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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欺凌是指个体或群体通过电子设备对无力保护自身的受害者反复实施攻击行为。道德推
脱是指个体产生的重新定义自己行为的特定认知倾向。以往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网络欺凌行为与道德推
脱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显著正向预测了其网络欺凌行为,且与其下降趋势呈负相
关,且促进网络欺凌行为的受害者和欺凌者身份转化。未来的研究可继续完善道德推脱及网络欺凌的测
量工具；针对不同对象进行研究,并探究其行为背后的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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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disengagement and Teenagers' Cyber Bullying Behavior
Huanen 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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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yber bullying refers to repeated attacks by individuals or groups on victims who are unable to
protect themselves through electronic devices. Moral disengagement refers to the specific cognitive tendency of
individuals to redefine their own behavior.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adolescents' cyber bullying behavior
is closely related to moral disengagement,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at individual moral disengagement level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s their cyber bullying behavior, and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downward
trend, and promotes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cyber bullying victims and bullies. Future research can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measurement tools for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cyber bullying; Conduct research on
different subjects and explore the neural mechanisms behind their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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