 general 

concept)，另外 20 題片試為特殊領域(specific field)，包

括了冰凍切片、細胞學、免疫染色以及特殊領域(如肝臟切

片和腎臟切片)等。每題可以寫 10 分鐘，一題 10 分。片試

由於出題範圍廣泛，非常感謝許多各領域病理醫師好友的

合作幫忙協助出題。10 題筆試(Theory paper)，都是問答

題，每題可以寫 20 分鐘，一題 20 分。問答題題目通常很

大，分兩種， 

Theory Paper 1: 5 questions (each 20 marks) - 

system based pathologies 

Theory Paper 2: 5 questions (each 20 marks) also 

include quality assurance, cytology, postmortem 

由於問答題一題可以寫 20 分鐘，因此題目可以範圍很

大。Theory Paper 2 單純記憶性的題目比較少，考的常常

是概念性的題目。考生可以在時間內盡量發揮，有的考生

可以 A4 紙寫滿兩面。例如我就出一題：“For laboratories 

run by a single pathologist, who do all the reporting, 

what can be done to achieve reasonable quality and 

accuracy?” 

在所有筆試題都是問答題的情況下，閱卷就變成一個

浩大的工程了。在馬來西亞專科考試，除了出題的醫師們

以外，主辦單位也會邀請全國各地的病理醫師來協助閱卷，

每一道題目都由同一位醫師來評分，以此方式盡量增加閱

卷的公平性。我個人負責閱卷的部分只有片試題，考慮到

一題有 10 分，為了要盡量能反映考生們理解程度的差異，

即使沒有寫出最正確的診斷，只要有描述到關鍵 findings、

或是有列出 differential diagnosis，都會酌情給分。然而，

每位閱卷醫師對於給分的寬鬆程度仍有很大的不同，因此

有時會發生某一道題目考官給每位考生的分數都很低甚至

是零分的狀況。 

考完筆試和片試後，就是口試了，口試占總分數的 5%，

因此對於在及格邊緣的考生，口試分數也很重要。因為有

37 位考生，所以花了一天半才完成。我們所有考官會集合

一起參與口試。在開始口試前，考官們會先參閱考生的基

本資料、以及 autopsy、grossing、筆試及片試的考試結

果，了解這位考生的強項與弱項在哪裡。我是主考官，都

（圖一）片試進行中，考生們聚精會神地作答。(黃秀芬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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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先提問。考生都非常緊張，為了減低考生的心理壓力，

我喜歡先問他/她們表現最好的部分(片試，筆試或解剖)，

再依序往其他領域提問，此時其他考官也會加入提問。在

對話的過程中，考官們就可以很容易了解考生是否有足夠

清晰的思路以及診斷實力。我也會問考生對考題的感想，

例如對哪些題目印象最深刻或覺得最有挑戰性等等。通常

會問個十幾分鐘。每個考生的口試結束後，我們所有考官

們會達成一個共識要給幾分。口試的分數雖然只佔總成績

的 5%，但有時候也會成為考生能否及格的關鍵呢！ 

全部的考試結束後，所有考官們會群聚一堂做最後總

評分，尤其是有些在及格邊緣的考生，會再度審閱此考生

的答題卷，看要不要加分，來決定最後分數。大家還會聽

聽看該考生醫院的主治醫師對此人的評論。有趣的是，討

論的對象雖然常常會是考官們自家的住院醫師，但大家也

不太會袒護自己人，都是很客觀理性地給予意見。這些考

官除了來自六家醫學大學，還有馬來西亞行政長官，等於

是我們的衛福部。馬來西亞的衛福部裡，各專科都有一位

主管，負責管理衛福部管轄的醫院。所以衛福部的病理科

主管就會負責管理全馬來西亞公立醫院的病理科，而專科

醫師考試，這個主管一定也會來當考官，了解一下住院醫

師品質。我覺得這個設計很好，這樣政府部門對每個專科

就會有概念。不會因為換了司長或次長，就因為科別不同，

無法了解各專科的需求。 

考試結果公布後，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歷年來當地

的病理專科通過率都約略落在 70~80%，今年也相差不遠，

但落榜的考生們不必太氣餒，因為他們一年有兩次專科考

試，如果只是筆試或片試(加上 autopsy and grossing)未

通過，在當年底的第二次考試就可以再考，不過筆試和片

試皆未及格的話，就必須等到明年同一時間再來挑戰了。

所有考生經過漫長的專科考試洗禮之後，並非直接打道回

府，主辦單位邀請我在考試結束的隔天，幫考生們講授肝

臟和肺臟病理的 lecture 以及 slide conference，考生們似

乎也很滿意這樣的課程安排，講課結束後，學生還主動要

求和我留下了開心的合影。 

這次的旅程還有另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就是在我

抵達馬來西亞(週四晚上)後，週五參加閱卷時，闈場內的休

息室備有豐盛食物和零嘴給考官和來自馬來西亞各地區的

改考卷的醫師們。但到週日便是當地穆斯林齋戒月的開始，

從大清早 6 點到晚上 7 點為止都不能吃任何東西，連喝水

也不行，十分的嚴格。所以當我週一進到闈場內的休息室

時，桌上就被收得乾乾淨淨的了！不過 Dr. Nor Salmah 

Bakar 很體貼我這個外賓，還是有提供餅乾點心給我。基於

禮貌，還有早餐也已吃很飽，我那三天也跟著白天禁食，

但還是有喝水啦。 

可以參與馬來西亞的病理專科醫師考試，實在是一次難

得的機會，見識到了當地十分嚴謹細緻的考試制度，將一

位完訓後的病理住院醫師應具備的能力，做了很完整的驗

證，在此將這份特別的經驗和會員們分享，也期待我們未

來的專科醫師考試也可以參考他們的優點做一些修正。 

 
好用的全玻片影像(Whole-Slide Image)圖源：
癌症資料庫 GDC(Genomic Data Commons)簡
介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張凱博醫師 

 
Genomic Data Commons (GDC)是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

所設立的癌症綜合資料庫，裡面收錄了 37075 筆癌症登記

資料，以及這些個案的各種腫瘤資訊。由於裡面許多個案

附有全玻片影像(Whole-Slide Image)，因此對於病理醫師

（圖三）Lecture 後與考生們合影。(黃秀芬醫師提供) 

（圖二）考官們合影留念。(黃秀芬醫師提供) 

（圖四）考官們合影留念，桌上已無食物。(黃秀芬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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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這些腫瘤資訊在研究上是不可多得的資源。此資料

庫位於 https://portal.gdc.cancer.gov/，介面如以下(圖

一)。 

要 從 GDC 取 得 想 要 的 癌 症 切 片 ， 可 以 先 從

Exploration 這個工具開始使用。在這個介面中，可以選擇

器官部位(Primary site)、腫瘤分類(Disease type)、種族、

年齡等腫瘤資訊，以取得想要的樣本種類。例如說在(圖二)

中，筆者選擇了「Bronchus and lung」此一器官部位，以

及「Adenomas and adenocarcinomas」此一腫瘤分類，

即可篩選出可能是肺腺癌的檢體。若需要搜尋細部診斷，

可以由「Add a case filter」處添加「primary diagnosis」

此一篩選項。 

 

點選進個案的詳細資料後，就可以看到這個個案有哪

些資料已庫存在 GDC 資料庫中。若此個案有全玻片影像，

就可以點閱頁面上的顯微鏡圖示觀賞此個案的切片。需要

下載切片的話，顯微鏡旁邊的卡車圖案可以暫時將切片存

入購物車(備註：大多數切片是免費的)，等到「購物」完畢

之後一口氣把所有這次瀏覽的切片都存到電腦裡。(圖三) 
 

 

如果已經開始藉由本文中的流程下載切片，應該會開

始有一個疑問：如果一個個案有數張切片的話，要怎麼只

下載其中一張呢？畢竟購物車圖示一點就是下載所有切片，

若要只下載其中一張，得要到購物車介面取消另外幾張，

很不方便。其實有一個方式可以做到只下載其中一張。瀏

覽切片時，點選切片上的 Details 按鈕，就可以像(圖四)這

樣，看到這張切片的 file id，這個 id 的作用是可以讓你用

GDC 的專用程式下載這張切片。筆者目前就是用這種方式

下載切片的。 

至於如何使用 GDC 的專用程式？礙於篇幅，在這期不

方便解釋這件事情，若有機會我們可以再談。數位病理專

欄，下次再見。 

              會  員  園  地                
 
英國倫敦 Royal Brompton Hospital 進修心得 

 

馬偕紀念醫院 張惟鈞醫師 

 

從英國回台剛好滿一年，依舊念念不忘在倫敦生活和

進修一年的日子，剛好最近學妹詢問我願不願意分享出國

進修的心得，因此我藉由這個機會分享從準備出國的過程

以及在倫敦一年的感想，希望能激發其他年輕病理醫師踏

出舒適圈，勇敢的出國進修。 

（圖一）GDC 介面。(張凱博醫師提供) 

（圖二）利用 exploration 搜尋想要的切片。(張凱博醫師提供) 

（圖三）若有全玻片影像，可以點選顯微鏡圖案瀏覽或是點選購物車

圖案放入購物車。(張凱博醫師提供) 

（圖四）瀏覽全切片影像的介面。(張凱博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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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來到馬偕升上主治醫師之後，雖然每年都會盡可

能去參加歐美的病理年會吸收新知，但畢竟開會的時間短

暫，學習效果可能有限，因此我開始萌生出國長期進修的

念頭。適逢院方希望病理科朝次專科發展，且院方也有提

供三個月至一年的國外進修機會，因此在科主任首肯之下，

成功向院方申請到出國進修一年的機會。事實上在申請之

前我還尚未決定要去那裡進修，在和北榮病理檢驗部周德

盈主任討論後把名單縮小到三個地方：英國倫敦、蘇格蘭

亞伯丁(Aberdeen, Scotland)以及加拿大多倫多(Toronto, 

Canada)。最後之所以會選擇到英國倫敦而非其他兩處或是

較多病理醫師去的美國進修，大概有以下幾個因素：首先

因為我是攜家帶眷，且小孩已在就學年齡，因此教育(可就

讀英國公立小學，且政府有提供 3 歲以上兒童 15 小時免費

幼兒園教育)和醫療(辦立簽證時就已繳交一年的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費用)是很重要的考量點；另外，剛

好當時國防的李耀豐醫師和林口長庚的陳泰迪醫師也在倫

敦進修，出門在外有朋友可以互相照應也是相當重要；當

然不可否認，在 2016 年英國的 Brexit referendum 通過脫

歐而造成英磅貶值，以及後來美國 Donald Trump 當選美

國總統這兩件國際事件對於決定進修地點也多少有影響

(笑)。最後在周主任熱心的推薦下，有驚無險地完成繁瑣的

簽證辦理過程，順利在 2017 年 6 月底舉家前往英國倫敦，

到皇 家布 朗普 頓醫 院 (Royal Brompton Hospital)跟隨

Professor Andrew G. Nicholson 學 習 Thoracic 

Pathology 一年。 

Professor Andrew G. Nicholson (圖一)是國際知名的

胸腔病理大師，曾經擔任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ung Cancer (IASLC) Pathology 

Committee 的 Chair，除了有參與 IASLC 的肺癌相關研究

及 guideline 制定之外，對於 lung cancer、mesothelioma

和 thymic tumor 也有不少的研究著作。Nicholson 教授與

Prof Bryan Corrin 合著有 Pathology of the Lungs 一書，

同時也是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urs of the Lung 和

AFIP Tumors of th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Series 4 的

作者群之一。除此之外，教授也在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LD)的領域頗有鑽研，和 Brompton 的 ILD team 發表許

多相關的研究，也是 2018 年 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

所發表的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guideline 作者

群 中 唯 二 的 病 理 醫 師 ( 另 一 位 是 大 家 較 為 熟 知 的 Dr. 

William D. Travis)。教授目前任職於 Royal Brompton & 

Harefield NHS Trust，包含位於 Chelsea 的 Brompton 以

及在倫敦近郊 Uxbridge 附近的 Harefield Hospital，這兩

間都是屬於心肺專科的醫院，因此在這裡所接觸到的病例

絕大多數是肺臟的疾病，舉凡肺癌、肋膜癌、間質性肺病、

肺臟移植、以及先天性肺疾病都有機會在這裡看到，雖然

每年的病理檢體量不大(Brompton 一年約有 3000 件，

Harefield 約 2000 件)，但疾病的複雜度相當高，如果對

Thoracic Pathology 有興趣，到 Brompton 進修也是相當

不錯的選擇。 

在 Brompton 的這一年來，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和

Nicholson 教授一起看片學習。由於我並沒有取得英國的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GMC) registration，不能進行

臨床工作(例如處理檢體或打病理報告)，因此在英國我是以

clinical observer 的身份進修。除了有時看當天的臨床切片

之外，教授時常會收到英國各地大小醫院甚至歐美亞洲各

國的醫師寄給他的 referral (consultation) cases，而這些

個案通常比較有趣、罕見或困難，教授時常會先讓我看過

之後再與他討論，經過這樣的訓練對於我加強困難個案的

診斷能力頗有幫助。除此之外，教授也收集了相當豐富的

教學片(共 24 盒)，舉凡常見或罕見的肺臟腫瘤及非腫瘤疾

病都收錄在其中，另外 pleural 或 thymic tumor 也有包含

在內，足足花了我將近一個月才好好的把所有教學片看

完！ 

Brompton 和國內的醫院一樣，每週都會舉行 lung 

cancer 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 meeting，不過由

於 Brompton 是心肺專科醫院，本身並沒有血液腫瘤科或

是放射腫瘤科醫師，因此這裡的肺癌病患是由 Brompton

以及附近 Royal Marsden Hospital (著名的腫瘤專科醫院)

的血腫及放腫醫師共同照護。另一個觀摩的重點則是 ILD 

MDT meeting，在我出國進修前，不論是在住院醫師訓練

的醫院或在馬偕都沒有固定開會討論，但 Brompton 有來

自英國各地轉診而來的 ILD 病人，因此他們每週都會舉行

ILD MDT meeting(圖二)。ILD meeting 參加的成員主要是

胸腔內科、放射科及病理科醫師，每個 case 除了分析 CT 

imaging 之外，有做 surgical biopsy 或是 cryobiopsy 的

個案也會由教授用 videomicroscopy 即時呈現病理變化以

及最可能的病理診斷，然後臨床醫師會綜合所有的檢查結

果進而討論出一個 working diagnosis 來做為治療的依據。

由於這個團隊裡的胸腔科以及放射科醫師幾乎都是專門看

ILD 的專家(例如 Professor Athol Wells 也是國際知名的

ILD 專家)，因此每次去參加 ILD meeting 都可以感受到團

隊熱絡的討論氣氛！隨著 ATS 在 2018 年最新的 guideline

建議 ILD 的案例要進行 MDT 討論，以及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也陸續有標靶藥物引進台灣後，相信

國內將來會有越來越多家醫學中心有固定的 ILD MDT 

meeting。 

（圖一）與 Professor Andrew G. Nicholson 合影。(張惟鈞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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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 Brompton 除了學習診斷之外，當然也要吸取一

些研究的經驗。我除了協助 National Heart & Lung 

Institute (NHLI)兩位博士生關於 pleomorphic carcinoma

以及 mesothelioma 的研究計劃之外，教授也希望我完成

一些研究計劃。在 Brompton 這一年當中，我的研究主題

主要是專注在 Invasive mucinous adenocarcinoma (IMA)

以及相關的腫瘤方面的病理分析，之後會逐步朝向分子病

理的分析。在 ILD 方面，我也協助分析了一些同時合併有

pulmonary alveolar proteinosis 和 hypersensitivity 

pneumonitis 的 case series。讓我比較訝異的是，有許多

肺癌分子病理的臨床檢驗項目並不是在 Brompton 自己的

實驗室進行，而是送到鄰近的 Royal Marsden 分析，基礎

研究方面的實驗也因為 NHLI 有較完整的 core facilities 而

選擇與學校的老師合作，這或許可以歸咎於 NHS funding

的不足，導致 Brompton 必須把一些檢驗外送到鄰近的機

構。不過即使在沒有很完整的實驗室資源之下，藉由這些

合作關係仍然可以有很好的研究產出，是值得我們借鏡的

經驗。在協助研究生的過程當中，我也和其中一位研究生

成為很要好的朋友，也在回國後持續保持聯繫。 

從 2012 年起，在每年的七月初 Nicholson 教授都會

在 Brompton 或 是 NHLI 舉 辦 為 期 三 天 的 Practical 

Pulmonary Pathology 課程。參加的成員主要為英國各地

的病理醫師，有時也會有歐洲其他國家的病理醫師來參加，

甚至也有遠從澳洲前來參加的病理醫師。課程內容相當地

豐富，從 tumor classification／diagnosis、各種 ILD 的診

斷、pleural and thymic pathology，到肺臟感染的病理都

有安排 lecture，也有安排時段和顯微鏡讓參與的學員實際

觀看教學片。不想看顯微鏡？沒關係，還有兩台電腦可以

觀看掃描好的 digital slides。雖然此課程要價不斐(550 英

磅！)，但還是相當熱門，候補名單甚至已經排到後年，但

身為 fellow 以及工作人員，我很幸運的能夠免費旁聽這三

天的 lecture，也算是為這一年的進修畫下完美的句點。另

外我也抽空去參加了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的歐洲病理年

會 (European Congress of Pathology) 以 及 英 國

Pathological Society 舉辦的 Winter meeting 學習胸腔病

理和其他次專的新知。 

倫敦身為 2018 世界城市(global city)排名第一的城市

(和紐約為名單中唯一 Alpha++的城市)，在倫敦生活一年

的費用相當可觀(尤其是倫敦一區的租金更是高的嚇人)，即

便有醫院公費補助勢必還是得動用到個人的積蓄，一家五

口的開銷更是驚人。但也因為有家人在旁分享異國生活的

喜怒哀樂，讓這些付出更有價值。在倫敦渡過完整的一年

也有其優點，倫敦一些著名的景點和博物館只要搭乘倫敦

地鐵即可達，如白金漢宮、西敏宮和大笨鐘(國會大廈)、西

敏寺、聖保羅教堂、倫敦塔、倫敦塔橋、邱園(皇家植物園)、

大英博物館、自然史博物館等。倫敦各處也有許多大大小

小的公園，如較著名的海德公園、攝政公園、肯辛頓公園、

格林威治公園、以及有野生鹿群的里奇蒙公園(Richmond 

Park)等。除此之外，每個季節也會有特定的活動可以參加，

春天有繽紛的櫻花季，夏天則是倫敦最著名的體育盛事-溫

布頓網球錦標賽(The Championships, Wimbledon)，冬天

有許多的聖誕節活動，如海德公園的 Winter Wonderland。

整年在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Royal Albert Hall)或是 West 

End 的眾多劇院也有許多適合大小朋友的藝文活動。倫敦

的鐵路交通也十分發達，搭火車往北到劍橋、牛津也只需

一至兩小時的車程，倫敦更有許多廉價航空，至歐洲各國

小旅行也非常方便。 

在 Brompton 進修的這一年當中，除了更加強在腫瘤

方面的診斷能力之外，與教授對看過程中大輻提升了診斷

間質性肺炎的能力與信心。雖然小時候曾跟隨著家人到美

國當了兩年的小留學生，但是在忙碌的醫師生涯中有機會

在家人的陪伴之下來倫敦進修一年，放慢腳步和家人一同

感受異國文化，絕對會是一輩子美好的回憶，倫敦永遠會

是我們的第二個家。感謝太太的支持、台灣的家人、英國

的朋友以及這一路上曾經協助我和家人的所有人，讓這個

奇妙的旅程能夠一切圓滿。 

工商服務： 

目前我有加入學會病理諮詢的行列，如各位會員有遇到間

質性肺炎的個案(或是腫瘤個案)希望尋求 second opinion，

我很樂意提供我的看法給您做參考喔！ 

          學  術  活  動  快  報           
 
活動名稱：台日韓婦科病理研討會 
活動時間：2019 年 10 月 19 日 10:00-17:30 
活動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第二講堂 (自由大樓/  
啟川大樓 6F) 
   
活動名稱：Diagnostic Approaches for Non-Hodgkin 

Lymphomas 
活動時間：2019 年 10 月 26 13:15-17:00 
活動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 廳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細胞診斷繼續教育-北區 
活動時間：2019 年 11 月 02 日 14:00-17:00 
活動地點：馬偕醫院台北院區 

（圖二）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multidisciplinary team meeting 

（間質性肺炎團隊會議）。(張惟鈞醫師提供)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65&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25&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25&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05&Edu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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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Pathology Day 2019: Updates on Tumor 
Pathology and Implications in Treatment 
活動時間：2019 年 11 月 03 日 08:30-15:50 
活動地點：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B2 宴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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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09 日 14:00 -17:00 
活動地點：梧棲童綜合醫院 
 
活動名稱：頭頸部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9 年 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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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病理學會細胞診斷繼續教育-南區 
活動時間：2019 年 12 月 14 日 14:00- 17:00 
活動地點：嘉義基督教醫院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秋季)切片討論會 
活動時間：2019 年 12 月 15 日 09:00-17:30 
活動地點：台中榮民總醫院 研究大樓二樓 第一會場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39&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39&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09&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45&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13&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995&EduTyp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