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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1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基于双师课堂的乡村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研究”（课题编号：BCA210088）的研究成果。

智能技术赋能教师的内在逻辑纾解 *

———基于技术现象学的视角

郝建江 郭 炯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 智能技术的应用推动教育环境、资源、教学、评价等生态性全方位升级与创新，但由于技术的不确定性，

也为教师的技术应用带来了风险与挑战。 科学理性地认知教师亟需智能技术赋能的原因、智能技术赋能教师的

作用价值，以及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能够为教师智能技术应用，提供理论支持与宏观指引。 为此，基于技术现象

学中的人类存在认识、技术作用分析、人技关系研究，对智能技术与教师的本质及二者关系进行分析，明晰当前

智能技术所引发的代具拓展、解蔽丰富、遮蔽深化、座架促逼，以及技术进化所引发的体系转变与社会变革现象，

探讨当前人类教师在自身缺陷凸显、发展创新必须、存在状态转变等方面的内容，进而从宏观知觉视角和延异运

动视角，分析师技关系的内容丰富、深化与相互促逼发展作用，为教师的智能技术应用，提供一些支持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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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深度融合与应用， 引发教

育环境、资源、教学、评价等的系统性变革，推动教育
人才培养走向人机协同。 技术替代教师完成部分教
学职责， 人类教师则需要将精力投入到技术不能完
成的任务上， 需要对教师与技术的关系进行概念性
的重构（赵勇，等，2018），以明确二者各自的角色定
位。相较于以往的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
用，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辅助，其与教育的融合包括
主体性融入、功能性嵌入以及辅助技术等模式（张坤
颖，等，2017）。 智能技术及相应产品的演进升级，教
师自身角色定位转变及工作内容的拓展， 以及智能
技术在教师教学工作场景的深度赋能， 引发了教师
在教育中应用智能技术的现象不断拓展与丰富。 理
性认知教师应用智能技术的现象， 需要明晰智能技
术赋能教师的内在逻辑， 从全局视角深度厘清智能
技术、教师二者的本质及相互关系，即需要从主客体
视角明晰教师亟需智能技术赋能的原因、 智能技术
赋能教师的作用价值， 以及主客体相互作用视角下
智能技术与教师的作用关系。

从分析视角来看， 技术现象学突破了传统的工
程技术哲学和人文技术哲学的困境， 避免了单一主
体或客体视角研究的局限性及困境， 为系统认知智
能技术与教师的本质与关系， 提供了较好的解释分
析视角。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技术现象学角度对智
能技术、教师及二者关系进行深度剖析，以期从哲理
层面厘清教师亟需智能技术赋能的原因、 智能技术
赋能教师的作用价值， 以及智能技术与教师二者之
间的关系，进而明晰智能技术赋能教师的内在逻辑。

二、教师亟需智能技术赋能的原因分析
（一）技术现象学中的人类存在认识
技术现象学中对人类自身存在的认识， 可以划

分为静态的对人本质的认识和动态的对人类发展的
认识。 从本质上来看，人类既存在着天然的缺陷，也
具有自身发展的多元可能性。从动态角度来看，人类
经历了“自然人”“理论人”的发展过程，目前正处于
向“技术人”的过渡阶段。

1.人类自身的天然缺陷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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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中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这
一神话出发，认为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给人类造成一
种原始性的缺陷， 使得人类在一开始就偏离了动物
世界的平衡和安宁。 即，由原始过失造成的偏离，人
存在于自身之外（斯蒂格勒，1999）。斯蒂格勒首次提
出的“人性结构缺陷”一词，指出人类本身存在着天
然“缺陷”，有着先天的劣势。 人的天然缺陷，导致人
受自身内在动机驱动而不断发展， 这为技术的诞生
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人类本身就是一种技术的代具
性存在，人类由于自身的人性结构缺陷，需要借助技
术得以存在，借助技术的补偿得以生存，就好比残疾
人需要依赖轮椅、假肢而生存。

2.人类自身发展的可能性
人性缺陷是人类的原初设置， 这种设置使得人

类自身有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德国人类学家兰德曼
（Landmann）指出人的非特定化、非专门化，人的器官
没有片面地被未来某种行为所定向， 也由此产生了
人在本能上的匮乏，导致人发展的不确定性；同时，
也意味着人是一种具有发展潜能的、未完成的、可塑
造的动物。人的这种未完成性、非特定性、非专门性，
使其在社会生活、 工作中具有可塑性和不可预估的
发展潜力，人可以决定自身的行为模式，具有自由的
创造性。 同时，人自身的这种非专门化的不完美性，
也意味着人必须独自完善自己，在特定的情境中，必
须依靠自身的努力解决自己专属的问题。 人必须具
有创造性，同时，这种创造性又根植于人本身的存在
结构中（兰德曼，1988）。 人不是预成的而是生成的，
并不是按照预先固定的尺度生成自身， 而是自我设
计、自我创造、自我选择、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结果
（杨开城，2018）。

3.人类存在状态的转变
人类存在状态是对人在现实世界中以何种形

式、何种凭借得以在场的认识。 技术发展对人类生
活世界的塑造和改变，也必然会带来生活世界经验
的变化和重构（孙周兴，2020），进而推动人类存在
状态的转变。 从时间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人类的
样式和状态经历了从“自然人”“理论人”到“技术
人”的转变，当前我们正处于“理论人”向“技术人”
转变的阶段（孙周兴，2020）。 我们可以预期的人类
文明图景是“自然人”与“技术人”之间的平衡，即人
的自然性和技术性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 技术的发
展与应用， 使得人类的体力劳动和重复劳动被替
代；同时，生物技术发展带来人类寿命的延长，人类

将在技术性的意义上获得解放。 但同时，随着自然
人不断被技术化（即非自然化），人类将在自然性的
意义上不断被削弱和废黜，最终走向自然性和技术
性的平衡（孙周兴，2020）。

（二）人类存在认识视角下教师亟需智能技术赋
能的原因分析

基于技术现象学中对人类自身的存在状态的本
质认知，聚焦教师这一具体的人类群体，可以发现，
其自身也存在着特有的天然缺陷。同时，教师自身的
创造力和可塑造性，使得教师的教学内容、方法等得
以不断发展演进， 未来教师需要借助技术成为高效
地开展教育教学的“技术人”，但同时需要注重自身
自然性的保持。

1.教师天然缺陷亟需智能技术赋能
技术现象学和哲学人类学对人自身属性的研

究，从人类自身的起源出发，探讨了人类自身天然的
缺陷存在。 这种缺陷存在一方面导致了人类自身存
在的技术依托， 另一方面也驱动了人类发展走向创
新发展、 弥补自身不足的道路。 聚焦到教育行业来
说，人类教师也具有自身存在的天然缺陷，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知识容量的局限性。在生理层面，人脑的个
体工作记忆容量有限， 同时受个体自身的学习经历
和专业实践经验等的影响， 其所具备的知识容量也
有限，使得个体在承担教学工作时，只能完成单一方
面或某几个方面的教学任务。 二是信息加工的片面
性、低速性。 基于加涅的信息加工理论，教师个体在
信息处理方面， 输入信息容量及个体的短时记忆容
量有限， 且调取的长时记忆的先验知识和信息也有
限（庞维国，2011），因而在信息加工方面存在一定的
片面性；同时，人类大脑在运算方面，相较于机器运
算具有较大的差距。三是重复机械工作的倦怠性、误
差性。教师在处理大量重复与机械性工作时，会逐步
出现厌倦心理，导致工作上会出现一定的误差。 如，
在批阅大量作业、试卷时，教师由于工作负担的加重
会产生倦怠心理，并产生一定的误判问题。

此外，智能技术所引发的教育目标、教学环境、
教学活动的转变， 使得人类教师天然的缺陷进一步
放大与凸显。在教育目标层面，智能技术的社会应用
引发的社会生产力变革、职业诉求转变等，促使教育
人才培养的需求升级，如，21 世纪技能、学科核心素
养等高阶技能及思维的培养， 更加加剧了教师本身
的缺陷。 技术是人类工作或生活需求的一种映射或

专题研讨 智能技术赋能教师的内在逻辑纾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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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技术本身的存在，承担着完善人的先天性构成
的使命（张务农，2019）。 同时，技术在起源之时便存
在着与人类天然的相互依存， 技术是解决人类需求
或问题的重要手段。对于教育而言，技术为解决教育
问题、优化教育工作开展，提供了可能。

2.教师可塑造性亟需智能技术助力
教师具备自身的可塑造性，其自我塑造的核心

是自身的专业发展。 教师教学的工作开展不是机械
的、一成不变的，在具体教学活动开展中，需要教师
根据自身教学的需求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教师专业
发展的存在本质，是教师不断进行自我完善、自我
成长的过程，即教师对自我的塑造、调整与完善。 教
育教学的理想目标是实现个性化、因材施教，是理
论层面教师教学所追求的最佳状态。 教师自身在追
求教育理想状态时所表现出的内在的“天然缺陷”，
为教师自我塑造与发展提供了契机。 智能技术应用
所引发的教育教学变革，带来了教师自我发展的外
在条件，使教师能够基于外界环境的转变不断调整
优化自身的能力。

3.教师存在状态转变亟需智能技术支持
随着技术在教育中的深度渗透及应用，教师的

存在状态也将从“自然人”向“技术人”过渡，以往依
赖教师自身的独立存在，正在被技术逐步侵入。 早
期教师的存在是自然人的独立存在，技术在教师个
体存在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多，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
展，教师逐步从“自然人”向“技术人”过渡，教师的
部分工作逐步被技术所取代。 当前，教师的状态已
经进入了“自然人”和“技术人”的双重存在，技术在
教育中的应用成为一种教师天然的存在状态。 比
如，多媒体设备、计算机设备等已成为多数教师不
可或缺的教育工具。 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大量应
用，使得教师的自然人的部分属性特征进一步被技
术方案所取代。 教师日常教学工作中的内容，需要
技术介入来共同完成，技术成为教师教学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智能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
推进教师“自然人”属性向“技术人”属性的过渡，最
终引发教师存在状态的转变。

三、智能技术赋能教师的作用价值分析
（一）技术现象学中的技术作用阐释
1.技术的天然代具作用
人类由于自身的人性结构缺陷， 需要借助技术

的补偿得以存在， 即人类本身就是一种技术的代具

性存在（郭晓晖，2009）。 技术本身的代具作用，使得
技术成为人类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技术是
人体器官结构和功能外在化的工具， 一切技术手段
都可以理解为以人的器官为原型（姜振寰，2009）。技
术是人类工作或生活需求的一种映射或反馈， 技术
本身的存在，承担着完善人的先天性构成的使命（张
务农，2019）。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技术作为媒介，能
够延展人类自身的感官、行为等功能，赋能人类更多
的功能。技术天然的代具作用，使得人性论得以呈现
“技术人”的新维度；同时，也使教师本身的缺陷得以
弥补，教师呈现出“教师—技术”的存在结构（叶晓
玲，等，2013）。因此，教师在教育活动的开展过程中，
需要技术介入以弥补其不足。

2.技术的解蔽与遮蔽作用
海德格尔（2014）在《存在和时间》中，也提到技

术是真理的开显方式， 技术为人类活动的开展提供
了可能。 技术是去蔽的手段，是真理开显的方式，也
是展现和解蔽的方式。 技术的本质就是以解蔽的方
式来现身或“带上前来”，使得存在者及其置身其中
的世界凸显出来（陈凡，等，2011）。技术的本质，存在
于解蔽与遮蔽过程中的某种现身方式， 并非简单地
将其看作手段和工具。随着现代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和自然的关系被重置， 引发了社会一系列事物的
变化发展，这也意味着技术本身的解蔽、去蔽作用日
益凸显。 一切技术在使用过程和生产制作过程中产
生的各种可能性，都需要解蔽以转化为现实。

3.技术座架的促逼作用
技术在解蔽的同时也是一种促逼， 现代技术通

过摆置和订造自然，使得所有事物都变成了持存物，
表现出技术的一种促逼属性， 这种促逼海德格尔称
之为“座架”（Ge-stell），而现代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
之中（孙周兴，1996）。座架是指现代技术中的人类通
过各种“置弄”方式来处置存在者（比如，摆置、定置
等），即人类被现代技术所摆置（孙周兴，2020）。现代
技术作为座架不断地促逼着自然和人类， 使得物与
人的原初意义被遮蔽。人通过技术座架，把自然展现
为一种对象性的持存物时，人自身也成为持存物，被
技术座架所促逼，同时又去促逼其他的事物。

4.技术体系的综合影响作用
技术体系是指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的一整套相

互依赖的关系，是技术进化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包括
技术和同时期特有的其他领域的关系都相对稳定化
（斯蒂格勒，2012）。每个技术体系构成相应的时间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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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 技术进化围绕着一个有某种特定技术的具体
化而产生平衡点，从而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技术
进化是人与物耦合的结果（斯蒂格勒，2012）。技术体
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体
系也会发生转变。 主导技术体系的动力是其自身的
极限，极限是技术体系转变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的
实质是不断转移自身的极限。 技术的发展表现为破
坏原有的技术体系，并在一个新的平衡点上，重建一
个新的技术体系（斯蒂格勒，2012）。

此外，技术体系转变存在着与经济、政治等的相
互协调作用， 即会出现由于经济原因而保留已过时
技术的现象， 政府出台干预政策规范技术体系的稳
定转变。 技术体系转换会定期地引起社会体系的变
动，如社会生产关系、生产结构的转变，进而产生新
的社会体系。因此，每一个技术体系有其相应的社会
体系，当新的技术体系出现时，会对原有的社会体系
产生冲击与影响， 技术本身也会受到社会体系中的
伦理道德、秩序规范等的影响。技术自身不具有价值
倾向，发明或使用技术的人赋予了技术不同的价值，
因此， 在技术使用时， 应当注重技术应用的价值引
导，避免技术误用、错用、滥用。

（二）智能技术赋能作用透视
1.智能技术的天然代具作用
技术本身的代具作用， 使得技术成为人类解决

问题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技术是人为满足自身业务
需求的一种物化表达，具有人类意志的表达特性，并
具有自身在现实世界中的映射关系。 从人类教师的
角度来看， 其自身的存在需要借助技术本身得以存
在，如教师自身在教育教学工作开展中，需要借助技
术进行效能提升、信息获取、情境创设等。 智能技术
具有作为技术本身的代具性， 为人类教师开展教育
活动提供了“补偿”。

从智能技术所表现出的智能属性看， 其对人类
教师的代具作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感知方
面，智能技术能够为教师的学情数据获取、资源获取
等提供支持；二是在思维层面，智能技术能够为教师
的资源存储、教育规律挖掘、学习数据分析等提供支
持；三是在输出方面，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丰富教师
的输出，如虚拟情境的呈现、人机多元交互等。此外，
智能技术相比人类教师， 不存在对工作的不满或不
认可，以及对报酬或休息等方面的要求，且能够不受
情绪变化、 疲劳等自然情感需求的限制（Edwards，et
al.，2018），具有人类所无法相比的自身优势。

2.智能技术的解蔽与遮蔽作用
智能技术的教育解蔽功能， 主要表现在对教与

学过程性数据的大量挖掘分析基础上， 实现对教育
教学规律、学习认知规律、资源应用规律等的探索明
晰，进而为教育教学的高效优质开展提供支持。智能
技术相比较以往的信息技术， 由于其所表现出的智
能性，使得智能技术的解蔽功能进一步凸显。特别是
大数据、 学习分析等的应用， 使得教学现象背后规
律、机制的分析挖掘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得教育研
究从经验主义走向数据驱动。

智能技术在解蔽教育的同时， 也会造成一定程
度的遮蔽， 即技术隐蔽性所造成的教师对教育深层
认知的遮蔽，如过度借助技术推荐，可能会造成教师
资源检索的能力退化，即遮蔽教师资源检索的能力。
同样，在技术使用过程中，存在着技术对原有事务逻
辑的掩盖，教师需要理解技术的遮蔽，认知技术应用
背后的逻辑，以保障自身不会被技术所束缚控制。

3.智能技术的座架促逼作用
智能技术有其自身所特有的座架， 如以数据为

支持的分析决策，智能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需
要对教学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和挖掘，进而依据数据
分析结果， 科学精准地开展人机协同的教育教学活
动。 基于此，智能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需要有
相应的环境转变，以适应数据采集、联通、应用等，智
能技术的应用驱动教育环境、活动等的转变，促逼教
育生态的转变。技术对教育的作用，从简单的辅助教
学转向重塑教育生态，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和促逼，表
现出系统性的、全局性的、革命性的特征。 这种促逼
有技术直接对教育的影响， 也有技术通过作用于社
会，进而由社会倒逼教育的转变。智能技术的座架促
逼，对教育生态的内部和教育生态的依存环境（即社
会），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智能技术体系的综合影响作用
当前，智能技术的出现，便是一种新的体系的出

现。 可以看到，智能技术与以往信息技术不同，主要
体现在其智能化所引发的技术个体的独立存在，使
得技术能够脱离人类自身之外而独立运行。基于此，
智能技术引发了社会生产力的重大变革， 突破原有
技术体系的极限。 智能技术是原有技术的一次重大
进化，具有现代技术所特有的、区别于古典技术的优
势与潜能（见表 1），同时，这种进化也引发了技术体
系的变革与更迭。

智能技术相比较于以往的信息技术， 主要表现

专题研讨 智能技术赋能教师的内在逻辑纾解 ◀◀

78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ht
tp
： /
/d
ej
.z
jtv
u.
ed

u.
cn

出以下几方面的优势：一是自主学习能力，通过对大
量数据的积累，能够实现对事务规律、规则、程序等
进行模型刻画、算法优化，进而可以实现对人类部分
工作的替代；二是智能技术对现有信息技术的赋能，
智能技术的学习能力能够赋能其他技术， 使得其他
技术的功能得以延伸与拓展， 进而为教育教学的技
术赋能，提供更多的可能。

智能技术应用所引发的体系转变， 必然引发社
会生产力发展与生产结构变革。在社会层面，表现为
智能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变革， 以及由此触发的生产
结构、工作方式、职业组成等的全方位变革；但这种
变革，同样受到经济、政治等的限制影响，需要一个
漫长的博弈平衡过程。在教育层面，表现为智能时代
的教育变革，智能技术应用对教育目标、教育环境、
教育活动等均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教师信息素养提
出了新的挑战。 但同样， 其变革过程需要一定的时
间，并受到社会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任何技术的应用，必然受到社会性规定的限制，
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同样受到技术的社会性
规定限制。 特别是智能技术在社会层面所引发的体
系变革，对社会伦理的冲击和影响，在教育层面同样
值得关注和解决。智能技术作为新的生产力，正在引
发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有所不同，第
三次工业革命大量地应用机器代替人力， 包括大量
替代脑力以及最大限度地代替体力 （顾小清， 等，
2018）。智能技术正在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
的深刻变革，颠覆和重构社会各行各业，引发行业形
态、社会分工、组织形式、思维方式、活动边界等的变

化（刁生富，等，2020）；同时，也对社会原有的秩序、
伦理等产生影响，引发社会道德、规范、法律等的转变。

四、智能技术与教师的作用关系透视
（一）技术现象学中的人技关系认知
技术现象学中对人技关系的分析， 主要有伊德

（Ihd）基于宏观知觉所提出的四种人技关系，以及斯
蒂格勒所提出的人技延异运动。 前者从人借助技术
工具所实现的宏观知觉角度， 划分了人与技术的体
现关系、解释关系、他者关系、背景关系；后者则从
“时间—历史”角度，动态审视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延
异发展关系。

1.宏观知觉视角中的人技关系
人使用工具时存在着人与世界的关联， 但从意

向性概念的角度来看，需要强调人类的感知行为，描
述工具对于人的感知觉的作用。伊德认为，工具在场
的生存状态中的人的知觉， 包括微观知觉和宏观知
觉，微观知觉指人身体范围所感知的知觉（如，听、看
等），宏观知觉指人借助技术工具所实现的知觉。 伊
德认为，在没有强调感知行为时的知觉结构是“人—
世界”，主要是微观知觉在发挥作用。 从宏观知觉的
角度来看，可以将人与技术的关系划分为四种：体现
关系、解释关系、他者关系和背景关系（陈凡 ，等，
2011），具体说明见表 2。

在人对技术产品的使用过程中， 往往是多种关
系的交织。同时，在四种人技关系中都隐藏着一种人
类的自我意识。 人通过技术来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
认知，技术成为人的身体和语言的延伸，其本质是转
化为人类的知觉（陈凡，等，2011）。

2.人技之间的延异运动
技术现象学认为，人与技术之间存在着“延异运

动”，即二者呈现“时间—历史”运动，他们相互驱动、
共同发展（叶晓玲，等，2013）。 人在应用技术的过程

关系类型 知觉结构 内涵解释

体现关系
（人—技术）
→世界

人通过技术来感知世界，人所获得的知觉
是借助技术所实现的；技术是人的“上手
之物”

解释关系
人→（技术
—世界）

人对世界的感知需要借助技术显示出来
的数据进行解释

他者关系
人→技术
（—世界）

人与技术发生关系， 但技术具有独立性，
成为一个“类似的他者”与人发生关系，存
在着技术脱离人类控制的危险

背景关系
人（—技术
/世界）

技术在人的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不再是
触目的，而是透明的，它退到了幕后，作为
一种背景在起作用

表 2 宏观知觉视角的人技关系

Special Seminar

表 1 古典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区别（舒尔曼，1995）

维度 古典技术 现代技术

环境 人类为自然环境所包围 环境本身被技术化

材料 人类只能掌握手边的材料
现代技术中人类独立于材
料的自然形式

能源 由动物和人类的体力提供的
人类直接利用自然力 （如
风力和水力），或间接利用
自然燃料和原子裂变

工具
由人类使用工具的技能所决
定的

人类的技艺已经被融入技
术装置，即机器中了

实施步骤

技术的实施过程中起决定作
用的是人类的介入

在现代技术中技术步骤被
自动化和控制化了

由个人实施的
由工业企业的群体合作来
完成的

技术发展

受到人类自然潜能的限制，
不能超越人的双手的感官的
范围，所以具有“自然性”，技
术的发展也是缓慢的， 是未
分化的和静止的

现代技术则进入突飞猛进
的加速进程中， 是高度分
化和能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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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于自身的业务需求会对技术产生新的诉求；同
时，技术在升级发展过程中也会重塑人的行为习惯、
业务内容，进而产生新的业务诉求。 这种发展，表现
出一定的时间属性和历史属性，一方面，时间的前移
会推动这种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历史经验的积累
会促使这种运动走向深入。

（二）教师与智能技术关系分析
基于技术现象学中对人技关系的解读， 我们可

以从宏观知觉与延异运动视角， 对教育中的教师与
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图 1所示。

1.宏观知觉视角下的师技关系
宏观知觉视角下的四种人技关系， 在教师与智

能技术之间普遍存在，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体现关系。智能技术是教师的“上手之物”，

教师借助智能技术感知教育现象、开展教育活动、解
决教育问题，教师与智能技术组成人技协同体，共同
认知理解、开展实施教育活动。 基于该关系，教师需
要具备有效应用智能技术的能力， 能够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及智能技术的功能作用， 与智能技术协同开
展“备授评”等活动，助力自身开展更加优质高效的
教育教学活动。

二是解释关系。 智能技术具有解释、刻画、表征
教育的能力，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使得教育中
的内在规律、运作机制得以挖掘，如，借助大数据技
术可以有效挖掘教育规律，明晰学生学习发生机制，
进而为教师理解认知教育提供可能。基于该关系，可
以看到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为教育活动提供解释，
使得教师能够更加清楚了解教育的内在机理， 进而
使其更加理性地认知教育现象， 科学地开展教育活
动，推动教育范式走向科学范式。

三是他者关系。 技术可以作为独立个体与人类
教师、学生共存，如，智能学伴、智能助教等智能代理

以及智能教学机器人等， 可以作为独立的教学要素
与师生共存，教师与智能技术均是独立的个体。智能
技术成为教育系统中的新的独立要素， 其在教育中
的介入，使得系统原有要素作用关系发生转变，推动
教育系统形成各个要素新的定位及要素间的作用关
系。 因此，智能技术的教育应用，需要教师重新审视
教育现象、教育活动，注重智能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教
育系统性变革的影响。

四是背景关系。 智能技术在教师和教育活动中
的关系，不再是显而易见的，技术作为“黑箱”隐藏于
教育之后， 教师层面所感知的只是技术处理过后的
内容。如，智能技术的算法推荐使得教师能够更加便
捷高效地获取资源， 但其无需了解智能技术底层的
算法程序；同时，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数据思维、计算
思维等理念认知、思维方式等的转变，也同样渗透于
教育教学活动中，推动教师教学开展走向数据驱动、
模式创新。 因此，智能技术对教师的影响作用，不仅
仅是工具应用层面的内容，也会带来理念、思维、模
式、方法等方面的创新。

2.延异运动视角下的师技关系
人类教师与智能技术也具有延异运动的关系，即

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推动人类教师的应用创新，人类教
师在工作中的应用创新，又会引发新的教育教学需求，
进而对技术本身产生新的诉求，引发驱动技术的发展。
以当前智能技术教学应用为例，技术支持下的学情分
析、诊断评价等，为教师开展日常教学提供了新的可
能，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借助技术，改良或优化自身的
教学。 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有教师基于自身教学需求
的主动应用、技术功能价值的尝试探索或他人的影响
与推荐。 但无论如何，当技术的这种应用发生时，会对
教师原有的教学产生影响与冲击；同时，不同技术产
品的优劣，会使教师更有选择性地使用部分技术。 而
在教育产品层面，用户选择或需求，同样会促逼教育
产品不断改良自身的功能，以满足教师的教学需求。

五、结束语
本研究从技术现象学视角，对智能技术、教师及

二者关系进行了哲理层面的分析探讨。 在智能技术
方面， 智能技术相较于传统信息技术， 具有代具拓
展、解蔽丰富、遮蔽深化、座架促逼特点，引发了技术
体系转变；在教师层面，教师自身的天然缺陷与发展
可能性，以及教师作为“技术人”的存在状态转变，为
教师的技术赋能、角色定位转变及工作内容发展，提

图 1 教师与智能技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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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理论支撑；在师技关系方面，二者关系的内涵丰
富、深化与相互促逼发展，为当前智能技术与教师的
关系发展，提供了学理阐释。 综合来看，智能技术所
引发的教育系统性变革， 其本质在于智能技术体系
所引发的社会实践促逼， 以及技术体系转变下的代
具、解蔽功能的丰富与拓展；教师借助智能技术开展
教育工作， 是其自身天然缺陷需借助技术得以存在
的必须，教师自身的可塑造性以及作为“技术人”的存
在发展，需要教师适应智能技术教育变革、更新教育
理念、创新教学方式等。同时，智能技术与教师二者关
系的丰富与拓展、促逼与发展，需要教师在教育教学
工作中，理性认知智能技术功能及价值发展，合理借
助技术进行教学赋能，适应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教育转
变，有效应对智能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教育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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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Logic Relief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nabling Teache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 of Technology

Hao Jianjiang & Guo Jio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promote ecological all-round upgrades and innovations such as education environ -
ment， resources，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lso risks and challenges for teachers’ technical applications
due to the uncertainty of technology. The reasons for scientific rational cognitive teachers urgently need to empower intelligence ， the
valu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mpowering teachers， and the role of the two can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macro guidance for
teachers’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With the help of the descri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human beings and
technology in phenomenology of technolog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teachers and their relation-
ship， clarifies the generation expansion， deconstruction and enrichment caused by current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discusses the
current human teachers’ highlighting of their own defects， shaping the necessity of innov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isting state，
and then analyzes the enrichment， deepening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macro perception and extension movement.

【Keywords】 Nature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System； Teacher Orientation； Teacher-Technology Relationship； Phenomenol-
ogy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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