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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非獨立機率相乘 

多數人都知道，估算數個事件將要發生的機率時，應該把各事

件個別的機率相乘。比方說，如果你懷了一個孩子，將有 1/2 的機

會生出女生。因此如果你在不同時間生了兩個孩子，則生出兩個女

生的機率將是 1/2 的平方，也就是 1/4。 

我們在做這類計算時幾乎是不經思考。然而，必須注意：只有

當你要比較的數個事件彼此之間完全獨立時（例如不同次懷孕），這

種乘法運算才是正確的。如果它們不是各自獨立的，那麼情況大不

相同了。舉例而言，假設你作了超音波後碰巧知道你懷了同卵雙胞

胎，現在你生兩個孩子就不構成兩個獨立事件。想當然爾，說「你

生兩個女生的機率是 1/4」將會是錯的，事實上應該是「1/2」，因為

兩個寶寶的基因相同，所以他們的性別也必然相同；因此，他們只

能是兩個女生或是兩個男生。 

如果你把數個彼此之間並不獨立事件的機率相乘，你會得到一

個明顯比正確答案小的機率。但是，我們非常容易掉入陷阱，去假

設一組（將要）分別發生的事件是彼此獨立的。有些事件可能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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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獨立的，但是背後卻有一個單一的原因。例如，一個玩牌的人

可能連續獲勝，像是天要下紅雨一樣，但是原因卻可能是因為他作

弊。 

在數據尚未全部到位之前去假設數個事件是獨立事件是有風險

的。但是即使是受到高度敬重的人，在法庭中也曾經作出這種假

設。而有時，災難就是這樣發生的。 

莎莉．克拉克（Sally Clark）案： 
被當成箭靶的母親 

史帝夫（Steve）與莎莉是一對前途光明、充滿野心的年輕律師

伴侶。兩人在倫敦奮力打拼，終於在遠離城市喧嚷之處，為自己買

了一棟名為希望小屋（Hope Cottage）的小房子，並決定共組家庭。

1996 年 9 月 22 日，莎莉產下一名男嬰，名為克里斯多福

（Christopher）；她決定暫停工作幾個月，在家裡陪伴她的小孩。 

打從一開始，這個帶著天使般面容的寶寶看起來就相當瘦弱。

他極度地安靜、睡得很久，也幾乎從來不哭。在 12 月上旬，他開始

流鼻涕，似乎得了重感冒，但醫生告訴莎莉不用擔心。一切看來都

很正常，直到 12 月 13 日，莎莉去廚房給自己倒杯飲料，十分鐘後

回到臥房就發現寶寶在搖籃裡臉色發紺。她叫了救護車，寶寶被緊

急送到醫院，但最後仍回天乏術。驗屍報告指出寶寶肺部受到感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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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福過世後，莎莉回到工作崗位，儘管她的工作表現十

分正常，但她其實深陷了一段極度悲傷、憂鬱與絕望的日子，有時

還會酗酒。再次懷胎讓她走出傷痛，接著她接受治療，並徹底地戒

酒。她的第二胎哈利（Harry）在 1997 年 11 月 29 日，健康地呱呱

墜地。 

在英國，所有過世嬰兒的弟妹都受到「照顧下一胎」（Care of 

Next Infants, CONI）計畫的嚴密監控，哈利也不例外。史帝夫與莎

莉接受了心肺復甦術的基本訓練，哈利則隨時戴著一個呼吸停止警

報器，理論上，只要他停止呼吸，警報器就會大聲作響。事實上，

警報器響起的次數非常頻繁，但定期來家中造訪以及隨機檢查的健

康訪視員及護士都覺得寶寶沒有異狀，所以大家都假設是呼吸停止

警報器壞了。小哈利長得頭好壯壯，又吵又有活力，哭得也很大

聲，不停吵著要人餵他。莎莉很專心地照顧他，緊盯著他的健康狀

況，填寫了許多 CONI 要求的表格，並且讓他遠離任何接觸其他病

人而遭受感染的機會。後來因為史帝夫的阿基里斯腱撕裂，打了石

膏，所以克拉克夫婦在哈利出生後的第一週請了名幫傭來協助莎莉

處理家務。1998 年 1 月 26 日，莎莉帶哈利去社區健康中心接種標

準疫苗。 

接種之後，莎莉開車帶哈利回家時，哈利變得比原本安靜許

多，看起來嗜睡又蒼白。五小時後，史帝夫試著逗弄寶寶跟他玩，

但哈利看起來沒什麼興趣，所以史帝夫就把他放回搖搖椅並走向廚

房。不到五分鐘之後，他聽見莎莉拼命地叫他。小哈利變得軟弱且

蒼白，他的頭垂了下來。莎莉去呼救時，史帝夫急忙回到臥室，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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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放在地板上，試著進行心肺復甦術，一開始輕柔，然後逐漸增

加力道。救護車隨後抵達並將一家人緊急送到醫院。但是再一次，

醫師並未救回這對夫妻的孩子。 

這次的驗屍結果令人驚訝，且似乎有點矛盾。病理學家威廉斯

博士（Dr. Williams）聲稱，他在哈利的眼睛看到視網膜出血，這是

個窒息致死的常見徵兆，此外，他還感覺到有一根斷裂的肋骨，雖

然他無法說出是新傷還是舊傷，這並沒有出現在 X 光片上。即便哈

利的鼻子、喉嚨、肺及胃裡皆有大量的細菌，卻未被注意。病理學

家認為，這些虐童證據足以發動偵查程序。 

史帝夫與莎莉因謀殺兩個孩童的嫌疑被逮捕。遭到密集訊問期

間，他們自由且態度開放地回答所有問題，而且沒請律師。訊問後

他們獲准交保釋放，偵查則繼續進行。 

 

史帝夫與莎莉．克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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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回到家裡，沒了護照，還要定期到警察局報到，同時試著

重整他們破碎的人生。令他們大感震驚的是，隨著偵查程序的續

行，以及一次又一次地傳訊，他們原本只是渴望知道兒子過世的醫

學性理由，但逐漸地，似乎有個更新、更緊急的陰影壟罩住他們：

警方指控他們嚴重虐童，而他們得為自己作出辯護。他們接著發

現，自己對於這樣的指控完全沒有適當的抗辯：因為沒有確切的證

據可以證明死去的嬰兒不是被摀死的！雖然他們難以相信整個調查

程序最後居然演變成一場訴訟，但他們終究聽從了朋友的建議，去

找了一位刑事辯護律師。麥克．馬基（Mike Mackey）律師同意經手

處理這個案子並幫助他們，無論事情演變到什麼地步。 

後來發生了兩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在哈利出生後一年，他們

生下了第三個寶寶；第二，莎莉正式被控犯下兩起謀殺案。 

史帝夫被認為沒有涉犯任何罪行，從而沒有被起訴，但仍無力

阻止家庭的崩毀以及他妻子所遭受的迫害。新誕生的寶寶被安置在

寄養家庭，莎莉殺子案的庭期也訂好了。 

莎莉的案子被安排在切斯特皇室法院（Chester Crown Court），

由法官與陪審團審理。她的辯護律師們都很傑出，不但一一指出龐

雜醫學證詞中的矛盾之處，顯示醫學專家們彼此相互矛盾，還指出

哈利驗屍報告中所出現的一連串錯誤詮釋。多數檢方傳來的專家都

被迫承認，嬰兒的死不能絕對地歸咎於搖晃、摀口鼻或其他虐童行

為，而且有很多證人，例如曾經來幫忙莎莉照顧哈利的保母，以及

把哈利納入 CONI 計畫定期觀察的健康照護專家等等，都出面作

證，作為一個母親，莎莉的行為沒有任何問題。聽到他們的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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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莉感覺很有信心：她的無辜對陪審團來說顯而易見。因為很有把

握，且對司法體系抱持信念，莎莉打起精神坐著，並度過了令人精

疲力竭的幾個小時，聽著眾人討論在她兩個兒子的驗屍報告中，每

一個可能是施暴徵兆的細節，這過程雖然令人厭惡但卻不可避免。

檢方的醫學專家作證的那幾個小時，莎莉被迫去聽那個描繪給陪審

團看的討厭形象，在那個形象中，她被認為「有潔癖，在專業上雄

心勃勃，一個控制狂，不適合當個母親」，她還被迫去聽那些她被控

犯下的罪行。讓一對失去孩子的雙親承受這種折磨，不只是莎莉，

連旁聽審判的人都對這場面感到反感。真的有必要對史帝夫先生出

示照片，讓他看著自己死去的孩子被醫學解剖後的小小身軀，然後

逼他在證人席上作嘔嗎？ 

在莎莉眼中，那些醫學專家們所說的一切似乎都是錯的─而

且是徹底的、明顯的、殘酷的、可怕的、無禮的錯誤。直到有名的

小兒科醫生羅伊．麥道爵士（Sir Roy Meadow）踏上證人席。 

麥道既迷人又慈祥，他對被告的困境展露出滿滿的同情，即便

要譴責被告，語調似乎也極不情願，這反而使得他的主張更具效

力。他散發出能夠勝任、富有閱歷、具備才能及宅心仁厚的感覺。

聽著他的證詞，莎莉被攻擊到啞口無言。「要不是我深知自己是無辜

的，」莎莉之後說道：「不然光聽他說，連我都覺得我有罪。」 

站在證人席上，麥道的證詞動搖了正義的天平，對莎莉造成不

可挽回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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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瞭解麥道向法官及陪

審團說明他對莎莉及她孩子死

亡的意見時，他究竟做了什

麼，以及為何他的陳述如此有

力，知道他是誰、他的出身以

及他的專業能力範圍，是很重

要的。作為一個研究兒童受虐

的專家，他師事安娜．佛洛伊

德（Anna Freud）這位傳奇的

兒童心理分析家，並且深受其

教育影響。他過去常引述她的

話：「一個兒童需要的是母愛，而不只是一個母親。」雖然我們無法

確定佛洛伊德是否真的說過這樣的話，或許這些文字只是麥道對她

的教導的個人詮釋。無論如何，這些都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麥道開始當小兒科醫生時，本來只是名普通的開業醫生，後來

到蓋斯醫院（Guy’s Hospital）、倫敦病童醫院（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in London）、布列頓皇家雅莉珊卓醫院（Royal Alexandra 

Hospital in Brighton）時，隨著職涯發展，他的主要興趣也開始轉換到

受虐兒童的研究，並且聚焦在如何察覺、分析與證明母親的不法及殘

忍行為上。1977 年，當他成為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的資深講

師以及顧問小兒科醫生時，他興起了一個想法，最終使他揚名立萬。

這個想法也就是去發現─或可說創造─一個名為「代理型孟喬

森症候群」（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 MSbP）的新疾病。 

羅伊．麥道，小兒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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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喬森症候群（Munchausen Syndrome）是由理查．艾許醫生

（Dr. Richard Asher）於 1951 年所創，形容一個人事實上非常健

康，卻會聲稱自己遭受到疾病的各種症狀影響的一種心理狀態。這

些症狀可能僅存於他的想像中，有時候甚至可能是他故意以自殘的

方式所造成。這個病名源自於一個十八世紀的德國軍人，巴倫．孟

喬森（Baron Munchausen），出身貴族的他在經歷戰爭後返家，說自

己曾乘著加農砲彈飛翔、曾到月球旅行，還宣稱自己的槍法令人印

象深刻，可以用一顆子彈打到五十對鴨子，這些故事往往讓聽到的

人大吃一驚。事實上孟喬森所說的故事與那些孟喬森症候群患者所

說的內容，除了都很誇張之外，並沒有太多相似性。 

經由心理學家分析，得知引發孟喬森症候群的原因，是一種強

烈的渴求，渴求有能力且有關懷心的人對他付出同情、關心與注

意，而醫生很理想地扮演了這個角色。那些多數人想要能免則免的

醫療檢查或程序─驗血、組織切片、大腸鏡等等─恰巧會讓孟

喬森症候群患者感到放心與慰藉，而且他們傾向於反覆且不必要地

尋求這些程序。 

麥道在他那篇具有發展性的論文中提到，有些人具有孟喬森症

候群的變異型，不會為他們自己，而是為他人，也就是「被代理

人」，尋求持續的醫療關注。這些人會持續地去找醫生，並描述

被代理人有不存在的症狀，或是人為造成的症狀。很顯然的，被

代理人一定是沒有能力說明事實狀態的人，通常會是失能的病人

或是小孩。 

麥道把這種心理狀態命名為代理型孟喬森症候群。他在醫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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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刺胳針》（The Lancet）上發表他的發現，文章的標題顯示出他

十分關切兒童受虐這個令人恐懼的現實，從而對這個症候群產生興

趣。〈代理型孟喬森症候群：兒童虐待的隱蔽之境〉（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 the hinterland of child abuse）這篇文章描述了兩

個他特別感興趣的個案。在其中一個案子中，一位媽媽總是在她六

歲女兒完全健康的尿液檢體中「加料」，讓醫生在她的小孩身上進行

永無止盡的侵入性檢驗，並且進行長期的藥物治療，範圍從抗生素

到化療。只有在女兒被醫院收治，媽媽兩三天沒出現的期間，這個

騙局才停止下來；之前媽媽很少離開女兒身邊。在媽媽不在的期

間，孩子健康經檢驗沒有問題，而媽媽一回來之後又立刻復發，終

於讓看護發現了真相。在第二個個案中，一個似乎很專心照顧孩子

的媽媽，每個月至少帶她學步中的小孩去醫院一次，孩子的病情被

診斷為食鹽中毒。當小孩被留置在醫院時，就會變得很健康，但只

要他媽媽一來探視，病情就會復發。於是醫院聯絡了社服部門，為

小孩安排了監護及安置計畫，但是作出具體結論之前，小孩的病情

又再度發作，最後嚴重致死。 

為什麼醫院的工作人員花了這麼久時間，才注意到事有蹊蹺？

麥道解釋道，部分是因為這兩位女性看起來像是個和善、明智且慈

祥和藹的母親（雖然如果有人仔細去查的話，就可發現她們過去有

情緒化行為的紀錄）。沒有人會懷疑她們，因為沒有人有懷疑母親的

習慣。麥道強調母親必須被懷疑。「我們可以，而且我相信也應該教

導大眾，母親永遠是對的，」他說：「但同時我們必須承認，當母親

犯錯，那可能會是非常可怕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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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麥道寫完他的文章之後十年（實際上是十二年）間，代理型

孟喬森症候群幾乎沒有得到專業領域乃至於世人的注意。突然間，

他獲得了一個將他的理論付諸實踐的機會─因為一起駭人聽聞的

謀殺案，整個想法終於橫空出世，吸引了全國的關注。 

 

1991 年 2 月，一位名叫貝弗麗．艾里特（Beverly Allit）的年輕

護士，進入到林肯郡（Lincolnshire）的格蘭瑟姆和凱斯特文醫院

（Grantham and Kesteven Hospital）的四號兒童病房工作。雖然她表

現得和善又能幹，但她卻無緣由地進行了一連串的殺人計畫，在短

短兩個月的時間裡，奪走四名小孩子的生命，並讓一名小孩遭受了

嚴重傷害。 

回想起在艾里特身邊工作的這兩個月，她的護士同事瑪麗．瑞

特（Mary Reet）說出她對艾里特心理動機的直覺感受：「她一部分

的快感可能是，當這些嬰兒被救回來的時候，她人就在那裡，她就

是那個救星。」她隨後寫道，把嬰兒弄死不是艾里特真正想要的：

她要的是獲得關注。麥道在艾里特的審判中以醫學專家身分作證時

所說的，與這如出一轍。他指出，艾里特呈現出所有孟喬森症候群

與 MSbP 的症狀，並解釋說，面對受害者死亡時，艾里特所表現出

的冷淡是相當典型的，因為 MSbP 患者無法理解他們所造成的傷

害，他們的這層感知被隔絕了。麥道表示，他不相信艾里特的病可

以被治好，她對別人永遠是個危險。艾里特獲判有罪，並被判處十

三個無期徒刑。 

麥道的診斷很有道理。除此之外，案件的能見度、可怕且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