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臨床細胞學會 第十一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六時三十分 
地點：國際智庫商務中心(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28 號 4 樓) 
主席：賴瓊如理事長 

出席人員： (理事) 李憶如、高瑞聲、林淑惠、杭仁釩、王業翰、鐘坤井、莊傑仰、溫千慧、施

洽雯、李文瑛、柯建興、 
 (監事) 陳建欽、劉之怡、詹一秀 
請假人員： (理事) 鄭祖耀、楊啟順、徐志育、林淑娟、陳淑娟 
列席人員： 江起陸秘書長 記錄：王純怡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1. 本會與台灣病理學會合辦之北、中、南、東區細胞診斷繼續教育活動將舉辦 13
場次。（附件一）。 

2. 2021 年細胞病理能力試驗進度報告。（附件二）。 
3. 110 年度講習會訂於 110 年 6 月 27 日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 會議廳(台北

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3 樓)舉辦，報名期間：4/28 至 6/15。 
 
四、討論事項 
 

1. 109 年度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及基金收支表。 
【決議】通過，提報會員大會討論。 

 
2. 111 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表審查。 

【決議】通過，提報會員大會。 
 

3. 新入會申請者及退會者資格審查。 
【決議】新入會申請者通過名單如下： 

            技術會員入會名單：李承琪、邱愷揚。 
            醫師會員入會名單：黃士強。 

       退會申請者通過名單：T235 戴政耀、D362 王穩創。 
 

4. 國際補助資格審核。 
根據台灣臨床細胞學會會員參加國際會議補助辦法 
二、申請條件 
1. 本會會員且入會至少滿二年。 
2. 參加與細胞學相關之國際會議或他國年會，受邀專題演講或發表口頭或海報 
   論文報告。 
3. 每人每年限申請補助一次。 
4. 同一篇論文只能由一人提出申請，限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申請。 
會員林育儒(會員編號 T256)，符合以上條件，通過申請國際會議補助案。 
 



根據台灣臨床細胞學會會員參加國際會議補助辦法 
三、補助金額 
1. 歐洲、美國、加拿大、中南美、澳紐、西亞洲 補助上限三萬元。 
會員林育儒(會員編號 T256)可申請上限三萬元之補助，以單據實報實銷。 
 
【決議】通過，會員林育儒(會員編號 T256)申請國際會議補助乙案。 
 

5. 2021 年度血液腫瘤細胞再教育課程報告及討論。 
 
提案人：莊傑仰理事 
提案內容： 
2021 的血液腫瘤細胞再教育的課程，重點放在淋巴瘤，提案如下： 
 
主題一： 
Effusion cytology (focus on lymphoma involvement) 
目的：介紹 lymphocytes predominant pattern (or single cells predominant pattern)的
鑑別診斷。thinking process to diagnose small cell morphology lymphoma and large 
cell morphology lymphoma. 
part I: lecture. (1.5 hr). 
part II: slide teaching (1.5 hr) --> 嘗試用 VIRTUAL SLIDE 來講解，標註，緊湊看

片時間。 
 
主題二: 
Lymph node FNA (+/- lymph node imprint cytology and frozen sections). 
目的: 介紹正常淋巴結的細胞學型態先,再點出什麼是異常的型態（lymphoma)。 
thinking process to diagnose small cell morphology lymphoma and large cell 
morphology lymphoma. 
part I: lecture. (1.5 hr). 
part II: slide teaching (1.5 hr). --> 嘗試用 VIRTUAL SLIDE 來標註，講解， 緊湊

看片時間。 
 
時間：4/24 週六下午 1400-1700 ；一場在下半年（預計 9、10 月）。各辦一場。 
 
【決議】通過，請秘書處辦理後續場地租借及課程辦理。 
 

6. 110 年度講習會相關事務討論。 
暫時擬定以下議程表，確定的題目及講者由秘書處持續追蹤確定之。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08:40 – 09:15 Registration 

09:15 – 09:20 Opening Remarks 賴瓊如理事長 

09:20 – 10:00 
Thyroid sonography and cytology 

correlation 相關題目 
李憶如理事 杭仁釩理事 



10:00 – 10:40 
Thyroid cytology and molecular test 相關

題目 
李憶如理事邀請 

10:40 – 11:00 Break 

11:00 – 11:40 Thyroid FNA AI clinical experience 相關
題目 陳正剛博士 

徐志育理事 
11:40 – 12:10 Thyroid FNA digitalization and analysis 相

關題目 詹一秀監事 

12:10 – 13:30 Lunch (廠商贊助之演講) 王業翰理事 

13:30 – 14:10 EBUS 支氣管鏡檢相關題目 蕭逸函醫師 
李文瑛理事 

14:10 – 14:50 肺癌細胞學檢體之分子診斷應用與臨床
治療 相關題目 

林淑惠主任 

14:50 – 15:30 EUS FNA for pancreatic lesion  鄭祖耀理事 陳建欽常務
監事 

15:30  Closing Remarks 

 
【決議】通過，請秘書處持續追蹤確認題目及講者，以利於四月底公布並開放報 
        名。 

 
五、臨時動議 

1. 賴瓊如理事長提議：鐘坤井理事將於本屆理事任期結束後不再參選理事一職，故

鐘理事希望能比照 2015 出刊之子宮頸抹片特刊，再次發行婦科細胞學相關特刊。

期望能在鐘理事任內貢獻其學術醫療經驗，另外懇請會刊編輯小組協助鐘理事一

起完成。 
【決議】編輯特刊因為需要廣邀相關人員提供學術文章，同時必須招集多位編輯 
        委員，必須從長計議，將於下次理監事會議再次討論。 

 
六、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