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nei Baruch
国际卡巴拉教育和研究中心卡巴拉智慧



宗旨
Bnei Baruch是最大的卡巴拉

学家的团队，它与整个世界共

同分享卡巴拉智慧。超过36种

语言的学习材料是基于世代相

传的真正的卡巴拉文本。

信息

我们正生活在经受考验的时期中，面临着我
们个人、环境和社会生存的每个层次的危
机。这些危机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无法感觉到
我们自身之间、我们和自然之间的关联。卡巴
拉科学提供了一个方法，使人类能够解决这
世界上的弊病并超越它们。
Bnei Baruch通过教育和大量推广介绍了真
正的卡巴拉智慧，为世界提供了一条追随卡
巴拉的途径。

Bnei Baruch是全球成千上万学员组成的进
行多种传播活动的一种机构。每个学员根据
自己的个人条件和能力选择自己的途径和强
度。近年来，这个机构发展了从事自愿教育
项目的活动，在当代语言中体现真正的卡巴
拉资源。Bnei Baruch传播的信息是团结人
民、团结民族以及人类的爱。
隐藏了数千年的卡巴拉智慧，现在正在浮现
出来。它一直在等待一个我们充分发展并准
备好执行其信息的时候。今天，它正在成为
一个可以团结各民族及民族之中的不同派
系的一个信息和解决方案，并把我们所有人
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带到一个更和谐的状
态。

卡巴拉课程

正如卡巴拉学家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所做
的，也正如Bnei Baruch的活动的重点，迈克
尔•莱特曼博士每天凌晨3点10分至6点（北京
时间是上午3点10分至6点）在以色列的国际
卡巴拉研究中心讲课。这些课程同时被翻译
成七种语言：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德语、
意大利语、法语和土耳其语。在不久的未来，
直播将被翻译成希腊语、波兰语及葡萄牙
语。正如Bnei Baruch所有的活动一样，提供
给全球数千名学生的直播是免费的。

经费

国际卡巴拉研究中心是一个教授和分享卡
巴拉智慧的非赢利机构。为了保持其独立性
和意图的纯洁性，国际卡巴拉中心不受任
何政府或政治实体的支持、资助，同它们没
有关系。由于其大部分活动是免费提供的，
团队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学生在自愿的
基础上奉献的“什一税”。其他的收入来源
是以成本价出售的迈克尔•莱特曼博士的书
籍和捐款。



历史和起源
迈克尔•莱特曼博士，是本体论和知识理论
的教授，拥有哲学和卡巴拉的博士学位和
医学硕士生物控制论硕士学位，在他的老
师——巴鲁克•阿斯拉格（Baruch Shalom 
HaLevi Ashlag，也被称为Rabash）去世后
的1991年创立了Bnei Baruch卡巴拉学家的
团队（即Baruch的儿子）。迈克尔•莱特曼是
巴鲁克•阿斯拉格的首席徒弟、个人助理，并
被公认为Rabash的传授方法的继承者。
Rabash是20世纪最伟大的卡巴拉学家——
耶胡达•阿斯拉格（Yehuda Leib HaLe-
vi Ashlag）的长子和继承者。耶胡达•阿
斯拉格是《光辉之书》最权威和全面的注
释——Sulam的注释（阶梯的注释）的作
者，他是第一个揭示精神上升的完整方法
的卡巴拉学家。这也是耶胡达•阿斯拉格的
称谓——Baal Sulam（阶梯的主人）的来
历。Bnei Baruch国际卡巴拉研究中心的整
个学习方法基于这些最伟大的精神导师铺
设的途径之上。

学习方法

Bnei Baruch每天传授并应用着Baal Sulam
和他的儿子Rabash发展出来的独特的学习方
法。这方法依据真正的卡巴拉资源，比《如
光辉之书》（西蒙•巴•约海 （Shimon Bar-
Yochai）所著）、Ari的著作《生命之树》，以
及Baal Sulam所著的书——《十个Sefirot
的教育》、《对〈光辉之书〉的Sulam注释》。
研读依赖真正的卡巴拉资源，并采用简单和
现代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发展方式使Bnei 
Baruch受到整个以色列的尊重并成为国际
公认的教育机构。通过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和
个人经历的结合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并回报
给他们对其生存现实的一个新的感知。学习
方法用情感的工具装备那些走在精神之路
上的学生，使他们能够研究自身和他们周围
的现实。



迈克尔•莱特曼在俄罗斯科学院的莫斯科哲
学研究所获得了哲学和卡巴拉的博士学位，
在圣彼得堡国立理工大学获得了医学控制
论硕士学位。除了参与科学，迈克尔•莱特曼
博士在过去30年中广泛从事卡巴拉研究。他
已经出版了30多本书，这些书被翻译成超过
14种语言，他也著作了数百篇卡巴拉文章，
以及超过一万小时的视频和音频卡巴拉课
程。
迈克尔•莱特曼博士对卡巴拉领域广泛的贡
献，使他接受到俄罗斯联邦跨学科的最高
学术认证委员会授予的本体论和知识理论
的教授称号。此外，迈克尔•莱特曼博士和杰
出的科学家合作，对现代科学和卡巴拉进行
了独特的研究。2005年，他与俄罗斯科学院

的洲立人类科学大学的国立莫斯科罗蒙诺
索夫大学的Vadim Rozin教授合著了这个主
题的一本书籍。
迈克尔•莱特曼博士经常在世界各地进行主
题关于真正的卡巴拉的演讲。这些包括（及
其他）世界智慧理事会和布达佩斯俱乐部
的会议。只在去年一年中，他就在美国、加
拿大、欧洲、俄罗斯、中美洲和拉丁美洲进
行过演讲。
迈克尔•莱特曼博士30多年对卡巴拉科学的
广泛研究得到著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认
同。迈克尔•莱特曼博士和科学家合作描绘
量子物理学和卡巴拉之间的关联。迈克尔•
莱特曼博士最引人注目的是同普林斯顿大
学和尼斯大学的精神科医生和理论物理学

家Jeffrey Satinover博士
（因其在流行的记录式剧情
片“我们到底知道什么”中的
角色而闻名）的合作。此合作
的成果是一本名为“卡巴拉、
科学和生命的意义”的书。他
还与布达佩斯俱乐部主席著
名哲学家Ervin Laszlo教授
在公开会议、书籍和学术期
刊方面进行合作，包括客串
编辑月刊“世界的未来：普遍
进化杂志”。这个在全球生态
和社会危机问题上的合作激
励了莱特曼博士著作了新书“
从混乱到和谐：根据卡巴拉
智慧解决全球危机”。

莱特曼博士持续公开发言、写
书及文章，把自己的人生奉献
给向人类传播卡巴拉智慧的
事业中。

迈克尔•莱特曼博士



ARI在线
卡巴拉教育中心

arionline.info
为了响应世界各地讲英语的学生的
巨大需求，Bnei Baruch运用其在远
程教学和网络电视上的丰富经验，创
建了ARI（Ashlag研究中心）卡巴拉在
线教育中心。卡巴拉在线教育中心在
其运行的第一年为三千多名学员提供
了卡巴拉智慧有意义的和全面的实
践。

该部门为初学者和中级学生提供实
时现场互动指导课程，以培养认真
的学生参加Bnei Baruch更深入地
学习。完成入门课程的学员的保持率
超过了70%，这印证了卡巴拉在线教
育中心的成功。除了提供在线教育服
务，ARI在线还提供了拥有大量的文
章和视频的图书馆。



报纸
1940年，卡巴拉学家Baal Sulam出版了他的
第一份结果证实也是最后一份的卡巴拉报刊
《民族》（《Ha Uma》）。其目的是用现代的
风格和语言来介绍古老的卡巴拉智慧。英国
托管地当局禁闭了该报刊。今日卡巴拉继承
了《民族》的精神。它的各部分为读者提供
了用不同的风格和方法表现的多种内容，同
时保证了这些材料忠于真正的卡巴拉文本
比如《光辉之书》。今日卡巴拉由Bnei Ba-
ruch在世界各地免费发行，有4种语言发行
量超过100万份，还有成千上万的读者通过
在线免费下载阅览该报刊。

《今日卡巴拉》报刊

《今日卡巴拉》目前在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免费发
放。它用简单、易于理解的风格
传达了真正的卡巴拉智慧。该报刊
目前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费
城、康涅狄格、旧金山、哥伦布、凤凰城、达
拉斯、多伦多（加拿大）、伦敦（英国）和悉
尼（澳大利亚）发放。

以色列的《卡巴拉为民族》的报刊

自2006年10月成立以来，《卡巴拉为民族》
报刊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以色列社会。目前
每月发放50万份。出现在《卡巴拉为民族》
报刊上的第一篇文章被所有以色列主流报
刊，包《括耶路撒冷邮报》和《国土报》转
载。同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卡巴
拉为民族》作为一个插页在最流行的希伯
莱语报刊——新消息报中发布。

《新人类》（俄语报刊）

Bnei Baruch出版了俄文报刊，在莫斯科、圣
彼得堡和其他俄罗斯及前苏联主要城市分
发。目前，每期报刊发行超过25万份。

《卡巴拉之声》（西班牙语报刊）

随着拉丁美洲的人们对精神领域追
求的增长，产生了一种西班牙语报

刊——适合讲西班牙语的人们的特
殊精神刊物的需求。《卡巴拉之

声》目前正在拉美国家包括
墨西哥、秘鲁、哥伦

比亚、智利、厄
瓜多尔，以及
西班牙推出

并发行。



Kab.tv
自1999年以来，Bnei Baruch成为提供网络电
视和远程教育的领先者。卡巴拉电视（www.
kab.tv/eng）自推出以来，一直是学员或者对
卡巴拉好奇的人的唯一的卡巴拉虚拟学习
环境。 Kab.tv目前至少提供3个小时的真正
的卡巴拉课程的现场直播，并被同步翻译成
七种语言。
在讲课期间，世界各地的观众可以用这七种
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进行提问，并获得迈克尔•
莱特曼博士的实时回答。此外，Kab.tv提供了
大量精选的最新视频和电影。Kab.tv在线文
档为所有想要学习、钻研卡巴拉的人提供了
数千小时免费的课程、纪录片、短片和其他
可用的项目。

除了每日课程，以下是一些近期视频点播节
目的例子：

关于卡巴拉
课程、电视节目和电影的短片解释了卡巴拉
的基本概念。
谈话
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关于卡巴拉
和卡巴拉相关主题的电视节目和采访短
片。
电影
卡巴拉和卡巴拉相关主题的故事片。
整体意识
有关整体意识、科学和精神领域的全球论
坛的纪录片。
卡巴拉启示
15集的电视系列片
感知现实
短片通过回答人们最深层的提问，提供了令
人愉快的卡巴拉入门方式。



www.kab.info
www.KAB.Info是互联网上提供真正的卡巴拉智慧的最主要资源。它用36

种语言为每个月几百万名独立访问者提供了广博的真正的卡巴拉内容。超过

百分之七十的点击来自美国和加拿大。

该网站提供的内容包括：超过一万多个免费的卡巴拉视频课程，迈克尔•莱

特曼博士的全部著作，Baal Sulam和他的长子和继承者Rabash的所有翻译

的作品，可免费下载的几十本书籍，卡巴拉入门课程和教程，以及关于卡巴拉

的故事片和纪录片。

该网站还有对我们的附属网站的链接：

www.kab.tv

www.kabbalahblog.info

www.kabbalahmedia.info

www.arionline.info www.arifilms.tv
互联网互动电视台包括视
频点播、故事片、纪录片
和在线直播节目。

Bnei Baruch的卡巴拉官方博
客，刊登了最新的卡巴拉书籍、
文章、视频、音频剪辑、新闻、
故事片、Bnei Baruch网站更新
和内容补充。

互联网上最大的每日更新的卡
巴拉媒体文档，有一万多个视
频、音频和文本文件，包括迈克
尔•莱特曼博士每日讲的课程。

卡巴拉在线学习中心为讲
英语的学员提供在线、互
动的指导课程。

致力于制作卡巴拉故事片
和纪录片的独立电影制作
公司



书籍

该出版社成立于2001年，推出
了内容广泛的卡巴拉文献，
包括大量音频和视频资源。
莱特曼卡巴拉出版社在所有
五大洲的50多个国家发行
书籍。莱特曼卡巴拉出版社
和世界上其他一些最大的出
版社包括Penguin、Planeta 
Publishing、Ullstein、Sofia 
及Jewish Lights出版社合作
发行其出版物。迈克尔•莱特曼
博士秉承Baal Sulam的关键理
念，用一种清晰和最新的风格
来著写他的书籍。如今，这些书
籍成为读者和原始文本之间的
最关键的连接。所有迈克尔•莱
特曼博士的书籍都可以免费下
载，并可以在kabbalahbooks.
info上购买。 

莱特曼卡巴拉出版社，是国际卡巴拉研究中心的发行部门。莱特曼卡巴拉出版社以12种语
言在其不同类别下拥有80多个主题的出版物。该出版社主要致力于在迈克尔•莱特曼博士、 
BaalSulam和Rabash的工作成果上。莱特曼卡巴拉出版社在多伦多和纽约设有办事处，它致
力于带给读者有关卡巴拉智慧的精神传统的独特主题。



联系我们

Bnei Baruch 国际卡巴拉研究中心
邮政信箱：3228

Petah Tiqwa 49513
以色列

电子邮箱: chinese@kabbalah.info 
网址: www.kab.info/cn

www.laitma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