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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 出席 
 

台灣臨床細胞學會 110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時間：民國 110 年 11 月 21 日（星期日）8:55 ~ 16:30  

地點：中影八德大樓演講廳（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 2段 260號３樓） 
 

一、台灣臨床細胞學會定於民國 110年 11月 21 日（星期日）假中影八德大樓演講廳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 2 段 260 號 3樓）舉辦『110 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

會』，大會內容有細胞診斷專題演講，及口頭論文發表並舉辦壁報論文展和細胞診

斷病例判讀、講解及頒奬，詳細內容請參閱【議程表】。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如下： 

台灣臨床細胞學會八學分 

台灣病理學會八學分 

台灣醫事檢驗學會申請中 
 

二、報名方式：請先利用下列金融帳戶繳納常年會費或講習費後，上網連結台灣臨床細 

        胞學會網站 ( www.cyto.org.tw )，點選左下角『課程.研討會』線上報名系統。 

  QR code 連結： 選取會員報名，完成線上報名手續。 

           病理學會會員請點選病理會員報名， 

               非會員請點選非會員報名。 

  報名時間：9月 27 日起至 11 月 7日止（繳費日期為憑）： 

台灣臨床細胞學會會員 ──── 免講習費 

             需繳交 111 年度常年會費：醫師會員：1500 元；技術會員：1200 元；榮譽會員免繳 

（若有尚未繳納 108、109 、110年度之常年會費者亦請補繳，請參照郵政劃撥單） 

台灣病理學會會員 ──── 講習費 1500 元整 

非會員 ──── 講習費 1500 元整 

 現場報名者，講習費一律加收 300 元。(敬請儘早報名) 
 

 

三、繳費方式（戶名：台灣臨床細胞學會） 
 

 郵局劃撥帳號：13233975 

 合作金庫(006)石牌分行帳號：1427-765-426208 
 



2 

四、注意事項 

 提醒您配合防疫措施，進入會場請配戴口罩並配合測量體溫。 

 

1. 如多人共同報名，可使用同一張劃撥單繳費，惟劃撥時， 請在劃撥單的通訊欄處註明全

部繳款人之姓名、會員編號及金額。 

2. 上網報名時收據若需抬頭請務必填寫，並請一併於劃撥單上通訊欄處註明 

3. 對帳約需三個工作天，確定繳費完成始顯示於報名名單中，請耐心等候。請務必於報名

截止後，自行確認報名狀況，若已繳費但未顯示於名單中，敬請立刻聯絡學會，以免權

益受損。確認方法：上網連結台灣臨床細胞學會網站 ( www.cyto.org.tw )，點選左下角

『課程.研討會』線上報名系統，課程名稱右方報名成功名單連結。 

4. 為利於統計參加人數，敬請事先報名。凡未事先報名者，現場講義發完為止，敬請見諒。 

5. 繳交費用前請先自行確認應繳金額，退費須酌收 100 元作業手續費。民國 110年 11 月

12 日(含)後不受理退費申請，且恕不得轉為其他費用。 

6. 第三頁為議程表，第四到六頁為會場交通指引，提供給與會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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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臨床細胞學會 

110 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合辦單位：台灣病理學會 

日期：民國 110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日  

地點：中影八德大樓演講廳（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 2 段 260 號 3 樓） 

時間 題目 主講人 主持人 

08:25~08:55 報到 

08:55~09:00 Opening remark 賴瓊如理事長 

09:00~09:50 

Part I: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ultrasonography 
in thyroid disease 鄭凱倫醫師 

杭仁釩理事 
Part II: Ultrasound imaging versus fine -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in thyroid nodules 鄭凱倫/李憶如 

09:50~10:20 Utilization of Molecular Testing in Thyroid 
Cytology 李憶如理事 

10:20~10:40 中場休息 

10:40~11:20 

人工智慧(AI)在細胞學診斷上的角色 - 以甲狀腺細
針穿刺細胞學為例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cytological diagnosis ‒ taking thyroid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as an example 

陳正剛教授 

徐志育理事 

11:20~11:50 

臨床細胞學檢查在人工智慧上的角色 - 以甲狀腺細
針穿刺細胞學為例 
The role of clinical cytology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taking thyroid fine-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as an example 

詹一秀監事 

11:50~12:30 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選 

12:30~13:20 午餐 

13:20~14:00 The Application of Molecular Testing in 
Pulmonary Cytopathology 林淑惠理事 李文瑛理事 

14:00~14:40 EUS-FNA Cytology of the Pancreatic Tumors 鄭祖耀理事 陳建欽常務監
事 

14:40~15:00 中場休息 
15:00~16:00 口頭論文宣讀 邱昭華主任 

16:00~16:30 細胞診斷病例判讀、講解及頒奬 施洽雯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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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交通指引 
年會地點：中影八德大樓演講廳（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 2 段 260 號３樓） 

Google map QR連結： 

場地平面圖： 

 

 
 

停車資訊   無專屬停車場，建議可多利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恕無法提供車位及停車優惠) 

周遭停車場位置參考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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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捷運至忠孝復興站： 

步行時間約 10 分鐘：1 號出口 →安東街→過市民大道 →安東街→八德路二段左轉 

 
搭乘捷運至南京復興站： 

步行時間約 10 分鐘：2 號出口 →南京東路三段→左轉龍江路 →直走到龍江路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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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捷運至忠孝新生站： 

步行時間約 15 分鐘：4 號出口→新生南路一段→右轉八德路二段→過建國北路高架橋→八德路二段

繼續走。 

 
 

搭乘以下公車至中影八德大樓站或長安龍江路口站： 

41 / 52 / 203 / 205 / 257 / 276 / 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