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病理技術學會 

109年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日  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7 日 9：00－16：40 

地  點：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國際會議廳 B2 

主辦單位：臺灣病理技術學會 

協辦單位：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時間 主題 講師 
主持人/

座長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主席致詞 黎治平 理事長 

范紀鎮 

副教授 
09：10～09：50 MSI 分子檢測與應用 

張嘉玲 組長 

(馬偕醫院 病理科) 

09：50～10：30 特殊染色的實際應用 
孫家棟 醫師 

(臺大醫院 病理部) 

10：30～10：50 中場休息 

10：50～11：40 Breast cancer biomarkers 
連晃駿 醫師 

(臺大醫院 病理部) 

李憶如 

副主任 

11：40～13：20 會員大會及午餐 

13：20～14：10 
同儕比對試驗結果說明及技術探討

(一) ：總結報告 
黎治平 理事長 

柯建興 

前理事長 
14：10～15：00 

同儕比對試驗結果說明及技術探討

(二) ： 

1. HE、PAS、Masson’s trichrome

及 EVG 染色 

2. 綜合講解 

黎治平 理事長/趙碧波 技師

(前台北榮民總醫院病理部) 

15：00～15：20 中場休息 

15：20～16：00 

A cross-department study in VGH：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anal cytology 

for screening anal squamous epithelial 

lesions 

林俐亞 醫檢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病理部) 黎治平 

理事長 

16：00～16：40 Gross morphology of common disease 
葉宜榛 醫檢師 

(三軍總醫院 病理部) 

 

 



 

 

 

 

劃撥帳號：５０１９１８９５ 

劃撥戶名：臺灣病理技術學會 

報  名  表 （請務必正楷書寫姓名及會員編號） 
 

姓名：                                                             

會員編號：                                                        

□ 台灣病理技術學會會員  

□ 非台灣病理技術學會會員  

任職單位：                                                        

聯絡電話：                                                        

午餐： □葷  □素 

報名截止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 

敬請報名參加者親自簽到參與討論會, 如發現有代簽到者,恕不發予學分。 

＊台灣病理技術學會免費，惟需繳納 110 年常年會費 800 元 

非台灣病理技術學會會員，請繳交報名費用 500 元 

＊報名表請連同劃撥收據傳真或寄至電子信箱亦可利用網路線上報名，完成報名 

  手續。 

＊為鼓勵本會會員全程參與討論會，將於會後致贈禮卷 200 元，敬請踴躍參加。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請落實個人衛生防護，並於室內全程配戴口罩，謝謝。 

 

＊線上報名：https://reurl.cc/R1Vleg 

 

 

 

 

＊連絡電話：(02)8596-2050 #617 

＊傳真電話：(02)8596-2075   

＊E-mail：tspt.service@gmail.com  

劃撥單黏貼處 

線上報名 QR Code 

https://reurl.cc/R1Vleg
mailto:tspt.service@gmail.com


和信醫院交通資訊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 125 號。從台北市方向出發，您可由洲美快速道路或其他路線往淡水方向，

經大度路後右轉立德路到達。大度路與立德路路口之明顯地標為慈濟關渡志業園區，進入立德路

後約 500 公尺，本院位於左側。 

 

 
 
 
 
 
 
 
 
 
 
 
 
 
 
 
 
 
 
 
 
 
 
 
 
 

捷運 

本院位於捷運關渡站與忠義站之間，您可以搭乘捷運淡水線，在忠義站或關渡站下車。 

如果您行動方便，可在忠義站下車，請您由捷運站二號出口出站後右轉，沿著捷運鐵路的步道，

步行五分鐘，便可以看到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的建築物。 

您亦可以在關渡站下車，搭乘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為您準備的免費接駁交通車，接駁車站牌遷移至

關渡捷運站 1號出口旁第二個路燈位置, 請您依右邊接駁車時間表搭乘至本院 

  



接駁車資訊 

1. 接駁車站牌在和信醫院正門口及關渡捷運站門口站牌處 

2. 每班次限搭乘二十位乘客，以病人、家屬優先搭乘 

3. 週六下午及醫院休診日不行駛 

4. 週一 至 週六 上午 08:30-10:30 每 20 分鐘一班，10:30-12:30 每 15 分鐘一班 

5. 週一 至 週五 下午 13:30-18:00 每 15 分鐘一班 

 

上午車 下午車 

關渡站 和信 關渡站 和信 

08:20 08:30 13:35 13:30 

08:35 08:50 13:50 13:45 

08:55 09:10 14:05 14:00 

09:15 09:30 14:20 14:15 

09:35 09:50 14:35 14:30 

09:55 10:10 14:50 14:45 

12:05 12:15 16:50 16:45 

12:20 12:30 17:05 17:00 

12:35 駐站休息 17:20 17:15 

駐站休息  17:35 17:30 

  17:50 17:45 

   18:00 

 

汽機車停車資訊 

1. 地下停車場可直通本院大樓，如果您陪伴著行動不便的病人來醫院，建議優先使用地下停 
   車場。 
2. 本院於大門周邊設有 265 個機車停車格，可供來賓使用。 
3. 本院停車場收費標準： 
 
汽車 07:00 ~ 19:00  19:00 ~ 07:00 備註 
定價 50元/小時  10元/小時     每日最高上限 500元 

 
4. 本院停車空間有限，陪病家屬或住院病人若有長期停車需求，可參考鄰近醫院週邊停車場 
   長期停車優惠： 
 
立功停車場：計時 60 元/小時；計次 350 元/12 小時(步行 300 公尺) 
立德路公有汽車停車格：計時 20 元 /小時 
捷運忠義站：計時 20 元/小時(步行 200 公尺) 

 

機車 00:00 ~ 24:00 備註 
定價 20元/次(隔日重新計價) 機車位於醫療大樓地下室停車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