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ポスター発表
　　　　ポスターセッション

P-01　BCL6再構成を伴うB細胞リンパ腫の突然変異プロファイリング
カレーラス　ジュアキム，菊池　イアーラ，宮岡　雅，平岩　信一郎，
冨田　さくら，生駒　悠，近藤　裕介，淳史　伊藤，中村　直哉

東海大学　医学部　病理診断学

P-02　 単一施設の実臨床におけるCD5陽性DLBCLに対するDA-EPOCH-R/HD-MTX療法の
有効性の検討

外山　耕太郎1），中山　敬太2），寺崎　幸恵3），金谷　秀平4），松村　郁子4），
飯野　宏允3），野口　紘幸1），田原　研一6），吉田　孝友5），斉藤　明生2）

公立藤岡総合病院　血液内科1），渋川医療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2），
済生会前橋病院　血液内科3），群馬大学医学部付属病院　血液内科4），
公立藤岡総合病院　病理診断科5），前橋赤十字病院　血液内科6）

P-03　当院おけるP-BR療法のまとめ
外山　孝典

宮崎県立延岡病院内科

P-04　サルコイドーシス経過中にびまん性大細胞B細胞リンパ腫を発症した1例
松尾　俊彦1），田中　健大2），表　梨華3），岡田　俊明4），能登原　憲司5），
岡田　和也6）

岡山大学学術研究院ヘルスシステム統合科学学域／岡山大学病院眼科1），
岡山大学学術研究院医歯薬学域腫瘍病理学2），福山医療センター病理診断科3），
福山医療センター呼吸器内科4），倉敷中央病院病理診断科5），倉敷中央病院血液内科6）

P-05　中枢神経系原発悪性リンパ腫の全身再発の臨床的特徴と予後
吉田　澪奈1），千葉　晶輝1），田岡　和城1），本田　晃1），正本　庸介1），
黒川　峰夫1,2）

東京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 内科学専攻 血液・腫瘍病態学1），
東京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 無菌治療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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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6　再発難治性DLBCLに対するPola-BR療法の単施設後方視的検討
佐分利　益穂1），坂田　真規1），高田　寛之1），宮崎　泰彦1），河野　克也2），
和田　純平3），卜部　省悟3），大塚　英一1）

大分県立病院 血液内科1），大分県立病院 臨床検査技術部2），大分県立病院 病理部3）

P-07　単一施設における慢性リンパ性白血病22例の後方視的解析
久納　俊祐，富田　将史，川口　拓哉，髙木　雄介，新美　圭子，小杉　浩史

大垣市民病院

P-08　染色体異常t（8;22）（q24.1; q11.2）を有する再発原発性体腔液リンパ腫類似リンパ腫
古本　嵩文1），加藤　丈晴1），今泉　芳孝1），新山　侑生2），糸永　英弘1），
佐藤　信也1），安東　恒史1），澤山　靖1），岡野　慎士3），大島　孝一4），
宮﨑　泰司1）

長崎大学病院　血液内科1），聖フランシスコ病院　血液内科2），
長崎大学病院　病理診断科・病理部3），久留米大学医学部　病理学講座4）

P-09　 びまん性大細胞型B細胞リンパ腫にヘリコバクタピロリ陰性のRussel body gastritisを
合併した一例

関口　康宣1），西村　ゆう2），神田　浩明2），川村　眞智子3），三崎　柚季子4），
高澤　豊5），小林　泰文1）

埼玉県立がん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1），埼玉県立がんセンター　病理診断科2），
埼玉県立がんセンター　臨床検査科3），自治医科大学附属さいたま医療センター　血液科4），
虎の門病院　病理診断科5）

P-10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DLBCL）に転化するも治療が奏効している
Lymphoplasmacytic lymphoma（LPL）の1例

坪井　康介1），中村　直哉2）

長岡中央綜合病院血液内科1），東海大学医学部基盤診療学系病理診断学2）

P-11　肺特異性の高さが推測されるIVLBCLの一症例
守屋　慶一1），澁澤　基治1），田所　治朗1），柏村　眞1），百瀬　修二2），
田丸　淳一2）

新松戸中央総合病院　血液内科1），埼玉医大総合医療センター　病理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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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　 再発又は難治性の中枢神経系原発リンパ腫を対象とした国内第1/2相試験におけるチ
ラブルチニブ投与期間中のQuality of Life及び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の経時
的変化の報告

照井　康仁1），成田　善孝2），永根　基雄3），三島　一彦4），荒川　芳輝5），
米澤　大6），浅井　克則7），福原　規子8），杉山　一彦9），篠島　直樹10），
葵　新11），西川　亮4）

埼玉医科大学病院　血液内科1），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　脳脊髄腫瘍科2），
杏林大学　医学部　脳神経外科3），埼玉医科大学国際医療センター　脳脊髄腫瘍科4），
京都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　脳神経外科学5），
鹿児島大学大学院　医歯学総合研究科　脳神経外科学6），
大阪国際がんセンター　脳神経外科7），東北大学病院　血液免疫科8），
広島大学病院　がん化学療法科9），熊本大学病院　脳神経外科10），小野薬品工業株式会社11）

P-13　 再発・難治性びまん性大細胞型B細胞リンパ腫に対するCAR-T療法適格患者における
Pola-BR療法の治療経験

森田　侑香1），八木　悠1），佐々木　友希1），林　雄大1），美野　真乃1），
大東　杏1），田村　太一1），中村　翔平1），奥屋　俊宏1），金政　佑典1），
小室　泰司1），清水口　卓也2），遠矢　嵩3），清水　啓明3），名島　悠峰3），
小林　武3），原口　京子4），奥山　美樹4），土岐　典子3），下山　達1）

がん・感染症センター都立駒込病院　腫瘍内科1），
がん・感染症センター都立駒込病院　放射線治療科2），
がん・感染症センター都立駒込病院　血液内科3），
がん・感染症センター都立駒込病院　輸血・細胞治療科4），

P-14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and feasibility of relapsed or refractory DLBCL patients 
treated with polatuzumab vedotin, bendamustine, and rituximab combination 
chemotherapy.

髙橋　寛行1），竹田　喬亮1），日比野　勇人1），徳永　真由美1），酒井　リカ1），
中島　秀明2）

神奈川県立がんセンター　血液・腫瘍内科1），
横浜市立大学医学部　血液・免疫・感染症内科学2）

P-15　胃原発マントル細胞リンパ腫を併発した血管内大細胞型B細胞リンパ腫
鈴木　隆晴1,2），黒田　裕行1），小林　弘典1），川上　絢子1），中村　直哉3），
田中　顕4），三好　寛明4），大島　孝一4），曽根　博仁2），瀧澤　淳2）

新潟県立新発田病院　血液内科1），
新潟大学大学院医歯学総合研究科　血液・内分泌・代謝内科学分野2），
東海大学医学部基盤診療学系　病理診断学3），久留米大学医学部　病理学講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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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　 venetoclax治療を受けた再発又は難治性の慢性リンパ性白血病を有する日本人患者に
おけるMRD測定

丸山　大1,2），山本　一仁3），加藤　光次4），石川　隆之5），福原　規子6），
照井　康仁1,7），崔　日承8），大久保　澄子9），小川　夏実9），西村　泰子9），
Brenda　Chyla10），Yan　Sun10），伊豆津　宏二2）

公益財団法人がん研究会有明病院 血液腫瘍科1），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 中央病院 血液腫瘍科2），愛知県がんセンター 血液・細胞療法部3），
九州大学病院 血液・腫瘍・心血管内科4），神戸市立医療センター中央市民病院 血液内科5），
東北大学病院 血液内科6），埼玉医科大学病院 血液内科7），
独立行政法人国立病院機構 九州がん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8），アッヴィ合同会社9），
AbbVie Inc.10）

P-17　B細胞性リンパ腫に対するコロナワクチン抗体価の検討
石尾　崇，塚本　しほり，横山　絵美，泉山　康，盛　暁生，齋藤　誠，
森岡　正信，近藤　健

愛育病院血液内科

P-18　小リンパ球性リンパ腫と肺腺癌を合併した2症例の解析
中尾　健介1），錦織　桃子1），藤本　正数2），羽賀　博典2），高折　晃史1）

京都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　血液・腫瘍内科学1），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　病理診断科2）

P-19　 Predictive impact of soluble interleukin-2 receptor and number of extranodal sites to 
identify the patients at very high risk of CNS relapse in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立津　央，七條　敬文，野坂　生郷，樋口　悠介，安永　純一朗，松岡　雅雄
熊本大学病院　血液・膠原病・感染症内科

P-20　 自然退縮を来たした血管内大型B細胞リンパ腫の一例　−自然退縮の病態への1考察−
田所　治朗1），澁澤　基治1），守屋　慶一1），奥原　篤2），柏村　眞1），
百瀬　修二3），田丸　淳一3）

新松戸中央総合病院　血液内科1），新松戸中央総合病院　検査科2），
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　病理部3）

P-21　肺癌に対するペムブロリズマブ投与中に発症した脾辺縁帯リンパ腫の一例
三科　達三1），伊丹　真紀子2），丸山　聡1），佐藤　昌靖1），菅原　武明1），
辻村　秀樹1），熊谷　匡也1），武内　正博1）

千葉県がんセンター　腫瘍・血液内科1），千葉県がんセンター　臨床病理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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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　 DLBCL日本人コホートにおけるCell-of-OriginとDouble hit-signatureの臨床学的意義：
OHSG DLBCL 1K-project

浦田　知宏1），遠西　大輔1），角南　一貴2），今井　利3），名和　由一郎4），
平松　靖史5），山本　和彦6），藤井　総一郎7），吉田　功8），矢野　朋文9），
佐藤　康晴10），吉野　正11），前田　嘉信1）

岡山大学病院　血液・腫瘍内科1），岡山医療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2），
高知医療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3），愛媛県立中央病院　血液内科4），
姫路赤十字病院　血液・腫瘍内科5），岡山市立市民病院　血液内科6），
岡山赤十字病院　血液内科7），四国がんセンター　血液腫瘍内科8），
岡山ろうさい病院　内科9），岡山大学学術研究院保健学域 分子病理学10），
岡山大学大学院医歯薬学総合研究科　病理学11）

P-23　膀胱浸潤で発症した医原性免疫不全関連リンパ増殖性疾患（OIIA-LPD）の一例
橋本　のぞみ1），橘　盛昭1），上江田　優美1），新井　冨生2），宮本　鋼1）

東京都健康長寿医療センター　化学療法科1），東京都健康長寿医療センター　病理診断科2）

P-24　再発難治性非ホジキンリンパ腫に対する2nd salvage療法の後方視的解析
八木　悠，金政　裕典，佐々木　友希，林　雄大，美野　真乃，大東　杏，
森田　侑香，田村　太一，中村　翔平，奥屋　俊宏，景山　明彦，下山　達，
小室　泰司

がん・感染症センター都立駒込病院

P-25　 日本における再発・難治性慢性リンパ性白血病患者へのベネトクラクス治療の安全性
及び有効性:製造販売後調査中間解析

伊藤　量基1），上村　智彦2），木口　亨3），加藤　光次4），伊豆津　宏二5），
竹中　理紗6），伊藤　亜友美6），小川　洋平6），向井　陽美7）

関西医科大学附属病院 血液腫瘍内科1），原三信病院 血液内科2），
獨協医科大学埼玉医療センター 糖尿病内分泌・血液内科3），
九州大学病院 血液腫瘍心血管内科4），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 血液腫瘍科5），
アッヴィ合同会社6），AbbVie Inc.7）

P-26　 t（11:14）転座陰性マントル細胞リンパ腫（MCL）とリンパ形質細胞性リンパ腫（LPL）
の併存例

赤坂　尚司1），前川　ふみよ2），竹岡　加陽2），中川　美穂2），岸森　千幸3），
福塚　勝弘2），林田　雅彦2），髙橋　佑輔1），小谷　槙一1），丸山　亙1），
右京　直哉1），住吉　真治4），大野　仁嗣1,2）

天理よろづ相談所病院血液内科1），天理よろづ相談所医学研究所2），
天理よろづ相談所病院臨床検査部3），天理よろづ相談所病院病理診断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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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濾胞性リンパ腫に関する多施設共同前向き観察研究 -FOREST- からの初回報告
棟方　理1），高橋　寛行2），賴　晋也3），三嶋　裕子4），北詰　浩一5），
加藤　春美6），中村　信彦7），服部　圭一郎8），立津　央9），岡本　晃直10），
横濱　章彦11），大田　雅嗣12），村上　五月13），今井　利14），酒井　基15），
久保田　靖子16），福原　傑1），鈴木　律朗17），塚崎　邦弘18），伊豆津　宏二1）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 血液腫瘍科1），神奈川県立がんセンター　血液・腫瘍内科2），
近畿大学病院 　血液・膠原病内科3），がん研究会有明病院　血液腫瘍科4），
公立昭和病院　血液内科5），愛知県がんセンター　血液細胞療法部6），
岐阜大学　血液・感染症内科7），筑波大学　血液内科8），
熊本大学病院　血液・膠原病・感染症内科9），藤田医科大学　血液内科10），
群馬大学　輸血部11），福島県立医科大学会津医療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12），
愛知医科大学　血液内科13），高知医療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14），
手稲渓仁会病院　血液内科15），埼玉県立がん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16），
島根大学　血液内科17），埼玉医科大学国際医療センター　造血器腫瘍科18）

P-28　BU-TT移植後血小板減少をきたした3例
村上　五月

愛知医科大学病院　血液内科

P-29　 CD24 はアグレッシブB細胞リンパ腫において "immune-cold" な腫瘍微小環境の 
surrogate marker である

東　守洋1），百瀬　修二1），高柳　奈津子1），田中　佑加2），阿南　朋恵2），
山下　高久1），菊地　淳1），得平　道英3），木崎　昌弘2），田丸　淳一1）

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病理部1），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血液内科2），
地域医療機能推進機構埼玉メディカルセンター血液内科3）

P-30　 再発・難治性高齢者びまん性大細胞型B細胞リンパ腫症例に対するPolaBR療法の使用
経験

山田　俊樹1），鶴見　寿2）

岐阜県総合医療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1），松波総合病院　血液内科2）

P-31　診断時に中枢神経病変を認めた血管内大細胞型Bリンパ腫
三宅　隆明，伊藤　俊輔，若山　聡雄

島根県立中央病院血液腫瘍科

P-32　当院における濾胞性リンパ腫の検討
高橋　直樹1），郡　美佳1），塚崎　邦弘1），麻生　智愛1），岡村　大輔1），
石川　真穂1），前田　智也1），川井　信孝1），松田　晃1），麻生　範雄1），
佐藤　次生2），茅野　秀一2）

埼玉医大国際医療センター 造血器腫瘍科1），埼玉医大国際医療センター 病理診断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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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　MYC-IGH およびBCL2-IGL遺伝子転座を伴うdouble hit lymphoma
籠尾　壽哉，柴山　貴弘，横山　明弘，朴　載源，矢野　尊啓，上野　博則

独立行政法人国立病院機構東京医療センター血液内科

P-34　MYD88変異陽性non-IgM型リンパ形質細胞性リンパ腫における特徴
加藤　駿晴1），後藤　尚絵1），三原　圭一朗2），岡本　晃直1），入山　智沙子1），
山本　秀行1），稲熊　容子3），美山　貴彦2），岡本　昌隆4），冨田　章裕1）

藤田医科大学医学部　血液内科学1），藤田医科大学　国際再生医療センター2），
藤田医科大学医学部　臨床総合医学3），藤田医科大学　岡崎医療センター4）

P-35　 EBV-positive mucocutaneous ulcer，当院における12例
沢田　圭佑1），百瀬　修二1），清水　朋実1），村上　千明1），高柳　奈津子1），
菊地　淳1），山崎　真美1），今田　浩生1），増田　渉1），山下　高久1），東　守洋1），
木崎　昌弘2），田丸　淳一1）

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　病理部1），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2）

P-36　 Pr抗原に対するpolyclonal IgM抗体寒冷凝集素症による溶血性貧血と好中球減少症と
Clonal CD8/CD57陽性リンパ球増多症を同時発症した一例

柏村　眞，澁澤　基治，守屋　慶一，田所　治朗
新松戸中央総合病院 血液内科

P-37　 Alectinibで完全奏功達成後に同種移植を施行できたbrentuximab vedotin耐性ALK陽
性未分化大細胞リンパ腫

耕納　飛鳥1），田中　圭祐1），厚井　聡志1），大内　史彦2），梅澤　佳央1），
長尾　俊景1），森　毅彦1），豊田　茂雄2），山本　正英1）

東京医科歯科大学医学部付属病院　血液内科1），横須賀共済病院　血液内科2）

P-38　 難治性ホジキンリンパ腫に対する救援化学療法・自家末梢血幹細胞移植の後方視的検
討

永沼　謙1），多林　孝之1），髙橋　康之1），木村　勇太1），阿南　朋恵1），
百瀬　修二2），東　守洋2），久保田　寧1），田丸　淳一2），木崎　昌弘1）

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1），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　病理部2）

P-39　当院におけるＴ細胞リンパ腫の中枢再発に対する検討
金谷　秀平1），梶田　樹矢1），塚田　明彦1），内藤　千晶1），石川　哲也1），
小林　宜彦1），大崎　洋平2），宮澤　悠里1），滝沢　牧子3），齋藤　貴之1），
横濱　章彦4），塚本　憲史2），半田　寛1）

群馬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 　血液内科1），群馬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　腫瘍センター2），
群馬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　医療の質・安全管理部3），群馬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　輸血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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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0　 皮膚に発生した Peripheral T cell lymphoma with T-follicular helper phenotypeを考
える一症例

八木　春奈1,2），加留部　謙之輔1,2）

名古屋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　病理部1），名古屋大学医学部臓器病態診断学講座2）

P-41　 ステロイド漸減中に非典型的な皮膚所見で再発した皮下脂肪織炎様T細胞リンパ腫の
一例

斉藤　明生1），高橋　亜由美2），中山　敬太1），三原　正大1），入内島　裕乃1），
松本　守生1），前島　亜希子3），鈴木　司4）

国立病院機構渋川医療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1），国立病院機構渋川医療センター　皮膚科2），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　病理診断科3），
国立病院機構渋川医療センター　病理診断科4）

P-42　 急激な経過をとったCD4陽性CD8陰性細胞傷害因子陽性原発性皮膚T細胞リンパ腫の
一例

秋田　理恵1），佐々木　宏和1），服部　大樹1），陣内　駿一2），江越　佳代1），
長田　眞1），古川　晴斐1），蒔田　真一1），岩城　憲子1），福原　傑1），棟方　理1），
前島　亜希子3），伊豆津　宏二1）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 血液腫瘍科1），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 皮膚腫瘍科2），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 病理診断科3）

P-43　末梢性T細胞リンパ腫におけるIPIとPITの予後予測能の比較検討
中村　信彦1），兼村　信宏1），松本　拓郎1），中村　博1），生駒　良和2），
柴田　悠平2），北川　順一2），笠原　千嗣2），山田　俊樹3），澤田　道夫4），
金田　裕人5），福野　賢二5），高田　英里6），後藤　英子7），李　心8），藤田　慧8），
森下　哲司9），原　武志8），鶴見　寿1,8），清水　雅仁1）

岐阜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　血液・感染症内科1），岐阜市民病院　血液内科2），
岐阜県総合医療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3），岐阜赤十字病院　血液内科4），
高山赤十字病院　血液内科5），岐北厚生病院　血液内科6），中濃厚生病院　血液内科7），
松波総合病院　血液・腫瘍内科8），京都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　医療経済学分野9）

P-44　 PD-L1増幅と3'-UTR欠失の両異常を有し，ホジキンリンパ腫からPEL-like lymphoma
へのクローン進展が疑われた一例

鈴木　康裕1），安田　貴彦2），佐藤　啓3），坂田　征士4），竹内　賢吾4），
市原　周5），西村　理恵子5），眞田　昌2），中村　栄男6），飯田　浩充1），
永井　宏和1）

国立病院機構　名古屋医療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1），
国立病院機構　名古屋医療センター　臨床研究センター　高度診断研究部2），
愛知医科大学　病理診断科3），
公益財団法人がん研究会　がん研究所　分子標的病理プロジェクト4），
国立病院機構　名古屋医療センター　病理診断科5），
名古屋大学医学系研究科　臓器病理診断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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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5　 EBV陽性を示すT follicular helper phenotypeとRHOA変異を有するPeripheral T-cell 
lymphoma, NOSの2例

松岡　亮太1），服部　圭一朗2），坂田（柳元）　麻実子3），千葉　滋3），
中村　直哉4），松原　大祐1）

筑波大学　医学医療系　診断病理1），筑波大学附属病院　血液内科2），
筑波大学　医学医療系　血液腫瘍学3），東海大学 医学部基盤診療学系 病理診断学4）

P-46　 A case of cutaneous infiltration of CD8-positive atypical T-cells with monoclonal 
integration of HTLV-1

松田　育雄1），吉原　哲2），木原　多佳子1），永井　諒3），吉原　享子2），
今井　康友3），石川　恵理1），日笠　聡2），金澤　伸雄3），廣田　誠一1）

兵庫医科大学・病理学・病理診断部門（病院病理部）1），兵庫医科大学・血液内科2），
兵庫医科大学・皮膚科学3）

P-47　 A case of cardiac tamponade diagnosed as recurrence of AITL by detection of the 
p.Gly17Val RHOA mutation in pericardial effusions

坪井　宥璃1,2），飯村　百萌1），松村　文明1），南木　融3），須摩　桜子1），
松岡　亮太4），中川　智貴4），末原　泰人1），服部　圭一郎1），丸山　ゆみ子1），
坂本　竜弘1），横山　泰久1），加藤　貴康1），栗田　尚樹1），錦井　秀和1），
小原　直1），千葉　滋1），坂田（柳元）　麻実子1）

筑波大学附属病院　血液内科1），独立行政法人国立病院機構水戸医療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2），
筑波大学附属病院　検査部3），筑波大学附属病院　病理部4）

P-48　 リンパ腫型で発症し寛解後に別クローンにより再発をきたした成人T細胞白血病・リ
ンパ腫（ATL）の1例

藤田　純美子，北詰　浩一，和田　祥枝，鈴木　隆之，藤田　彰
公立昭和病院血液内科

P-49　 慢性活動性EBウイルス感染症から半年の経過で全身性EBウイルス陽性T細胞リンパ
腫を発症した高齢者の剖検例

川田　泰輔1），田中　佑加2），坂田　憲幸1），永沼　謙1），髙橋　康之1），
木村　勇太1），阿南　朋恵1），多林　孝之1），百瀬　修二4），東　守洋4），
久保田　寧1），得平　道英3），田丸　淳一4），木崎　昌弘1）

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1），
国家公務員共済組合連合会 大手前病院　血液内科2），
独立行政法人 地域医療機能推進機構　埼玉メディカルセンター　血液内科3），
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　病理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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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0　7年以上の経過を経て発症したcomposite lymphomaの一例
江藤　健一郎1），猪山　賢一2）

JCHO熊本総合病院血液内科1），JCHO熊本総合病院病理診断科2）

P-51　 COVID19ワクチン接種後に重症血球貪食症候群を発症し，剖検にて血管内大細胞型
リンパ腫と診断されたSLE症例

上田　祐輔，山田　和徳，正木　康史，水田　秀一，坂井　知之，河南　崇典，
岩男　悠，在田　幸太朗，柳澤　浩人

金沢医科大学血液・リウマチ膠原病科

P-52　Lymphoplasmacytic lymphomaによる全身性 primary amyloidosisの1例
菊地　智樹1,3），酒井　俊郎2），小幡　雅彦1），中村　直哉3）

旭川赤十字病院　病理診断科1），旭川赤十字病院　血液・腫瘍内科2），
東海大学　医学部　基盤診療学系　病理診断学3）

P-53　 大量化学療法後に再燃した治療抵抗性の髄外腫瘤形成性病変に対してIsa-PD療法
（isatuximab, pomalidomide, dexamethasone）が奏効した多発性骨髄腫

森　正和，後藤　有基，上田　怜，橋田　里妙，中瀬　浩一，名和　由一郎
愛媛県立中央病院　血液内科

P-54　多発性骨髄腫患者における　新型コロナワクチン接種後のSARS-CoV-2抗体価の検討
北川　順一1），岡本　晃直2），藤垣　英嗣3），入山　智沙子2），後藤　尚絵2），
山本　秀行2），德田　倍将2），加藤　俊晴2），宮尾　康太郎4），笠原　千嗣1），
美山　貴彦5），三原　圭一郎5），岡本　昌隆6），齋藤　邦明3），冨田　章裕2）

岐阜市民病院　血液内科1），藤田医科大学　血液内科2），藤田医科大学大学院 保健学研究科3），
安城厚生病院　血液腫瘍内科4），藤田医科大学　国際再生医療センター5），
藤田医科大学　岡崎医療センター6）

P-55　硝子血管型単中心性キャッスルマン病38例の臨床病理学的特徴の解析
西村　碧フィリーズ1），錦織　亜沙美2），佐藤　康晴2）

岡山大学病院　病理診断科1），岡山大学大学院保健学研究科　病態情報科学2）

P-56　急速な致死的経過を辿った本態性血小板血症合併TAFRO様症候群
飯塚　弘子，瀧澤　春子，三森　徹，野口　雅章

順天堂大学医学部附属浦安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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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7　 Epstein-Barr virus-associated lymphoproliferative disease during remission induction 
therapy with dasatinib in Philadelphia-chromosome positive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杉原　綾乃1），久保田　寧1,2,5），長家　聡明1），藤田　真衣1），石井　敬太郎1），
西岡　敦二郎1），岡本　翔1），嬉野　博志1），勝屋　弘雄1），吉村　麻里子1），
甲斐　敬太3），安藤　寿彦1），大島　孝一4），木村　晋也1）

佐賀大学医学部付属病院　血液・呼吸器・腫瘍内科1），佐賀大学医学部付属病院　輸血部2），
佐賀大学医学部付属病院　病理部・病理診断科3），久留米大学医学部　病理学講座4），
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　輸血部5）

P-58　IL-6蛋白発現による特発性多中心性キャッスルマン病（iMCD）の分類
錦織　亜沙美1），前川　倖希奈1），西村　碧フィリーズ2），佐藤　康晴1）

岡山大学大学院保健学研究科病態情報科学1），岡山大学病院病理診断科2）

P-59　刺青リンパ節症の1例
平岩　真一郎1），杉山　朋子1），田尻　琢磨1），中村　直哉2）

東海大学医学部付属八王子病院病理診断科1），東海大学医学部基盤診療学系病理診断学2）

P-60　 AIDはHigh-grade B-cell lymphoma with MYC/BCL2/BCL6 rearrangementsの予後
不良マーカーである

宮岡　雅，菊地イアーラ　幸江，カレーラス　ジュアキム，中村　直哉
東海大学医学部基盤診療学系病理診断学

P-61　Surface CD3陰性Monomorphic epitheliotropic intestinal T-cell lymphomaの一例
冨田　さくら，中村　直哉

東海大学医学部　基盤診療学系　病理診断学

P-62　皮膚原発T細胞性リンパ腫におけるPD-L1発現の検討
高橋　恵美子1），今井　裕2），谷口　奈都希1），都築　豊徳1），中村　栄男3）

愛知医科大学病院　病理診断科1），三重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　病理診断科2），
半田市立半田病院　病理診断科3）

P-63　 Clinicopathological analysis of 13 angiomyomatous hamartomas, speculation for the 
reactive lesion

山本　渉，清水　朋実，菊地　由季菜，村上　千明，伊藤　梢絵，沢田　圭佑，
高柳　奈津子，菊地　淳，今田　浩生，増田　渉，山崎　真美，山下　高久，
百瀬　修二，東　守洋，田丸　淳一

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病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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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4　 再発マントル細胞リンパ腫に異なる免疫グロブリン発現を示す形質細胞成分を認めた
1例

増田　渉，菊地　淳，伊藤　梢絵，高柳　奈津子，百瀬　修二，東　守洋，
田丸　淳一

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病理部

P-65　 t（8;14;18）（q24;q32;q21）転座を認めたMYC-BCL2 double-hit follicular lymphomaの
２症例

竹岡　加陽1），前川　ふみよ1），中川　美穂1），岸森　千幸1），福塚　勝弘1），
林田　雅彦1），住吉　真治2），大野　仁嗣1）

天理よろづ相談所病院　医学研究所1），天理よろづ相談所病院　病理診断科2）

P-66　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における悪性リンパ腫の各亜型の頻度と推移
東　守洋，百瀬　修二，山下　高久，増田　渉，菊地　淳，高柳　奈津子，
今田　浩生，村上　千明，沢田　圭介，山崎　真美，伊藤　梢絵，清水　朋実，
菊地　由季菜，田丸　淳一

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病理部

　　　　ポスターセッション
　　　　学生・メディカルスタッフ・研修医のためのポスターセッション

P-67　liquid biopsyを契機に診断されたintravascular large B-cell lymphoma
竹川　綾音1），宮崎　香奈2），今井　裕3），永春　圭規2），西村　廣明2），
鈴木　和貴2），蜂矢　健介2），王　碩林2），松本　剛史2），岡本　晃直2），俵　功2），
山口　素子4）

三重大学医学部医学科　第3学年1），三重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血液・腫瘍内科学2），
三重大学医学部付属病院病理部3），三重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先進血液腫瘍学4）

P-68　 未治療CD5陽性びまん性大細胞型B細胞リンパ腫に対するPEARL5型治療：単施設で
の検討

近藤　奈生1），宮崎　香奈2），今井　裕3），俵　功2），山口　素子4）

三重大学医学部医学科 第3学年1），三重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 血液・腫瘍内科学2），
三重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 病理部3），三重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 先進血液腫瘍学講座4）

P-69　 cytotoxic moleculeを発現するB細胞の増殖を認めた移植後関連リンパ増殖性疾患
（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PTLD）の一例

鈴木　亮介1），村松　彩1），鈴木　誠1），谷岡　書彦2）

静岡県立総合病院　病理診断科1），磐田市立総合病院　病理診断科2）



日本リンパ網内系学会会誌42

P-70　リンパ節生検にて診断に至ったPh+/MECOMR+骨髄性肉腫の1例
大野　優子，百瀬　修二，大澤　久美子，青木　智章，木内　恭子，
沢田　圭佑，今田　浩生，山下　高久，東　守洋，田丸　淳一

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病理部

P-71　中枢神経リンパ腫に対するBusulfan/Thiotepaを用いた自家移植6例の後方視的検討
廣山　幸音，宇賀田　典美，林　克起，岡田　祐介，藤本　亜弓，岡田　隆宏，
高橋　勉，鈴木　律朗

島根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

　　　　ポスターセッション
　　　　臨床試験・治験紹介（Trials�in�Progress）

P-72　 A Phase 2 Study of Venetoclax in Combination with Obinutuzumab or Ibrutinib in 
Japanese Subjects with Previously Untreated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Small Lymphocytic Lymphoma (SLL)

Izutsu　Koji1），Ogawa　Natsumi2），Okubo　Sumiko3）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National Cancer Center Hospital, Tokyo, Japan1），
AbbVie GK, Tokyo, Japan2），AbbVie GK, Osaka, Japan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