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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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的話                

新任理事長感言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理監事會選舉經報准延

後到 9 月底，終於完滿落幕。恭喜所有理監事當選醫

師，更感謝大家給我機會為學會及所有會員繼續努力。 

延續之前的工作，例如合理健保給付的訴求、新

增必要之健保給付項目、分子病理檢測之品質與實驗

室之管理、病理醫師之權益及合理工作權、病理新知

與診斷能力之加強，仍是本屆理監事會的工作重點。

此外，再強化學術委員會功能並擴展各系統的醫師參

與度與傳承是接下來的目標。因此，各委員會的召集

人除了是各領域的領導者之外，也有部分委員會已啟動世代交替的機轉，優秀的

年輕世代可以慢慢的接班，令人十分期待。希望將來能有更多中生代與新生代醫

師加入行列，共同為學會及會員努力，經營這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大家庭。 

我們承諾秉持公平與公開的原則進行會務執行的決心不變，歡迎各位會員隨

時提出意見或問題，我們會誠懇檢討，及時說明或改善，做為將來規劃學會所有

事務的參考依據，必定以學會與所有會員為最優先考量。希望我們所有會員能更

團結與和諧，為了提供病人最正確與最合乎先端醫療需求的病理診斷，更努力提

昇自己的診斷能力並追求新知與研究。 

學會是一個大家庭，也是所有會員的園地，為永續經營須要大家的努力與配

合，尤其年輕世代的參與，當前輩們需要你們的幫忙與參與的時候，請別拒絕，

勇敢快樂的站出來吧！ 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賴瓊如敬上 

 

           特稿：Dr. Juan Rosai 紀念專輯             

Juan Rosai (1940. 8. 20 – 2020. 7.7 ) 

Dr. Juan Rosai 是過去 50 年來病理學領域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也是世界

衛生組織（WHO）腫瘤分類系列叢書中極為重要的編輯。Dr. Rosai 廣泛的診斷

專業知識廣為全球認可。在大部分的職業生涯中，他擔任國際病理學界的顧問，

提供專家第二意見。 

或許台灣年輕的病理醫師不太清楚 Dr. Rosai 是何許人，但很多病理醫師應該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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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從《Rosai and Ackerman's Surgical Pathology》這本

教科書上知道他的名字。 

Dr. Rosai 在許多領域增加了我們的知識——他首次

描述了許多疾病的命名（包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疾病

Rosai–Dorfman disease、年輕人的肉瘤 desmoplastic 

small round cell tumor、spindle-cell epithelial tumor 

with thymus-lik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hyroid

（SETTLE）（好像是今年的專科考題）和 sclerosing 

angiomatoid nodular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leen

（SANT）等）。他以在甲狀腺，胸腺和血管系統腫瘤方面

的研究而聞名。 

Dr. Rosai 生於義大利，在阿根廷長大，在美國華盛頓

大學醫學院及 Barnes Hospital 受教於 Dr. Lauren 

Ackerman, 完成了解剖病理的住院醫師訓練和主治醫師。

他一直任職於華盛頓大學，直到 1974 年被任命為明尼蘇

達大學教授兼解剖病理部主任。 1985 年，他在耶魯大學

醫學院接受同樣的職位，直到在 1991 年加入斯隆·凱特琳

紀念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擔任病理部主任。1999 年，他回到義大利，擔

任米蘭國立癌症研究所（Istituto Nazionale dei Tumori）

的解剖病理部主任一職。Dr. Rosai 後來離開米蘭的 Tumor 

Institute 獨立成立 Centro Diagnostico Italiano（CDI）

當 Director。 

他最著名的出版物是與Ackerman 合著的外科病理學

教科書。這本經典而全面的外科病理學教科書由他的導師

Dr. Lauren Ackerman 於 1953 年首次出版。多年來，新

版本由 Dr. Rosai 持續修訂撰寫，他幾乎親自撰寫了所有的

章節，直到 2011 年出版第 10 版為止。他還擔任了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rgical Pathology》的創始

主編、以及《The Atlas of Tumor Pathology of the 

Armed Forces Institute of Pathology》（AFIP 分冊）的

第三版主編，並為 WHO 腫瘤分類系列的多個腫瘤分類指

南做出了重要貢獻。 

Dr. Rosai 在其職業生涯中獲得了許多榮譽和獎項，包

括美國和加拿大病理學會的傑出病理學家獎（2010 年）和

莫德．阿伯特講座（1995 年），四個榮譽博士學位以及於

2006 年從紀念斯隆·凱特琳紀念癌症中心獲得的弗雷德．

沃爾多夫．斯圖爾特獎。 

經由北醫陳志榮主任的介紹，得知郭承統教授與 Dr. 

Rosai 曾在美國華盛頓大學一起共事過，通訊編輯便與郭

教授聯絡，希望能跟大家分享一些 Dr. Rosai 的逸聞軼事，

算是一種傳承，特別感謝郭教授的應允，才有了這次的特

稿。 

郭承統教授憶 Dr. Rosai 

高醫大附設醫院 吳俊杰醫師 

郭承統教授於 1970 年到美國聖路易市的華盛頓大學

醫學院的 Barnes Hospital 受訓及任職，當時該校的病理

部分為二個部門，一個是一般病理（general pathology）

主要負責病理解剖（autopsy），另一個是在醫院部門的外

科病理（surgical pathology）。在 Barnes Hospital 的住

院醫師訓練必須在一般病理部門接受一年解剖訓練後，第

二、三年做研究，第四年才能申請到由 Dr. Ackerman 所

領導的外科病理部接受外科病理的訓練。其部門每年僅收

五位住院醫師，在這五個名額當中，只有一個名額開放給

外國人。而郭教授就是該年錄取的唯一外國籍醫師，由於

Dr. Rosai 也是服務於外科病理部的主治醫師，也就因此與

郭教授結下二人的情誼。當時 Rosai 主要負責皮膚病理、

故須出席與皮膚科的共同討論會，而郭教授則常常和他一

同出席討論會，因此在 Rosai 要離開的時候，他將這項工

作交給了郭教授。由於 Rosai 是 Ackerman 很得意的學生

之一，原本希望可以繼承他的位子，繼續領導該院的病理

科，但很可惜在當年保守的風氣下未能如願，因此 Rosai

離開了華盛頓大學，改到明尼蘇達大學服務。 

Dr. Ackerman 也將外科病理學教科書的編輯交給了

Dr. Rosai，他每天晚上會將從圖書館找來的參考資料，帶

到 Ackerman 的家中討論並修改內容。由於 Ackerman 的

教學始終強調病理不能只看病理切片，一定要配合臨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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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症狀，在這樣嚴謹的行醫與治學態度下，這本外科病理

學教科書其實是累積了這兩位學者臨床經驗的詳盡紀錄。

郭教授提到他每次翻閱此書時，都覺得總能切中診斷的關

鍵，這就是使得這本教科書能特別突出的原因。郭教授在

1999 年時也以台灣的案例與 Dr. Rosai 共同參與 WHO 

Histological Typing of Tumours of the Thymus 的編輯，

這也是最早定義 Type A、AB、B1、B2、B3 Thymoma

的書籍，其中也有來自台灣的貢獻。郭教授也提到一個有

趣的小插曲，就是在 Rosai 離開去明尼蘇達大學時，不僅

將皮膚病理交給了郭教授負責，連他的房子也是賣給了郭

教授。 

回到義大利之後，Dr. Rosai 也曾經辦了一場會議邀請

郭教授一起參與，會議的安排是在西班牙走聖地牙哥朝聖

之路（Camino de Santiago），參與的大家就沿途邊走，

休息時邊討論病理。之後他也想在約旦再辦一次類似的會

議，但因身體的狀況不好而取消。 

郭教授從 1964 年到美國念博士開始，在美國待了 18

年，經過好友林芳仁醫師與當時長庚集團王永慶董事長力

邀之下，重回台灣。為了與國際接軌，在 1988 年的時候，

郭教授邀請了一百多位國內外知名的病理學者來台學術交

流，也是台灣第一次舉辦國際性的外科病理研討會，當時

Dr. Rosai 與 Dr. Ackerman，以及多位知名的病理學家，

包括 Dr. Dorfman、Dr. Shimosato、和 Dr. Mukai 等也受

到郭教授的邀請來到台灣演講，郭教授還記得當時第一位

報名參加的是香港的 Dr. John Chan。在那之後郭教授也

曾想再邀請一次 Dr. Rosai 來台灣作客，但那時 Rosai 自述

自己好像得了一種奇怪的 neuromuscular disease，無法

長途旅行，因而作罷，後來才知道從那時開始 Dr. Rosai

已受 Pankinson disease 所苦。 

在疫情肆虐的 2020 年，全球的病理界失去了 Dr. 

Rosai，他的慷慨精神和建立共識的能力如同他無與倫比的

專業知識一樣，是他遺產的一部分。謹藉由這篇文章紀念

Dr. Rosai 這一位世界著名的外科病理學家。而對於年輕的

病理醫師，郭教授也提到他認為出國進修是很重要的，不

僅可以在次專科方面深入打好基礎，也可以出去看看外面

的世界增廣見聞及視野。一併利用這次特稿的機會與各位

會員分享。 

在華盛頓大學 surgical pathology 全員合照，第二排左一

為郭承統教授，第一排右二為 Dr. Rosai。 

在長庚醫院與病理學會合辦關於胸腺瘤的研討會，右二為

郭承統教授，左三為 Dr. Rosai。 

在美國的 Dr. Rosai 與郭承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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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Rosai 當時在研討會的演講 

Dr. Rosai 與其夫人及郭承統教授於會後餐敘 

              活  動  報  導               

分子病理核心課程重點整理 

台中榮總 陳韻安醫師 

分子病理是新興且日漸重要的領域。核心基礎是 Central 

dogma（如圖），每步都有對應的技術。 

 

需有以下概念： 

 目的是什麼？For diagnosis / treatment choice / 

drug resistance / prognosis / inherited 

disease？ 

 想看哪種基因？  

o Oncogene 易有 hot spot mutation，tumor 

suppressor gene 則否。 

o Germline mutation 多為 tumor suppressor 

gene，somatic mutation 不一定。 

 想看 DNA? RNA? Methylation profile? 

 想看何種突變? (見下表) 

 

部分mutation的蛋白質有相對應的抗體，可以使用 IHC。 

Validation 

校正結果的方式：比對同儕結果，比對廠商樣本，CAP 或

病理學會的 proficiency test，比對病人的反應。 

Pre-analytic consideration:  

檢體特性及前處理品質： 

 蠟塊/組織品質：cold ischemic time、固定品質、

固定時間、腫瘤含量、脫鈣、蠟塊儲存環境及時間

等。 

o 檢體取下一小時內泡入固定液，用 10 倍

量固定液（10%中性福馬林），固定時間

6-48 小時。 

o 脫鈣檢體不適合用於分子病理檢驗。可先

刮下附著的軟組織或抹細胞學，再以這些

檢體執行。 

o 不同技術敏感度不同， microdissection

可提升腫瘤所佔比率，進而提升正確性。 

 Liquid biopsy：檢體為血液/體液。DNA 含量少、

半衰期短，需要高敏感性的技術。 

 腫瘤本身特性：腫瘤內的異質性、原發和轉移腫瘤

間的異質性、治療後的變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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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 consideration： 

平台選擇： 

偵測範圍： 

 Screening methods: 一網打盡，適用未知的研究

或是 tumor suppressor gene。敏感度低、需求

較多檢體、較複雜、較耗時。 

 Targeted methods: 針對特定突變，適用已知的

臨床應用或是 oncogene。敏感度高、需求檢體少、

試劑較貴、較省時。 

規範嚴謹度： 

 IVD (in vitro diagnostic device)：已有實體產品，

一般有 FDA 認證。 

 LDT (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有臨床需求，

尚未商業化。 

試劑選擇： 

例如 IHC 的抗體株選擇會影響結果。 

Common techniques  

For short deletion / missense mutation （Sanger 

sequencing, allele-specific PCR） 

Sanger sequencing：最原始的定序，正確率高、定序片

段長、可偵測所有突變，但速度慢、敏感性低、需要較多

檢體。 

 

鑑別 true mutation 及 sequencing error 的方式：正股/

負股各定序一次、不同操作者重複操作、增加腫瘤所佔比

例、更換不同方式檢測。 

 

Allele-specific PCR 相比於 Sanger sequencing，所需檢

體少、敏感性高、檢驗時間短、操作簡單、判讀簡單，但

較昂貴，並且只能針對廠商選出的突

變檢驗。原理是以 real-time PCR 為

基礎再加以各種變化，只有帶有特定

突變的 DNA 可以放大。 

 

有三個比較常見的技術：

Scorpion-ARMS PCR，PNA-LNA 

clamp assay，MASS 

spectrometry。 

 Scorpion-ARMS PCR 敏感度極高，但貴。 

 PNA-LNA clamp assay 台灣較少見，敏感度高，價

格較低。 

 MALDI-TOF MS：敏感度高，可以同時讀取數種突

變並計算比例。 

 

For gene amplification (ISH, in situ hybridization) 

以 breast cancer 的 Her2/neu status 為例。可以做 IHC

或是 ISH。 

IHC 只看細胞膜染色，詳細定義請見 CAP。IHC2+需要加

做 ISH。 

判讀時請注意 micropapillary carcinoma 為 basolateral 

staining。 

 

ISH 原理是用帶著標記的 DNA probe 去黏染色體。一般

會用兩段 probes，一段黏目標序列（Her2/neu），一段黏

其他片段做為參照（CEP17）（如圖）。兩段 probe 會帶有

不同顏色。 

根據標記不同，分為發螢光的 FISH，以及使用呈色劑的

CISH, SISH, DISH。 

 

ISH 可以偵測： 

Amplification：目標基因比參照基因多。 

Deletion：目標基因比參照基因少。 

Translocation：分成 break-apart（兩個訊號分開為

positive）或是 fusion（兩個訊號靠近為 positive）。 

 

病理醫師需要先圈選目標區域，再進行染色。 

 

Her2/neu ISH 判讀參照 ASCO/CAP2018 guideline，需

要算至少 20 顆不重疊的細胞。結果分為五個 groups（如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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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 group 2-4，處理如下，報告要加上 guideline 建議

的 comment。不建議更換 probe 或重複檢測。 

 IHC 0-1+為 negative，IHC 3+為 positive。 

 IHC 2+者由另一人重複計數。若無誤，則將 group 

2/ 4（Her2 copy number < 6.0）報告為 negative，

group 3（Her2 copy number ≧ 6.0）報告為

positive。 

若 Her2/neu status 和 morphology 不相符時： 

 應該再做一次 Her2 test： 

預期 Her2 不該表現，但切片中 Her2 positive。

例如 grade 1 carcinoma,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等等。 

 也許再做一次 Her2 test： 

預期 Her2 positive，但結果為 negative or 

equivocal。或是後續檢體有 morphologically 

distinct subgroup，或任何有疑慮的檢體。 

 

少數腫瘤帶有異質性。 

 對於 target therapy 反應較差。 

 若為明顯兩區，兩者都要計算並列出比例。 

 若混合在一起，則約定俗成計算平均值即可。 

 

其他比較重要的乳癌分子病理： 

 ISH for translocation 可以協助診斷 salivary 

gland-type carcinoma。 

 Ｍultigene assay（例如 Oncotype DX）可輔助

治療決策，決定特定病人能否免除化療，並已列入

AJCC staging system。 

 帶有 PIK3CA mutation，hormone 

receptor-positive的晚期患者使用 alpelisib治療

可能有益。 

 家族遺傳基因已有 NGS panel 可用。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 

與 Sanger sequencing 相比，可定序片段較短，但是每次

定序讀取鹼基更多，速度上升且成本下降。缺點是錯誤率

高、技術複雜。 

 

NGS 可以用於 DNA, RNA, methylation profile。 

定序範圍愈大愈慢、愈貴、正確度愈低，但是愈能有未知

的發現。範圍愈小則相反（見圖）。 

 

（補充）重要名詞解釋： 

 Depth / Coverage：欲定序的基因，平均被多少

可讀定序片段所涵蓋（見上圖）。數值愈高代表同

一段基因被讀愈多次，愈容易找出 low variant 

allele frequencies (VAF)的突變。 

NGS 的流程如圖： 

 

 

起始製作目標序列的圖書館時有兩種作法，差別請見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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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讀取訊號種類，NGS 可以分為 illumina 系列（螢光）

和 ion torrent 系列（電位差）。不同平台差別在讀取量、

讀取速度、出錯機率。兩大廠牌的結果高度相符。 

 

定序完成後需要資訊處理，各家廠商有可用的網路工具。

下圖是資訊演變不同階段。 

 

 

 

 

比較重要的細節如下： 

 

FASTQ file 的 base quality，以字元或符號表示，代表該

鹼基出錯機率。可接受範圍是 1/1000 以下，顯示為英文

字母。 

 

SAM/BAM file 已經定出序列在基因組的位置。 

 MAPQ：mapping quality。愈高則錯誤率愈低。 

 CIGAR：此序列和正常序列的差別。 

 

VCF file 含有突變種類、突變頻率（VAF）。 

鑑別 low VAF true variant以及 sequencing error的方法

有： 

 拉高 depth of coverage。 

 觀察 mutation 是否只存在正股/負股之一。 

 Library prepare 時把每個片段都加上獨一無二的

barcode。 

aVCF file是VCF加上註解，包含gene base / knowledge 

base / functional annotation。 

 

不是所有 mutation 都有意義。ASCO/CAP 有以下建議（如

圖）： 

 

 

突變若是 germline mutation，要確認是否為 pathogenic 

mutation。 

 

              會  員  園  地               

2020 USCAP 心得分享 

台北榮總 李宥徵醫師 

 每年的 USCAP 年會可說是全世界病理領域的最大

型學術會議，本次 2020 年於 2/29 至 3/5 總計六天期間在

洛杉磯舉行，前面兩天主要為各次專科或各學會舉辦的討

論會，而在第一天同時也有提供住院醫師參加的 Genomic 

Medicine for Pathologists；從第三天起則開始有各領域

的口頭發表及壁報展示的排程，在這段會議期間也另外有

安排得相當扎實的各種課程及座談會，同時展覽大廳內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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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廠商設置攤位，以展示各種琳瑯滿目的儀器與技

術。 

在行前我便從網站上查詢到各討論會與課程中種種

精彩的演講主題，而實際現場聆聽時也果然沒有失望。例

如 Arthur Purdy Stout Society 的討論會便探討了在不同

器官看到 spindle cell 型態的病灶時，需要考慮哪些特殊

非 mesenchymal origin 的鑑別診斷如乳房的

metaplastic carcinoma、皮膚的 desmoplastic 

melanoma 等等；在另外報名的皮膚 melanocytic lesion

課程中，除了常用的組織形態及免疫化學染色工具外，也

介紹了 Array CGH 等分析染色體變異技術來輔助診斷良

惡性病灶的方法；分子病理的相關課程也由淺入深地說明

了各種檢測如何使用在不同的疾病或組織來源上，讓我對

這個領域有了更多的認識。 

在學術會議發表對住院醫師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學習

機會，我在這次會議中與指導醫師杭仁釩醫師一同發表了

一篇論文壁報，在與各國學者交流的過程中，我們了解到

這次發表的研究從其他學者角度看來會在意的部分，以及

有哪些內容細節還不夠完備需要加強。這些意見對於我們

將研究資料整理為論文，進而後續向期刊投稿都相當有幫

助。 

在展示期間我也瀏覽了不少各領域的壁報。來自世界

各國的研究主題相當多元，而研究形式上也五花八門，從

較單純的問卷調查到大規模的基因表現研究都能見到。在

這次看到的壁報當中，印象較為深刻的題目包括在甲狀腺

腫瘤檢體使用 micro-CT 技術由組織蠟塊直接掃描並模擬

H&E 染色上色成 3D 切片影像、探討世界各地病理學者對

於最新版WHO分類將Sessile serrated adenoma/polyp

改稱 Sessile serrated lesion 之看法、胰臟腫瘤常使用之

Whipple operation 檢體取樣方式的探討，以及 Barrett's 

esophagus 中 p53 基因表現的重要性等等。在大會的安

排下類似主題之壁報經常相鄰展示，有時亦可從中稍微看

出專家們所共同關心的病理議題。 

總括而言，這趟 USCAP 之旅對我來說是相當充實的

體驗。如果對於和世界接軌感到興趣，那麼既能聆聽大師

們演講，又有機會和各國學者討論心得，進而擴展自己視

野的 USCAP 年會，肯定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優質選擇。 

  

   

 

             學 術 活 動 快 報             
 
活動名稱：內分泌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20 年 10 月 17 日 10:00 – 12:3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病理檢驗部 （醫學科技大樓五樓 多
頭顯微鏡室）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細胞繼續教育-南區 
活動時間：2020 年 10 月 17 日 14:00 – 17:0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病理檢驗部 （醫學科技大樓五樓 多
頭顯微鏡室） 
 
活動名稱：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lignant  

Lymphomas 
活動時間：2020 年 10 月 18 日 13:00 – 18:30 
活動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 廳 
 
活動名稱：病理部暨臨床科聯合研討會-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主辦 
活動時間：2020 年 10 月 23 日 10:00 – 13:10 
活動地點：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 145 號 院本部(鄭州 3F01
會議室) 
 
活動名稱：次世代定序檢測與癌症精準醫療研討會 
活動時間：2020 年 10 月 23 日 13:00 – 17:10 
活動地點：張榮發基金會 1001 廳 
 
活動名稱：WHO breast update 暨跨院 GYN pathology

討論會（北區場） 
活動時間：2020 年 10 月 24 日 09:30 – 12:0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醫學科技大樓五樓病理部 
 
活動名稱：Myelofibrosis/ Ph-MPN Hema-Pathol  

Forum-諾華主辦 
活動時間：2020 年 10 月 24 日 13:00 – 18:10 
活動地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B1 彩蝶廳)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細胞繼續教育-中區 
活動時間：2020 年 10 月 31 日 14:00 – 17:00 
活動地點：彰化基督教醫院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細胞繼續教育-北區 
活動時間：2020 年 10 月 31 日 14:00 – 17:00 
活動地點：汐止國泰醫院 
 
活動名稱：台灣病理學會細胞繼續教育-中區 
活動時間：2020 年 11 月 14 日 14:00 – 17:00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79&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89&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113&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113&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119&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119&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111&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109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109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118&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118&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85&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92&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087&Edu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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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梧棲童綜合醫院 
 
活動名稱：子宮頸癌篩檢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活動時間：2020 年 11 月 15 日 14:00 – 17:00 
活動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2 廳 (台
北市徐州路 2 號) 
 
活動名稱：頭頸癌病理討論會 
活動時間：2020 年 11 月 28 日 09:00 – 11:30 

活動地點：台北榮總病理檢驗部 （醫學科技大樓五樓 多

頭顯微鏡室）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117&EduType=1
http://www.twiap.org.tw/events/event_content.asp?ID=1114&EduTyp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