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邀 出席
台灣臨床細胞學會 111 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 hybrid 形式舉行: 線上+實體 )
時間：111 年 12 月 18 日（星期日）9:15 ~ 16:15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誠愛樓九樓第一會議廳
（台中巿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線上：Webex Cisco 視訊會議
一、台灣臨床細胞學會定於 111 年 12 月 18 日（星期日）假中山醫學大學誠愛樓九樓第
一會議廳舉辦『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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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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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 code 連結：

 報名時間：10 月 31 日起至 1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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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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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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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會員

──── 講習費 1500 元整
──── 講習費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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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金庫石牌分行帳號：1427-765-42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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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意事項


1.

提醒您配合防疫措施，進入會場請配戴口罩。
尚未施打第三劑疫苗者，建議參與線上會議。
有鑑於疫情影響，故本次採取 hybrid 方式(實體和 Webex Cisco 線上會議)同步進行。
報名時請於參加方式點選現場或視訊來做選擇。選擇視訊會議者請勿臨時改為參與
實體會議，以避免講義及餐飲準備不足。

2.

需要取消報名或更改報名方式敬請於學會網站線上報名系統直接登入操作。

3.

報名線上會議的學員將在會議前收到會議連結及上課講義電子檔案，課後提供收據
電子檔。故請確認您的電子郵件地址是否正確，避免影響到您的上課權益。

4.

線上會議學分取得規定：
A. 請大家用會員編號+名字登入 (醫師會員請填台灣臨床細胞學會會員編號 D____;
技術會員請填台灣臨床細胞學會會員編號 T____;非會員請填台灣病理學會會員
編號或空白) 。
B. 上線時間需超過表定會議一半以上時間 。
C. 完成課後測驗及格，課後測驗連結將和視訊會議連結 12/12 公布於學會網站並寄
發給學員，開放作答時間為講習會課程結束後至 12/18 PM18:00。未完成以上項
目不予認定積分。
D. "沒有事先線上報名者將不給予學分" 視訊會議室上線人數有限，為保護報名參
加者權益，未報名者請勿加入，亦不認證學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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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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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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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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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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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12
月 12 日(含)後不受理退費申請，且恕不得轉為其他費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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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議程表
合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台灣病理學會
日

期：111 年 12 月 18 日

地 點：中山醫學大學誠愛樓九樓第一會議廳
時 間

題 目

主講人

08:40~09:15
09:15~09:20
09:20~10:00
10:00~10:40

報

11:00~11:40

到

Opening Remarks

陳建欽理事長

EUS-guided FNA Cytology in Diagnosing
Pancreatic Lesions

鄧心喻醫檢師

Application of IHC in Effusion Cytology

楊啟順理事

10:40~11:00

主持人

李憶如理事

中 場 休 息
Application of Flow Cytometry on the
Diagnosis of Lymphoid Neoplasm in
Body Fluid and Fine Needle Aspiration
Specimens

11:40~12:10

林彥佑醫師

杭仁釩理事

會 員 大 會

12:10~13:10

午

13:10~13:50

The Paris System for Reporting Urinary
Cytology 2022

13:50~14:30

Subcategorizing Salivary Gland
Neoplasm of Uncertain Malignant
Potential (SUMP).

14:30~14:50

餐
劉之怡理事
陳建欽理事長
杭仁釩理事

中 場 休 息

14:50~15:50

口頭論文宣讀

楊承翰秘書長

15:50~16:15

細胞診斷病例判讀、講解及頒奬

林淑惠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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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會場交通（台中巿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自行開車

南屯交流道(181)

 行駛國道 1 號
請由南屯(181)交流道下，行駛五權
西路，於文心南路右轉行駛文心路
橋下方道路左轉即可到達中山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如右圖)

中山附醫

 行駛國道 3 號
由北往南：請於中港(169)交流道接
國道 4 號往東，於台中交流道接國
道 1 號南下，於南屯(181)交流道
下。
由南往北：請於彰化交流道接國道
1 號北上，於南屯(181)交流道下。

搭乘高鐵
轉乘公車
 於台中站大廳內 2B 出口旁，搭手扶梯下樓至 6 號出口有免費接駁車，請於 13 公車月台搭乘 159
公車(往台中公園方向)，車子行經大慶火車站後左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在右手邊，即可按
鈴下車。(中山附醫是第一站)

轉乘台鐵
 於台中站大廳前往出口三新烏日台鐵站，搭乘北上區間車，大慶火車站(為第二站)下車，中山醫
學大學附設醫院即在車站出口處右手邊。班次眾多故請自行至台鐵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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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乘捷運
 於台中站大廳前往出口三捷運站，搭乘前往北屯總站方向列車，大慶站(為第四站)下車，中山
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即在車站一號出口處左手邊。班次眾多故請自行至捷運官網查詢。

會場指引
 請由中山醫學大學誠愛樓杏一美食廣場入口，右手邊搭乘各樓層皆停的電梯到 9 樓第一國際會議廳。

誠愛樓

杏一美
食廣場

美食廣
場入口

電梯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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