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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各种新增旅游景点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境外、国外旅游的日益勃兴,旅游市场的竞争变得
愈加激烈。提升旅游者故地重游的比例逐渐成为旅游地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手段,重游意愿研究继而成为旅
游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对国内外有关重游意愿的文献进行梳理,从重游意愿的起源与发展、概
念与测量以及影响因素三大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述评,并提出了该领域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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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he rising of outbound tourism, the
competition of tourism marke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ierce.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tourists
returning old haunt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hen the willingness to revisit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ourism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comb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revisit inten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and comment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visit inten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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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此阶段,少部分学者关注并开始了对某个案例地游客满

随着各种新增旅游景点数量的不断增加,境外和国外旅游

意度、忠诚度等因素与游客重游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但研究成

的日益勃兴,旅游市场的竞争变得愈加激烈。提升旅游者故地重游

果较少。JF Petrick(1999)认为高尔夫旅行者重新访问意图相

的比例逐渐成为旅游地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正因为如此,重游

关的认知过程对高尔夫度假村管理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他调

意愿已然成为旅游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

查了不同忠诚阶层的高尔夫旅游者满意度、感知价值与重游意

游客重游行为测量的难度较大,因此,作为影响游客重游行为潜

愿的关系以及差异。R Kashyap等学者(2000)从商务和休闲两方

在因素的游客重游意愿便成为众多学者青睐的研究议题。

面考察了旅行者对价值、质量和价格的感知,以及它们对旅行者

鉴于此,本文从重游意愿研究的历史沿革、概念和测量、影
响因素等方面对重游意愿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并提出了未来
研究方向,以期能够进一步拓展该议题的研究广度和深度。

1 重游意愿研究的历史沿革

对相似酒店的评级和重游意向的影响。
在这一阶段关于重游意愿的研究比较表浅,更注重重游意
愿对某一旅游地或目的地的发展。
1.2快速发展阶段。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各旅游地之间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将重游意愿的
发展历程分为萌芽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

的竞争愈发激烈。通过调查发现对于回头客的营销资本比初次
游客更低,而且故地重游的游客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他们更倾

1.1萌芽阶段。关于重游意愿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国

向于寻求一种特定的、高质量的体验。在此背景下,游客重游意

外。在此之前,学者们都倾向于研究游客最初目的地选择的因素。

愿的研究增加,更加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而且更加多元化,比

极少学者会在研究中考虑到在特定的目的地重复游玩这一现象。直

如重游意愿的前因、影响因素。

到Gitelson and Compton(1984)关注旅游中心的游客重复度假的研
究。这一发现极具创新性,此后重游意愿开始受到学界的一些关注。
22

对于重游意愿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不同观点。
Jang等人(2007)探究了重游意愿的前因,他们认为从时间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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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观察游客的重访意图是很重要的,结果表明,满意度是短期重

意愿,在前人的基础上,他除了调查1年、3年、5年内的重游意愿,

游意愿的直接前因,而对中期重游意愿和长期重游意愿的直接

还调查了10年内游客的重访意向,扩大了重访时间段的测量。

前因,对新奇的追求是中期重游意愿的重要前因(因为延迟重复

3 重游意愿影响因素

者是追求新奇者,而连续重复者是固有的回避新奇者)。也有学

重游意愿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研究成果

者Li(2010)填补了旅游重游意愿研究的两个空白：旅游动机的

也较多。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关于重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可

访前心理因素的影响及其与目的地形象的关系,探讨了乡村旅

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主观因素,包括满意度、感知价值/质量、

游情境下目的地形象、旅游动机与重游意愿之间的关系。

求新求异；二是客观因素,包括目的地形象、服务质量等。

在这一阶段,关于重游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量增加,较多被
提及的是游客满意度、感知价值、目的地形象、以往到访次数、对
目的地的熟悉程度等,其中占权重最大的影响因素是游客满意度。
1.3成熟阶段。在这一阶段,重游意愿影响因素的模型建构

3.1主观因素。
3.1.1游客满意度。游客满意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
国家。Oliver(1997)对满意度的定义是顾客对产品或服务满足
的判断。

趋于成熟。Wu等人(2014)通过对台湾奇幻世界游客的数据分析

国内外研究多次证实了游客满意度对游客的重游意愿有显

探讨主题公园游客体验质量、体验价值、体验满意度、体验形

著的正向影响。Jang等人(2007)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维度

象与重游意愿之间的相互关系。该调查结果表明,游客体验质量

探讨了游客追求新奇性和目的地满意度对短期、中期和长期目

的提高有助于游客改善对主题公园的印象,而印象水平的提高

的地重游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满意度是短期重访意向的直接

最终会导致游客的重游意愿。Allameh(2015)以伊朗为目的地构

前因。Huang等(2009)通过对北京地区游客的调查发现满意度是

建了影响体育旅游游客重游意愿的模型,包括目的地形象、感知

影响重游的一个关键因素。

质量、感知价值和满意度。

总体来说,以往研究提供的实证证据表明,游客满意度是游

2 重游意愿概念和测量

客再次访问目的地并向他人推荐目的地意愿的重要指标。因此

2.1概念。虽然学者们对于重游意愿的概念进行了大量的探

游客满意度一直是重游意愿中占权重最大的影响因素。游客满

索,但是目前对于重游意愿的概念仍未实现完全统一。

意度与重游意愿具有显著相关性,且是正相关。

关于重游意愿概念的情况可以大致分为两点,一是游客是

3.1.2感知质量/价值。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的概念较为相

否愿意再次回到初次目的地。杨旸等人(2008)认为重游意愿是

像,以往有学者把二者放在一起研究,因此在这里也将感知质量

指到访某旅游地或者参与某项旅游活动之后,游客再次到访或

和感知价值放在一起进行说明。感知质量是关于一个产品优越

参与活动的意愿。二是重游意愿可以包含其他维度。Cheng等

性或卓越性的判断,是一种主观全面的评价,来源于消费者在对

(2013)认为应从游客忠诚度和行为意愿两个方面定义重游意

比中作出的判断。感知价值是指旅游者对一次完整的旅游活动

愿。Kozak(2003)认为重游是旅游者同意再次前往某一目的地并

中的个人利失(金钱、时间、精力)和利得(心理、精神、情感、

愿意购买当地的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行为。这一概念较为符合大

认知)全面综合的评价与权衡。因此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对于重

多数学者的看法。

游意愿的影响十分重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将重游意愿的内涵作如下界定,即,

经由国内外多名学者证实,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对于游客

重游意愿是指游客再次出行旅游地的主观意愿,它是影响和决

重游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郭安禧等人(2018)证实游客感

定游客重游行为产生的内在动力。

知价值对重游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2.2测量。重游意愿的测度方式可分为以下两种：第一种是
直接给出“会”、
“不确定”、
“不会”三个选项,由被调查者进行

大数研究表明感知价值和感知质量与重游意愿具有显著的
相关性,且是正相关。

选择；第二种是用李克特五分或七分量表测量游客重访意愿的

3.1.3求新求异。Lee & Compton(1992)认为寻求各种类型

程度,最终分值越高,表明重游意愿越强。还有依据时间长度来

的新奇刺激了许多快乐旅行者或度假者的旅行。并且进一步提

测量,Feng(2004)依据强度大小对重游者进行分类,提出了一种具

出快乐旅行的新来源是刺激、冒险和惊喜,以及减轻无聊。

有5年时间框架的三分式TDRI旅游细分,结果显示重游意愿强度由

Feng和Jang(2004)依据时间长度提出连续重复者可能相当于

高到低依次是连续重复者(随时间推移具有持续高重温意愿的旅

较低的新奇追求旅行者,而连续转换者可能是较高的新奇追求旅

行者)、延迟重复者(短期内低重温意愿但长期内高重温意愿的

行者,而延迟重复者则代表了中等刺激水平的旅行者。相似

旅行者)、以及持续的转换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始终不打算再去

地,Jang等人(2007)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维度探讨了游客追求

的旅行者)。在这三个部分中,延迟重复者倾向于强化访问意图。

新奇性和目的地满意度对短期、中期和长期目的地重游意愿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Jang and Feng(2007)在研究中根据时间长度

寻求新奇感虽然与长期再访意愿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会

对重游者再次分类,1年内有重游意图的归入短期重游者、3年内

直接影响中期再访意愿。

有重游意图的归入中期重游者,5年内有重游意图的归入长期重

3.2客观因素。

游者。Assaker(2011)同样也是根据时间段来研究旅游者的重游

3.2.1服务质量。国际旅游市场的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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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许多因素有助于提高目的地的竞争力,但是目的地服务质量
越来越被认为是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5 结束语
研究领域的拓展。近年来,体育与旅游逐渐融合发展,体育

为了达到研究目的,不同的学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和

旅游业的发展渐好。重游意愿在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关

解释。例如,Berry(1985)认为服务质量可以定义为在服务被使

于体育旅游重游意愿的研究甚少。重游意愿的议题可延伸到体

用后,比较客户对服务的期望和服务的表现。换句话说,服务质

育旅游领域,助力体育旅游更好地发展。

量被视为一个评价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将他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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