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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助力教与学的创新
要要要访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主席 Eugene G. Kowch教授

郑兰琴 1袁 张 璇 1袁 曾海军 2

渊1.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袁 北京 100875曰

2. 北京师范大学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袁 北京 100875冤

[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渗透越来越深入遥 人工智能到底对教与学有何影响袁又如何助力教与学的创新

呢钥 本文访谈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主席 Eugene G. Kowch教授袁分享了他在人工智能助力教与学的创新尧大数据的分

享与应用尧利用技术促进大规模创新的独到观点遥Eugene G. Kowch教授认为袁人工智能技术将对现有的教学方法产生显著

的影响和冲击遥但是教师不会消失袁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设计袁特别是设计高质量的学习活动和优良的学习环境曰在人工

智能技术的支持下个性化学习越来越普遍遥 尽管搜集大数据很困难袁但是 Eugene G. Kowch教授认为袁基于小样本的数据

也可以生成有意义的理论袁并对教育领域大数据的分享和应用提出若干建议遥 最后袁Eugene G. Kowch教授认为袁要实现教

与学的大规模创新袁首先要培养并形成共同的兴趣袁然后构建并维护教师人际网络袁最后通过跨学科团队协作的方式促进

大规模的创新与变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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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人工智能对教与学的影响

渊一冤访谈者院尊敬的 Kowch教授袁您好浴有机会采

访您袁我感到十分荣幸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

展袁您认为作为一名教师应该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提高学习效果钥 教师的主要职责任是什么钥

Eugene G. Kowch 教授 院 人工智能 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袁AI冤主要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模拟人的思

维过程和智能行为袁 旨在探索人类智能活动的规律[1]遥

人工智能技术非常强大袁基于 AI开发的机器人可以与

人进行交流尧会话以及为学习者实时解答疑难问题等遥

研究表明袁参与式学习尧研究性学习以及发现式学习都

是 AI环境下的有效学习方式[2]遥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

教学法的整合袁可以促进学习者的深度学习遥研究也发

现袁仅仅通过技术本身难以提升学习效果袁还需要与恰

当的教学法有机结合才能提升学习效果[3]遥 我认为袁在

人工智能时代袁 教师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促进学生的学习遥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教

师袁需要不断学习尧查阅最新资料尧了解人工智能领域

的最新发展和挑战袁 知道哪些工具能够有效促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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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袁否则教师会对人工智能技术感到恐惧遥

在我看来袁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主要职责不再只

是为学生提供信息和学习资源袁对学生进行提问袁因为

学生可以自己从互联网上获取所需要的信息遥相反袁教

师的主要责任是教学设计袁 特别是设计优良的学习环

境袁把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到学习环境中袁并帮助学习者

设定学习目标袁从而利用 AI技术提升学习效果遥 优秀

的教师应该掌握如何在课堂中尧运动场尧校园里以及所

有学科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增强学习效果袁 当然也要

保证使用技术的安全性和趣味性遥

渊二冤访谈者院您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会对现有的教

学方法产生怎样的影响钥

Eugene G. Kowch教授院我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迅猛发展袁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已经不再是课堂教

学的主要方式了遥 教师应该更多地采用基于问题的学

习尧基于案例的学习尧协作学习尧探究性学习等方式袁通

过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提升学习效果遥 当智能机器人

进入课堂时袁学生可以与机器人共同协商解决问题袁机

器人也可以帮助学生快速找到答案遥因此袁在机器人的

帮助下袁学生能够超过预期学习目标袁并在学习中获得

乐趣遥 我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方

面对学习者有很大帮助袁 特别是偏远地区的远程学习

者袁他们缺乏教师的指导袁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发挥其辅

助教学的作用遥我最近看到一项报道袁研究者在老年人

的家中配置像宠物一样的小型机器人袁 这些智能机器

人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曰 儿童也可以把机器

人看作玩具熊袁这样儿童与机器人也相处得很好[4]遥 因

此袁如果教学中使用设计精良的机器人袁教师可以充分

利用智能机器人进行合理设计和管理袁 从而在教学中

发挥促进作用遥另外袁教师应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开展协作学习袁把不同班级尧不同学校尧世界各地的学

生联系在一起并组成学习共同体袁共同协商解决问题袁

这才是令人振奋的事情袁否则机器人就是教学机器遥

很多人猜想袁 如果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一定程

度袁教师会消失袁学校也会消失遥 我不赞同这种观点遥

智能机器人无法取代教师袁教师不会消失袁因为机器

人本身无法设计和组织教学袁最终要依靠教师的精心

设计遥 在教学过程中袁智能机器人可以根据学习者的

知识掌握程度尧个体差异情况以及偏好提供实时的反

馈[5]遥 智能机器人也可以作为助教袁帮助教师答疑解

惑尧与学习者进行交流会话袁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教

师减负[6]袁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教师节省时间以便精

心设计教学活动遥 然而袁我认为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技

术袁教师不会消失曰对于教师而言袁教学设计能力是最

重要的技能遥 作为教师袁应该知道如何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辅助教学袁将智能机器人视为教师的合作伙伴并

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其作用遥另外袁学校也不会消亡遥学

校是学生走向社会的第一个公共场所袁帮助学生掌握

如何与社会沟通的能力[7]遥

渊三冤访谈者院您认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

个性化学习钥

Eugene G. Kowch教授院我认为在设计学习环境时

整合人工智能技术袁实时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尧学习

路径和各种选择袁就能实现个性化学习遥如辅助教师回

答不同学习者的问题袁 引导学习者采用合适的学习步

调进行学习遥特别是在学习分析技术的支持下袁利用分

析引擎能够实时监控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并提供指

导袁从而助力学习者沿着自己设定好的路径解决问题尧

完成学习任务遥另外袁反馈在学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8]遥比如袁系统已经预设学习目标和结果袁当学习者没

有达到预设目标时袁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一方面为学习

者提供个性化反馈袁 另一方面帮助学习者重新选择学

习方式并解决问题遥因此袁根据学习者的需要和特征并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袁 能够为学习者推送恰当的学习资

源并提供实时反馈和鼓励袁从而提升学习效果[9]遥

同样袁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助力教师教学的个性

化遥比如袁当教师进行教学设计时袁如果能够为教师提

供同一教学主题的不同教学方案袁并比较大量方案的

优缺点袁然后根据教师的教学目标和风格并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提供合适的教学方案袁我想将会大大减轻教

师的工作负担并能实现个性化教学遥 因此袁要实现个

性化教学袁就必须使用技术手段来支持遥 然而研究发

现袁大多数教师仍然不能实现个性化教学袁仍然停留

在采用传统的讲授法[10]上遥

另外袁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渗透到不同的学科领

域袁比如地理学尧生物学甚至病理学等领域遥 例如袁在

六年级的地理教学中袁对于那些时间感和空间感不强

的学生来说袁理解太阳系的相关知识非常困难遥 教师

如果能够把人工智能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融入教学袁

就可以帮助学习者看到太阳系袁直观地感受季节交替

和行星旋转袁这种更直观尧更有趣的方式能够帮助学

习者系统掌握领域知识遥

渊四冤访谈者院中国教育部已经启动了在中小学开

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的计划遥您认为在人工智能课程

中可以设计哪些有意义的学习活动钥您能谈谈加拿大

人工智能课程的现状吗钥

Eugene G. Kowch教授院 我认为在中小学开设人

工智能相关课程袁这项计划非常有意义遥为了更好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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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这项计划袁我认为首先需要进行教师培训袁让教师了

解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知识袁 然后教师才能在课堂上

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教学遥 如果教师对人工

智能技术感到恐惧袁那么课程开设起来就会非常困难遥

我认为推广人工智能课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袁 它可以

侧面促进教师学习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和技术遥 可以

预想袁人工智能课程开设一段时间后袁教师和学生将会

习惯并希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袁 他们也会发现人工智

能技术对于促进教和学都非常有帮助遥 智能机器人不

会取代教师袁但是能够辅助教师教学并帮助学生学习遥

作为 AECT的主席袁 我有幸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教

师进行交流袁 并随时随地分享世界各地的研究遥 事实

上袁很多教师还不知道人工智能技术是什么袁也不清楚

人工智能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区别遥

我认为在人工智能课程中可以采用基于游戏的学

习方式尧 基于探究性学习的方式来帮助学习者理解人

工智能技术相关知识遥比如袁小学阶段采用游戏化编程

工具帮助小学生体验编程的乐趣遥 优秀的教师可以设

计有趣的游戏袁这些游戏中没有输家袁每个学习者在学

习知识的同时都能获得奖励遥然而袁目前还没有在教室

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教学袁 因为应用于教学的人

工智能技术还不够成熟袁而且相关教学经验也不够袁还

不能实现大规模推广遥 另外袁从设计的角度来讲袁大多

数教师仍然不知道如何设计有意义的学习活动袁 教师

试图在设计过程中加入 AI的设计袁 却不清楚 AI可以

完成哪些任务遥 因此袁我现在最担心的问题是袁教育工

作者不知道在教学中如何有效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遥

加拿大的中小学阶段还没有开设人工智能课程袁

我只见过 STEM课程尧计算思维课程尧简单编程类课

程等遥当然袁大学里的人工智能课程非常普遍袁计算机

系都会开设相关课程遥如果要开设人工智能课程并设

计有意义的学习活动袁首先需要用标准的教学设计理

论进行教学设计袁同时把远程学习者考虑在内遥其次袁

在制定课程标准的时候袁 不仅需要规定课程内容袁也

需要与预期学习目标和结果相匹配袁而且标准的制定

也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遥

渊五冤访谈者院无论是教学活动还是学习环境袁设

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遥您认为如何评估设计的质量

呢钥 如何优化学习环境和学习活动的设计质量呢?

Eugene G. Kowch教授院非常好的问题遥我认为评

价教学活动设计质量最好的办法是开展试点研究和

评估袁然后基于试点研究的结果改进设计袁最后再大

规模开展教学活动遥 在评估教学活动质量时袁我们需

要审查教学过程尧学生的学习结果袁比如学习成绩是

否达到了预期目标袁是否达到教师期望的结果曰如果

没有袁则需要反思原因袁找到问题所在袁才能改进设

计遥我的团队目前正在采用基于设计的研究范式开展

一项研究袁设计者可以实时干预遥 我认为一项好的设

计袁其循环迭代的时间不能太长袁这样设计者才能随

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袁然后开启下一轮迭代遥因此袁

优良的设计需要不断改进和优化才能达成袁而且进行

设计时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遥不管是方案尧模式袁还是

产品的设计袁 都需要不断地进行评估和重新设计袁设

计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11]遥

设计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袁而是非线性的遥 因

此袁在评估设计的质量时袁需要采取递归的方法袁先设

计然后去实施袁最后进行纵向评估袁根据评估结果改

进设计袁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遥 但通常教师根据

自己的经验设计教学活动袁 也不会进行二次评估袁也

不会持续改进设计方案遥 另外袁在教育技术领域存在

的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把一线教师和设计者分开袁把研

究者和实践者分开遥但是一个优良的设计方案仅仅靠

一线教师难以完成遥一线教师既要上课又要自己做教

学设计师袁工作量太大遥 一线教师常常对自己的设计

方案感到满意袁但结果往往令人感到失望袁自己对失

败的原因也不明确遥如果一线教师与专业的教学设计

师合作袁 则教学设计师能够帮助评估和改进教学方

案遥 我还建议开展形成性评价袁并且在教学过程中贯

穿形成性评价袁及时评价教师尧学习者袁然后发现问题

并进行持续改进遥 如今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袁

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教学活动进行实时分析和

评估袁从而帮助教师提升教学设计质量遥

学习环境的设计是一个系统层面的问题遥关于学

习环境的设计袁我们必须对运行结果保持透明袁让每

个处于这个学习环境的设计者尧学习者和教师了解情

况遥 在数据开放的前提下袁我们就会知道学习者是否

喜欢在这种学习环境下进行学习袁以及学习效率是否

会提高遥 为了更好地改进学习环境袁需要搜集大量数

据并进行分析袁发现学习环境存在的问题袁从而不断

优化学习环境遥 另外袁学习环境的设计不仅仅是设计

者一个人的事情袁还需要教师的参与尧学生的运用以

及开发团队的持续评估和改进遥

二尧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的共享与应用

渊一冤访谈者 : 大数据时代袁您认为如何在高等

教育和基础教育领域收集大数据呢钥 您能分享一些

例子吗钥

Eugene G. Kowch教授院要想发挥大数据的价值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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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经历三个重要阶段袁即数据收集尧数据分析尧数

据可视化和应用袁其中数据收集是第一个阶段[12]遥 我

们收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生数据时袁 首先

看看医疗系统是如何收集数据的袁 因为医疗系统收

集的数据要比教育系统多得多遥 在加拿大袁每个人的

医疗数据随着人员的流动而流动遥 如果一个人从一

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袁 他/她的医疗数据也会随之

流动袁 比如当地的医院和药店也会显示这个人的医

疗数据袁这样医生会根据病人的病史开具处方袁以避

免错误的诊断和治疗遥 而教育系统却不一样袁我们可

以在学校内部或者学区内部搜集数据袁 但是学校之

间和学区之间的数据却不能共享袁 仅仅有一部分数

据提交到政府部门遥 这样袁如果一个学生从一个学区

搬到另一个学区袁其个人数据并不能随之而流动遥 因

此袁 目前教育系统搜集的数据还不能实现地区间的

共享袁 而且很多教育工作者也不知道如何搜集和利

用大数据遥

为了在教育系统中实现数据的共享和应用袁首先

需要为每个人配备一个独特并且不能更改的标识符袁

不管走到哪里袁都可以通过该标识符找到与之相关联

的所有数据袁这样就可以实现数据的共享遥另外袁通过

该标识符搜集的大数据可以了解每个人从幼儿园尧小

学尧中学尧大学以及研究生整个教育生涯阶段的发展

状况袁从而实现学分互认和数据共享遥同时袁还需要为

数据打上元标签遥 元标签是关于数据的数据袁比如搜

索引擎可以用元标签作为索引关键词[13]遥 这个环节是

我们必须向前迈出的第一步遥 第二袁搜集数据前需要

思考如何搜集大数据尧搜集什么类型的大数据尧为哪

些数据制定元标签等袁然后再考虑数据如何整合遥 教

育领域目前搜集的很多数据零散袁 无法整合在一起袁

因此袁需要思考如何把数据系统地整合在一起遥例如袁

学生在图书馆查找资料时袁很容易迷失在很多无关的

数据中遥 因此袁需要有一个类似亚马逊建立的高级搜

索引擎来帮助学生快速找到需要的资料袁同时还能够

根据用户的偏好自动推荐相关资源遥 第三袁制定相关

的政策袁包括数据开放尧数据共享和隐私安全政策等遥

首先需要数据开放和共享的政策袁 如果数据是闭合

的袁则阻碍了数据的搜集尧分享尧挖掘袁也难以进行不

同系统数据的整合遥 其次袁大数据的隐私和安全政策

必不可少袁尤其欧美国家对于数据的隐私和安全高度

重视袁数据的搜集需要经过伦理道德委员会的审批方

可开始遥大数据的相关政策能够更好地保障数据的开

放和共享袁从而促进教育工作者基于大数据作出科学

的决策遥

渊二冤访谈者院如您所说袁搜集大数据是非常困难

的遥 您认为搜集和分析小样本数据是否有价值钥 如何

基于数据生成有意义的理论呢钥

Eugene G. Kowch教授院我认为一个好的概念框架

再加上好的研究方法袁 基于小样本数据生成有意义的

理论也是完全有可能的遥因此袁理论的产生主要取决于

研究的质量袁而不取决于数据集的大小遥其他研究者也

持有相同的观点袁即重要的不是搜集数据量的多少袁而

在于数据的质量[14]遥 要生成有意义的理论袁首先需要提

出有价值的问题袁然后创建一个概念框架来收集数据袁

再解释数据袁最后以一种公正的方式分享数据遥搜集大

数据确实很困难袁而且大数据访问也经常受到限制遥尤

其在北美地区袁很难获得大数据袁很多时候搜集的大数

据一点意义都没有遥因此袁研究者通常需要花费时间构

思理论框架袁然后再从大数据中检验理论假设袁这种方

法非常适合复杂的社会科学研究遥

关于建立的概念框架袁我们需要保证它在最初研

究的几个问题上是有效的遥一个好的方法就是确保能

搜集到有效的数据袁 而且能够用概念框架进行解释袁

从而生成理论遥 在教育研究中袁可以搜集小样本数据

来产生有意义的理论遥 当然袁有时候理论的产生不一

定基于数据袁但一定需要证据袁比如去探索其他学者

的研究数据遥在教育技术领域袁我们似乎做得太过了遥

以前袁我们搜集了大量的实证数据来生成理论袁然而

这些理论只在特定的学习领域对特定的学习者适用袁

所以我认为我们经常不能基于数据作出合理预测遥现

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大部分研究都是这样袁需要搜集一

些证据来创造理论袁或者聚集大量的证据来建立下位

的理论遥

因此袁生成理论需要数据袁但不一定需要大数据遥

小样本数据也会产生个性化的观点和有意义的理论袁

虽然生成的理论并不适合所有人群袁但是对于特定人

群是有效的遥另外袁理论的变迁也不一定基于大数据袁

因为人类是多样化的袁学校系统也是多样化的遥 目前

我正在开展一项关于大型教育系统的研究袁也没有搜

集大数据遥 特别是在北美地区袁考虑到信息安全和隐

私问题袁通常也不会去找志愿者来获取数据遥 安全和

隐私是个人的绝对权利袁这也是基本的道德操守遥

大数据研究人员也面临着一个挑战袁那就是确保

数据的安全遥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袁研究人员也很难保

证数据的绝对安全性遥虽然数据恢复尧防火墙尧数据加

密等技术在尽可能降低大数据的风险袁但是在很多高

等教育机构中依旧存在数据被攻击的问题[12]遥 比如袁

我所在的卡尔加里大学的系统就被黑客攻击过袁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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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袁我的 Outlook日历还会随机发送去年的邀请遥

当系统受到攻击时袁 将近一个月我都感到很崩溃袁现

在仍然存在残留的影响遥 因此袁我们不能保证数据的

绝对安全袁这就影响在大数据方面的研究袁因为不确

定的事情太多了遥

渊三冤访谈者院随着大数据的发展袁您认为如何利

用学习分析技术来分析和评估学习过程并预测学习

效果呢钥

Eugene G. Kowch教授院 我认为只有当学校尧教

师尧学生处在合理设计的系统和政策体系中袁对教学

过程进行学习分析才是有效的遥领导力关系到在教学

过程中搜集什么样的数据[15]遥 这意味着需要知道每个

学习者达到什么样的学习目标尧制定什么样的学习计

划尧拥有哪些学习资源尧采用什么测量工具袁然后再汇

总搜集和分析数据遥

对于大数据的学习分析技术袁我认为首先需要

课堂层次的数据袁还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以便允许

我们搜集学校尧学区层次的数据遥 另外袁搜集分布式

数据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袁因为很多的数据保存在

教师那里袁或者保存在当地的企业数据库中遥 如果

研究者能够搜集到这些数据袁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结

论遥 但是目前的政策似乎不允许袁特别是在北美地

区袁由于数据隐私问题袁搜集大数据很困难袁也没有

相关政策去激励数据的搜集袁这样就会阻碍研究者

开展研究遥

不过袁一些有远见的领导者支持在大学里创建数

据收集系统袁他们创造了很多数据集袁也分析了很多

数据遥 这些数据不仅可以用于学生毕业评估[16]袁也可

以用于安全问题尧健康问题的诊断袁还可用于项目评

估尧数据记录尧健康观察以及远程学习会话监督等遥如

果我们将远程学习系统视为大数据系统袁借助人工智

能技术袁就能设计出更好的学习环境遥 目前大部分的

远程学习系统不能对学习者进行实时分析遥 但是袁我

们却需要了解学习者的最新进展尧遇到的问题以及需

要什么帮助袁因此大数据学习分析技术可以有效解决

这些问题遥

三尧利用技术促进教与学的大规模创新

渊一冤访谈者院技术的发展比教育的发展快得多遥

在教育技术领域袁人们总是关注最新的技术袁但是教

育的创新却很缓慢遥您认为如何促进教与学的创新以

及大规模的创新呢钥

Eugene G. Kowch教授院 我认为不论是在哪个教

育阶段袁要实现教学创新袁首先需要构建教师人际网

络袁把教师从教室里解放出来袁与他人建立联系袁从而

促进教师之间互相学习遥 教师之间共同探讨教学法尧

如何用技术支持教学尧共同进行教学设计袁通过相互

分享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其他教师袁也可以从其

他教师身上学到很多知识遥 因此袁要建立教师之间的

信任关系网络袁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自己的教学中遥 我

在探索大规模创新的研究中发现袁当建立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网络时袁他们之间却相互隔离袁都把自己封闭

在一个小范围内遥 另外袁这个关系网络中还应该包括

领导尧管理人员尧政策制定者等袁因为教师还需要得到

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支持袁教育管理者尧政策制定者和

政治家要关注教师福利袁 让教师建立足够的信任关

系遥通过这个关系网络袁所有教师都会接受某个想法袁

并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遥如果教师在实施过程中发现

问题袁就向管理人员或者技术人员求助袁为教师提供

需要的资源袁并为教学活动提供支持遥因此袁我们需要

建立广泛的人际网络袁否则很多想法难以实施遥 我曾

经向学习科学领域一位研究创新的学者咨询过关于

教育领域的创新问题袁他说创新通常不会仅仅产生于

像霍金这样的一位天才科学家中或者一个想法中袁创

新需要集成许多小的想法并且是在许多人共同工作

的时候产生的遥第二袁教师网络建立起来之后袁还需要

不断产生并维持创新的想法遥 我认为袁如果许多好的

想法缺乏交流袁那么这些想法就会停止袁也就很难产

生创新遥 因此袁一个好的想法需要在教师网络中迅速

传播而不至于消亡遥当某个好的想法付诸实践并产生

良好的效果时袁就会促进该想法的广泛传播并建立更

大范围的教师网络遥 比如翻转课堂袁当一位教师采纳

后发现效果良好袁其他教师会随之而采用袁从而促进

翻转课堂的广泛应用遥 另外袁还需要协调网络内部的

各种关系袁从而保证人际网络的正常运转遥第三袁创新

是参与式的尧协作式的遥我听到许多 AECT成员说袁他

们只是自己做完一件事儿接着做另一件事袁似乎距离

伟大的事情越来越远袁 要做的事情也没什么特别之

处袁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创新遥 因此袁AECT将每年举办

一次大型分享会议袁邀请大家来一起参与并分享新想

法遥创新是通过很多有创意的人共同参与和协作才能

产生的袁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一些好的想法袁而

不只是发现后就置之不理遥

关于大规模的创新袁 在我的一些课程中也曾提

到袁就如罗杰斯提出的创新采纳曲线渊野S冶曲线冤袁用以

描述创新扩散传播过程院创新事物在扩散早期袁采用

者很少且扩散进度很慢曰而后随着采用者人数的逐渐

增减袁扩散进度加快袁曲线保持迅速上升的趋势曰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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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饱和点时袁扩散进度又会减缓袁这也称为创新扩散

理论[17]遥 因此袁一开始由于不喜欢接受新事物进展比

较缓慢袁之后逐渐习惯遥 像翻转课堂袁一开始不凑效袁

当很多人都开始在家看视频的时候袁人们逐渐接受并

习惯于看视频袁之后随着时间可能会厌倦了无聊的视

频遥 像 GPS一样袁自从使用 GPS以后袁我五年没看过

纸质版地图了袁如今人们都使用 GPS定位遥 因此袁如

果想在教育领域产生大规模的创新与变革袁我认为首

先需要培养每个人产生一种共同的兴趣遥 然后袁构建

大规模的人际网络袁 从中获得对一些新想法的评论袁

或者推荐一些好的想法遥最后袁组建团队开始协作袁这

样很多奇妙的想法就会产生袁 并像病毒一样传播开

来袁从而促进大规模的创新遥

渊二冤访谈者院您认为教育技术领域未来的发展趋

势是什么钥

Eugene G. Kowch教授院我认为可能是神经科学袁

神经科学家能够理解人们如何高效地合作袁他们从新

的视角向人们展示如何更好地合作遥受神经科学思维

的影响袁我认为世界是一个非线性的生态系统袁通过

反馈可以促进生态系统的持续更新和改进遥 因此袁借

助复杂性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教育领域的各种现

象和变化遥然而袁目前大多数模型是静态的线性模型遥

如果不能超越线性思维袁我们将会被淘汰袁因为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袁很多事情可以由机器人来

完成遥 另外袁我认为教育技术领域很多研究者总是跟

着技术跑袁然而这是我不想尝试的袁因为技术的发展

永无止境袁我们似乎永远跟不上技术发展的脚步遥 因

此袁我建议我们应该停止研究技术而去研究人遥

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跨学科的团队

合作袁这也是社会发展的需求遥 我们在德克萨斯州的

跨学科团队合作中袁 与不同团队的成员一起工作袁彼

此相互学习袁达到更高的预期目标遥当然袁跨学科团队

合作一般很难做到袁而我们却做到了遥 很多学习者想

要学习新知识袁会去北美或欧洲袁向领域专家学习并

与他人合作袁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遥因此袁我认为未来

的趋势是协作研究袁 因为研究中需要更多的合作伙

伴遥 我们可以邀请管理人员尧设计人员和技术人员协

同工作袁共同协商采用什么方式更有效袁什么是大家

所期望的结果遥比如多学科的设计团队能够产生更精

美创新的产品遥我曾在为一所大学开设一门社会学课

程时引入了设计规划团队袁团队成员在领导者的带领

下保持良好的协作关系遥 因此袁我认为在教育领域协

作学习绝对是一种趋势袁 尤其是在远程学习的情境

下袁小组学习尧社会化学习并结合基于问题的学习和

自主学习会越来越广泛遥

访谈者院非常感谢您袁希望以后有机会能与您合作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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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gained increasingly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What

is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 How can it contribute to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is paper, Professor Eugene G. Kowch, the president of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AECT) in America, shares with us his unique opinions about

how to u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facilitate teaching and learning, how to share and apply big data, and

how to adopt technologies to promote large-scale innovation as well. Professor Eugene g. Kowch believes

that AI wil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existing teaching methods. But teachers won't disappear.

Instructional design will become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teachers, especially the design of high-quality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advanced learning environment. AI- supported personalized learning will be more

and more popular. 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collect big data, Professor Eugene G. Kowch believes that data

based on small samples can also generate meaningful theories, and h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sharing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education domain. Finally, Professor Eugene G. Kowch thinks that

the mass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depends on cultivating and forming common

interests,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teachers' interpersonal network and realizing interdisciplinary team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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