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第 3 期
（ 总第 241 期）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ＲNAL OF XIAMEN UNIVEＲSITY（ Arts ＆ Social Sciences）

No. 3 2017
General Serial No. 241

政府信任的概念测量 、
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
朱春奎，毛万磊
（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如何构建和维持政府信任是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者关心的重要议题。政府信任即政

治信任，是公众与政府互动过程中对政治制度与政府行为的一种心理预期。综合来看，政府信任
的测量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直接通过公众对政府持肯定或否定态度测量，二是间接通过其他
态度（ 如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测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有社会人口属性、政治、政府、经济、社
会、文化等六个方面。改善政府信任需要深化政府改革、提高公众满意度； 改进政府绩效、提高行
政效率； 改善政府形象、打击官员腐败； 积累社会资本、提高社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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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无信，则权威不立。 提升公众的政府信任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公共管理实
践的不懈追求。政府信任是“政治支持 ”的组成部分，是政治合法性和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基础，对
政府管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信任下降损害政治合法性，增加政府管理成
本，妨害政策有效执行，甚至造成社会不稳定和政权危机。 因此，如何有效构建和维持公众的政府
信任是需要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不断探索 、予以回答的时代课题。本文在厘清政府信任概念，总
结归纳政府信任的不同测量方式的基础上 ，深入探讨影响公众政府信任的相关因素 ，包括社会人口
属性、政治、政府、经济、社会和文化六个方面。然后基于影响因素和国情实际，提出改善和提升政
府信任的基本策略，包括深化政府改革、提高公众满意度； 改进政府绩效、提高行政效率； 改善政府
形象、打击官员腐败； 积累社会资本、提高社会信任等。

一、政府信任的概念与测量
（ 一） 政府信任的概念
信任属于道德和社会心理学范畴 ，是具有多个维度的复杂概念，同时包括人际和制度两个层面
［2］
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因素。 关于政府信任的研究中，学术界主要有政府信任和政治信任两个相近
的概念，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

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信任属于政治信任 ，是政治信任的内容之一。按照这种观点，政府信任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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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具体政府机关的信任，即对政府政策、行为与产出的信赖情况，要求政府施政理念与行为要
［3］
［4］
符合公共利益。 而政治信任是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支持度相联系 ， 政治信任包含多个维度，政
府信任是其中的维度之一。例如李连江认为，政治信任包含两个维度： 政府信任，即对现任政府以
［5］
及在任权威的信任； 政体或政制信任，即对政府体制和政治制度的信心。 诺里斯按照伊斯顿将政
治系统分为政治共同体、体制和当局的划分方式，认为政治信任包含政治共同体的信任，即公众对
国家的最高层面的信任； 体制的信任，即对一国政治制度的信任； 当局的信任，即对政治行为主体
［6］
（ 政府） 的信任。

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信任就是政治信任 。 按照这种观点，政府信任是指公众对政府或政治系
统的行为和结果与期望相符的信心和信念 ，因此，政府信任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如
［7］
果公众对政府精英制定政策感到满意 ，那么政府信任将会产生。 从这一角度看，政府是政治体制
的具体承载，公众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政府的信任 。为了避免混淆，尽量综合

两类研究成果，本文采用“政府信任即政治信任 ”的观点。 因此，政府信任是指公众与政府互动过
程中，对政治制度与政府行为的一种心理预期 。
（ 二） 政府信任的测量
政府信任与公众满意度、政治支持等其他态度的区别是理论上和实证上的难题 ，政府信任的测
［8］
量在公民意见和政治态度的调查研究中不断完善 。 虽然关于政府信任的测量方式不尽相同，但
综合来看主要有两种方式： 直接通过公众对政府持肯定或否定态度测量 ； 间接通过其他态度 （ 如对
［9］
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测量。 不同的测量方式对于解释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有显著的不同 ，通过澳
门居民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直接测量更倾向于社会化模型的解释 ，而间接测量则更倾向于政府绩
［10］
效的解释。
直接测量是通过直接询问受访者是否信任政府来测量 ，通常要求受访者借助李克特量表对政
府信任度作出直接评价。直接测量方式体现了受访者对政府信任相对直接稳定的心理反映 ，在相
关研究中使用非常广泛，例如有研究直接要求受访者对中央政府 、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
［11］
［12］
政府、乡党委乡政府的信任程度进行评价 ；
直接询问受访者对警察的信任程度 等。 在国外调
查研究中，欧洲价值研究 （ European Value Study） 也采用直接测量的方式，例如，在 2008 年的调查
中，直接询问受访者对政府、欧盟、国会等机构的信心如何？
间接测量是通过询问受访者对政府行为 、政策、信息等方面的满意度或信心如何，间接反映受
访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为保证调查研究的可靠性，间接测量一般采用多个维度的方式 ，即考虑政
府信任的结构问题，以对政府信任做出系统性判断。例如加里森主张通过现任权威、政治制度、公
［13］
共哲学和政治社群四个维度测量 ， 诺里斯认为可以通过政治共同体、政体原则、政体绩效、政体
［14］

机构以及政治行动者五个方面测量 。 许多国外著名的政府信任调查，例如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世
界价值观调查、瑞典社会、意见和媒体学会调查等，也都采用多条目的形式进行测量政府信任 。

二、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
关于政府信任来源的观点主要有文化解释和制度解释两种 ，前者认为政府信任外生于政治领
域，是文化习俗和早期社会化的结果 ，后者认为政府信任内生于政治系统，是对机构绩效感到的期
［15］

望效用。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认为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众多、相互联系并且十分复杂，除了性别、
年龄、经济收入、教育背景等社会人口属性外，政治社会环境、制度安排、公众满意度等都是重要的
影响因素。尽管不同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存在较大差异 ，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也不尽相同，但综合
来看，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主要有社会人口属性 、政治、政府、经济、社会、文化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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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社会人口属性
社会人口属性对政府信任有重要影响 ，因为它们能够反映家庭、同龄群体、世代、社会阶层以及
［16］
政治身份等因素对政治社会化进程的影响 ， 而政治社会化进程会进一步对政府信任产生持续性
影响。
在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 ，通常会先检验社会人口属性的影响。 例如，胡荣基于
2003—2005 年福建省、浙江省以及其他省市的调查研究发现 ，控制其他变量后，年龄、教育程度和
党员的影响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 ，但家庭经济收入越高的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也越高，同时对
［17］
高层政府信任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 。 钟杨和王奎明基于 2013 年“中国城市居民价值观 ”调查数
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性别和收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 ； 年龄和学历对政府信任具有负向
［18］
影响； 党员身份对政府信任有正向影响。 胡荣等人基于 2008 年厦门市调查的实证分析发现，性
［19］
别、教育、年龄和家庭收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均不具有显著性 。 赫瑟林顿基于 1996 年美国国家
选举调查的实证分析发现，性别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 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对政府信
［20］
1997 年和 1999 年三次在北京的问卷调查进行实证分
任度都具有负向影响。 陈捷基于 1995 年、
析发现，受访者年龄对政体支持有正向影响 ； 女性受访者的政治支持度比男性低； 受教育程度对现
［21］
行政体的支持度有负向影响； 中共党员更倾向于支持现政体。 李连江基于 2003—2005 年福建、
浙江等地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也发现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均不具有显
［22］

著性。

综上可知，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等社会人口属性因素对政府信任有不同程度影响，由于
调查样本和研究设计的不同，社会人口属性因素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并且通常将
社会人口属性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放入研究模型之后 ，其显著性会大大减弱。此外，教育程度一直是
政府信任来源研究的重点，阿尔蒙德和维伯认为教育程度对公众的政治取向和政治态度的影响最
［23］

为重要，教育差异是导致信任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 ， 高学历者倾向于通过对政治进行理性评价
［24］
建立政府信任，低学历者更多通过一般性的无差异化的社会态度建立政府信任 。
（ 二） 政治因素
政府信任的首要来源是政治因素 ，例如较高的政治信任能够增强政府施政能力和信任度 ，而政
［25］
治态度、政治事件和政治期望也都对政府信任产生重要影响 。 具体而言，影响政府信任的政治因
素主要有公民政治态度、政治互动、政治腐败与不诚信、政治合法性等。
政府信任是公民的一种相对理性的心理和认知 ，因而深受政治态度的影响，例如个人对政治议
［26］

题的主观认知和兴趣、政治效能和国家自豪感等都会影响政府信任。 政治态度可以分为高政治
取向和低政治取向两种。其中，高政治取向是指公众对高政治议题或原则的态度 ，包括公众的民主
价值、主要的政治社会问题、与政治相关的抽象理念和话语、爱国主义情感等； 低政治取向是指公众
［27］
对低政治问题的态度，即直接事关公众日常生活、集体事务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因素 。
在政治互动方面，公共参与对政府信任有重要影响。 公共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
［28］
共识建立、道德行为、责任性实践、服务能力和管理能力等五个中介因素来实现。 公共参与是政
治信任重建的重要方式，参与度较高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更高 。 良好的政治互动也有助于加强
［29］
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与协作，从而促进政府信任， 例如我国的村民选举与村民自治，城市居民
的政治参与和意见表达等，但是不良的政治互动则会损害政府信任 ，例如我国的上访活动和农民抗
争运动等。
政治诚实与伦理也是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 。 首先，不诚信与政治丑闻除了会影响公众对
［30］
政治家和政府领导者的信任度外 ，也会严重损害公众对政治制度和政府过程的态度。 美国公众
［31］

不信任政府的原因就包括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力太大 ，政治家不诚实，缺少正直。 其次，腐败会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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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公众对政府的态度，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公众对政治系统的绩效评价会更加消极，高腐
［32］
败直接导致政府信任大幅下降，而反腐败则有助于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度。 尤其是新建立的民
主国家，腐败严重威胁政府信任，例如在拉美国家腐败破坏制度效率，而这对获取公众支持十分重
［33］
要。
在政治合法性上，政府信任与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状况相互关联。 公众对政体及其运作感到
不满是当前危及民主国家公众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 。例如，美国公众常对政策滞塞以及政治
程序中因微琐事而争吵不休感到不满 ，当不满产生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政权做了什么，而是政权已
［34］
不值得信任。 公众并不在意对公共官员负面评价的原因，但这可能对政治系统产生持续性的负
面影响。更有研究认为公众信任下降与政府制度有关 ，由于与政治合法性相关联，要解决此种信任
［35］
危机较为困难。
（ 三） 政府因素
从政府自身的角度看，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政府绩效、政策管理、政府透明度等。 在早
期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通过政府绩效来解释政府信任的变动趋势 ，认为政府信任的建立依赖于民
选官员和行政领导的工作绩效，当公众感到其工作能力有限、工作业绩不高时，公众的政府信任将
［36］
会下降。 政府绩效是影响信任的关键指标，塑造公众的信任态度，较低的政府绩效是政府信任下
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改善政府服务质量和公共服务绩效能够提高公众满意度进而提高政府信任 。
在美国，对联邦机构满意度较高的公众对该机构的未来业绩更有信心 ，并对联邦政府整体信任度也
［37］

更高。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提高政府绩效更是获取公众信任的主要方式。 较高的绩效表现也
［38］
是我国政治合法性和政府信任的重要来源 ， 甚至比社会信任的作用更加明显。
也有研究认为政府信任与政府的政策管理能力有关 ，公共政策公信力是构建政府信任的重要
［39］
维度。 当公众对政府为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而制定的公共政策感到不满时 ，政府信任就会
［40］

下降， 例如，政策滞塞是美国公众不信任政府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提高政府信任的角度看，政策
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政策制定与执行要符合公众利益 。当公众认为公共政策符合其利益，对公
共政策的满意度较高时，会更加倾向于信任政府，如果感到公共政策是代表特殊利益集团或政府自
［41］
身的利益时，政府信任危机就会产生。
最后，完善信息公开、提高政府透明度是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和保障公众知情权的重要举措，是
［42］
提高公众参与积极性，促进官民互动，改善政府信任的有效方式之一。 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渠
道和效果对政府信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此，建设透明政府、提高政治透明度能够积极有效地
［43］
提高政府信任。 在我国，大力推行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透明度也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地改善公
［44］

众的政府信任。 当前，新的研究趋势是将电子政府作为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强官民交流，提高政
［45］
府信任的新的技术战略。
（ 四） 经济因素
影响政府信任的经济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 、收入公平性、就业率等。经济发展会影响公众
对民主制度的信心，成功的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而失败的经济绩效将会严重
瓦解公众的制度信任。
经济增长停滞、收入不平等加剧、失业率增加都会极大地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例如，美国
［46］
的经济发展成果会影响对总统工作绩效的评价 ，进一步影响对政府信心的感知。 在我国，对市场
［47］
失灵的成功干预有助于提高政府信任 ，而失败的干预则会降低政府信任。 公众对于政府在经济
［48］

增长、民生福利和纯公共物品领域的治理绩效的积极评价都有助于政府信任的改善 。 虽然经济
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但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会加剧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
［49］

当存在较高水平的生存安全时，就会减少公众听从权威的倾向。 例如，在韩国，公众对收入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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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等和机会不平等的感知对政府信任有侵蚀作用 。

虽然普遍认为经济表现对公众的政府信任度有重要影响 ，但公众对经济绩效的评价往往与其
［51］
期望值有关，例如，美国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与其预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紧密相关。 因此，经济因
［52］

素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变动较大，更有研究认为经济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次要的。 奥伦也认
为经济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不是最重要的方面 ，与政治丑闻、社会动乱等因素相比，经济增长、通
［53］

货膨胀和失业率并不与政府信任紧密相关 。
（ 五） 社会因素

影响政府信任的社会因素主要是社会资本 。 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之间紧密相关，社会资本是
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变量。社会资本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由自治组织等社团
［54］

组织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和公民之间的互惠规范与信任 。
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个人通过与亲朋、邻里、同事等建立社会关系，同时参与到社区、宗教和
志愿等活动中，学习共处技能和社会规范，从而促进信任的形成，因此，社会网络同样有助于政治参
［55］
［56］
与和政府信任的提升。 另一方面，政府信任是个人对他人信任的函数。 人际信任也是影响政
府信任的重要因素，那些对别人具有较高信任的人往往表现出政治方面的信任 。 但也有研究认为
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完全是两回事 ，公众并不清楚自己是否信任政府，因为政府工作非常复杂，公
［57］

众无法对政府制度和结构有很好的理解 。因此，公众的观点和期待并不能影响政府信任 。
社会资本具有联结、规范和信任的作用，通过社会资本建立起来的人际信任具有“溢出 ”效应，
［58］

会促进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因此，政府信任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信任的结果。 在我国，无论是实质
性社会资本（ 互助行为） 还是形式社会资本（ 开放的社会网络 ） 都对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正向
［59］

影响。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资本都有利于政府信任的提高 ，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政府信任
的影响可能完全相反。有研究认为紧密型社会资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 对政府信任水平有负向
［60］
影响，跨越型社会资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对政府信任水平有正向影响。 紧密型社会资本的
不利影响在国内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 ，例如城镇居民社交聚餐的频率对政府信任会有一定的负向
［61］
影响。 已有研究也多证实了跨越型社会资本对政府信任的积极影响 ，例如，公众的社会参与所产
［62］
生的社会信任具有溢出效果，可以促进政府信任；
由同学老乡会、社区居委会、志愿活动积累的
［63］

社会资本有助于促进我国城市居民对警察的信任度 。
（ 六） 文化因素

信任首先来源于特定文化环境中社会关系的学习 ，然后运用到政治生活中的国家网络 ，在这一
［64］
意义上，政府信任是人际信任的投射，形成一种公民文化。 信任文化是政府信任产生的外在来
源。文化既可以通过影响政府绩效间接影响政府信任 ，也可以在绩效一定的情况下，通过影响公众
［65］
态度直接影响政府满意度。 文化主义者认为物质利益（ 如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绩效改善等） 只能
对政府信任产生短期影响，真正持续影响政府信任的是文化因素 。当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
和大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政府机构失去了它们对公众的权威，尊重权威受到侵蚀，参与和自我
［66］

表现不断被强调，这都使得政府信任的文化根基发生变革 。
文化理论假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是外生的 ，政府信任来源于政治领域之外的长久性的深
层信念，深植于文化规范和早期社会化的交流之中 ，因此，政府信任是一种人际信任，它从生活领域
延伸到政治领域。微观文化层面强调个人的社会化经历的差异是政府信任差异的重要原因 ； 宏观
［67］
文化层面强调国家传统的统一性 ，很少允许政府信任的个体差异。 在微观文化方面，不同的生活
［68］
经历、教育和社会层级导致不同的政治信念 、价值、态度，形成政治文化地区间的差异， 例如，尽
［69］

管同属儒家文化，具体文化价值观的差别导致了祖国大陆与台湾在政府信任结构上的不同 。
在宏观文化层面，公民文化和行政文化的国家统一性是导致政府信任在国家间差异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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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例如，由于文化差异，积极的政治参与在有些国家促进了政府信任 ，而在韩国则削弱了公众的
［70］
政府信任。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鼓励和倡导公众质疑政府，而中国以儒家文化为
特征的政治文化则有相反的效果 。中国的政治文化对公众的政府态度的影响有两个层面： 一是对
权力和权威的态度，传统文化将国家与公众的关系塑造为等级制 ； 二是社会控制的自律理念，在利
［71］

益冲突时，个人牺牲自己利益维护国家利益。 这两个方面对中国政治支持和政府信任产生了深
层的影响。

三、政府信任的提升策略
信任的产生主要有三种模式： 以特征为基础的信任，即与个人特征 （ 如家庭背景、种族 ） 相关；
以过程为基础的信任，即由重复交换而产生； 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即由正式的制度过程如专业认
［72］
证、政府管制而产生。 传统上，学者们将信任概念化为公众偏好相对于结果 （ 如政策产出或选举
结果） 的产物，新近的研究发现公众更加关注过程考量 ，即公正、开放、回应性的政府过程更能促进
［73］

政府信任。 因此，以过程为基础的信任和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是改善政府信任主要的努力方向 ，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深化政府改革，提高公众满意度
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是建立政府信任的主要战略 ，推动公共部门组织现代化是重建政府信任
［74］
的重要方式。 一方面，维护和提高政府信任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管理模式转变，
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官民互动关系，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
务型政府。西方国家主要通过新公共管理等改革运动 ，引入私营企业管理方式，重振政府机构活
［75］
力，
提高公众满意度。 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变革提高管理和服务绩效 ，有利于提高公众满意度，进
［76］
而增强政府信任。 在西方国家，对公共服务满意度较高的公众更倾向于信任政府 ，改进公众对公
［77］
共服务的满意度是提高公众对政府整体信任的主要驱动力 。 在我国，要增进政府信任评价，政府
应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灵活运用干预手段提高公众满意度 ，公共支出的重点应主要集中于保障城乡

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优化社会收入分配机制 ，同时构建公开、透明的制度体系，以促进政府信任提
［78］
高。
（ 二） 改善政府绩效，提升行政效率
依照绩效理论，改进政府绩效将带来更多的政府信任。 许多研究者认为电子政府是当前提高
［79］
政府内部管理效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以及促进公民参与的强有力的工具 。 因此，通过电子政府
建设推动公共部门的现代化在提高政府信任的众多战略中具有核心地位 ，它有助于进一步改进公
［80］
共服务绩效，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进而增进政府信任水平。 政府在内部管理、经济发展和公共服
务等方面不断提高绩效表现，能够相对快速有效地提高政府信任 。例如，许多研究证实改进政府绩
效是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政府信任度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政府的应用
与普及，使得改善政府管理效率和效果有了新的契机 ，同时公众对电子政府的满意度提高有助于政
［81］
府信任的建立。 当前，建立效率更高、回应性更强的电子政府已成为提高政府信任，扭转全球性
政府信任危机的新的技术战略。
（ 三） 改善政府形象，打击官员腐败
作风亲民、主动回应、为官清廉的政府形象有助于提高政府信任度 。当前借助电子政府建设与
发展，着力打造透明政府、参与式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回应性和互动性，改善政府形象，已
经成为提高政府信任的重要方式 。 另一方面，打击官员腐败也有助于维护政府形象和公众信任 。
腐败与政府信任密切关联，腐败严重破坏了公众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管理的信任，因此，严厉打击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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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污腐败有助于重新获取公众支持 ，维护良好的政府形象和政府信任。 实施高压反腐方略有助于
［83］
净化官场风气、遏制腐败趋势、降低公众的腐败感知，维护政府形象，从而提高政府信任。 加强腐
［84］
败治理是中、日、韩三国提升制度信任的共同战略，并在实践中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此外，新
时期要充分运用电子政府和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勤政廉政建设 ，有效发挥电子透明、技术监督的作用

提高政府信任。
（ 四） 积累社会资本，提高社会信任
虽然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不像政府绩效等短期因素那样能够较快地改善政府信任 ，但广泛积
累社会资本，提高社会信任能够对政府信任产生长期积极的影响 ，尤其是可以发挥跨越型社会资本
［85］
对提升政府信任的积极作用。 第三次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实证研究发现，通过社会组织的志愿
［86］
活动发展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公众的政治参与，进而有助于政府信任的提高。 在我国，农村居民

的社会信任和正式的社团参与都有助于农村社会资本的积累 ，并且对基层政府信任的提高有积极
［87］
影响，可见，在转型期的中国，应该着力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积累以利于提高政府信任。 社
会资本的积累同样对我国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 在创建城市社会资本过程中，
依托开放型社会网络和社区为平台 ，树立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培育互助文化和合作精神，有助于
［88］

创建政治资本，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政府信任。

四、结论
政府信任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也是现代政府实现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 ，构建和维持相当
程度的公众信任是政府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必须予以重视的议题 。 化解信任危机、重建政府信任需
要明确政府信任的相关影响因素 。然而，政府信任作为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态度 ，受到复杂多元因素
的相互影响。综合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政府信任至少受到社会人口属性、政治、政府、经济、社会
和文化等因素的显著影响。由于影响因素和社会环境的不同，政府信任在国家、地区、政府层级之
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因此，重建政府信任需要认真分析不同环境下的影响因素 。但总体来看，
提高政府信任的基本策略至少包括深化政府改革和提高公众满意度 、改进政府绩效和提高行政效
率、改善政府形象和遏制官员腐败、积累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等方面。
值的注意的是，除了这些传统的改善政府信任的策略外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治理变
革正迅速而深远地影响政府信任的构建过程 。电子政府作为新的技术战略，有助于改善政府绩效、
促进官民互动、提高政府透明度，这都有效地促进了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提高。 目前，电子政府对政
府信任的改善和提高作用已经得到国外研究者的重视 ，国内也有少数学者予以关注。 在未来研究
中，需要进一步检验电子政府对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 ，并对其作用机制进一步深入探讨，这将是政
府信任研究重要的知识增长点，也对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注释：
［1］习近平： 《之江新语》，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18 页。
［2］Thomas，C． W． “Maintaining and Ｒestoring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ir Employees”，Administration ＆ society，1998，30（ 2） ： 166－193．
［3］［20］［41］［52］Hetherington，M． J． “The Political Ｒ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
1998，92（ 4） ： 791－808．
［4］［18］钟杨、王奎明： 《关于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度的多维度分析》，《政治学研究》2015 年第 6 期。
［5］李连江： 《差序政府信任》，《二十一世纪》2012 年第 6 期。
［6］［14］Norris，P． “Introduction： The Growth of Critical Citizens？”，In Norris，P． （ Eds． ） ．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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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
［9］［59］［88］刘米娜、杜俊荣： 《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公共管
理学报》2013 年第 2 期。
［10］熊美娟： 《政治信任测量的比较与分析———以澳门为研究对象》，《公共管理学报》201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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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 Measurement，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Government Trust
ZHU Chun－kui，MAO Wan－lei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 Public Affair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s，the decline of trust in government has become a global governance issue，and related
research has steadily increased． In this study，we focus on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trust in governmen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 structure，we examin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rust in government，including social population attributes，politics，government，the 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 Finally，we propos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rust in government，including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government，improving public satisfaction，enhancing government performance，raising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bolstering the
image of the government，combating official corruption，accumulating social capital，and improving social trust． In addition，as a new technical strategy to improve and enhance trust in government，e－government is becoming a forefront topic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Keywords： trust in government，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overnment trust，the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government
trust，e－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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