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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不同规模和种类的旅游节庆活动因为其产品

的吸引性、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以及对当地配套

设施建设的拉动性，正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的旅

游目的地的重视和青睐。旅游节庆在某种意义上

来说，可以被比喻成一场在剧场里演出的戏剧，而

参加节庆的游客就如同剧场里的观众，经历着避

俗、惊喜和个人升华等精神享受
［1］。依照这样的

比喻，旅游节庆节目编排的重要性，就等同于戏剧

里的对白和舞蹈编排
［2］。旅游节庆节目编排在本

质上来说 就 是 对 旅 游 节 庆 各 要 素 在 流 程 上 的 安

排，其主要功能就是增强游客在节庆中的体验，由

此加强整个旅游节庆的吸引力。尤其对于许多在

核心文化或艺术产品上十分同质化的旅游节庆活

动及其主办地来说，节庆节目的编排质量就成为

其竞争优势的关键
［3 － 5］。

尽管旅游节庆节目编排质量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有关这方面的基础、全面、详尽的研究还有所缺

失。特别是，目前在对旅游节庆节目编排质量的概

念、意涵以及形成要素的认识等方面，尚未统一。比

如说，在布朗(Brown)和詹姆斯( James) 提出的戏剧

化模型里，节庆节目的编排是节庆举办的一个重要

要素，并包含有时间安排( timing) 和渲染(build) 这

两个次因子
［6］。而亚伦等(Allen，et al. ) 则突出了

节庆节目编排过程的复杂性，并强调这样的复杂性

是受到一系列和节庆利益相关者有关的外部因素的

影响的
［2］。盖茨(Getz) 把可行性、必要性和持续性

列为旅游节庆节目编排的三大主要目标
［7］。同时，

也有学者建议把节目编排渗透到节庆产品的核心、
有形和附加 3 个层面中

［8］。
鉴于目前相关研究的不足，本文依托于游客体

验、利益相关者理论及项目管理的理论支撑，通过归

纳式的逻辑论证提出并实际验证一个旅游节庆节目

编排质量的多因素度量尺度。同时，本文应用结构

方程模型(SEM)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通过建构模型

来量度该尺度和旅游节庆游客的相关行为重要要素

之间的关联。本文对认识旅游节庆节目编排质量、
提高旅游节庆节目编排质量以及管理节目编排质量

与其他节庆游客行为要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定

的理论支持和相应的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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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 1 旅游节庆节目质量编排的概念

旅游节庆的节目就是旅游节庆组织者为观众和

其他节庆参与者准备的在时间上和内容上都安排好

的活动
［7］。在内涵上，旅游节庆节目既包括节庆组

织者专门策划和推出的演艺类节目，也包括其他紧

密围绕节庆主题的活动和项目。而节庆节目编排，

就是一个创造性地对不同节庆节目进行安排的过

程，以使得节庆产品能以连贯衔接、反映节庆特色和

有吸引力的方式呈现。戈德布拉特 (Goldblatt) 认

为，节庆节目编排的最主要目标就是使节庆参与者

的体验最大化
［8］。所以，在进行节目编排时，节庆

组织者应当引入战略性的眼光，由此取得集聚效应。
如今，旅游节庆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各类在核心

产品上重叠严重的旅游节庆层出不穷。比如中国香

港和中国澳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传统类

似，对旅游节庆的“盛事效应”都十分重视，导致每

年在举办这样的活动时都会发生比较严重的题材和

内容上的撞车，如天后诞辰庙会、端午龙舟赛、各类

粤式美食节等。所以，在核心文化艺术产品十分雷

同的情况下，节庆节目的具体编排质量就显得越来

越重要。如果节目编排的质量高，则可以在整体上

补偿节庆产品本身内容上的不足;反之，如果节目编

排的质量差，会对本身内容优质的节庆产品造成拖

累
［2］。目前，关于节目编排作用的相关理论探讨，

主要集中在以下 3 个层面:首先是在节庆的策划层

面。节目编排可以把不同的节庆节目和其中不同的

节庆产品有机地串联起来，这样就能在整体上更好

地反映和突出节庆的主题( theme)。马聪玲认为，

一个明确的主题是节庆能否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并

超越竞争者的关键因素之一
［9］。而主题的反映和

突出不能是单一和孤立的，而是应该贯穿和沉浸于

节庆的所有节目，并以结构性的方式融入到节庆产

品的核心、有形和外延层次
［10］。要能使不同的节目

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需要有效并有创造力的

节庆节目编排。其次，从市场营销的层面来看，节目

编排可以使旅游节庆产品更好地迎合具有不同偏好

和品位的各个目标市场。从当前旅游节庆客源市场

的实际来看，不同的目标市场往往只是被节庆产品

的某一部分所吸引
［11］。所以，节目编排通过对节庆

产品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组合，可以增强旅游节庆的

整体市场吸引力，建立正面的和有建设性的市场形

象，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吸引不同的目标市场。特别

地，盖茨、安德森 (Anderson) 和拉尔森 ( Larson) 认

为，创新性的节目编排是现有节庆进行市场重新定

位( repositioning) 的重要手段
［12］。第三，节目编排

在操作层面上体现了对节庆组织者管理和协调水准

的高端要求。节目编排牵涉到节庆活动从策划、准
备、排练、演出到清场、事后评估等各个阶段，以及台

前幕后的诸多要素，如场地、器材、舞美设计、人力调

配、预算控制等。节目编排既要服从于这些“外围

因素”(parameter factors)的影响和限制，又要能最有

效地组合和利用这些外围因素，把它们的个别和集

群效应发挥到最佳。所以，节目编排直接反映了节

庆活动组织者的领导决策、管理协调、资源利用等项

目经营管理能力和技巧，对于节庆策划、管理人才的

培养和提高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2. 2 游客体验的概念和意涵

游客体验可以被定义为游客通过访问某一游览

设施所得到的心理成果
［13］。参加旅游节庆的游客

在节庆期间一直体验到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节庆产品

和服务，这种体验可以用“体验价值”的参数来衡

量。巴宾等(Babin，et al. ) 提出了 3 个种类的体验

价值，即效用价值、享乐价值和情感价值
［14］。其中，

效用价值和目标的完成有关，享乐价值可以由欢乐

感来表述，而情感价值是通过对情感的激发而产生

的。情感价值可以被进一步分为愉悦、唤起和支配

3 个层面
［15］。游客体验的概念在研究旅游节庆产

品和服务中十分重要，就在于这样的体验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游客对体验质量差距(quality gap) 的

感受，从而进一步决定游客的总体满意程度和将来

的行为意图
［16，17］。目前，在旅游节庆活动研究领域

比较具有争议性的就是节庆产品和服务的“真实

性”问题。真实性就是指节庆产品和服务是否能完

全地代表和反映节庆文化的内涵，需不需要把文化

商品化的问题。尽管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存在争

议，但一般认为，节庆组织者对节庆产品必要的包装

和延伸还是能在相当程度上提升游客的体验
［7］。

2. 3 利益相关者理论:节庆活动中的多元化利益组

合和诉求

旅游节庆活动的利益相关者就是指那些既被某

节庆活动影响，又能反过来影响该活动的团体和个

人
［18］。利益相关者可以用“显著值”( salience)这个

指标 来 衡 量，具 体 来 说 就 是 权 力、合 法 性 和 紧 迫

性
［19］。权力就是指利益相关者的能力、手段和地

位，合法性是利益相关者被赋有的法律和道德授权，

而紧迫性量度的是旅游节庆活动对该利益相关者诉

求反应的回复程度。根据一系列内外因的变化，利



第 26 卷 2011 年第 2 期 月刊 旅 游 学 刊 TOURISM TRIBUNE

▓

益相关者的显著值会发生改变，进而旅游节庆活动

和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也会产生相应的转

变
［20］。

因为旅游节庆活动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很强，所

以节庆活动牵涉到的利益相关者在数量和级别上都

比较复杂，其中主要的有政府部门、赞助商、大众媒

体、合约商、供应商和当地民众等。这些利益相关者

从自身利益出发，彼此之间可以形成不同的利益组

合和诉求，对旅游节庆的举办施加影响。所以，有效

的利益相关者管理对于顺利和可持续地举办旅游节

庆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2. 4 旅游节庆项目管理:从科学化中追求“惊喜”

旅游节庆在经营管理层面上经常被比喻为项

目，其中包含着一连串的选择和决策，在限定的时间

要求下对资源进行调集和利用
［2］。所以，项目管理

中的理论和方法经常被应用在节庆活动的整个生命

周期之中，从初创、规划、执行、运营一直到关闭清

场、成果评估的阶段。项目管理主要包括一系列连

贯、严谨、进阶式的管理程序，首先对节庆项目进行

定义，然后确认所作工作的范围，把工作分解成不同

的任务，对这些任务进行分析，并提出清晰的时间表

来完成任务，并对权责归属进行明确的划定
［21］。

节庆活动项目管理的本质就是对节庆活动举办

过程中的多重任务进行科学、有效和经济的安排。
项目管理的重要功能就是查找、定位、分析和解决节

庆产品和服务生产与展现流程中的“瓶颈”问题。
尤其对于重复性举办的节庆活动来说，项目管理因

为其提供的坚实数据和宝贵经验而具有很大的价

值
［22］。当然，也应该看到，项目管理因为其计划上

的严格性和执行上的严谨性，导致其在融入创造性

成分方面的不足，而这样的创造性成分因为其给游

客体验带来的惊喜性( the WOW factor) 的效果，在

旅游节庆活动的构思和设计中又是十分必要的
［23］。

2. 5 旅游节庆节目编排质量的维度构建

鉴于旅游节庆节目编排在内容要素的综合性、
时间维度的跨越性以及和目的地整体旅游产品体系

的互动性，传统的关于旅游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的

质量评价方法都不能准确、全面和有针对性地反映

旅游节庆节目的编排质量。而目前关于旅游节庆节

目编排质量的相关研究多以宏观定性描述为主，具

体定量分析有所缺失。所以，本文以游客体验、利益

相关者知识体系和项目管理为三大理论支撑，初步

提出了旅游节庆节目编排质量的 6 大维度变量，即

(1)节目多样性，(2)利益相关者要求的平衡，(3)节

目的时间同步性，(4) 节目的递进性，(5) 节目的灵

活性，(6) 节目和传统旅游活动的联系。需指出的

是，根据本文特定的研究目的，利益相关者在此局限

于旅游节庆活动的赞助商。其中，节目的多样性、灵
活性和递进性针对的是各个不同感受层次的游客体

验质量，而赞助商要求的平衡以及节目和传统旅游

活动的关系则遵循了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论述。
此外，节目的同步性和多样性与节庆项目管理的程

序及要素也有密切的联系。
同时，本文在此所提出的 6 大维度变量，也与经

典的服务质量模型 SERVQUAL 具有紧密的理论联

系和缜密的领域延伸。SERVQUAL 模型由美国学

者巴拉苏罗(Parasuraman)、曼尔(Zeithaml) 和伯瑞

(Berry)构建并完善。该模型把服务质量分解为有

形设施、可靠性、响应性、保障性、情感投入共 5 个方

面，多年以来在旅游和酒店服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和发展
［24，25］。在本文提出的 6 大维度中，节目

的多样性及灵活性已经被其他研究证明可以体现总

体服务质量上的保障性和情感投入
［26，27］，而节目对

赞助商要求的平衡和与传统旅游活动的联系则可以

反映到服务质量中的响应性
［12］。此外，服务质量中

的可靠性以及有形设施可以表现为节目编排上的同

步性和递进性
［6］。

综上所述，这 6 大维度变量分别或综合地反映

了有关的理论支撑，所以可以被认为是全面、准确和

有针对性地体现了旅游节庆节目的编排质量。故

此，本文根据通过文献研究所提出的这 6 大维度变

量，可以有效代表旅游节庆节目编排质量，进而将其

融合到相关的概念模型和假设中。
3 概念模型及相关假设

节目编排质量作为本文考察的主要变量，主要

通过专家意见搜集的定性研究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

(SEM)的定量研究方法对其进行两方面的测试:一

方面，为验证其内部效度( internal validity)和内部信

度( internal reliability)，考察在文献综述中所提出

的 6 大维度变量之间的联系和区分度;另一方面，为

验证所提出的旅游节庆节目编排质量概念的外部信

度(external reliability)，本研究引入其他和节目编

排质量有关的重要变量，对节目编排质量与这些重

要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测量。在此，选取的重要变

量有游客满意和游客将来的行为意图。这两个变量

都已被许多理论论述和实际检测所证明是判断和预

测游客对旅游产品和服务感知的重要指标。
综合以上考虑，本文提出了旅游节庆节目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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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该模型包括了 3 个主要变量，即节目编排质量、
游客满意以及游客将来的行为意图。这 3 个主要因素之间的关系假设为:

图 1 概念模型

Fig. 1 Conceptual model

H1:旅游节庆节目编排质量会正面影响游客对旅游节庆的满意度;节目

编排质量由多样性、平衡性、同步性、递进性、灵活性和联系性 6 个维度构成。
H2:游客对旅游节庆的满意度又会正面影响游客将来的行为意图。

4 研究方法

由于节目编排质量、游客满意和游客行为意图都属于潜在变量( latent
variable)，所以需要搜索和寻找相关的观测变量(observable variable) 对这些

潜在变量进行代表和推论。鉴于目前游客满意和游客行为意图这两个变量在

理论和实际操作上的成熟性，对这两个变量本研究直接应用了现有研究使用

的观测变量因子，其中，“游客满意”采用的是高、黄和吴(Kao，Huang ＆ Wu)

的两个观测变量因子
［28］，而“游客行为意图”则使用了金和李(Kim ＆ Lee) 的

两个观测变量因子
［29］。

鉴于目前理论探讨中对“节庆节目编排质量”相关研究的缺乏，所以本研

究遵循了相关的度量因素发展理论
［30］，对提出的节庆节目编排质量 6 大维度

变量及其观测变量因子实行了先定性归纳、再定量检验的研究步骤。在定性

方面，本文首先根据三大理论支撑和文献检索，对 6 大维度变量提出了 60 个

观测变量因子。随后，本研究接洽了 6 位来自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学者，对 6 大

维度变量及 60 个观测变量因子进行质量、代表性、重叠性以及措词恰当与否

等各方面的评价。经过这一过程，6 大维度变量均被保留，原先的 60 个观测

变量因子经筛选后保留 39 个，其在 6 大维度中的分布如下:多样性、平衡性和

联系性分别有 6 个因子，而同步性、递进性和灵活性则各有 7 个因子。
随后，本研究设计了定量调查问卷，通过 SEM 方法来验证初步完善后的

节庆节目编排质量的维度变量和观测变量因子的内外部效度和外部信度。所

有节庆节目编排质量的观测变量因子都采用了李克特 5 点量表 (5-point
Likert-type scale)，其中 1 代表非常不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而游客满意和游

客将来行为意图则使用了李克特 7 点量表，其中 1 代表最否定的态度，7 代表

最肯定的态度。
调查问卷于 2010 年 7 月中旬和下旬在北京市西城区“北京什刹海文化旅

游节”期 间，针 对 参 加 该

节庆活动的游客进行分发

和数据采集。选择该节庆

作为调查对象的主要原因

是其内容上的综合性、场

地上的扩展性以及举办上

的成熟性。为符合本研究

的考察目的，只有已在该

节庆活动中游玩超过 6 个

小时的游客才接受详细访

谈和数据采集。在访谈过

程中，调查员也会就问卷

相关问题向访谈对象进行

解释 和 澄 清。在 调 查 期

间，共有 350 位游客被询

问，其中有 286 名游客成

功完成了调查，问卷回应

率达 到 了 81. 7%。后 经

进一步筛选，排除有遗漏

和误填情况存在的问卷，

共得 到 了 261 份 有 效 问

卷。
在有效问卷调查对象

中，男性占 46. 7%，以 20
～ 30 岁年龄段人数为最

多，达 37. 2%。同 时，调

查对象中接受过大学以上

教育的占 35. 6%，月平均

收入以 3001 ～ 4500 元为

最 多，达 33. 7%。此 外，

“和朋友一起”是参与该

节庆方式中最普遍的，包

括了 44. 1% 的调查对象，

而有 79. 0% 的 调 查 对 象

有过参与类似旅游节庆活

动的经验。
5 数据分析

5. 1 测量模型分析

根据 SEM 分析要求，

为检验测量模型的收敛效

度和建构信度以及判别效

度，本研究应用了 AMOS
17. 0 数理统 计 分 析 软 件

对调查问卷中收集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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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节目编排质量的 6 大维度因素的数据进行了验

证性因子分析。根据本研究的特定要求
［31］，凡是

因子载荷在 0. 4 以下的观测因子变量，都被认为不

显著，并有可能存在交叉载荷的可能性。根据这一

标准，原来的 60 个观测因子中共有 14 个因为因子

载荷低于 0. 4 而被去除，其中包括 2 个多样性因子、
3 个平衡性因子、2 个同步性因子、3 个递进性因子、
2 个灵活性因子和 3 个联系性因子。

去除因子载荷不符合要求的因子后，6 个维度

变量产生了良好的拟合度指数( goodness － of － fit
index)，具 体 为 χ2 = 852. 674，df = 263，p <
0. 001，GFI = 0. 910， CFI = 0. 912， RMR =
0. 064。由此可以得出，经调试后的维度变量和其对

应观测因子有独特的联系性，模型具有较高的收敛

效度。此时，模型因子的综合值在 0. 76 到 0. 86 之

间，超过了 0. 7 的标准，且平均差额提取值在 0. 5 以

上，所以测量模型的建构信度可以被确认
［32］。同

时，为进一步确定测量模型的判别效度，对每个潜在

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量的平方根与该潜在变量和其

他潜在变量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也得出了前者总

是大于后者的结论。由此，该测量模型也具有较高

的判别效度。
在保留的维度因子中，节目多样性维度含有 4

个因子，表现在节目形式、内容和演艺人员上的多样

性，特别是要求在演员与观众互动形式上的多样;赞

助商平衡维度则由 3 个因子构成，体现在赞助商活

动的数量、主题和商业消费性这 3 方面;同步性维度

中有 5 个因子被保留，其中包括了同步举行的节目

和单独举行节目的区别、同步节目的必要性、适当

性、同步节目之间的相互竞争性以及在时间安排上

的交叉性;此外，有 4 个因子代表了递进性维度，分

别涉及高潮与铺垫性节目的关系、尾声节目对下一

届节庆的提示，还尤其包括神秘惊喜性节目和渐增

奖金性的节目;灵活性维度的 4 个因子表现在节目

和自由活动时间的合适长度、紧急情况时的替代性

节目以及节目与场地设施的协调性;最后，传统旅游

活动联系维度由 3 个因子组成，涵盖了传统旅游活

动的时间长度、各个旅游要素的组成，以及和旅游节

庆会场的衔接。
5. 2 结构模型

随后，本研究对节庆节目编排质量和游客满意

及游客将来行为意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结构模型上

的检验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的拟合度为 χ2

= 968. 477，df = 271，p < 0. 001，GFI = 0. 922，

CFI = 0. 931，RMR = 0. 047。故此，根据相关文献

对拟合度指标合理范围的确定，本模型的各指标均

显示出本模型具有较好的对数据拟合能力，无需再

行修改。节目编排质量和游客满意度之间的标准化

系数(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为 0. 853，而游客满

意度和游客行为意图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 0. 781。
所以，在此可以做出结论，先前 H1 和 H2 中所作出

的路径假设关系都是正确的，且影响关系显著，H1
和 H2 均成立。

再者，本模型同时显示，节目编排质量对游客满

意度有着显著的影响(β = 0. 853，t = 5. 977，p <
0. 001)，而游客满意度也进一步对游客将来的行为

意图具有显著影响(β = 0. 781，t = 6. 363，p <
0. 001)。模型中提出的节庆节目质量编排量度可

以解释游客满意度的 66. 7% 和游 客 行 为 意 图 的

61. 2%价值表现。最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在

模型内节目编排质量 6 大维度中，以节目多样性维

度(β = 0. 332，p < 0. 001) 和节目递进性维度(β
= 0. 297，p < 0. 001)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

著。这一结论也呼应到相关旅游服务质量文献中对

这两大维度地位的确认
［6，26］。

6 结论及研究启示

本文在对相关理论文献进行深入回顾和总结的

基础上，对旅游节庆节目编排质量的概念、维度及其

与游客参与旅游节庆的主要相关参数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模型建构，并通过 SEM 分析，得出了旅游节庆

节目编排由 6 大维度和 23 个观测因子构成，并对游

客满意度和行为意图均具有良好因果效应关系的结

论。在当前相关理论阐述和实际验证还显缺乏的情

况下，本文所得出的成果，对于深入探讨有关旅游节

庆节目编排的本质和外延，以及如何在旅游节庆活

动的主办实践中更好地利用好节目编排，都有一定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来说:

(1) 从理论贡献上来看，本文初步证实并实际

验证了旅游节庆节目编排质量的多维性，并揭示了

这样的多维性跨度涵盖了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的领

域，并和节庆活动的技术、艺术以及情感方面一体相

关。在本文所得出的节目编排质量 6 大维度中，既

有对现有旅游服务质量理论相关概念变量的确认和

发展，又有对旅游节庆这一特定行业领域重要成分

和要素的开拓和延伸。
所以，本文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认识旅游节

庆活动节目编排质量的内涵和特性、其在旅游节庆

规划和组织中的重要性以及同旅游节庆活动中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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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在理论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和量化。如今世界各地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竞争日趋

激烈，同质化旅游节庆活动数量众多，而采用戏剧化

的“故事脉络”(storyline) 进行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

的战略，正越来越被各个目的地重视
［33］。本文取得

的成果，对于这一战略在旅游业其他相关领域的应

用，如旅行社线路游程设计、景区点和主题公园产品

时序安排以及旅游商店产品呈现规划等，都有一定

的启示意义。
(2) 从实践意义上来看，本研究确认的旅游节

庆节目编排质量的 6 大维度及其 23 个观测变量因

子，对于旅游节庆活动规划和组织者来说，也提供了

集中财政和人力资源，提升节庆节目编排质量的针

对点和突破口。比如，节庆规划和组织者一定要在

活动酝酿和计划阶段注意到节目产品各个方面的多

样性，并实行严格的项目管理，确保同步性的可行。
同时，节庆组织者要紧密和各个利益相关者合作，尤

其要能恰当地把赞助商的活动和节庆活动本身的主

题切合起来，达到软性营销，各取所需。在促进节目

的递进性方面，组织者应该多参考文化艺术表演领

域内的常见手法和技巧，特别是可以实行累进奖金

奖品的穿插，不断提升游客体验价值。在节目编排

和传统旅游产品的结合方面，节庆活动组织者应该

有效利用旅游目的地传统旅游资源优势来为自身活

动进行内容、宣传和资源上的助推，达到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
(3) 本研究实际验证了旅游节庆活动节目编排

质量对游客满意度和游客行为意图的正面影响。所

以，这样的研究结论从战略高度上确认了节目编排

质量对节庆产品树立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性，需要引

起节庆活动规划和组织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并在

资源和精力投入上对这一方面进行适度的倾斜。特

别是在节庆活动的宣传推广阶段，可以有意识地突

出和强调节目编排方面的特色和优势，从而使节目

编排质量和节庆核心产品能产生良好的聚合效应，

从整体上提升节庆活动吸引力。对于历时较长的节

庆活动，更应充分做好节目编排工作，保持节庆产品

的常变常新，不断吸纳和稳固目标市场。对于反复

举办、已进入成熟期的节庆活动，则更应在节目编排

上加大投入，挖掘新意，把节目编排当成维持和提升

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从而延长和振兴节庆活动

的生命周期。
7 研究展望

由于资源和时间所限，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

足，需要未来进一步去补充和完善。首先，本研究所

提出的节庆活动节目编排模型中的 6 大维度和 23
个观测变量因子，有可能仍然是不完美的。一方面，

现有的维度和因子可能存在冗余;另一方面，有新的

维度和因子有待发掘。所以，进一步的研究可以着

眼于对现有模型的调整、改进和完善上，使其更全

面、严谨和简洁。同样，在本研究选取测量游客满意

度和游客行为意图的基础上，未来研究也可以融入

对其他重要旅游服务质量领域概念和变量的验证，

如游客感知价值、游客忠诚度等。
而且，本研究因为调查数据来源集中于一个文

化性旅游节庆，所以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后续研究可以将本研究所提出的模型应用

在其他种类的旅游节庆活动中，如艺术、体育以及会

议展览类节事庆典等。在此，会展类活动因为其日

益增加的受欢迎性尤其值得进一步研究和重视。同

理，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国游客上，所以相

关文化背景可能对本研究结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未来研究可以选择文化背景不同的样本来验证本研

究中模型的正确性，并可以进一步了解不同文化背

景的游客对节目编排质量看法上的共同性和差异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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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ve Study on the Programming
Quality of Tourism Festivals

and Empirical Testing
YAN Qi1，ZHANG Qiu Han-qin2，YANG Yun3

(1. School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Executive Developmen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Hong Kong; 2. School of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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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Kunming 650118，China)

Abstract:With visitors’experiences，stakeholders’relation and
project management as theoretical support，the paper summarizes
and offer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programming quality in tourism
festival activities and makes empirical testing of this model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by way of
questionnaire. After revision，the correctness of this model is
thus verified and the hypothetical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variables is proved sound. The study has，to some degree，filled
the vacancy of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programming quality in
current tourism festival activities. Suggestions about better
managing festival programming quality in planning and
organizing festival activities are also put forward.
Key words:tourism festival event; programming quality;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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