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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峄，这

一刻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的支撑……然而自然科学家们

从哲学在自然科学的成就本来可以看到：哲学具有某种

东西是他们即使在自己的领域中也不能及的。”哲学自

古就是一种理论的阐发与总结，如苏格拉底的伦理学，

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尼采的超人哲学等都是一种思想的

理念，从历史的进程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理念或

多或少推动着人类学乃至科学的发展。

从现在社会看，李礼然无疑是现今时代的一位哲学

家，他突破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事物/理

念的二元主客认识论，阐发出了自己全新的理念——

“「（我、你、他）」三位一体本体论”。

1992年，李礼然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系，此后

由于他对哲学及神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致力从事本

体哲学和哲学科学的研究。2000年和2009年，他又分别

荣获建道神学院(香港) 的基督教研究硕士学位和东南亚

神学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的神学硕士学位。

李礼然一直追寻着的兴趣，在生活的道路上通过个

人的实际才学不断超越自己。

2009年，他曾任全国科监委行业发展战略委员会学

部委委员、全国科监委科研行业副理事长。2011年3月

其又获得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大典编委会授予的“低碳

发展领军人物”荣誉称号。另外，其个人事迹更被邀编

入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等组织机

构联合成立的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大典编委会所出版的

《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大典  国家卷(第四卷)》之中。

2013年11月，李礼然个人又获得国务院国资委中国

商信委行业监督专业委员会的聘选，聘任其为中国商信

委行业监督专业委员会“科研顾问行业香港地区信用监

察长”

理念创新

通过长年的哲学研究，李礼然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理

念，即“「（我、你、他）」三位一体本体论”的科学

哲思。经过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事物/

理念的“二元主客认识论“，他认为其容易使人的认

知与实践发生偏执，乃至出现对立与局限。基于此观

理念铸就成功  实践创造奇迹                  
——记恩科研发暨顾问公司主席   李礼然

“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峄，这一刻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的支撑”，恩格斯的这句话阐明了思维意识与科学研究之间微

妙的联系，二者从创始之初便紧密相连。从另一个角度上讲，科学创新能力的高低与哲学素养的高度密切相关。翻开历史的

书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技创新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比如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在哲学乃至神学也非常具有建树。史

以明鉴，可谓我国现今哲学家的李礼然先生深知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通过深入研究基督学和神学，提出了 “「（我、

你、他）主体间性关系主体」三位一体本体论”，下称“「（我、你、他）」三位一体本体论”等系列个人科哲观点。并使

其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与公司机械首席研究员郭有祥先生共同研发出“偏传式离合器”等具有现代意义的创新技术，而且

获得了国家和美国的科学专利，使“中国创造”又向世界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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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认识，他提出了更切合实际的总体本体论，也即

“「（我、你、他）」三位一体本体论”。

在总体本体论中，一个主体的人称代名词是同时存

在着我（第一身）、你（第二身）、他（第三身）。以

三个主体之间的称号为例，一个主体的人，其自身存在

于一个三一主体间性的结构关系之中。这就是说人乃至

整个人类，在整全的个别存在中，有着（我、你、他）

三者的主体间性。当“我”与“你”在主体间性的交互

中，“他”则可以是客体存在的主体，或他者存在的主

体关系性之中。

因为个人的主体性在内在的结构中也具有外向主体

性，并且涉及到一般客体和他者主体（当个人是主体

时，他人也可以是主体）的存在，亦或是在我们与你们

之间，也存在着主体的他们或他者的存在。

从另一方面讲，在主体间性的总体存在中，某特定

的物种（或事物）的自身在总体本体论中的结构可以看

做是一个本者、是者与非者此三一的主体间性关系主

体，其结构模式为：

本者

／　  　＼

是者  ── 非者

从图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主体存在的物种

（或事物），其自身存在于三个主体之中。三个主体可

以分别称之为本者、是者和非者。本者，即某物种（或

事物）的整全本体主体；是者，即该物种（或事物）的

整全本体中的部分本体主体；非者，是该物种（或事

物）有别于“是者”的其余部分主体。

以人类为例，解读此理论模式：

全人类（本者）

／　  　＼

               （是者）张某 ── 张某之外的人（非者）

“「（我、你、他）」三位一体本体论”等科哲思

想是在李礼然先生在研究神学和基督学的过程中，突破

既定的思维定式，以当今社会的客观实际，提出个人的

哲学观点。庆幸的是，他不仅让自己的一系列科哲观点

被当今世人所接受与肯定，更将其一系列的科哲理论应

用于自然科学和人类学之中，使其理念或多或少推动着

人类学乃至科学的发展。

他的个人科哲论文——《“（我、你、他）主体间

性关系主体”三一论之本体哲学科学前设初探》，获邀

载入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的《科技创新引领跨越发展》大型科技文献之中。

这意味着他的“「（我、你、他）」三位一体本体论”

的哲学思想得到了世人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3年，他的创新科哲核心

论文也分别被载入其它的国家刊物之中。1月，他的

《“三一论”之本体哲学科学前沿探索者》入编由国务

院新闻办领导的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的《时

代先锋》系列专题报道中。4月，以《创新思维 促进社

会和谐建设》为题的科哲论文入编科技部主编的《海峡

科技与产业》杂志。6月，《科哲模式引导创新发展》

被编入知识产权局出版的《创新时代》 杂志之中；同

月，其另一篇论文《发展创新科学哲学，助力和谐社

会》获邀载入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主编，中国科学技

术出版社出版的《科技创新智库与国际合作》大型文献

中。

理念应用

“「（我、你、他）」三位一体本体论”的理论

创新不仅应用于人类的社会学科中，其也同样可以应

用在物理等科学领域中。以电力和机械转动为例，

“「（我、你、他）」三位一体本体论“的理论思想均

可以明细为此理论结构：

印尼神學研討會中1 最後排右二 15届科博会中国能源战略高层论坛頒獎台上 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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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本者)

／　　  ＼

(是者)正电流 ─── 负电流(非者)

（电力模式离合(本者)

／　　  ＼

(是者)全合 ─── 全离(非者)

（机械转动中的离合模式）

根据对“离合”状态的本体存在前设的推论，李礼

然提出了一个液态密封实体中是可以同时存在本者、是

者和非者三个主体，即液压缩扩张力、压缩力及扩张力

可以产生离合，全合及全离的功能。郭有祥以这一哲学

科学原理为基础，建构了机械与物理上的实质运作，最

终于2008年共同成功研发出“偏传式离合器”。

传统设计的离合器是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汽车机械传

动，离合器处于传动系的开端，是汽车传动系的重要组

成部份，也是汽车行驶过程中使用频繁的部件。这种摩

擦接合式的离合器，频繁磨擦和接合，所产生的热使得

离合器压盘以及飞轮等零件的温度升高，加剧了摩擦片

的磨损，从而降底了离合器的使用寿命。

“偏传式离合器”的新发明则是把壳体及转子与可

调校缸环之间均注满油，借着有双向功能叶片的转子与

可调校缸环不同的偏心距，形成了转子与可调校缸环

之间的液压油流通。在叶片左右不同程度的压缩与扩张

下，转子与可调校缸环产生差异的转速，从而形成不同

的离合状态。此外，液体伸缩及冷缩热胀而生的不同压

力的合成橡皮膜和缓冲油路装置，使壳体内部压力与大

气压力的差异缩少，有助于密封处理，增加了离合器的

使用寿命。

此外，为了解决活塞运动边所造成的动力损失问

题，依据“「（我、你、他）」三位一体本体论”的理

论科哲理念，一个机械运动中已同时存在直线及旋转曲

线运动，研发出了陀螺轮转式引擎。此引擎在结构上克

服了传统往复式引擎活塞需要在工作中频繁改变方向的

技术缺点，提高了引擎的转速和工作效率。

无级变速器也是在“「（我、你、他）」三位一体

本体论”的科哲理论上研发出的新型产品，一个变速的

运动中已包涵加速减速的选择。此无级变速器可应用

在自行车上，可以通过调校导线改变环轮与动轮的轴

距，使速度变化在大小上没有任何限制，并且速度的变

化范围大，可与动力输入同步进行。其结构简单、操控

灵活、宁静，并且磨损低、行驶平顺，还大大节省了燃

料，保持良好变速效果，优点可谓不一而足。

令人注意的是，「恩科」发明的“可用手驱动的自

行车”创新技术在2012年已经进入市场。并正申请中国专

科、台湾专利和临时国际专利。这款新发明自行车是让骑

车者同时可以运用双手来驱动自行车的前轮前进，从而突

破传统自行车单靠骑车者运用脚踏，促使后轮成驱动自行

车前进的唯一动力。其优势在于骑车者可以选择何种前进

方式——前轮、后轮或前轮及后轮；另外，在平路上只用

车把让自行车单靠前轮前进，可增加骑车者在骑车时使用

前车轮或后车轮前进的选择弹性。对比传统自行车，增加

的生产成本极少，所涉及的技术也不复杂。

偏传式离合器、陀螺轮转式引擎、无级变速器

均已获得中国和美国的国家专利。从这一点上说，

“「（我、你、他）」三位一体本体论”的新理念已真

正成为一种科哲思想，今后，其必会应用于科学乃至生

活的方方面面，为人类创造更多的科学产品，进入到平

常百姓的生活之中。

理念开创奇迹

1995年，李礼然等人成立了（香港）恩科研发暨顾

问公司，连同其创新技术：偏传式离合器、陀螺轮转式

引擎、无级变速器及可用手驱动的自行车等，致力建立

公司品牌，促成实质市场经济资产；并就有关科研、专

2009年北京科博会頒獎台上印尼神學研討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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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事务及推广提供顾问服务。

从2009年至今，「恩科」不断获得国家的嘉许。

2009年，北京科博会第三届中国自主创新评选委员

会颁赠其“自主创新科技企业”奖。

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经济信息部主办，

中国贸易报社出版的《世博科技》大型文献书中，「恩

科」被冠词为：“引领企业的创新‘先锋’、搭建世博的

创新‘桥梁’” 之“中国优秀自主创新科技企业”。

2 0 1 1 年 ， 第 八 届 中 国 科 学 家 论 坛 肯 定 其 为

“‘十一五’科技中国自主创新品牌”和“2011最具投

资价值科技企业”。

2012年，其获中国节能协会，第15届科博会中国能

源战略高层论坛组委会授予的第三届＂节能中国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

2013年，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国际节能环保协会及第六届世界环保大会组委会授予

的第三届国际碳金奖“中国绿效企业—成长潜力奖”。

“国际碳金奖”是一项在联合国和国际节能环保协

会等国际组织的指导下，由世界环保大会颁发的全球绿

色低碳发展领域的国际性奖励，被誉为“世界低碳环保

楷模勋章”。“国际碳金奖”的设立，以经济与环境和

谐、可持续发展为主题；旨在传播低碳理念，实践低碳

行动，全面提升企业及个人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进而

实现推动国际环保事业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积极目标。

「恩科」此次获得的国际碳金奖无疑说明了其已走

在科学前列，更令人骄傲的是，「恩科」所研发出的新

型产品是为人类谋福祉的科学产品，无论是“偏传式离

合器”，还是“陀螺轮转式引擎” 及“无级变速器”都

是一种低碳产品，其为环保事业，以及促进人类的发展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李礼然和他的「恩科」相信：企业会以“科学发展

观”的国家理念全方位落实到位，让祖国尽快由“中国

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祖国的自主创新科技，能在

公平公正公开地尊重知识产权下成功产业化，在国际上

成为一种典范；中国的自主研发指日定能造福全球，缔

造一个未来的绿色世界之想。

理 念 铸 就 成 功 ， 实 践 创 造 奇 迹 。 李 礼 然 的

“「（我、你、他）」三位一体本体论”及其科哲理念

为科学奠定着一种思想理念，也为我们的社会和人文注

入着新的活力与生命，「（我、你、他）」三位一体也

可谓是和谐理念的另一个阐释。自2010年起，在前全国

高科技创新品牌产业发展研究课题组领导的支持下，

李礼然开启了“融和关系的建立源于国民的思维:‘我/

们、你/们、他/们’关系主体间性三一论的生活实践之

可能”的课题研究。希望借此创新思维，让处于矛盾对

立中的人类实现转化，共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由哲学

理念“指引”科学创造，进而创福于民是哲学的最终目

的。

“三位一体本体论”的和谐理念是科学的哲学观点，

“我/我们、你/你们、他/他们”不仅是个体与个体，或

者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对话，更是整个人类和社会的一场

深刻研讨，和谐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彼此相容。在「恩科」

创始的奋斗历史中，也深受前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

事、前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先

生的精神引领。“马宾先生对国家的忠心及竭力贡献，令

国民深受感动。他甘于淡薄名利，忍受困境，竭力建设祖

国的舍己的赤子之心可鉴，他的言行作为支持祖国，深信

祖国会更美好的‘基柱’”，李礼然先生在创建「恩科」

时亦无不感念马宾先生的教诲与指导。

相信李礼然先生创建的「恩科」公司会带领中国的

自主民营企业走向另一个高峰。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中国市场学会、中国科技财富杂志社联

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经济高层论坛”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
与颁奖嘉宾汉斯(Hans Dencker Thulstu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

然科学官于第六届世界环保大会颁奖晚宴中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