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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使用如何影响公民信任!

政府透明与回应的中介效应

马!亮"

$摘要% 公民使用电子政务是否会影响及如何影响公民信任, 论文基于已有
理论和文献# 构建了一个中层理论模型# 认为电子政务使用会影响公民对政府
的信任# 而公民对政府透明和回应的感知水平会中介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利
用*#)+年中国"&个主要城市居民的电话调查数据# 论文的多层模型分析结果
基本验证了上述假说$ 论文揭示了电子政务影响政府信任的过程和机制# 为推
动电子政务发展+ 促进政府绩效改进和增强执政合法性提供了经验依据$

$关键词% 电子政务使用!政府信任!政府透明!政府回应!多层模型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 '*+%& $*#)&% #& '##++ '*#

一& 引言

信息技术革命使政府的运作与管理,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革' 并使公民对政府的态度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发展$X<97' *##$% * 政府投
入了大量资金用于电子政务建设' 尽管目前无法掌握具体的公共财政支出额度'

但从业已披露的信息来看' 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从其他国家的资料来看' 电子
政务的建设投入和维护成本都是高昂的* 如果政府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和精力
的电子政务得不到广泛使用' 如果电子政务使用无法产生预期影响' 那么其投
资效益将大打折扣$CT' *#)+% * 因此' 研究电子政务使用的影响' 就具有至
关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在电子政务使用的影响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电子政务使用对政府信

$$

#

专栏! 电子政务使用

"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qT̀ ##"" $



公共行政评论*#)&年第&期

任的影响* 政府信任指公民对政府的能力, 态度和廉洁等维度的主观感知和评
价' 它是政府执政合法性的关键基础$S5BI<@7̂ A599I<@U<@' *##&% * 已有研究
考察了电子政务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但是其发生过程和作用机制的(黑箱)

却还没有被完全打开$A5@U<952 <7.B_' *#))+ X<B/0 <7.B_' *##$ % * 电子政务
使用如何影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哪些因素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至关重要
的中介作用- 这是本文期望回答的研究问题*

基于已有文献' 本文提出政府透明与回应对电子政务&政府信任关系的中介
效应' 并利用*#)+年中国"& 个城市的居民调查数据' 对该命题进行了实证检
验* 我们的研究显示' 经常使用电子政务的公民' 对政府信任的水平也较高*

政府透明在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而政府回应在二者之
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换句话说' 电子政务使用既可以直接影响政府信任' 也
可以通过政府透明和回应而间接影响政府信任*

本文以下内容包括四个部分* 首先' 我们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和总结' 并
基于相关理论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其次' 我们介绍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和来源'

并说明主要变量的操作化和检验模型的选取* 接下来' 我们报告本文的主要实
证结果' 并探讨研究假设的验证情况* 最后' 我们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进行
总结' 提炼本文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启示' 并指出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二& 文献评估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评估

与传统的信息, 沟通和服务渠道相比' 电子政务有很大的比较优势* 电子
政务大大降低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成本' 拓展了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渠道' 并丰富
了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 如果公民使用电子政务' 这些因素都会改善民众对政
府的态度和期望' 因而会影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已有的多项研究都发现' 使
用电子政务的公民会对政府表现更强的信任* 对美国公民的调查发现' 使用电
子政务会提高他们对政府的信任$A5@U<952 <7.B_' *#))+ S5BI<@7̂ A599I<@U<@'

*##&+ X<B/0 <7.B_' *##$% * 对香港市民的追踪调查发现' 信息质量和渠道特征
是驱动公民使用政府网站的关键因素' 而政府透明和信任在其中发挥中介和调
节的作用$b<2J.7<90 <7.B_' *#)&% *

但是' 也有研究发现电子政务使用未必提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首先'

公民对政府会有成见, 先见或固有认识' 而这些认识往往很难在短期内改变'

因而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可能是很微弱的$X<97' *##$% * 对美国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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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 电子政务使公民与政府的互动质量提高了' 但是并未使公民对政府
的信任水平得以提高$A/T<.B<7.B_' *##%% * 对韩国居民的调查发现' 每天上
网时间越久' 对政府越不信任* 使用电子政务的频次并不显著影响政府信任'

但会降低上网时间对政府信任的负面作用$G6<7.B_' *#)+% *

其次' 社交媒体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兴起' 使民众对传统政府网站的认识发
生了变化* 对韩国首尔的居民调查显示' 公民访问政府网站使他们不信任政府'

但是公民与政府在社交媒体上互动却有利于提高政府信任$E5@;6I<9/;'

*#)$.% * 其他研究也发现' 在社交媒体上与政府互动' 会增强公民的网上参与'

进而会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X.@@<2 <7.B_' *#)+% *

以上研究表明' 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更为重要的是' 已有文献在以下方面存在不足* 首先' 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一
个复杂的多维概念' 可以反映在能力或胜任力$N56-<7<2/<% , 仁慈良善或关爱
有礼$ ><2<?5B<2/<% 和诚实守信或廉洁公正$ G27<U@17:% 这三个维度
$K@166<B1J0;1,9<2 ^L21<9' *#)$% * 信任本身是复杂的' 许多学科都对此进行研
究' 并使用完全不同的概念和指标$V5;99<.; <7.B_' )[[% % * 已有研究往往笼
统地探讨政府信任' 而没有具体分析政府信任的具体维度*

其次' 已有研究并没有发展一个中层理论' 打开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之间
的中间过程与作用机制' 这使我们对二者关系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表面* 在电子
政务, 政府透明, 政府回应和政府信任之间' 并没有建立一个取得共识和实证
验证的理论关系$E5@;6I<9/;' *#)$=% * 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可能是一
个复杂的过程' 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并可能经历其他过程或机制*

最后' 已有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往往局限于特定地区' 而缺少跨地区的调查
数据加以支持* 在这方面' 多层模型可以为深入分析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之间
的关系提供支持* 有关电子政务和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是在美国, 韩国, 香港
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 而有关中国的研究还不多见$陈明亮等' *##[+ 董新宇'

*#))% *

基于上述讨论' 本文期望填补已有研究在上述几个方面的不足' 并对现有
文献做出贡献* 首先' 我们从多个方面对政府信任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 并提
出政府透明和回应在电子政务使用与政府信任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 其次' 我
们利用来自中国"&个城市的大样本多层数据' 实证分析上述变量之间的关系*

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电子政务如何影响政府信任' 并为通过信息化手段
提升政府信任积累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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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电子政务使用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电子政务会影响政府信任' 但是它的作用机制可能并不是直接的* 对新加
坡电子税务系统的研究显示' 电子政务树立公民信任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并
可以通过多种路径发挥作用* 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可以建立在多种因素的基础之
上' 如理性计算的, 预测性的, 意图性的, 基于能力的, 转移性的$M16<7.B_'

*#)*% * 基于这种考虑' 我们提出如下图所示的理论模型' 在电子政务使用, 政
府透明与回应, 政府信任之间建立关系链条*

图)!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与假设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电子政务会对政府信任的三个维度都发挥影响' 包括胜任力, 关怀和廉洁*

政府网站的标准化界面和流程' 使政府的信息和服务都变得更加有效率, 有效
益和专业化' 而这些都能使公民对政府能力的评价有所提升* 电子政务的快速
响应和个性化服务' 都使民众感受到政府对其利益的照顾, 关怀和承诺' 而这
些都会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赖* 电子政务也被发现有利于减少腐败并提高政府
的廉洁水平' 而这是政府信任的关键维度之一$ H@1?.97.?.<7.B_' *#)&% * 因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Q)! 使用电子政务越频繁的公众' 对政府信任的水平就越高*

'三( 电子政务与政府透明

透明指(有关某个组织或行动者的信息的可获得性' 从而允许外部行动者
监督内部运作或组织绩效) $K@166<B1J0;1,9<2 <7.B_' *#)"

!

$(&% * 政府透明指
有关政府的信息是否能够被外界获知' 从而能够强化外部监督和问责* 政府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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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被视为政府善治的关键维度之一' 因为如果外界无法获知政府信息' 那么问
责和监督就无从谈起$Q<.B=' *##&% * 也因此'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笃信(阳光
是最好的防腐剂) ' 纷纷出台"信息自由法# ' 积极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

政府透明不完全指信息的披露和公开' 它还有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内涵* 政府透
明意味着民众能够获知并理解政府公开的信息' 并能够依据这些信息对政府问
责和监督$A<1,<@' *##[% *

政府网站越来越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渠道' 而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主
要方式之一是登录政府网站$E157@5a9J1̂ >5@@:' *##[% * 电子政务的引入' 大
大降低了信息公开和扩散的成本' 极大地便利了政府信息的公开和扩散' 这对
于提升政府的公开透明至关重要$><@757<7.B_' *#)#% *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 人
们对信息时代的政府透明抱有过高的期望' 而很多情况下这种期望是难以实现
的$>.22197<@̂ N5225BB:' *#))% *

与此同时' 政府透明的维度和类型不同' 电子政务使用的影响可能也不尽
相同* 政府透明在信息的完整性$数量或全面性% , 颜色$正面或负面% , 信息
的可用性$及时和易懂% 等方面差别很大' 在决策过程, 政策内涵和政策结果
等不同阶段也有所不同$K@166<B1J0;1,9<2 <7.B_' *#)"% * 政府网站可能会提供
很多信息' 但是可能都是正面的' 或者是民众无法理解的* 虽然有关政策内涵
和结果的信息很多' 但有关政策决策过程的信息则少有披露' 这可能不利于政
府信任的提升*

总体而言' 政府网站的确为提升政府透明带来了诸多可能' 因此我们提出
如下假设!

Q*! 经常使用电子政务的公众' 对政府透明的满意度更高*

政府透明被视为提升政府信任的关键手段' 但政府透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并非直接的$E5@;6I<9/;' *#)$=% * 实验研究显示' 政府透明对政府信任的影
响可能是负向的$E5@;6I<9/;' *#)$=% * 将韩国与荷兰进行比较' 实验研究发
现政府透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两国都是负向的' 但在荷兰的影响明显弱于在
韩国的* 究其原因' 两国的国家文化差异很大' 特别是在权力距离和长期视野
方面' 这使政府透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表现出微妙的不同$K@166<B1J0;1,9<2

<7.B_' *#)"% * 还有学者指出' 期望政府透明会提高公民接受政府决策的程度
和政府的合法性' 可能是过于简单的观点* 实验研究发现' (金鱼缸) 式的完全
透明可能不是最理想的' 适度的决策过程公开反而有助于获得公众支持$\<

1̀2<M1/07' <7.B_' *#)+% *

对中国城市居民的调查显示' 公民使用政府网站的频率会影响他们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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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的感知水平' 进而会影响他们对政府服务提供能力的评价$O;2 <7.B_'

*#)+% * 另两项中国研究也发现' 公民对政府透明的满意度越高' 就越信任地方
政府$芮国强, 宋典' *#)*+ 于文轩' *#)"% * 已有研究发现' 政府透明还会影
响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 而后者被认为是影响政府信任的关键因素之一
$E5@;6I<9/;' *#)$I% * 来自韩国的研究显示' 登录政府的社交媒体会影响公众
对政府透明的评价' 进而影响政府信任$ H52U^M<<' *#)&% * 与之相似' 韩国
的另一项研究却发现' 社交媒体使用会影响政府透明和信任' 但是登录政府网
站并不会通过提高政府透明而影响政府信任$E5@;6I<9/;' *#)$/% * 韩国首尔
的居民调查表明' 对政府网站的电子参与功能感到满意的公众' 越认为可以影
响政府决策并感到政府有很强的响应力' 进而会增强感知的政府透明和信任水
平$L16^M<<' *#)*% * 由此可见' 公民使用电子政务会影响他们对政府透明
的评价' 并进而会影响他们对政府的信任* 因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Q"! 政府透明与政府信任存在正相关关系' 政府透明在电子政务使用与政
府信任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四( 电子政务与政府回应

政府回应指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响应和回答程度* 政府是为了满足社会大多
数人的需求而设立的' 因此应对公众的需求做出响应$R.2U^E.2=<:' *##(% *

为此' 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该能够深入体察, 感同身受和竭力满足民众的需求
和意见$b1U5=.' *###% * 由于民众的偏好和需求是多样性的' 政府需要在不同
社会群体之间求得平衡' 并使公共政策尽可能同民众需求相匹配* 因此' 政府
回应不只是政府要有意愿去满足公众需求' 而且要求政府具备一定的能力*

电子政务使政府在回应民众需求方面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 这包括成本降
低, 渠道拓宽和效率提升等* 与传统渠道相比' 电子政务使政府回应民众需求
的成本大大降低* 各种信息渠道也使政府能够从多方面了解民众诉求并予以回
应* 电子邮件, 网上论坛等政府网站功能' 使政府可以快速及时地回应民众诉
求' 政府回应的效率大为提升* 因此' 经常使用电子政务的民众' 可能感受到
更高的政府回应水平*

对美国的调查显示' 电子政务使用会影响人们对政府回应的感知水平
$S5BI<@7̂ A599I<@U<@' *##&% * 对加拿大居民的调查也发现' 电子政务使用会使
人们感知到更高的政府回应力$E.@<27<7.B_' *##$% * 我们认为' 与直接选举的
民主国家相比' 电子政务会使中国等威权国家的政府回应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

由于缺乏直接选举等正式制度' 公民不得不诉诸政府网站等渠道' 而电子政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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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会大大提高政府的响应力* 与此同时' 经济发展和社会维稳的双重需要'

也会推动政府更积极地回应民意$\197<B05@97̂ Q5;' *#)&% * 因此' 我们提出如
下假设!

Q+! 经常使用电子政务的公众' 对政府回应的满意度更高*

政府回应力越强'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也会大大提高$X<97' *##$% * 如果政
府能够快速回应民众诉求' 那么民众会认为政府是发自内心地为其谋福利' 因
而使政府信任的关怀维度得以提升+ 及时有效地回应民众诉求' 也使民众认为
政府有能力履行其职责' 因而会提高政府信任的胜任力维度+ 与此同时' 如果
政府有很强的回应力' 民众会认为政府并没有浪费资源' 而是将公共资金用于
公共目的' 因而会使政府信任的诚信维度得以强化* 因此' 我们认为政府回应
会提升政府信任' 并提出如下假设!

Q$! 政府回应与政府信任存在正相关关系' 政府回应在电子政务使用与政
府信任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三& 数据与方法

'一( 调查样本与数据来源

为了验证上述研究假设' 我们使用*#)+ 年连氏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调查数
据' 涵盖中国"& 个主要城市的*$ ### 余人$吴伟等' *#)&+ A.' *#)& % * 这
"&个城市包括+个直辖市, )( 个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 和)$ 个副省级城市
$计划单列市% * 这些城市在电子政务建设方面走在前列' 因此对其研究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 当然' 普通地级市和区县的电子政务也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而本
文的研究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小型城市' 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加以拓展*

*#)+年+月至(月' 受新加坡连氏基金会的资助'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
管理研究生院使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NYSG% 系统' 对"&个城市进行随机抽
样电话调查* 在每个城市' 受访居民的有效样本量至少达到(## 个' 以得到有
代表性的公民样本* 公民调查的计划样本为*$ *## 个' 实际完成样本为*$ "(#

个* 考虑到固定电话的使用率较低' 居民普遍使用移动电话' 因此使用移动电
话号段随机拨号* 在公众调查中将每个城市作为抽样单位' 将每个城市的手机
号段任意打乱' 随机抽取同等比例的号段' 并由计算机随机拨号* 调查中结合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据' 对抽样人群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
修正' 使调查样本对各城市人口总体有代表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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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变量

政府信任是一个多维构念' 已有文献将其分为三个维度' 包括政府能力,

政府仁慈和政府廉洁$K@166<B1J0;1,9<2 ^L21<9' *#)$% * 本研究对政府透明的
衡量就从这三个方面予以反映' 每个方面各包括一个题项* 这三个题项包括政
府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 服务态度和清正廉洁程度* 我们认为' 这三个题
项能够一一对应已有理论对政府信任的维度划分*

我们使用))点李克特量表' 受访者可以用#到)#分打分' 其中#分表示非
常差' )#分表示非常好' 并允许回答不清楚或拒答* 分析显示' 这三个题项高
度正相关$相关系数均大于#4" 且在#4#$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 且具有较强的
内部信度$N@52I./0g9

&

h#4&$+% ' 因此我们将其取均值' 作为衡量政府信任的
综合指数*

'三( 自变量和中介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公民访问政府网站的频次' 我们在调查中询问受访者
在过去一年利用过城市政府网站所提供服务的频次' 包括从不, 很少, 偶尔和
经常四个选项' 并从)至+赋分' 分值越大说明越频繁地使用电子政务*

本文的一个中介变量是政府透明' 结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的有关条款'

我们从两个方面予以衡量* 一方面是评价政府主动向公众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另一方面则考虑受访者得到其想知道的政府信息的便利程度* 使用)) 点李克特
量表' 这两个方面分别涵盖了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 并且高度相关$@h

#4+&%' - s#4#$' N@52I./0g9

&

h#4&+)% * 因此' 我们对其取均值' 作为衡量政
府透明的指标*

本文的另一个中介变量是政府回应' 我们参考已有文献从两个方面对其测
量$b1U5=.' *###% * 一方面' 是有关政府做决策时征求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的情
况+ 另一方面' 是政府做决策时采纳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的情况* 政府倾听民意'

但未必采纳' 因此从倾听和采纳两个方面衡量' 可以反映政府对民意的回应程
度* 使用)) 点李克特量表' 这两个指标高度正相关$@h#4$)%' - s#4#$'

N@52I./0g9

&

h#4&%$% ' 我们也对其取均值' 作为衡量政府回应的指标*

'四( 控制变量

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政府信任' 为此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人口统计特征, 政
治态度和政府绩效等因素$G6<7.B_' *#)+ % * 首先' 我们控制了性别, 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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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时间, 户口, 学历, 收入, 婚姻等人口统计特征变量*

性别为虚拟变量' 男性为)' 女性为#* 年龄为定序变量' 分为)% '*+ 岁,

*$ '*[ 岁, "# '"[ 岁, +# '+[ 岁, $# '$[ 岁和&# 岁及以上' 依次赋分为
) '&分* 居住时间为定序变量' 分为) '"年, " '$年, $ ')#年和)#年以上'

依次赋分为) '+ 分* 户口分为本地城镇户口, 本地农村户口, 外地城镇户口,

外地农村户口' 我们以本地城镇户口为参照组' 设置后三种户口的虚拟变量*

学历为定序变量' 分为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8中专8技校, 大专, 大学本科,

硕士及以上学历' 依次赋分) '&分* 家庭总收入为定序变量' 从无固定收入到
"#万元及以上依次赋分) '))分* 婚姻状况为虚拟变量' 我们将已婚设定为)'

单身, 离异, 丧偶和其他则为#*

其次' 考虑到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受访者对政府的天然亲近感' 我们控制了
该变量' 将在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的受访者编码为)' 其他为
#* 政治效能在已有研究中发现是影响政府信任的关键因素' 因此我们在模型中
予以控制$E.@<27<7.B_' *##$% * 如果民众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政府决策' 往往
会对政府有较高的信任* 反之' 如果民众认为自己对政府的决策没影响力' 则
可能对政府持不信任态度* 政治效能的题项为反向的)) 点李克特量表! (对于
政府的决策' 我们这些老百姓毫无影响力) *

最后' 政府绩效会影响公民信任' 因此我们还控制了受访者对公共服务的
满意度* 使用))点李克特量表' 我们询问受访者总的来说城市公共服务达到其
期望的程度*

本文使用的变量及其测量题项见表)所示*

表)!主要变量及其测量题项
变量 题项 说明

政府信任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服务态
度如何,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能
力如何,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清正廉
洁程度如何,

受访者使用# 到)# 分打分# 其中# 分表示非
常差# )# 分表示非常好% 该变量为三个题项
的均值

政府透明 政府主动向老百姓公开政府
信息的情况如何,

您得到您想知道的政府信息
的便利程度如何,

操作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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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题项 说明
政府回应 城市政府做决策时征求老百

姓的意见和建议的情况
如何,

政府做决策时采纳老百姓的
意见和建议的情况如何,

操作同上

电子政务 过去一年# 您利用过城市政
府网站所提供的服务吗,

包括从不+ 很少+ 偶尔+ 经常等四个题项# 依
次赋分) '+

性别 由访问员记录被访者的
性别$

男h)# 女h#

年龄 请问您能告诉我您的年
龄吗,

将受访者的年龄分为& 档# 从)% '*+ 岁到&#

岁及以上依次赋分) '&分
居住时间 请问您目前在城市居住多长

时间了,

从)年以上"年以下到)#年以上依次赋分) '

+分
户口 您的户口是, 包括本地城镇户口+ 本地农村户口+ 外地城镇

户口+ 外地农村户口和其他% 因为其他户口较
少# 故剔除# 以本地城镇户口为参照组# 设置
其他三类户口的虚拟变量

学历 您的最高学历是, 包括&类# 从小学及以下到硕士及以上学历依
次编码) '&

家庭收入 请问您去年的家庭总收入大
概属于下面哪个阶段& !这
里的收入指您家庭的全部收
入# 包括工资+ 奖金+ 红
利+ 股票收入及其他兼职收
入的总和"

从无固定收入到"#万元及以上依次编码) '))

已婚 能问一下您现在的婚姻状
况吗,

将已婚编码为)# 其他婚姻状况!单身+ 离
异+ 丧偶+ 其他" 为#!

公共部门
工作

请问您现在的职业是, 将政府机关公务员+ 事业单位人员+ 国有企业
员工编码为)# 其他职业!如私营企业+ 外资
企业+ 自由职业者等" 为#!

政治效能 对于政府的决策# 我们这些
老百姓毫无影响力$

受访者使用# 到)# 分打分# # 分表示完全不
同意# )#分表示完全同意!

公共服务
满意度

总的来说# 城市在以上公共
服务领域可以达到您的期
望吗,

受访者使用# 到)# 分打分# # 分表示完全达
不到# )#分表示完全达到!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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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模型设定

我们的数据是典型的多层数据' 公民是嵌入在各个城市的* 这样一来' 公
民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 因为属于同一个城市的公民显然跟分属不同城市的公
民是不同的* 这种数据结构违背了普通最小二乘法$cMH% 的模型假定' 因此
需要使用多层模型或分层线性模型* 多层模型同时估计多个层次上的方差' 并
得出不同层次上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我们的数据中包括了中介效应检验' 因此我们使用多层模型的中介效应检
验方法$A;B71B<?<BA<=1.7152 S<97% $L@;BB̂ A./L12252' *##)% ' 该方法可以同
时估计不同层面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并得出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在这
里' 我们的所有变量都在公民层面$M) % ' 但是我们需要控制城市层面$M* %

的影响*

四, 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从中可以看到电子政务的使
用存在很大差异' 但其均值为)4$*)' 表明受访者登录政府网站的频次介于很少
和偶尔之间* 在受访者中' &%4+%p的从不访问所在城市的政府网站' )+4)#p

的很少使用' )+4"#p的偶尔登录' 而只有"4)*p的经常访问$马亮' *#)&% *

这一调查结果同*#)"年的发现一致' 即仍然有超过半数的受访居民从未使用政
府网站提供的在线功能$马亮' *#)+% *

总体来看' 受访者对所在城市的政府信任水平较高' 均值为&4*""* 相关分
析显示' 电子政务使用与政府信任的相关关系为#4#)["' 且在#4#$的水平上统
计显著* 经常访问的受访者对所在城市的政府信任水平达到&4++&' 偶尔访问的
为&4*&(' 而很少和从不访问的则分别只有&4**%和&4*)+* 方差分析显示' 电
子政务使用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 电子政务使用的+ 种选项在政府信任方面
存在显著差异$`h"4"(' - s#4#$ % * 与此同时' 电子政务使用同政府透明
$@h#4#*%%' - s#4#$ % 和政府回应$@h#4#)[%' - s#4#$ % 也是显著正相
关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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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政府信任 )% %[# &4*"" )4%%" # )#

政府透明 *# &+[ &4)$( *4)"" # )#

政府回应 *# *"( &4)*( *4*)* # )#

电子政务 *+ [[( )4$*) #4%$# ) +

性别$男h)% *$ "(# #4$)$ #4$## # )

年龄 *$ "(# "4)%% )4&&[ ) &

居住时间 *$ "(# *4[$& )4)$[ ) +

本地农村户口 *+ )[( #4*)( #4+)* # )

外地城镇户口 *+ )[( #4*)* #4+#[ # )

外地农村户口 *+ )[( #4*)* #4+#[ # )

学历 ** &"% *4(%* )4")% ) &

家庭收入 *) &%) $4&$& *4*[% ) ))

已婚 *" [*" #4&%$ #4+&$ # )

公共部门工作 *" +&+ #4))& #4"*# # )

政治效能 ** ([# &4*+# *4$)( # )#

公共服务满意度 *" [$) &4&&[ *4)+$ #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多层模型估计

首先' 我们对政府信任的零模型进行估计' 即不代入任何自变量* 结果显
示' 组内相关关系$GNN% 为#4$%[p' 即政府信任仅有约#4&p的方差可以由
城市层面的方差解释* 但是模型的似然比检验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

!

*

h

&#4&$' - s#4#)% ' 说明不应使用cMH模型' 而应使用多层模型*

我们将多层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在表"报告* 在模型)中' 我们将电子
政务使用和其他控制变量都代入' 结果显示电子政务使用同政府信任高度正相
关* 平均来说' 电子政务的使用频次每增加一个单位' 公民对政府信任将提高
约(4#[p' 反映在))点李克特量表上就是#4(#[点* 因此' Q)得到了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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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多层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变量 政府信任 政府透明 政府信任 政府回应 政府信任
电子政务

#4#(#[

"""

#4)*[

"""

#4#*#)

#4#$[%

"""

#4#$[&

"""

$#4#*+% $#4#*(% $#4#*"% $#4#*"% $#4#**%

政府透明
#4")%

"""

$#4#*+%

政府回应
#4*("

"""

$#4#*$%

性别
'#4)*#

"""

'#4*$(

"""

'#4#+(%

'#4*)#

"""

'#4#&%+

"

$男h)% $#4#"$% $#4#"(% $#4#"$% $#4#"(% $#4#"&%

年龄
#4#$++

"""

#4#$&$

"""

#4#"+#

"""

#4#)[)

#4#++"

"""

$#4#)"% $#4#)+% $#4#)"% $#4#)"% $#4#)"%

居住时间
'#4#&*&

"""

'#4#[(+

"""

'#4#*%"

"

'#4#%[)

"""

'#4#*)+

$#4#)&% $#4#)&% $#4#)&% $#4#)&% $#4#)&%

本地农村 #4#+%% '#4#(*) #4#(+$ #4#"[# #4#)#(

户口 $#4#+[% $#4#$)% $#4#+%% $#4#$#% $#4#+[%

外地城镇 #4#+[$ #4#%*$ #4#$%[

#4*)*

"""

#4##)(*

户口 $#4#$#% $#4#$*% $#4#+[% $#4#$*% $#4#$#%

外地农村 #4###$*+ '#4#*($ #4#)"+

#4)%&

"""

'#4#&#$

户口 $#4#$#% $#4#$*% $#4#+[% $#4#$*% $#4#$)%

学历
'#4#$"$

"""

'#4)#+

"""

'#4#*)*

'#4#[#(

"""

'#4#"+$

""

$#4#)$% $#4#)$% $#4#)+% $#4#)$% $#4#)$%

家庭收入 #4##*(+ #4##$[" #4##[*# #4####("$ #4##+$)

$#4##%% $#4##[% $#4##%% $#4##%% $#4##%%

已婚 #4#$#(

'#4#[%#

""

#4#$() '#4#))# #4#"*[

$#4#+$% $#4#+(% $#4#++% $#4#+(% $#4#+$%

公共部门
#4)++

""

#4#[$* #4#()( #4#$$+

#4)")

""

工作 $#4#$&% $#4#$%% $#4#$$% $#4#$[% $#4#$(%

政治效能
#4#(*%

"""

#4*)$

"""

#4#)#%

#4*#[

"""

#4#**[

"""

$#4##(% $#4##(% $#4##(% $#4##(%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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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变量 政府信任 政府透明 政府信任 政府回应 政府信任
公共服务

#4*#+

"""

#4)[)

"""

#4)"[

"""

#4"&$

"""

#4#%%(

"""

满意度 $#4##%% $#4##[% $#4##%% $#4##[% $#4##[%

常数项
+4"%&

"""

"4%+&

"""

"4)+&

"""

*4()$

"""

"4&[+

"""

M5U $#4)*&% $#4)"+% $#4)[&% $#4)"*% $#4*#"%

B1J<B1055= '**"#%4##( '*$(##4)%& ')%($(4&#" '*$)[%4*)& ')%("[4*#&

T )#[[# )*)"$ [&*# ))[&& [$)[

M) V

*

#4#($ #4)*& #4*#+ #4*#& #4)&(

M* V

*

#4#() #4#[) #4+#* #4#&* #4")[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

- s#4)#'

""

- s#4#$'

"""

- s#4#)+ M) 和M* 分别指公民层面和
城市层面' M*包括"&个城市*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在模型*中' 我们将政府透明作为因变量' 结果显示电子政务使用同其高度
正相关* 在模型" 中' 我们将政府信任作为因变量' 同时代入电子政务使用和
政府透明* 结果显示政府透明同政府信任显著正相关' 但是电子政务使用对政
府信任的回归系数为正号但不显著' 且其数值也从#4#(#[降为#4#*#)* 换句话
说' 政府透明在电子政务使用与政府信任之间发挥了完全的中介效应' 电子政
务使用通过政府透明影响政府信任* 因此' 我们提出的Q*和Q"得到了支持*

在模型+中' 我们发现电子政务使用对政府回应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 因此
Q+得到了支持* 我们在模型$中以政府信任为因变量' 将电子政务使用和政府
回应同时代入' 结果表明政府回应的作用是显著正向的* 电子政务使用对政府
信任的回归系数是显著正向的' 但是它从#4#(#[降为#4#$[&' 表明政府回应在
二者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因此Q$得到了部分支持*

从模型的拟合程度来看' 公民层面的决定系数$V

*

% 在加入中介变量以后
都得到了大幅提高' 表明中介效应的作用很明显* 我们进一步对上述变量之间
的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进行分解' 结果在表+ 报告$ L@;BB^

A./L12252' *##)% * 直接效应为电子政务使用与政府信任的直接路径系数' 间
接效应为电子政务使用作用于中介变量$政府透明或政府回应% 和中介变量作
用于政府信任这两个路径系数的乘积*

将政府透明作为中介变量' 它所发挥的中介效应解释了总效应的$(4*p

$#4#++ 8#4#(&% * 以政府回应为中介变量' 它所发挥的中介效应解释了总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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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p $#4#)( 8#4#%&% * 因此' 相对来说电子政务使用主要通过政府透明影
响政府信任' 尽管它也会通过政府回应影响政府信任*

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中介变量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总效应 中介效应比例
政府透明 #4#++ #4#"" #4#(& #4$(*

政府回应 #4#)( #4#&[ #4#%& #4)[%

!!注!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计算得出$L@;BB̂ A./L12252' *##)%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控制变量方面' 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对政府信任的水平显著更低' 对政府
透明和回应的评价亦是如此* 年龄越大' 受访者对政府越信任' 对政府透明的
评价也越大* 通常来说' 年龄越大的居民' 往往对政府的容忍度更强' 而年龄
较小的居民则更有可能持批评倾向*

居住时间同政府信任, 透明和回应都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即居住时间越久
的受访者对政府的态度越差* 这一点可能同本地居民的期望有关' 居住时间越
久的居民的期望通常也越高' 这使他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偏低* 在城市中居住时
间越久' 对城市越熟悉' 并可能对城市政府具有更强的批判态度*

与本地城镇户口相比' 本地农村户口的差异并不明显' 但外地城镇和农村
户口的受访者对政府回应的评价显著更高* 居住时间较短的大量移民' 特别是
农民工群体' 因为评价政府的参照系是输出地' 所以对输入地城市政府的满意
度较高*

受访者的学历同其对政府的态度都是显著负相关的$模型" 除外% ' 这说明
学历越高' 居民对政府的满意度越低* 学历在模型" 对政府信任的作用不显著'

可能是因为其作用被政府透明所吸收* 收入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都不显著' 一
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衡量的家庭收入并没有得到真实的披露* 婚姻状况的影响
不显著' 但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更高*

政治效能同受访者对政府的态度显著正相关* 但是' 考虑到我们的测量指
标是反向的' 这意味着越是认为自己对政府决策无能为力的民众' 反而对政府
的态度越好* 这可能是因为' 恰恰是那些认为可以改变政府的民众' 因为(恨
其不争) 而对政府的现状最为不满$><@6.2' )[[(% * 最后' 公共服务满意度都
同政府信任, 透明和回应显著正相关' 表明政府绩效是影响政府信任的关键因
素之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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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一% 主要研究发现与理论贡献

本文在综述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可资验证的理论模型* 本文指
出' 在电子政务使用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之间的关系中' 政府透明和回应可能
发挥中介效应* 使用*#)+ 年中国"& 个主要城市的居民电话调查数据' 并利用
多层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本文对这个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显示' 公民使用政府网站的频率同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存在显著正
相关关系* 政府透明在电子政务使用&政府信任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 而政
府回应在二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因此' 本文提出的$ 个理论假设都得到
了实证结果的支持*

本研究表明' 电子政务使用会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这个结果同
已有的多数研究一致' 也挑战了现有发现二者不相关或负相关的研究发现* 已
有研究主要关注电子政务的采纳和使用' 而对于公民使用之后的影响则相对研
究较少* 本文发展了电子政务的影响研究' 并在如下方面拓展了已有研究*

首先' 我们发展了一个中层理论' 引入政府透明和回应这两个核心中介变
量' 借以解释电子政务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 其次' 我们利用来自中国
多个城市的大样本数据' 并利用多层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 实证结果验证了该
理论模型* 最后' 我们发现尽管政府透明和回应都发挥了中介效应' 但是政府
透明的中介效应明显强于政府回应*

之所以电子政务使用主要通过政府透明影响政府信任' 是因为目前中国地
方政府网站的建设仍然以信息发布和公开为主' 而在线服务和互动交流仍然不
够完善* 这说明就现阶段而言' 电子政务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主要通过政府
透明发挥作用* 但在未来的话' 如果在线服务和互动交流得到了更好的优化'

公民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在线功能' 则政府回应在电子政务使用与政府信任之
间的中介效应将得到进一步放大* 这一点在美国, 韩国, 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
和地区表现得非常典型' 即电子政务在网上服务和在线互动等方面的发展非常
快' 这使民众对政府的回应力更为满意' 并进而影响他们对政府的信任* 特别
是社交媒体等新兴技术的崛起和普及' 使政府的回应速度和效果都得到了极大
提升' 并为重树政府信任提供了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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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显示' 公民使用电子政务会增强其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这一发
现对于提升政府信任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中国公众对不同层级的政府信任存
在(央强地弱) 的明显差距' 即公众对中央政府比较信任' 而对地方政府则较
不信任' 且层级越低的政府越不被信任* 这种差序信任格局使地方政府信任问
题凸显' 而如何提升公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就显得尤为关键$熊美娟' *#)#% *

本文的研究表明' 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并鼓励民众更多地使用这些网上功能' 可
能有助于提高政府信任*

*#)+年的调查显示' 仍然有近七成的受访者从未使用政府网站提供的服务
功能' 这说明提高电子政务的使用率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年国务院办
公厅开展的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显示' 总体来说各级政府网站都得到了较
好的建设和维护* (酒香还怕巷子深) ' 虽然地方政府网站的投入和建设都已得
到改善' 但仍然有必要让越来越多的民众认知和使用* 政府应采取许多措施鼓
励民众使用电子政务' 特别是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和营销手段' 让民众认识到电
子政务的便利性* 与此同时' 在纳税, 缴费等许多方面可以强制要求公民使用
政府网站, 社交媒体等电子政务功能' 以增强某些线上功能的使用率*

这项研究表明' 电子政务使用不仅直接影响政府信任' 而且会通过政府透
明和回应产生间接影响* 特别是在当前的中国情境下' 电子政务使用主要通过
政府透明对政府信任产生间接作用* 因此' 电子政务建设仍然应加强信息公开
和透明' 推动各种政府信息上线并被广大公众所使用* 韩国等国家的研究显示'

政府开通的社交媒体在推动政府透明方面作用很强' 而中国地方政府在这方面
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与此同时' 政府在线服务和互动交流的功能如果能够得到
进一步完善' 也有利于发挥政府回应在电子政务使用&政府信任之间关系的中
介效应*

$三% 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在如下方面还存在不足' 需要在未来研究中予以补充和拓展* 首先'

本研究仍然使用的是截面数据' 无法对本文关注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
验* 未来研究可以参考最近香港等地的研究$b<2J.7<90 <7.B_' *#)&% ' 使用前
测&后测比较, 多点调查和实验研究等纵贯研究设计' 以期揭示变量之间的因
果作用机制* 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地区或特定政策领域' 可以开展政策实验研究'

考察电子政务使用对政府透明, 回应和信任等的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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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受到电话调查时限的制约' 本文对主要变量的操作化未能进一步深
入* 无论是政府透明和回应' 还是政府信任' 都是较为复杂的多维构念' 需要
使用多个题项进行综合测量* 未来研究可以在这方面进一步拓展' 以揭示这些
变量之间更为细致的关系*

最后' 本文有关电子政务使用的测量只有一个指标' 而无法对具体的使用
类型和方式等进行研究* 公民使用电子政务的方式包括获取信息, 接受在线服
务或网上沟通等' 而这些使用类型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 比如' 获
取信息类的使用可能对政府透明的影响更强' 而网上沟通类的使用可能对政府
回应的作用更强*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化电子政务使用的测量指标' 以期对
这些使用类型的差异化影响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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