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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憲法解釋理論的新發展 
-新原意主義的方法論與中立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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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憲者喜歡玩電動嗎？  
在 2010年的一場口頭辯論中，美國聯邦 高法院的法官 Samuel Alito法

官開了已逝的 Antonin Scalia法官一個玩笑，這場口頭論辯的爭議焦點之一是暴
力電玩是否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Alito 法官說：「我想 Scalia 法官
要問的是，James Madison 是怎麼看待暴⼒力電玩的？他會喜歡玩嗎？」而 Scalia
法官則生氣地回應，「不是，我是想要知道 James Madison 是怎麼看待暴⼒力這
⼀一回事，是不是有任何的線索顯示出，當第⼀一修正案被採納時，會有任何⼈人認

為涉及到暴⼒力的⾔言論是⼀一個例外？任何⼈人？」1。很肯定的是，美國憲法制定當

時，還沒有電動玩具，其憲法第一修正案在制訂過程中也沒有想到暴力電玩這

一回事。因此，我們也都不會知道到底制憲者是否（或可能會認為）暴力電玩

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而 Jack Balkin 認為，上述的討論顯示出美國獨特的
憲政文化：在憲法解釋中對於原意主義的追求或爭執！ (Balkin, 2015: 309)  

然而，Alito 法官所開的這個玩笑不僅僅是一種聯邦 高法院的司法幽默

而已，而是深指著已故的 Scalia 法官所抱持的憲法解釋方法的核心：對於憲法
原始意義的追求。原意主義（originalism）自 1980 年代開始一直是美國憲法解
釋理論的核心爭執2，相較於其他國家的憲法解釋議題，我們大概很少看見如同

美國的情形一般，幾乎每當重大案件落在美國聯邦 高法院時（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SCOTUS）， 高法院的法官便進入對於制憲者對於憲法文

本的理解之爭執之中。 

然而，原意主義的論辯不僅出現在聯邦 高法院與學界的論辨之中，也

出現在對於提名聯邦 高法院法官提名的司法哲學之中。例如，當美國國會針

對由美國總統川普所提名的 Neil M. Gorsuch法官之提名聽證時，喬治城大學法
學院的 Lawrence B. Solum，出席聽證說明 Neil Gorsuch法官的憲法解釋理論立
場，認為 Neil Gorsuch的憲法解釋理論就是「原意主義」。 (Solum, 2017a) 甚或
在更早之前，當 Scalia在 2016因意外辭世之後 (Martin & Contreras, 2016)，美

                                                
1 這段引文的脈絡在於 Scalia法官先詢問了 Zackery Morazzini關於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與暴力之
間的關係，Scalia提問到如果暴力性言論一直沒有被排除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之外，如果
暴力可以放在這個例外，那麼是否要禁止電影中對於過量飲酒的拍攝等等。Transcript of 
Record at ??, Brown v.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564 U.S. 783 (2011) (No. 08-1448) 

2 關於 originalism的翻譯，目前學界並未有共識，或有「原意主義」、「原義主義」或是「原
旨主義」等選項。筆者在此對於「originalism適當的中文翻譯」這個問題保持開放，且在行
文中暫以「原意主義」或是「原義主義」稱之。之所以先不稱呼為「原教旨主義」的原因在

於，筆者發現經由一些學者的深化，originalism是有機會成為一種一般性的憲法解釋理論，
因此「教旨」蘊含了某種規範性理念，此種中文翻譯很可能會排除了這種中立化的原意主義

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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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界當時出現了原意主義是否會繼續存在的辯論3，引起了不同憲法解釋理論

陣營的激辯4。從這個角度來看，原意主義在美國的辯論似乎可以放在美國例外

主義的脈絡下討論，因為鮮少有哪一個國家的憲法解釋是會如此重視起草者的

看法5。然而，如果先撇開美國例外主義的認識框架，或許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是，

原意主義是否具有一種內在合理性，使其成為美國憲法解釋的焦點呢？ 

當我們思考原意主義的內在合理性時，首先要面對的是概念上的問題：

什麼是原意主義？這個解釋理論對於憲法解釋所採取的方式是什麼？以及有什

麼根據（grounds）可以讓我們接受原意主義作為一個憲法解釋的方法？此類諸
多問題便將我們帶入了原意主義的核心主張。而要理解原意主義的核心主張，

必須要簡短理解其被提出的背景脈絡。 

約從 1980 年代開始，美國憲法解釋理論的爭議便圍繞在原意主義
（originalism）與非原意主義（non-originalism）對於正確解釋憲法的爭執之上6。

而醞釀出此爭議的土壤是來自於對於華倫法院（the Warren Court）自由派立場
的疑慮。捍衛原意主義的一方普遍對於華倫法院的自由派立場有所疑慮，認為

在由 Earl Wareen大法官所主持的美國聯邦 高法院的諸多判決踰越了憲法所賦

予的界線，因此，當時便有人提出以「制憲者的意圖」作為解釋憲法的重要依

據，並認為解釋憲法應該要以制憲者的意圖作為根本依據，Paul Brest約是 初

幾個學者使用 originalism 一詞來指涉此種憲法解釋理論的立場。 (Brest, 1980: 
204) 這也是我們理解原意主義 初的脈絡與對象7。 

這一場以質疑華倫法院（the Warren Court）為主的解釋方法爭論，一開
始便是與政治立場高度鑲嵌在一起，也因此原意主義與美國政治保守派亦具有

親近性。 (Whittington, 2013: 376) 而原意主義在當時以制憲者意圖為憲法解釋標

                                                
3 Antonin Scalia意外辭世之後在美國學界引發起很多討論，一個 實際的考量當然是由他的位

子由誰承繼？這涉及到了美國聯邦 高法院的平衡。若暫擱下這個司法政治的考量，他的辭

世引發了一個關鍵問題：「原意主義是否還有未來？」。Eric Posner就認為，原意主義只剩
下學院派會主張 (Posner, 2016)，而 Jack Balkin則是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在方法論成熟的條
件下，原意主義的討論會持續 (Balkin, 2016)。若從事後觀點來看，歐巴馬總統所提名的
Merrick Garland 未獲通過，而川普（跌破眼鏡的當選結果）所提名的 Neil Gorsuch 獲得任命，
原意主義的解釋方法爭議仍會持續下去，不論是在學界或是實務界。 

4 關於 Antonin Scalia逝世之後的網路上相關的法學者討論的收集，請參考， 陳弘儒，2016。 
5 認為原意主義不是一個美國所特有的解釋方式的比較法文章，可以參考，Ozan Varol的文章。
（檢視了土耳其憲法法院運用原意主義方式檢視憲法規定） (Varol, 2011) 

6 根據 Lawrence Solum 的研究，原意主義的觀念 早可以回朔到 18 世紀末與 19 世紀初的討論，
但是近代的討論約可從 Robert Bork、William Rehnquist、Ed Meese與 Raoul Berger等人的主
張 (Solum & Bennett, 2011: 8)。至於何謂「非原意主義」在本文中就是拒絕「原意主義」的解
釋方法，何謂拒絕原意主義之解釋方法，在本文中就是拒絕語意固著命題（the Fixation 
Thesis）。關於語意固著命題之介紹，請見本文 3.1的段落。 

7 Paul Brest 本身並不是原意主義者，他是對於原意主義的重要批判學者，其關鍵著作，請參考， 
Brest, 1980: 20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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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想法，其方法論基礎亦不紮實，可以這麼說以制憲者意圖作為解釋標準往

往常為口號，不僅在確定「制憲者意圖」的內容上欠缺方法沒有說服力，在憲

法的規範性問題上也備受抨擊。(Brest, 1980: 204-238) 以制憲者意圖為主的解釋
方法自 90年代之後便逐漸沒落，因為不僅欠缺可操作的方法以及規範性問題的
論證薄弱，強調以制憲者意圖的解釋也無法解釋美國聯邦 高法院的一系列的

判決之意義與對於憲法的理解方式。 

然而，從 90年代末期開始，原意主義者出現了重要的理論轉向。這個轉
向主要是由已逝的保守派聯邦 高法院 Antonin Scalia法官所帶動。Scalia 法官
主張必須放棄對於制憲者意圖之關注，而轉以「憲法文本的意義」的觀點作為

解釋憲法的圭臬。Scalia 指出： 

“ [w]e look for a sort of ‘objectified’ intent- the intent that a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gather from the text of the law, 
placed alongside the remainder of the corpus 
juris……Government by unexpressed intent is tyrannical. It is 
the law that governs, not the intent of the lawgiver.”  (Scalia, 
1998: 17)  

Scalia 大法官一開始的提倡並未收到顯著效果，他也未預見到如此提倡
的結果是讓原意主義走向一個更理論化與包容性的發展8。自 90 年代末期的這
個轉向或許可以稱之為憲法解釋理論的語言學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因為
之後的原意主義方法論進入一場以語言哲學為基底的深化以及討論，美國學者

開始發展概念工具與基礎理論試圖釐清原意主義的內涵與其規範性證成9，這一

個與制憲者意圖有所差異的憲法解釋理論現在一般稱之為新原意主義（new 
originalism）。 (Solum, 2013a : 467) 這個學派根據筆者的理解已經具有初步解釋
方法的模型，雖然學派內部分歧很大，但是在基礎理論學者 Lawrence Solum的
耕耘之下，強調以原始公共意義（original public meaning）的原意主義是一個不
容小覷的憲法解釋理論陣營。 

筆者的這一篇文章就是希望爬梳當代原意主義的方法論主張，並且給予

簡短的檢討。根據 Lawrence Solum的研究，原意主義的兩個核心主張是： 

1. 語意固著命題（The Fixation Thesis），認為憲法文本的意義是在各別條
款起草與批准時就已經確定下來了！ (Solum, 2015: 1) 

2. 拘束原則（The Constraint Principle），認為憲法文本的原始意義應該要
拘束著憲政實踐，該憲政實踐包含了憲法案件的決定（the decision of 

                                                
8 這個兼容性的發展主要可以從原意主義者區分解釋（interpretation）與建構（construction）這
兩個行動開始，更細緻的討論可以參考 Lawrence Solum以及 James Fleming的著作。（Solum, 
2013: 467-472 、 Fleming, 2013: 435-436)  

9 例如 Randy Barnett從書寫性（writtenness）開始說明對於原初意義（original meaning）的關注
重要性。 (Barnett, 1999: 62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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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onal cases）與憲法釋義學（constitutional doctrine）  (Solum, 
2017b : 2)10。 

台灣學界對於美國憲法解釋方法的研究一直都是量少而質精，諸多學者

的前驅研究已奠基了理解新原意主義興起的重要基石，因此筆者預計在前人的

耕耘下針對新原意主義的方法論進行深入探討。筆者希望透過對於這兩個命題

的仔細檢視，賦予美國憲法解釋理論的新風貌，讓我們更理解這場運用語言哲

學的基礎理論所建構出的憲法解釋理論的強度與發展可能。原意主義的近年來

發展讓我們逐步理解到語言哲學對於解釋理論的貢獻，也讓我們得以更深入理

解到語意學理論與語用學理論可對於法律文本之方法提供的貢獻。在一般性意

義上，探討新原意主義的方法論不僅可以促進我們對於美國學界爭論的認識，

也可以開拓一般性法學方法論的新觀點。  

2. 本文架構與基礎論點  
本文架構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說明，原意主義所主張的兩個核

心命題：語意固著命題與拘束原則命題。第二部分則是探討原意主義方法論的

可能蘊含以及針對原意主義提出批判性論點。 

第一部份的說明，將顯示出原意主義逐漸有一種中立化傾向。這種中立

化 主要表現在方法論的深化與扎實的討論，容許了憲法政治意識型態相異規

範理論運用語義學理論（或語意學理論）針對憲法文本的原始意義進行探討。

並且將價值論辯、憲法釋義學之建構與運用放在憲法建構的場域（Construction 
Zone）11。這種發展讓非政治保守派得以進入原意主義的陣營之中，Jack Balkin
自身所發展的 Living Originalism主張便是一個顯著例子。 

第二部份則是針對原意主義方法論給予初步檢視與討論。我將指出原意

主義這種理論化有幾個未來發展的可能（implications）：第一、隨著語意固著
命題的提出，原意主義擁抱了一種狹義的憲法解釋觀念，將「憲法解釋」侷限

在「針對憲法文本的語意探求」，這個狹義立場讓我們有機會可以進一步發展

比較憲法解釋方法論的議題，讓不同國家的憲法解釋之比較更為細緻，例如，

                                                
10 我將 constitutional doctrine亦為「憲法釋義學」的主要目的不在於 constitutional doctrine就是
等同我們所認知的「憲法釋義學」概念，因為 constitutional doctrine不僅包含了由學界所發展
出來的理論，也包含了法院所提出的觀念。之所以譯為憲法釋義學的原因在於 constitutional 
doctrine也是以憲法的有效性為前提出發，進而針對判決基礎合理化的知識探索。但我們必須
注意到的是，美國的 constitutional doctrine是高度鑲嵌在對於憲政司法實務的解釋之中的。關
於 constitutional doctrine的簡短說明，請參考 Charles Fried的文章。 (Fried, 1994) 

11 我這一篇文章將不討論「解釋與建構」這組區分（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這組區分在原意主義者的運用下主要是用來涵蓋當憲法文本出現適用上的模
糊地帶或是概念出現多義的情況底下所使用的憲法解釋方法。建構空間（the Construction 
Zone）簡單來說就是讓諸多價值相異意識形態相左的規範性理論針對何謂特定案件之法律效
果爭奪的空間。關於解釋與建構之區分，請參考 Randy Barnett與 Lawrence Solum等人的文章。 
(Solum, 2013a ; Barnett, 1999) 



 6 

我們可以將美國憲法解釋的原意主義與一般法律解釋的文義解釋進行比較與探

討，思考原義主義中的語意固著命題是否就是傳統法律解釋中的文義解釋。並

且思考，所謂立法者解釋的合理性基礎是否存在等等。第二、我將指出，憲法

史的研究對於原意主義具有重要意義，但是這不意味著憲法史學跟原意主義必

然會有知識學門的重疊，原意主義如何處理史學方法的運用仍然是一個持續發

展的問題。第三、我針對原意主義的所提出的兩個核心命題進行批評，透過

Andrei Marmor指出，原意主義堅持的方向錯了，不是先從語意出發再到規範性
論證，而是我們對於憲法本身的性質設定會影響到憲法文本的語意在憲法解釋

中的重要性。 

3. 作為家族的原意主義與核心命題  
目前為止，我們尚未具體界定「原意主義」（originalism）這個概念。 

Lawrence Solum 認為，「原意主義」作為憲法解釋學派較像是一個家族

（family），家族成員中有相似與相異之處，因此較佳的方式不是針對原意主
義給出定義式說明，而是針對這個家族成員的相似性進行闡述，其闡述方式可

以指出核心特徵來分出誰是家族內成員與家族外的他人12，從而要辨識出原意

主義的這個家族的相似性便必須透過指出核心命題的方式。 

透過分析核心命題的方式，問題不再是「原意主義的定義是什麼？」，

而是「是什麼構成了原意主義？」。在筆者閱讀的資料內，Lawrence Solum 應
該是第一位以家族相似性的方式研究原意主義的學者。在他之前，尚未有人採

取這種方式進行。一般多以定義式說明為主，例如界定出制憲者意圖的內涵，

然後說明支持或是反對之理由。 (Brest, 1980: 234)13。從 Lawrence Solum的研究
開始，原意主義者找到了一種除了標籤與規範立場以外的辨識我群與他者的方

式，而也正是因為 Lawrence Solum 引入語言哲學概念工具，我們得以更深入探
討原意主義的方法論以及相關連的概念。 

根據 Lawrence Solum的研究，原意主義有四個核心命題，分別為語意固
著命題（The Fixation Thesis）、公共意義命題（The Public Meaning Thesis）、
文本拘束命題（The Textual Constraint Thesis）與解釋與建構區分命題（The 
Interpretation-Construction Distinction Thesis）。 (Solum & Bennett, 2011: 4) 其內
涵簡述如下：  

                                                
12 這種以「家族相似性」來分析特定立場的方式，就是一種語言哲學的運用，不僅存在於憲法
解釋理論之中，也存在法理學之中， 著名的運用，請參考 H.L.A. Hart的 The Concept of 
Law 一書。 (Hart, 1994)  

13 Solum就認為， Paul Brest對於原意主義的批評，其實缺少了用家族相似性的方式思考，因此
往往就使用一個標籤打翻一船人，此外，Brest也沒有羅列出他所批判的文章與案件。( Solum, 
201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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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意固著命題（The Fixation Thesis）：憲法文本之語意（the linguistic 
meaning）在每個規定被起草與批准時即已固著下來了。 

• 公共意義命題（The Public Meaning Thesis）：憲法的意義是由下述方式
所確定的：由制定當時公開所理解的詞、片語、文法與句法所決定的，

而不是起草者意圖。 
• 文本拘束命題（The Textual Constraint Thesis）：憲法文本的原始意義具
有法的效力（legal force），文本就是法，而不僅是象徵。 

• 解釋與建構區分命題（The Interpretation-Construction Distinction）：憲法
實踐活動包含兩個不同的行動：(一)、憲法解釋，其目的在於區分出文
本的語意意義。（二）、憲法建構，目的在於確定文本的法律效果（the 
legal effect of the text）。 

上述四個命題的完整表述 初是在 2011 年所出版的  Constitutional 
Originalism: A Debate 一書中所提出來的。 (Solum & Bennett, 2011) 然而，這本
書主要是給對於美國憲法解釋有興趣的人的初階閱讀資料。在撰寫本書之前

Lawrence Solum早已在 2008年的 Semantic Originalism 一文中對於原意主義的
語意固著命題提供了詳細分析  (Solum, 2008) ，而其理論發展 後在  “The 
Fixation Thesis: The Role of Historical Fact in Original Meaning” 一文中獲得成熟
的表述 (Solum, 2015)。因此，我將以其成熟的理論主張作為討論起點。 

上述的四個命題，可以再濃縮為兩個核心主張：第一個主張是憲法文本

之原始意義的主張，其認為憲法文本的意義在制定之初就已經確定了，這是語

意固著命題要捍衛的立場。第二個主張，認為憲法文本的原始意義對於憲政行

動者具有拘束力，這是拘束原則要捍衛的立場。至於解釋與建構的區分命題則

是對於憲法文本意義之確定行動的概念性區分以及方法運用，筆者將先省略這

一個部分的討論。 

筆者相信當仔細區辨上述兩個和新主張後，可以見到新原意主義之細緻

方法論發展，讓原本對立的憲法解釋理論立場產生了一些相互對話的可能。換

言之，（新）原意主義不再是鐵板一塊，而是可與活生生的憲法（living 
constitution）產生「某種交疊共識」的可能14。 

                                                
14 這種「交疊共識」可以從一個發展中看出端倪。以往原意主義與政治保守派是高度重疊的，
但是根據筆者的觀察，近來有非保守派學者也會贊同原義主義的某些基本命題。其中 著名

的就是 Jack Balkin在 2011年所出版的 Living Originalism 一書 (Balkin, 2011)，Balkin企圖在
原意主義與活生生的憲法（living constitution）中找出一條中間道路。此外，我們也可以見到
原意主義者內部的歧異，例如 John McGinnis與 Michael Rappaport在 2013年出版的
Originalism and The Good Constitution中對於同樣是原意主義者 Randy Barnett的批判 
(McGinnis & Rappaport,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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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語意固著命題（The Fixation Thesis）  

3.1.1. 說明  

Lawrence Solum 指出，如果我們運用家族相似性的觀點思考原意主義，
可以發現當代的原意主義可以透過兩個命題找到其相似性，其中一個命題是語

意固著命題（the Fixation Thesis; 亦簡稱 FT 命題），另一個命題是拘束原則
（the Constraint Principle; 亦簡稱 CP命題） (Solum, 2015: 6)。 

FT 命題主張，憲法文本的原始意義（或稱之為溝通內容）是在每個憲法
規定所起草與批准時所確定下來的。這意味著憲法的原始意義是不會改變的，

也就是固著下來。FT 命題是區分原意主義（originalism）與非原意主義
（nonoriginalism）的核心命題。如果一個自我宣稱原意主義者，不主張語意固
著命題，那麼他就不是個原意主義。反之，如果一個宣稱非原意主義者，主張

語意固著命題，那麼他便「可能」是個原意主義者。1516 

FT 命題雖然區分了原意主義與非原意主義，但是它並未區分原意主義者
自身的不同類型，因此對於憲法文本之意義如何在起草之時便固著下來，原意

主義者「內部」具有歧異！例如，採用制憲者意圖的原意主義便認為，憲法文

本之意義在於制憲者主觀上所賦予憲法文字的意義，或是制憲者期待憲法所被

適用的意義 (Kay, 1988)。原始方法原意主義者（original method originalism），
認為憲法文字的意義就是以制憲當時所採用的解釋方法所可得確定的意義 
(McGinnis & Rappaport, 2013: Ch. 7)。而公共意義原意主義認為，憲法文本的意
義是由文本的原始公共意義（original public meaning）所確定下來，而所謂文本
的原始公共意義意味著在討論脈絡中字（words）與詞（phrases）慣習上的語義
（the conventional semantic meaning）。簡單來說，憲法文本的語義（semantic 
meaning）是構成憲法文本溝通內容的一個重要部份。 

Solum進一步指出，FT命題的完整表述可以如下方式呈現： 

• 語意固著命題（完整版）：憲法解釋的目標（對象）就是憲法⽂文本的溝
通內容，⽽而此⼀一溝通內容是在每個條款起草與（或）批准之時就確定下
來的。（The object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s the communicative 
cont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text, and that content was fixed when each 
provision was framed and/or ratified.） (Solum, 2015: 15) 

                                                
15 或許有人會說，這個全稱式命題太過於強烈，因為即便「語意固著命題」是原意主義的必要
條件，但是要成為原意主義者仍需要充分條件。由此，我們可以說「原意主義者必須要支持

語意固著命題」，但無法說「所有支持語意固著命題者都是原意主義。」這個批判的確有理，

但是忽視了 Solum在一開始並未採用定義方式界定出原意主義，而是採用了家族相似性的方
法，他的主要目的是尋找原意主義的核心特徵，而語意固著命題則是原意主義的核心特徵之

一！因此，他會否定掉了「必要且充份條件」此類界定方式。 
16 “ So far as I can discern all or all most originalists agree with what I call the fixation thesis.” (Solum, 

200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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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細部說明上述 FT 命題（完整版）的幾個關鍵概念。首先，所
謂的憲法解釋（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是指一種確定憲法文本之語意內容
（linguistic content）的行動。 (Solum, 2015: 9-10) 這與我們一般所認知的憲法解
釋不太一樣。FT 命題所認定的憲法解釋行為是非常狹義的，不包含了我們一般
在傳統法學方法論中的「體系解釋」或「目的解釋」等等，或許可以等同於

「文義解釋」這個解釋要素。Solum 這個想法奠基在一個關鍵區分之上：解釋
與建構的區分（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這個區
分對於原意主義有很重要的功能，但是在此我們無需深入討論。在此，僅需要

理解在 FT命題下的憲法解釋，是一種確定文本語意的行動。 

其次，我們可以發現到，FT 命題不討論（或是閃避了）以下幾個問題。 
FT 命題對於規範性的宣稱，例如什麼解釋方法是 好的或是何種憲政理論是

好的，沒有特定的立場。換言之，將憲法解釋侷限在「憲法文本的語意探求上」

也將憲法解釋行動給中立化起來。 

此外，FT 命題也沒有宣稱「僅透過憲法文本的語意就可以知道憲法案件
如何裁判」。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Lawrence Solum 認為，由於憲法文本
是一種言語行動（speech act），這個言語行動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語詞，因此
當我們要理解這個文本的意義時，首要任務便是理解文本的語意，他使用了溝

通內容（communicative content）替代了文本語意這個概念。但是，他不認為光
是溝通內容（文本的語意）就代表了文本背後規範的所有內容，法院或是實務

工作者如果要透過特定法律決定案件，那麼必須要從溝通內容進一步發展到法

律內容（legal content）。這種想法其實不算陌生，只要我們區分出規範的語義
學以及規範內容兩個層次就大抵可以理解這種區分方式17。  

[Illustrat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mmunicative content and legal 
cont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從法律文本的語意認識到對於案件具體決定的
判斷，Solum 使用了溝通內容與法律內容來指涉兩種不同的法律規範的內
涵。此處似乎隱約涉及到了法律認識以及法律適用之間的差異] 

3.1.2. 對於語意固著命題的論證：語意飄移的可能性  

在前文過程中我們說明了語意固著命題的完整版，然而並未提供證立基

礎，換言之我們並未處理為何要接受語意固著命題？或許有人會指出，語言的

意義時常在改變，我們無法期待文字的意義固定不變。這種批評其實很符合一

般觀念，但是我們或許可以更進一步討論當我們說意義（meaning）不變時是意

                                                
17 由於篇幅的關係，筆者僅能簡述 Lawrence Solum的想法。他對於溝通內容以及法律內容的討
論來自於對於法律語言的基礎研究，特別是 Mark Greenberg 的討論。關於 Solum 的詳細研究，
可以參考 Communicative Content and Legal Content一文。 (Solum, 2013b : 47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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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著什麼？當我們確認何謂意義的意義時，便可以進一步思考「意義」的改變

對於法律文本的理解有所影響？ 

Lawrence Solum區分出三種意義的類型：適用的（applicative）、目的的
（purposive）以及語意的（linguistic）18。所謂的使用上的意義（the meaning in 
the applicative sense）是指，在特定脈絡下法律文本的隱含內容（implication），
例如有人問說：「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於我的誹謗訴訟的意義是什麼？我能

夠使用它進行抗辯嗎？」而目的的意義（the meaning in the purposive sense）是
指，之所以特定法律文本的目的或是動機，簡單來說就是立法者制定這個法律

的目的或是動機是什麼。而所謂的語意的意義（the meaning in the linguistic 
sense）意味著法律文本的溝通內容，或是語義內容（semantic content）。區分
了上述三種意義類型之後，可以理解到 FT 命題其實跟我們一般所稱的文義解
釋很類似，就是在尋求法律文本（憲法、法律、命令或是判決）語意內容。 

因此當我們回頭回應上述主張「意義會改變」的批評時，FT 命題的回應
方式是：首先、「適用上意義」的確是會改變，例如當我們說言論自由是否適

用在網際網路上，我們其實在問，網際網路上的表意行為是否隱含在言論自由

的行使之中，FT 命題並不反對這種適用上的意義會改變，相反地如果反對適用
上意義會改變這個觀點，反而是非常荒謬的。其次，那我們是否有辦法說即使

是語意上的意義也會改變呢？換言之，法律文本上的語詞使用仍舊一樣，但是

其語意內涵已經不一樣了？正是這個可能性讓我們看到了語意固著命題的重要

性，例如美國憲法中明文出現的「domestic violence」。Domestic violence 的當
代語意學意義是在親密關係的脈絡下，運用身體、性、心理或是經濟方式施虐

（abuse）於她（他）方。這是 domestic violence 當代的語意內容，然而如果我
們透過當代的語意內容去理解美國憲法中的 domestic violence，會出現很大問題，
因為美國憲法制定之初所使用的 domestic violence 的語意內容並不是現在的內
容，而是指州內的暴動等事件。Domestic violence 這個概念是一個非常適當的
例子，告訴我們法律概念可以有語意飄移（linguistic drift）的可能性，而正是
這個語意飄移的可能展現出語意固著命題的重要性，因為語意如果沒有固著在

法律文本的制定與（或）批准之時，我們無法理解特定文本的意義，也無法說

明語意飄移的可能性。 (Solum, 2015: 16-18, 23-24) 

因此，正是語意飄移（linguistic drift）的例子為語意固著命題提供了一
個方法論上的基礎。我們的確是可以爭執適用上意義（ the meaning in a 
applicative sense）、目的上意義（the meaning in a purposive sense）與語意上意
義（the meaning in a linguistic sense）是否會改變，或不合時宜，但這無法證明
語意固著命題不成立，相反地我們必須先堅持語意固著命題可以成立，才有接

下來討論上述諸多意義改變之可能性。 

                                                
18 Solum在此其實是使用「meaning in the x sense」，我在行文中省略的原因是中文使用中，

sense有時候也會被翻譯為「意義」，這反而會造成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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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語意固著命題下的原義主義者「們」  

在 3.1.的討論中，我們已經表述了語意固著命題（The Fixation Thesis）
的內容，但是尚未處理運用這個命題思考原意主義的各種類型。在此筆者將簡

短地處理這個議題，我們可以從語意固著命題去思考三種不同的原意主義：原

始意圖（original intention）、原始公共意義（original public meaning）以及原始
方法（original methods）19。 

何謂原始意圖原意主義（original intent originalism; OIO）？OIO 為熟

所熟知的版本是憲法的意義取決於制憲者的意圖，因此原始意圖的原意主義，

其核心主張就是認為，憲法文本的語意內容（或是溝通內容）其判斷標準就是

透過制憲者（Framers）或批准者（Ratifiers）所決定的。 (Solum, 2008: 40) 簡單
來說就是，以意圖（intention）作為解釋憲法文字意義的準則，因此 OIO 在語
意判斷上的核心要素就是「意圖」（intention）。 OIO 所引起的爭議我們已經
略知一二了，例如 OIO 一開始是與政治保守派合流主張限制法官解釋憲法的邊
界。其次，OIO 會面對到諸多行動者的意圖累加的問題（ the aggregation 
problem）。 後，OIO 也會面臨到為何政治社群的成員要受到一群人內心狀態
的拘束（甚至是秘密狀態）的規範性問題20。 

什麼是原始公共意義原意主義（original public meaning originalism; OPM）
呢？OPM 則是當前原意主義者的熱門立場，其主張認為，針對憲法文本的解釋
必須依照制定當時文字的原始公共意義（original public meaning）來理解。換言
之，所謂憲法文本內的各種概念並不是依照制憲者心中的意圖（不論是抽象或

是具體）來決定其語意內容，也不是依照制憲者心中認為大眾應該要認知的意

義來做解釋，而是依據當時的一般公開的意義，其決定方式是透過字詞、語句、

文法與脈絡來共同決定的。OPM 很大程度與新原意主義（new originalism）合
流  (Solum, 2015: 5)，所謂的新原意主義主要是由 Randy Barnett 與 Keith 
Whittington 所創建的，使用解釋與建構之區分（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要拉開原意主義與保守派意識型態之空間。而
之所以合流的原因在於，新原意主義提出的解釋概念既是一種以文字之語意

（linguistic sense）為核心的概念。 

那什麼是原始方法原義主義呢（original methods originalism; OMO）？
OMO 認為，憲法文本的語意內容既非透過制憲者意圖，亦非是當時概念之原
始公共意義所決定的，憲法文本的語意內容是透過當時憲法之制定與批准時的

法律解釋方式所決定的。 (McGinnis & Rappaport, 2013: 2-3) 在此，筆者無法仔
細檢討 OMO 是否成立，僅指出幾個其與其他原意主義相異之處，供日後進一

                                                
19 對於華文學界而言，前兩者較為熟悉，特別是原始意圖原意主義。原始方法原意主義較為陌
生，筆者認為這種原意主義是一種不可靠的憲法解釋方法，但詳盡理由無法在此說明。 

20 OIO會出現的問題有許多也會出現在法律解釋（statutory interpretation）的問題之中。關於法
律解釋中意圖主義的問題可以參考 Kent Greenawalt的簡介。 (Greenawalt, 1999: 7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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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研究的參照點。首先、OMO 對於憲法的界定就是認為憲法就是一種國家與
私人的契約擬定，因此 original methods才有功能，藉由著專業的法律解釋方法
確定其條款的語意內容。而這一點對於「憲法性質」的界定遭到了同樣是原意

主義的反對，例如 Randy Barnett 便指出憲法與私人契約之不一樣之處21。 
(Barnett, 2009: 616) 其次，OMO認為依照制憲當時的法律解釋方法，沒有憲法
建構的空間存在，換言之 OMO 否定了「解釋與建構之區分」。 (McGinnis & 
Rappaport, 2013: 139-153) 從兩個特色來看，可以見到 OMO其實是原意主義者
中的少數。事實也是如此，據筆者理解大概僅有 McGinnis 與 Rappaport 兩位學
者捍衛 OMO的立場！ 

3.2. 旁論：原始意圖原意主義的不可靠  

當我們釐清語意固著命題的意義之後，現在有了初步概念工具得以檢視

原始意圖是否適合作為憲法解釋的方法這個問題。換言之，我們可以檢視原始

意圖原意主義（original intent originalism; OIO）作為一種憲法解釋方法的基礎
可靠與否？ 

首先、必須要承認的是，使用「意圖」（intent）作為解釋話語或是文字
是一個重要的準則。例如，當我們在說話時會說「你的意思是不是指 xx？」，
在面對面的溝通行動中，作者意圖是一種判定說話者意義的重要判准。即使，

所解釋的對象不是面對面的話語，而是人類精神創作物（例如文字、圖畫或是

藝術作品）時，作者意圖也往往提供了理解其精神創作物的形式。 (Dworkin, 
1986: 58) 在此，我並沒有要進入 Ronald Dworkin的詮釋性法理論中進行討論，
而是要點出來「意圖」這個概念是一個作為理解人類語言、文字與圖畫等交流

一種重要方式。這個事實提醒我們，要否定 OIO的合理性需要提出理由加以論
證，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對於 OIO的否定，不意味著要全面放棄意圖這個
概念。 

我們可以問一下比較限定式的問題：「探尋原始意圖是否是一個適當的

憲法解釋方法？」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要理解 OIO背後的理據是什麼，我們才
有辦法理解此類理據的限制。 

OIO 背後的理據就是將憲法文本視為制憲者（或批准者，在此僅使用制
憲者一詞）對大眾表達相關內容的權威性媒介，也因此這個憲法文本的意義就

                                                
21 Randy Barnett的文章（The Misconceived Assumption About Constitutional Assumption）是一篇
很有趣的文章，他自身是契約法學者，但其基本主張是：「契約與憲法是不一樣的」，他認

為，契約的正當性基礎是基於雙方當事人的同意（actual consent），但是憲法不是，憲法根
本無法取得其受拘束所有人的同意。其次，他運用 Lon Fuller的 tacit assumption說明當契約
的 tacit assumption 有問題時，會讓整個契約之執行力（enforceability）產生問題，但是憲法不
會，因為當憲法預設（constitutional assumption）出現問題時，是憲法解釋與建構的運用之時
機。Barnett這一篇文章值得檢討之處是，他使用的 assumption並不是指「命題得以成真」的
概念性主張，反而較偏向規範所預設的事實情境。 (Barnett, 2009: 62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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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制憲者的意圖所決定。OIO 背後的想法就是將制憲者與美國社會成員的關
係視為說話者與聽眾之關係，制憲者就是說話者（the speaker），美國政治社群
成員就是聽眾，聽眾對於憲法文本的理解就是去理解說話者的意圖，例如說話

者所指的是什麼東西？說話者所希望這個文本所適用的對象或範圍等等。 

Lawrence Solum運用了 Paul Grice的理論說明了為何 OIO是一個站不住
腳的憲法解釋理論。Paul Grice在探討意義理論上，提出了一種以說話者為判准
的意義類型，他稱之為說話者意義（speakers meaning），說話者意義意味著，
當說話者對聽眾談話時，其言語的意義就是在聽眾在承認到說話者意圖的基礎

上，說話者希望聽眾吸收的意義。 (Solum, 2008: 39) 然而，當我們運用意圖來
解釋說話者言語的意義時，為了要正確地理解說話者的意圖，有些背景條件必

須被滿足。經由分析可以知道，美國憲法制定當時，這些背景條件並沒有成就

的，因此，運用制憲者意圖勢必會面臨到溝通不成功的困境。由此看來，制憲

者意圖並不是一個適當的憲法解釋方法22。 

Solum整理出四個主要問題，說明 OIO的不妥適之處： (Solum, 2008: 
42-49) 

1. 意圖的集體性（The Collective Intentions Problem ）：由於制憲者眾多，
因此如何確定眾多意圖可以變成單一的集體性意圖呢？ 

2. 意圖的承認問題（The Collective Recognition Problem）：如果說話者所
面對的聽眾是單一，那麼說話者的意圖容易被聽眾說接收，但是如果說

話者所面對的聽眾是眾多且複雜的，那麼要確保意義的可被理解，說話

者必須確保聽眾具有理解說話者意義的共同基礎（the basis of common 
knowledge）。美國制憲當初是否有這個共同理解說話者意義的共同基礎
是個大問題。 

3. 公開性問題（The Publicity Problem）：要確保制憲者意義可以正確地被
理解，必須要將制憲者意圖必須公開化，但是美國憲法的制憲與批准過

程並未符合這個要求。 
4. 意向性問題（The Intentional State Problem）：制憲者意圖其實要求制憲
者針對憲法條款具有特定的意圖，然而從既有的資料來看，我們很難可

以見到制憲者的特定意圖。 

                                                
22 我之所以以 Lawrence Solum的批判為主，其關鍵理由在於他是一位原意主義，但他自己卻不
贊成 OIO，因此他的批判提供我們一個內部觀點思考原意主義間的歧異。當然，Solum目前
尚未提升到法理論層面的質疑，而是僅著重在透過制憲者意圖達到成功的憲法溝通的可能性。

對於制憲者意圖的質疑可以參考 Ronald Dworkin的著作或是 Scott Shapiro的轉化。 (Dworkin, 
1986、 Shapiro, 2011) 但值得注意的是，Scott Shapiro雖然引入了 Michael Bratmann的行動哲
學，探討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計畫的概念，但 Shapiro自己認為他的理論跟原意主義不一樣，因
為他的理論是一種後設理論。 (Shapiro, 2011: 346) 我認為 Shapiro在此並未深入對待意圖的概
念與意義以及溝通成功要件等條件，致使他太快將原始意圖與他的法的計畫理論做出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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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見到不需要進入到較為規範性論辯的層次，例如原始意圖原意

主義是否「應該」被採用？原始意圖原意主義會比較好嗎？是否會產生荒謬結

果等等的問題！光是在原始意圖原意主義的方法認識論的層次上就會遇到根本

困難。 

這個認識論上的質疑是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的，因為它蘊含了幾個關鍵的

發展。第一、從憲法解釋理論的角度來看，拒絕原始意圖原意主義是這裡是一

個有限度的立場。所謂有限度的意思是，上述的批判並未真正地拒絕了任何以

規範制定者之意圖作為解釋的方式。因為我們可以設想在某個可能的世界之中，

規範制定者與聽眾之間具有共同的理解基礎、制定者公開宣稱他們所一致認可

的規範等等，也因此滿足了說話者成功溝通的條件。基於此，我們不應該誤解

Solum 的批判，認為他的拒絕也一併駁斥了所謂的立法者意圖的解釋方式。第
二、拒絕了原始意圖的原意主義讓我們在美國憲法解釋的立場上找到了一種中

立化發展的傾向，這個中立化發展目前仍在持續中，但是基本上是透過憲法語

義學理論（the semantic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law）而發展的，拒絕原始意圖原
意主義僅是這個中立化的第一步，拉出一個與政治上保守派的解釋方法空間。

第二步則是堅守語意探詢行動的價值中立，這便是新原意主義對於「憲法解釋」

行為的中立性主張的核心。第三步則是處理當「意義不明」（ambiguity）、
「語意欠缺」或是「意義適用範圍模糊」（vagueness）等狀態出現後的方法步
驟。這個第三步就是新原意主義（new originalism）主張的「解釋與建構之區
分」，將因為意義不明或是適用範圍模糊的概念所造成的難題放進建構區域

（the construction zone），成為價值與規範性理論的競爭場域。 

這三個關鍵的發展讓原意主義成為一個具有方法論依據的憲法解釋理論，

在某個意義上來看，原意主義的確是個憲法解釋方法（a method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而不僅是一種解釋憲法的觀點而言（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甚至更可以說，原意主義在語言哲學為基礎的發
展之下是一個具有包含性的家族，囊括了許多不同長相的成員。 

3.3. 拘束原則（The Constraint Principle）  

原意主義的第二個核心命題就是拘束原則（The Constraint Principle），
這個拘束原則的 初可以從文本拘束命題（The Textual Constraint Thesis）看出
端倪，文本拘束命題認為憲法文本的原始意義具有法律的效力（the force of 
law），這意味著憲法文本的意義對於憲政行動者具有規範性，而拘束原則
（the Constraint Principle）則是這個文本拘束命題的精確表述。 

在語意固著命題中（FT 命題），我們見到了 FT 命題用來區分原意主義
與非原意主義的功能：原意主義將憲法文本的意義界定在語意層次（ the 
meaning in the linguistic sense; communicative content），進而主張只要是原意主
義就會認為憲法文本的語意會固著在憲法規範之制定或是批准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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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Lawrence Solum也注意到僅有語意固著命題不足以支撐出原義主
義的核心立場，因為即使主張語意固著命題，這也僅是語意層次的主張，但是

一個憲法規範在適用時，語意所能發揮的功能有其界線（例如意義不明或是模

糊），甚或是憲法規範在適用上必須考量許多因素，例如規範的目的與適用的

結果等等。因此語意固著命題若要發揮其憲法解釋上的功能，它必須要對於憲

政行動者產生影響，換言之，憲法文本的語意（或是溝通內容）必須要對於憲

政行動者具有拘束力，這便是拘束原則要達成的目的。 

在討論之前必須要先說明一件事。拘束原則雖然經過 Lawrence Solum的
理論化，但是我認為這個原則的具體內涵仍持續在發展。而透過筆者之說明可

以見到，在很大的範圍內，原意主義與非原意主義的爭執就是在文本的語意對

於憲政實踐的影響力有多大這一個問題之上。透過對於拘束原則的概念釐清，

我們可以進一步釐清語意的功能以及認為語意對於憲法解釋具有貢獻的不同立

場。 

這個不同立場，可以從翁岳生老師在「第二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的主題演講中看到 精闢的主張。翁岳生老師指出： 

「……憲法解釋不宜採取概念法學的態度，就其字面作狹
窄的解釋，⽽而應就其實質的內涵，斟酌制憲的基本精神與
憲法秩序的演變，作合於憲法意旨與社會發展的解釋。因
為，憲法不是靜⽌止的概念，其乃孕育在⼀一個持續更新的國
家成長之中，因此，在依據抽象憲法條⽂文對於現存狀態⽽而
為法的抉擇時，當不能排除因時代演進與變遷所發⽣生的適
用問題。」 (翁岳生，2000：4) 

上述觀點表達了一個關鍵想法：即便我們接受憲法文本的原始意義（奠

基在語意學之上），我們也必須要思考憲法規範因時代演進與變遷上所發生的

問題，也因此我們似乎有理由拒絕拘束原則，從而認為憲法文本的語意並沒有

任何規範性，至多是一種在規範適用前的認識指導功能而已，這種觀點就是一

種拒絕拘束原則的立場。可以這麼說，反對拘束原則的 關鍵的想法是：語意

對於理解憲法文本是有貢獻的（contribute to），但是沒有拘束性。在此，我沒
有辦法針對這個反對立場提供完整的討論，另待日後他文為之。以下要做的是

針對拘束原則進行概念上釐清，以作為日後進一步分析之用。 

3.3.1. 兩組區分  

拘束原則（The Constraint Principle）是指，憲法的原始意義會拘束了後
續的憲法實踐，這些憲法實踐包含了憲法釋義學（constitutional doctrine）以及
憲法裁判（the decision of constitutional cases）。這個主張看似清晰，但是內容
其實沒有這麼明確。雖然我們知道要被拘束的對象是憲政實踐（constitutional 
practice）以及是憲法文本的語意發揮拘束力。但我們不知道「拘束」的概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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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因此，首先問要的是什麼是拘束？Lawrence Solum 指出，要理解拘束的
概念必須要跟其他兩種概念進行區分：貢獻（contribution）與自制（restraint）。 

 讓我們先探討第一組差異：拘束與貢獻。所謂貢獻的意思是，憲法文本
的語意內容可以為憲法釋義學或是憲法裁判提供法律內容（the legal content of 
constitutional doctrine），而多數的憲法解釋理論皆會贊成這一個立場。 (Solum, 
2017b : 21) 然而，拘束並不是貢獻，當我們使用拘束一詞時，並不是僅僅認為
憲法文本的語意內容可以作為憲法理論（憲法釋義學）或是憲法裁判的出發點，

而是認為憲法文本的語意內容構成了憲法理論（憲法釋義學）之建構與（或）

憲法裁判的邊界，任何的憲法理論或是裁判在一般情形中，不得超越憲法文本

的語意內容。因此，拘束與貢獻是不一樣的。如果回頭過去看，上述翁岳生老

師的引文，翁老師並未否定了語意的貢獻（相反地是肯定了這個部分），但是

否定了語意的拘束力。 

接下來要思索的是第二組差異：拘束（constraint）與自制（restraint）。
「拘束與自制」這組區分，Solum主要是先從 Thomas Colby的界定而發展出自
己的定義。 (Solum, 2017b : 22)  

• 自制（Restraint）：一個司法裁判被認為是「自制」的，若且唯若當這
個裁判是遵循於先前的行政官員所為之決定或是立法機關所制定之法令。
23 

• 拘束（Constraint）：（法官或其他官員）之憲政實踐被認為是受到拘束
的，若且唯若當這個由官員所採取之行動與憲法文本的溝通內容（語意

內容）具備一致性24。 

有上述這兩個基本界定之後，我們可以有一個表格區分四種自制與拘束

的關係。 

表  1：自制與拘束關係圖  

 
自制 

（Restraint） 
非自制 

（Non-Restraint） 

拘束 
（Constraint） 

司法裁判遵從於行政行

為或法令，且與憲法文

本一致。 

司法裁判與行政行為或

是法令牴觸，但此一裁

判與憲法文本一致。 

無拘束 
（Non-Constraint） 

司法裁判遵從於行政行

為或法令，但此一遵從

與憲法文本不一致。 

司法裁判與與行政行為

或是法令相牴觸，且此

一牴觸與憲法文本不一

致。 

                                                
23 “ A judicial decision is stipulated to be ‘restrained’ if and only if the decision defers to decisions 

made by executive officials or statutes enacted by a legislative body.” 
24 “ Constitutional practice (by judges or other officials) is stipulated to be ‘constrained’ if and only if 

the actions taken by official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communicative cont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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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製作：Lawrence Solum） 

這個「自制」與「拘束」的概念區分很重要，即使自制與拘束的意義是

假設的（stipulated），但是這組區分讓我們得以拉開一個概念空間，思考當代
原意主義不一定就是對於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的反動，因為司法
自制（judicial restrain）在概念上不必然會與原意主義有所聯繫！因此一個原意
主義者也可能是所謂的司法積極主義提倡者，這端視憲政文本的語意內容！ 

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了原義主義方法論在語言哲學（特別是語意學理論）

的協助下逐漸有中立化的傾向，而區分「自制」與「拘束」雖然不是關鍵的一

步，但卻是原意主義方法論普遍化的一個重要過程，因為它將司法審查權限的

積極或消極特性取決在憲法文本的語意之上，而這讓不同法律體系的憲法文本

對於自身司法權限之界定上擁有在語意學基礎上的相反發展空間。 

3.3.2. 三種拘束原則的觀念  

有了上述的兩個基本區分（貢獻與拘束、自制與拘束），接下來可以更

清楚地檢視拘束原則的意義。Lawrence Solum 認為，我們可以有三種拘束原則
的觀念： 

• 拘束即同一（Constraint as Identity）：特定命題 P 是憲法理論中正確的
命題，若且唯若在以下條件成就時：P 命題之內容與憲法文本的溝通內
容（語意內容）具有同一性。 

• 拘束即延伸（Constraint as Derivability）：特定命題 P是憲法理論中正確
的命題，若且唯若它滿足了下述條件之一種：（1）、憲法理論之內容與
某些憲法文本的語意內容具有同一性。（2）、憲法理論之內容可從滿足
（1）的條件下演繹出來。（3）、憲法理論之內容是從滿足條件（1）或
（2）的情況下所應用的。 

• 拘束即一致（Constraint as Consistency）：特定命題 P是憲法理論中正確
的命題，若且唯若當它與憲法文本之語意具有一致性。 

Solum認為，「拘束即同一」與「拘束即延伸」這兩種觀念屬於拘束原
則的 大主義版本（maximalist versions of the Constraint Principle），因為「拘
束即同一」與「拘束即延伸」是拘束原則 大的適用，特別是「拘束即同一」

這個觀念。因為，這意味著任何的憲法釋義學（constitutional doctrine）與憲法
裁判其所蘊含的命題都必須與憲法文本的語意內容相吻合。換言之，憲法文本

的語意內容就是憲法裁判的所有內容。這種拘束原則無疑是很難獲得正當性基

礎，因為它將憲法文本的語意內容視為憲法法律內容的完全替代物，從而無法

說明某些正確的憲法理論的命題是隱含在（implied）憲法文本之中的。 

而「拘束即延伸」便是主張某些憲法理論是可以被隱含在（implied）或
是具由著邏輯推演的方式在憲法文本的語意內容中找到，只要這些憲政理論

擇一滿足了「拘束即延伸」  所列的三個條件即可。「拘束即延伸」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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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行動者所依據的法律內容（legal content）可以大於憲法文本的語意內容
（或溝通內容：linguistic content）。換言之，當憲法制定完成後，憲政行動者
所建構的理論或是裁判規則可以是跟憲法文本的語意不具同一性，只要這些理

論與規則是可以從憲法文本之語意推導出來的。然而，「拘束即延伸」所蘊含

的邏輯反面就是：一旦憲法理論或是裁判無法被憲法文本的語意所推導出來的

話，那它們就不會是一個法律上正確的命題或主張。舉例來說，在本文一開始

所提到的暴力電動遊戲一案中所涉及到的諸多規則是無法被美國憲法第一修正

案所證成的，因為，在當時合理判斷是沒有 video game的語意存在可能。 

從上述的討論之中，我們可以知道為何 大主義版本的拘束原則要獲得

正當性非常困難，因為不論是「拘束即同一」或是「拘束即延伸」都無法解釋

既有的憲政實踐活動。 

在這樣的情形下，Lawrence Solum 認為 小主義的拘束原則（ the 
minimalist version of the Constraint Principle）是可以接受的，他進一步詳細地討
論了何謂「拘束即一致」的想法。在前文我們已提及「拘束即一致」的想法，

認為，若且唯若憲政實踐（憲法理論與憲法裁判）與憲法文本的語意內容是一

致的，那麼該實踐是法律上正確的。Solum 更進一步指出所謂的一致

（consistency）是指憲政實踐符合三個要求與三個修正之下。 (Solum, 2017b : 
26) 在此，我不深入討論這三個要求與三個修正，而是僅指出「拘束即一致」觀
念中 核心的想法：轉譯組（the translation set）。 

「拘束即一致」認為，憲政實踐只要跟憲法文本的轉譯組相一致即可。

換言之，憲政實踐不需要跟憲法文本的語意內容相同，而是需要辨識出憲法文

本的語意內容，然後透過轉譯組將憲法文本的語意內容所可能具有的邏輯蘊含

以及理論內容產生出來。所有的憲政實踐必須能夠適當地回溯到（ fairly 
traceable）轉譯組的內容。我們可以用以下圖示表達「拘束即一致」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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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見到「拘束即一致」所建構出模型是較為複雜的，因為關鍵的

一步不在於所謂的憲法理論與憲法裁判的命題與內容為何，關鍵在於一步在於

「轉譯組」是否能夠發揮適當功能，一方面擔負起將憲法文本的語意內容轉譯

到憲法理論中的諸多命題之內，另一方面可以將憲法理論中的諸多命題與轉譯

組的內容相連結。可惜的是，Lawrence Solum 並未針對轉譯組的概念進行詳細
說明，我相信原意主義如果要更堅實地發展憲法解釋方法，便必須要精確地表

述所謂「轉譯組」的概念與其內容。 

4. 對於原意主義方法論與中立化的初步檢視  
經由對於語意固著命題（The Fixation Thesis; FT 命題）與拘束原則（the 

Constraint Principle: CP 原則）的介紹之後，我們可以回頭過來思考原意主義的
方法論與其未來的可能發展幾個問題。 

4.1. 原意主義的憲法解釋的定位點與中立化傾向  

4.1.1. 語意固著命題所標示的定位點  

我們從語意固著命題可以見到原義主義對於憲法解釋的一個重要主張就

是認為：「憲法解釋就是尋求憲法文本的溝通內容，而其溝通內容是由文本中

的文字、句法與脈絡所表達出的語意來決定的。」換言之，憲法解釋的行為是

一種尋求憲法文本的語意的行為。讓原意主義取得一個關鍵方法論的發展契機

Cons%tu%onal	Doctrine	and	
Decisions	

(Cons%tu%onal	Prac%ce)	

Communica%ve	
Content	

(Linguis%c	Content)	

Lega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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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意主義者採用了語言哲學中的意義理論（the theory of meaning），從文本
的語意學觀點去思考憲法文本的內容是什麼。從 Lawrence Solum的分析來看，
我們可以說，他所稱的原意主義就是一種憲法解釋的語義學理論（the semantic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25。 

此種憲法解釋的語義學理論理應不會構成了太多反對聲浪，因為法律規

範 主要的反映媒介就是文字（words），而很少人會反對文字具有意義
（meaning），也鮮少人會反對文字具有語意（linguistic meaning），否則字典
便喪失功能了，因為字典所解釋的內容就是文字所具有的可能的語意內容。在

大陸法系的法學方法論中也有文義解釋，甚至有「法律解釋始於文義，終於文

義」的看法26。當然，並不是每個人對於這個觀點都持贊成立場，例如張嘉尹

便提出了細緻的反省。（張嘉尹，2016：10-11） 然而，不論如何鮮少人會反對
文義作為解釋方法之一，或者認為更嚴格來說認為文義解釋是一種解釋要素，

本身並非提供了法律解釋的證立，也無法取消了文意作為理解法律規範的重要

功能。 

筆者並不想直接接進入法學方法論的爭議之中27。我想指出的是，在美

國憲法解釋的脈絡之中，當代原意主義所提出語意固著命題（The Fixation 
Thesis）是將自身推向解釋方法理論的關鍵一步。他們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定位
點：「憲法的原始意義」（original meaning），然後搭配著語言哲學中的基礎
理論（Paul Grice 對於說話者意義與語句意義的區分），提出憲法文字的語意
（linguistic meaning or the meaning in the liguistic sense）是解釋行為的 核心要

素。有了這個憲法解釋的定位點（the fixed point）之後，我們可以開展出諸多
原義主義的理論地圖。 

原意主義如何透過語意固著命題開展出自身的解釋地圖呢？首先、原意

主義必然會堅持語意固著命題。換言之，如果有人宣稱我是以原意主義方法解

釋憲法，這蘊含著「他會堅持語意固著命題」，在語意固著命題作為原意主義

之必要要素的情況下，我們畫出了原義主義這一端。其次，「原意主義堅持語

意固著命題」不必然蘊含著「凡是堅持語意固著命題的憲法解釋都是原意主

義」。正是後面這一個邏輯上的空間讓我們見到語意固著命題的重要性，它提

供了一個機會給 living constotution (或是 living constitutionalism) 一個方法上的

                                                
25 相當程度上就是他所提倡的語義學原意主義（semantic originalism）。請參考，Solum在 2008
年公開但尚未完成的文章。 (Solum, 2008) 

26 例如近年來討論的一個例子是司法院院長許宗力老師，於其司法院大法官卸任後，再接受蔡
英文總統的院長提名。許院長在蔡英文總統公佈提名時，提到了「總之，法律解釋，始於⽂文
義，終於⽂文義，在⽂文義許可範圍，有解釋空間，可能嚴格解釋，或擴張解釋，但無論如何，
不能逾越⽂文義許可範圍。」 (許宗力，2016) 

27 關於德國法學方法論的討論，中文文獻有許多可以參考的，一個初步的介紹，可以參考
Ingeborg Puppe著，蔡聖偉翻譯的「法律思維小學堂：法學方法論密集班」一書。 (Pupp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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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思考是否要接受語意固著命題。一旦，某些 living constitutionalists 接受了
語意固著命題，對他們而言，要思考的是「語意是透過何種判准來固著的」。

因此， 後，以「語意如何固著的判斷標準」區分出不同類型的原意主義者，

例如原始意圖原意主義（original intent originalism; OIO）、原始公共意義原意
主義（original public meaning originalism; OPM），與原始解釋方法原意主義
（orignal method originalism; OMO）三種。因此，語意固著命題所開啟的是邏
輯上的可能，讓反對原意主義的陣營檢視自身是否堅持語意固著命題。 

4.1.2. 原意主義的中立化傾向  

即便我們認為語意固著命題為原本反對原意主義的憲法解釋理論開啟了

一個概念上空間，但是，這個命題本身無法針對，憲法案件中的規範性論證如

何開展提出任何說明。原意主義者認為，憲法文本的語意內容是憲政行動者認

識憲法規範的一個根本起點，但當憲法文本本身具有技術性用語、語意不清楚

或是適用範圍有疑慮時，這個時候憲法文本本身的語意內容不足以提供憲政行

動（特別是法官）在判斷上充分的內容。此時，便需要透過憲法釋義學

（constitutional doctrine）或是其他解釋方式建構出足以達成充分裁判的法律內
容（legal content）。後面這個階段，原意主義者稱之為憲法建構（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28。因此，當代原意主義者（絕多數）不會否認憲法案件的裁判

之中有許多價值判斷、規範目的之探詢、結果考量以及當代對於基本憲法觀念

的價值取向的解釋。但是他們將這個部分的行為稱之為憲法建構，不屬於「語

意固著命題」的守備範圍。 

因此，原意主義方法論的中立化 關鍵的一個發展就是，透過「解釋與

建構之區分」以及「拘束原則」的討論，讓憲法解釋中的價值論證與歧見歸屬

在「憲法建構」的空間之內。也因此，這兩個發展開啟了原意主義的內含性

（inclusiveness），讓自由派的憲法學者可以一方面接受語意固著命題，另一方
面發展自身的規範性憲法理論（constitutional doctrine）。在這其中 著名的就

是耶魯憲法學者 Jack Balkin，他稱自身的理論為 living originalism。 (Balkin, 
2011) 從原意主義的內含性來看，這大概是 關鍵的一個發展，因為它表現出原

意主義有可能與某些自由派的價值觀念相容29。 

原意主義的解釋方法重新劃分了一般所認知的原意主義與活生生憲法對

立的地圖。真正的爭執焦點在於那些接受語意固著命題的憲法解釋是否也接受

了「拘束原則」，如果接受的話是哪一種拘束原則呢？這一個爭論才是原意主

                                                
28 這個憲法建構的觀念我們不應該與傳統法學方法論中的「法律續造」觀念相混淆。要進行更
細緻的比較，毋寧需要更多篇幅，在此先存而不論。 

29 在此，必須要說明的是，根據筆者與 Lawrence Solum對話的過程中，即使原意主義方法論理
論上可以容納非保守派的憲法學者，但是就目前的數量比而言，保守派仍然暫居多數。自由

派的原意主義者約是三到四個，包含了 Jack Balkin、Lawrence Solum以及 Kermit Roosevelt等
人。此外，Jack Balkin的理論也被原意主義者內部（與非原意主義者）所批評。然而，無法
否定的是，Jack Balkin的確建構出擁抱「語意固著命題」與「拘束原則」的憲政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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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者與 living originalism的核心爭議焦點。也因此 Lawrence Solum必須要長文
討論拘束原則的內容以及可能版本。原意主義在拘束原則的脈絡下，不再與

living originalism對立起來。相反地，living constitutionalism可能是一種溫和版
的原意主義。原意主義所對立起來的是非原意主義（non-originalism），而這個
非原意主義陣營是透過「拒絕語意固著命題」而團結起來的！ 

而所謂的非原意主義者在這個脈絡下概念上可以區分兩種類型：（1）、
拒絕語意固著命題。（2）、接受語意固著命題，但是拒絕語意對於憲法釋義學
有任何的拘束力30。在這樣的區分下，我們有了一個憲法解釋理論的分類表： 

表  2：憲法解釋理論分類表  

 
原意主義 
（ 大化） 

原意主義 
（增強版） 

原意主義 
（溫和版） 

活生生憲法 非原意主義 

語意固著命題 接受 接受 接受 可能接受 ? 
拘束即同一 接受  

   
拘束即延伸  接受 
拘束即一致   接受 ? ? 

圖表：作者繪製 

從語意固著命題與拘束原則作為分類標準來看，可以見到在原意主義

（溫和版）中與活生生憲法兩個陣營中有交流的可能，即便這個虛線仍舊厚實，

但是兩者的對話可以從是否接受語意固著命題開始，進入到對於拘束原則的拘

束程度的討論。而非原意主義與活生生憲法原本沒有實心的畫線，但是在原義

主義的方法論下兩者逐漸可以區分開來，即使這條虛線可能在未來會消失。 

4.1.3. 原意主義方法論的可能蘊含  

除了從原意主義方法論之建構審視美國憲法解釋理論的地圖之外，我認

為這場以語言哲學為基底的解釋理論之運動還有幾個很重要的蘊含，在此我僅

勾勒出幾個未來進一步發展的觀點。 

第一、既然語意固著命題是原意主義的共同特色，那麼可想而知的是，

憲法解釋的語義學理論將會逐漸發展。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憲法解釋做一種

例外主義或許不是一個很精確的說法，甚至需要修正。因為我們可以更進一步

詢問其他國家的憲法解釋方法中是否具有類似美國原意主義中的語意固著命題

的主張，或是拘束原則的討論，進而從比較憲法的觀點進一步研究比較憲法解

釋方法的理論框架。換言之，即是從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到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30 目前比較多的非原意主義者是第二個立場，Lawrence Solum整理出了幾個此類憲法解釋的立
場，例如憲法多元主義（認為憲法論證是一個多元且複合論證模式，沒有那一個論證模式優

先於另外一個）、建構性詮釋（主要是 Ronald Dworkin所提出的理論）、普通法憲政主義
（認為憲法之內容應該是由普通法的過程所決定的）、人民憲政主義、反憲政主義等等。 
(Solum, 2017b :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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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論是原始意圖（OIO）、原始公共意義（OPM）或是原始方法
原意主義（OMO）皆會處理到憲政歷史的問題，因為它們皆必須處理到，「憲
法文本在制定當時的語意內容是什麼」這個問題。這讓原意主義的研究方式觸

及到了法律史的部分。筆者目前尚無法具體描繪出美國脈絡下的原意主義與憲

政法律史的交互關係會如何發展。我在猜想，如果原意主義的方法普遍被接受，

那麼很可能會出現更深刻的憲法學科內的對話與交流：憲法解釋理論與憲政法

律史的研究方法之間的交流。然而，這一點筆者也在密切觀望之中。因為這也

涉及到了不同學門間研究對象之確定與差異之問題。 

第三、原意主義的方法論發展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新的方法論上的議題。

我們或許可以重新檢視傳統法學方法論中的法律解釋中的文義解釋與立法者解

釋的問題。文義解釋或許不僅僅只是看著字典上的意義做解釋，字典上的意義

是文字語意的重要來源，但是仍可使用其他方式確定其語意，例如此一字詞在

當時如何被使用等等。至於許多原意主義者拋棄了原始意圖的解釋標準值得我

們思考，立法者意圖（legislative intent）是否是一個適格的解釋方法（或解釋
要素），除了立法者意圖的累積性問題之外 (Greenawalt, 1999)，還有解釋者經
過時間因素是否能具有與當時立法者擁有的共同背景知識的問題。更甚至，我

們可以檢討立法者意圖是否為一個具有「內在正當性」的解釋要素？ 

對於原始意圖原意主義的檢討，讓我們將目光放在「意圖」在憲法解釋

下的意義與局限性，這個脈絡也可以進一步與行動哲學相結合，探討集體行動

的意圖如何可能，且具備一致性與融貫性。我認為，這是原意主義在解釋方法

上帶給我們的珍貴啟發，即便我們不認同原意主義的觀點，但是原意主義對於

意圖的檢討讓我們有機會運用其他基礎知識學門在法學方法論的脈絡下思考我

們慣常使用的法律概念或是解釋方法。 

4.2. 對於語意固著命題之檢討  

4.2.1. Ronald Dworkin的語意學之刺的批評  

或許，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思考，語意固著命題是否真的沒有問題？當代

原意主義的方法論認為憲法文本的語意是憲法文本的基本要素，因此探詢語意

成為憲法解釋的第一步重要工作。然而，憲法的規範文句有許多類型，例如有

涉及價值的觀念（例如各式基本權利或是實質原則等等）以及技術性概念，或

非在制定當時一般人會使用的概念（例如美國憲法中的參議院與眾議院、中華

民國憲法本文中的「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代表名額」等概念），並不是每

一種概念都具有公開的語義內容，甚至是語詞的使用上雖然一致，但是概念之

實質內容卻是很可能是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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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法律帝國（Law’s Empire）一書中
所提出的語義學之刺（the semantic sting）的批判值得我們加以思考31。德沃金

指出，如果認為唯有討論雙方要接受與遵從相同的語言使用規則，才能有意義

地討論某些法律命題是否為真時。我們便是「語義學之刺」的受害者。因為我

們認為有意義地討論必須建立在大家共同接受某些語言規則的前提之上。 
(Dworkin, 1986: 45) 德沃金的理論雖然主要是批判法實證主義，但他所抨擊的語
義學理論觀點是一個值得反思的起點。本文在此的目的是，以德沃金所提的反

對意見思考原意主義的語意固著命題是否真的沒有問題。  

 要理解語義學之刺必須先從德沃金對於法律的語義學理論界定開始談起。
他認為，某種對於法律認識的觀點認為，「法律僅取決在顯明的歷史事實。」

（law depends only on matters of plain historical fact） (Dworkin, 1986: 31)，這種
觀點認為，關於法律有意義的爭論僅是一種經驗性爭論（empirical disagreement）
而已，是一種關於過去的法律制度已經做了什麼的爭執。簡單來說，就是透過

對於過去的歷史事件的探詢可以決定了法律的內容。用更白話的語言來說，法

的語義學理論學者會認為，如果關於法律的論辯要有意義，那麼就是論辯的雙

方要共享著對於某個概念的語言規則，而正是對於法律概念的語意學內容的理

解讓論辯的雙方可以有意義的爭執，不然就是牛頭不對馬嘴。 (Dworkin, 1986: 
32) 然而，對德沃金而言，不僅是法實證主義是語義學理論的一種，即便是自然
法論者或是法唯實論者也可能是語義學理論的一種32。 (Dworkin, 1986: 35-37) 

德沃金提出何種想法解消語義學之刺呢？他使用禮儀（courtesy）作為例
子。想像在某個社群之中，社群成員遵守著一些規則，這些規則他們稱之為

「禮儀規則」，其中一個規則要求農民必須向貴族脫帽。一開始沒有人質疑這

些規則，但是當時間經過之後，每個人發展出對於禮儀規則的複雜詮釋性態度

（a complex “interpre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rules of courtesy）。此類態度有兩種
要素：第一、認為禮儀的實踐本身具有價值，具有「本旨」（point），它可用
來服務某些目的或是價值。第二、禮儀所要求的這些行為會與禮儀的本旨有著

敏銳的關係。一旦人們產生這種詮釋性態度，那麼人們會開始試圖將「意義」

（meaning）賦予在禮儀這套制度之上。 (Dworkin, 1986: 46-47)  

藉由著「詮釋性態度」的兩個要素，德沃金說，禮儀規則不若遊戲或是

競賽規則，可以這麼明顯出區分「實然」與「應然」，我們可以藉由著遊戲規

則的本旨去爭論規則「應該」如何改變，同時對規則「是」什麼有一個共識。

                                                
31 在此必須先說明的是，德沃金在法律帝國一書之後，仍有許多更深入的思想觀念出現，因此
作者在此無意將法律帝國視為德沃金對於語義學理論之批判的定論。對於德沃金晚期的理論

研究中文文獻已有相當的討論，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 顏厥安，2008：163-200。顏厥安的討
論中，我認為非常重要的一個章節是「伍、規範功能詞與指涉結構之失敗-徹底化之二」，特
別是其中的「四、語意/語用指涉的結構性失敗」一節。 

32 我個人對於德沃金的這種歸類有所懷疑，然而對於將自然法論或是法唯實論放進法的語義學
理論中的批判，不是此處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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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社群成員對於禮儀規則發展出詮釋性態度後，社群成員自己涉入其中

的實踐行動，那麼「對於禮儀規則為什麼會存在」以及「適當地理解禮儀規則

要求什麼」已經是不可分了，因此，「價值與內容糾纏在一起了。」 (Dworkin, 
1986: 48) 

從德沃金的理論對於憲法解釋的語義學理論可能的批判是：區分解釋與

建構在嚴格意義上是不可能，因為如果憲法規則（如同禮儀規則一般）具有某

些本旨（some points），憲法行動者會逐漸發展出「詮釋性態度」去理解憲法
規則與實踐是否與憲法之本旨相吻合。從德沃金的角度來看，原意主提到的語

意固著命題是有問題的，因為確定語意之行為（解釋行為）不會是一個價值中

立的行為。因此，若確定語意之行為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行為，那麼嚴格區分

解釋與建構之原意主義方法也是徒勞無功的。 

當代原意主義如何回應德沃金的批判呢？Lawrence Solum 認為，德沃金
並未真正取消掉語義內容，因為其所提及的意義（meaning）並不是指語意上的
意義（linguistic meaning），而是指目的上意義（teleological meaning）。因此，
德沃金的建構性詮釋理論並沒有取消了原意主義的解釋與建構區分，而是預設

了語義學理論的存在，因為若無語義學理論的預設，我們無法辨識出來作為建

構性詮釋對象的法律所談論的內容是什麼。換言之，如果沒有語義來支撐，我

們無法辨識出在諸多禮儀規則中需要被解釋的對象。 

原意主義者不否認，在憲法文本中的確是有「意義不明」（ambugity）
以及「適用範圍模糊」（vagueness）的情況出現，但是這無法否證了語義的重
要性，相反地如果沒有語意認知的可能性存在，我們無法說明概念的意義不明

與適用範圍模糊是什麼意思。因此，原意主義的回應如此解釋德沃金的批判：

德沃金的批判並未針對語意固著命題，而是針對拘束原則，換言之，德沃金認

為認為憲法文本的語意容對於憲法行動者僅具有一個指導性方針（或是很弱貢

獻），而沒有拘束力的產生。 (Solum, 2008: 83-84)   

4.2.2. 基進立場：憲法解釋的政治與道德蘊含？   

我認為，從語意的功能去檢討原意主義是一個錯誤的方向，因為語意的

確是我們進行社會溝通的一個重要基本元素。不論是對話溝通或是非對話溝通、

或是以說話者意圖為判準的溝通方式或是以文本意義為主的溝通方式，語意佔

有很重要的地位。然而，語意在社會溝通的關鍵地位不意味著我們僅能將目光

放在拘束原則的討論之上。因為，在溝通上我們發現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我

們可以針對相同語詞或概念有相異之理解，因此在憲法文本中所展現的概念如

「平等」、「言論自由」與「宗教自由」等等，雖然法律人都在使用，但是法

律人對於其概念內涵卻沒有一致的看法。即使欠缺一致的看法，我們也可以同

意這裡面有一個合理爭議的空間（reasonable disagreement），這個合理爭議空
間 Andrei Marmor 稱之為概念容忍（conceptual tolerance）。 (Marmor, 2013: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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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要問的是這種「概念容忍」是否是憲法解釋的常態？換言之，

憲法解釋的語義學理論是否有辦法處理相同概念下的合理爭論空間呢？換言之，

要處理原意主義的語意固著命題不是著重在語意的功能，而是著重在憲法解釋

本身的特性是語意固著命題所無法處理的。 

Andrei Marmor 的研究在此值得我們關注，因為他更明確地提到基進看法，
他認為將憲法解釋當成是語意學的考量等觀點，皆未注意到憲法解釋的爭論是

政治道德的性質，其所關注的焦點是憲政體制的合理性基礎。Andrei Marmor指
出： 

“Thus, the real debate here i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conversation that our constitutional regime establishes, which 
depends on our views about the rationale of constitutionalism: 
what constitutions are for and what makes them legitimate.” 
(Marmor, 2013: 595) 

Marmor 指出兩點說明為何憲法解釋的語義學理論是有問題的。第一、憲
法運用了非常多的評價性概念（evaluative concepts），這些評價性概念所具有
的內涵不僅是本質上具有爭論性（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這些評價性
概念也是具有典型「超級多義性」（typically superpolysemous）。 (Marmor, 
2013: 592)  由於這種評價性概念具有非常多的語義內容（semantic contents），
它的意義也往往必須依照脈絡敏感來決定。然而，憲法是一種非常薄的脈絡敏

感性文件！ (Marmor, 2013: 592) 當制憲完成之後，經過時間以及世代交替，往
往要知悉憲法對話的脈絡是非常困難的，也因此讓評價性概念的內容出現許多

爭執。Marmor 雖然正確地指出憲法對話脈絡的淺薄，但是這仍不夠，因為我們
仍可設想憲法解釋的語義學理論之一席地位。 

Marmor 真正的核心批判在於憲政對話的性質就是一種道德辯論，他認為
憲法的本質就是一種對於未來預先允諾的機制（Constitutions are, by their very 
nature, precommitment devices.）。 (Marmor, 2013: 593)  美國憲法是剛性憲法
（”rigid” Constitution），因為當制憲完成且批准時，整個法律體系預先地將自
身與政府組織的原則或是實質價值原則綁在一起，然後設定了一套（與一般立

法程序相較之下）難以實踐的修憲程序。從這個角度來看，憲政主義的正當性

問題就是，這套「預先允諾機制」正當性的問題！ (Marmor, 2013: 593)  這個觀
點讓憲法的世代間權威性（ this intergenerational authority）成為有疑慮33。

Marmor 要指出的不是一個新的哲學觀點（相反地透過德沃金此類批判已是廣為
人知的）。 

他透過憲法對話的性質想要指出的是，以語意學考量出發的憲法解釋理

論是一個錯誤的方向，因為這意味著我們可以藉由著憲法解釋的語意學出發來

                                                
33 這就是死人之手的問題。關於死人之手（或是憲法規範性）的詳細研究，請參考， 蘇彥圖，

2017：13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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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不同的憲政價值觀（對於憲法正當性以及對於憲法為何存在）。因此，從

中立出發到價值辯論（從解釋到建構、從語意固著到拘束原則）。然而，這種

想法是錯誤的！憲法解釋的語義學理論無法作為一個中立的出發點，然後延伸

到所謂建構領域（the Construction Zone）。相反地關於憲政體制的政治與道德
觀點是用來告訴我們憲法文本的屬性、言語行動的性質以及憲政對話的脈絡是

什麼的要素！ (Marmor, 2013: 594-595)  

因此，如果你傾向認為世代間的預先允諾是有正當性的，那麼你就會傾

向認為憲法文本就是一種日常對話的言語行動文本，憲法解釋之目的就是制憲

當時的原始意義。反之，如果你認為世代間的預先允諾是有疑慮的，那麼你就

不傾向將憲法視為一種立法所產生言語行動。 (Marmor, 2013: 595) 你會更偏向
憲法是一種當代人與憲政價值的對話。 

Andrei Marmor的想法告訴我們原意主義的語意固著命題之中立性是有問
題的，因為不是從中立性出發開展出規範性論證或是論辯，恰恰是因為我們對

於憲法對話的性質的界定讓我們決定（或傾向）憲法解釋的出發點。他的觀點

反轉了新原意主義對於憲法解釋方法論的行進方向（從解釋行為的語意確定邁

向規範理論的建構）。這個基進翻轉了原意主義的論證方向，而是否成功仍有

待持續觀察。 

5. 代結論：一場仍在發展的方法論爭辯  
這一篇文章從美國憲法解釋方法論的原意主義一端出發，梳裡出在過去

20 多年內原意主義者在解釋方法的核心主張，說明語意固著命題與拘束原則的
意義。它的目的不在於去證立或是提倡原意主義的解釋方法，也不在於將其解

釋方法應用在具體案例之中。它的目的毋寧是透過對於核心命題的分析與檢視，

思考原意主義到底是什麼。 

美國法學一般被誤解的是欠缺法學方法論之研究。實則不然，方法論研

究在美國時間的確不長，美國學者也可能欠缺一般法學方法論的研究旨趣，但

是他們對於法律推理的性質、意義與可能貢獻具有相當程度的討論。此外，在

過去 20 多年間也將基礎哲學知識應用在法律解釋方法之中，例如由 Andrei 
Marmor所編輯的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in the Law一書便是
一本語言哲學在法律解釋上的重要論文集。從一般方法論到更具體的憲法解釋

方法論，我們不應該忽視了原意主義所帶起來的這一場語言哲學在憲法解釋的

適用。理由如下：第一、原意主義者們的確逐漸發展出可以適用的方法，即使

對於方法之基礎仍有所爭執。第二、從過去的實踐來看，原意主義作為標籤不

僅會在司法實務界持續出現，也會在學術持續產生影響力。第三、在我看來

值得注意的是，原意主義也在發展自身的憲政概念觀，對於憲法是什麼？憲法

基本要素以及觀念之證立基礎是什麼等問題持續探討。 我認為 Jack Balkin 的
Living Originalism 一書做了一個很清晰的例示，Balkin 將自身的原意主義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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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框架性原意主義（Framework Originalism），認為憲法是一種初擬協議，設
定治理框架，而且必須要透過憲法建構的方式在時間發展下逐漸填補具體內容，

他也運用了法理學上的法概念區分檢討憲法解釋的問題。 (Balkin, 2011: 42-44, 
349 n. 12, ) 這一股持續理論化以及加深規範性理論的企圖不應該被忽視。 

 從本文的簡短介紹可以見到美國憲法學界的方法論爭辯方興未艾，這種
深度的討論不僅可以刺激雙方（原意主義跟非原意主義）的矛跟盾，更可以見

到法學與其他基礎知識學門的運用與融合。對於法學方法論的持續討論可以協

助我們理解這一場持續發展的辯論！ 

此外，另一值得關注的議題是原意主義與法治（the rule of law）的關係，
法治是一個高度價值乘載的概念，或者是一群價值的核心表述。筆者隱約發現

到原意主義似乎抱持一種較為形式的法治觀，特別重視文本權威性，此外也對

於權利肯認抱持較為懷疑的態度。如何仔細檢視原意主義的法治觀會是一個重

要的思索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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