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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南京市居民国庆假期出游意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国庆假期居民出游意愿较

高，出游意愿与居民国庆可自由支配时间、旅游偏好、国庆天气情况、以往假期旅游体验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工作地与家乡是否为同一城市对居民出游意愿不产生显著影响。如果有一起出游的同伴，居民国庆出游意

愿会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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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人们的需求层次

也在不断提升。外出旅游作为重要的精神消费，已

成为许多人生活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庆

假期较长的休息时间、适宜的气候激发了居民出游

的热情，增加了人们的出游机会，并在一定程度上

带动了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７年国庆中秋假日日均旅游消费人数为春节的

２．５倍，为“五一”节的１．６倍。作为旅游市场研究

的重要内容，出游意愿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因此，

本文对国庆假期居民出游意愿进行研究，以期推动

旅游市场的发展和旅游服务水平的提高。

一、文献回顾

学界对出游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

雷平等通过对１９８４—２００５年相关变量时间序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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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计量分析，分析了国内居民出游意愿的影响

因素［１］。刁德彬等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太原市居民

的乡村旅游意愿进行了研究，主要从居民的基本特

征、乡村旅游出游意愿特征、乡村旅游动机与需求

偏好等方面展开研究［２］。沈苏彦等人的研究结果

显示，可以通过旅游者的旅游经历、旅游认知态度

等来预测旅游者在未来一年内对世界文化遗产地

的游览意愿［３］。何琼峰指出，我国居民的出游意愿

受多重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中经济收入有限、个人

闲暇时间缺乏是影响居民出游的主要因素［４］。黄

纯辉等发现出游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积极的预期

情感对出游意愿有显著的影响［５］。可见，影响出游

意愿的因素较多，学界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但

鲜有针对国庆假期出游意愿的研究。因此，本文采

用问卷调查法来获取居民国庆假期出游意愿相关

数据并展开定量研究。

二、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来采集数据，

从国庆假期居民出游实际情况出发设计问卷并借

鉴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调查问卷包括三个部

分：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影响居民出游意愿的相

关因素、居民的出游情况。

（二）问卷发放和回收

以２０１７年国庆假期为例，借助“问卷星”调查南

京市居民的国庆出游意愿。本课题组于２０１８年１

月通过各种网络媒介（ＱＱ、微信等）发放问卷，共回

收４２０份问卷，逐一检查后，剔除３５份无效问卷，有

效问卷总计３８５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９１．６７％。

三、数据统计和分析

（一）样本结构分析

研究样本中，女性略多于男性，女性占比

５７．１％，男性占比４２．９％；年龄以１８～２９岁、３０～

４９岁、５０～５９岁三个年龄段为主，分别占样本的

４４．４％、３１．２％、１８．４％；被调查者总体受教育程度

较高，学历为本科的占５５．１％，大专的占２４．２％，

高中的占１２．２％；收入方面，家庭人均月收入普遍

集中在３０００～７０００元，占被调查者总数的６５％，

家庭人均月收入３０００元以下的占１８．６％，７００１～

９０００元的占９．１％，９０００元以上的占７．３％；职业

分布方面，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比２０．３％，

企业职工占比３７．１％，自由职业者占比１３．２％，学

生占比２２．６％，个体户占比３．４％，其他占比

３．４％。可见，样本结构分布基本合理。

（二）效度分析

效度即有效性，主要用于分析量表的准确度、

有效性和正确性，即测定值与目标真实值的偏差程

度。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测量结果与真实值之

间的对应程度进行检验，利用 ＫＭＯ 检验法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法进行效度分析。

由表１可知，出游意愿各影响因素的ＫＭＯ值

在０．５与１．０之间且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显著性为

０，所有变量的方差贡献率都在７０％以上，表明本

研究量表数据效度较高。

表１　各影响因素犓犕犗检验和犅犪狉狋犾犲狋狋狊球形检验结果

影响因素
因子

载荷
ＫＭＯ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形检验

显著性（犘）

方差贡

献率／％

工作或学习压力 ０．７２１ ０．７４２ ０．０００ ７５．２３２

国庆期间可自由支配

时间

０．６８３ ０．７０３ ０．０００ ８１．４６２

除假期外每月可自由

支配时间

０．７５０ ０．７７２ ０．０００ ７１．９３３

旅游偏好 ０．７２１ ０．７５４ ０．０００ ７９．４９５

除国庆外旅游频率 ０．７４２ ０．６７７ ０．０００ ８６．３８０

以往假期旅游体验 ０．８３１ ０．８６３ ０．０００ ８１．１５２

工作地与家乡是否为

同一城市

０．６９６ ０．７３９ ０．０００ ７７．５６３

国庆期间交通或人流

量

０．６８６ ０．７２７ ０．０００ ８７．２５１

国庆期间天气情况 ０．７３８ ０．７６４ ０．０００ ８０．５０２

有无出游同伴 ０．７７３ ０．８６３ ０．０００ ７９．１６８

（三）相关性分析

本文分别对工作或学习压力、国庆期间可自由

支配时间、除假期外每月可自由支配时间、旅游偏

好、除国庆外旅游频率、国庆期间天气情况、国庆期

间交通或人流量和以往假期旅游体验等８个因素

与居民出游意愿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如表２所

示。居民国庆出游意愿与工作或学习压力之间的

相关系数为－０．０５６，犘（显著性水平）为０．２７１，因

犘＞０．０５，故出游意愿与工作或学习压力之间不存

在显著的相关性。对于工作或学习压力大的人来

说，也许国庆出游并不是他们缓解压力的好途径。

居民国庆出游意愿与国庆期间可自由支配时间之

２２



第３期 赵仕红，等：国庆假期出游意愿研究

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７０６，犘 为 ０．０３７，因 犘＜

０．０５，故出游意愿与国庆期间可自由支配时间之间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国庆期间可自由支配时

间越多，人们出游意愿就越强烈。居民国庆出游意

愿与除假期外每月可自由支配时间之间的相关系

数为０．００８，犘为０．４３５，因犘＞０．０５，故出游意愿

与除假期外每月可自由支配时间之间不存在显著

的相关性。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每月可自由支配时

间主要是周末，最多也就两天，对于出游来说时间

太短。居民国庆出游意愿与旅游偏好之间的相关

系数为０．６６３，犘为０．０４０，因犘＜０．０５，故出游意

愿与旅游偏好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人们

越喜欢旅游，国庆假期出游意愿就越强烈。居民国

庆出游意愿与除国庆外旅游频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５０９，犘为０，因犘＜０．０５，故出游意愿与除国庆

外旅游频率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除国庆

外人们旅游的频率越高，国庆出游意愿就会越低。

居民国庆出游意愿与国庆期间天气情况之间的相关

系数为０．６８５，犘为０．００８，因犘＜０．０５，故出游意愿

与国庆期间天气情况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

明当国庆期间天气较好时，人们的出游意愿会更强

烈。居民国庆出游意愿与国庆期间交通或人流量之

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０５６，犘为０．２７２，因犘＞０．０５，

故出游意愿与国庆期间交通或人流量之间不存在显

著的相关性。国庆期间普遍存在交通拥堵、人流量

大的问题，但这并不会对人们的出游意愿造成较大

影响。居民国庆出游意愿与以往假期旅游体验之间

的相关系数为０．５５９，犘为０，因犘＜０．０５，故出游意

愿与以往假期旅游体验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说明人们在以往假期中的旅游体验越好，国庆出游

意愿就会越强烈。

表２　国庆出游意愿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相关系数（狉） 犘 样本量／个

工作或学习压力 －０．０５６ ０．２７１ ３８５

国庆期间可自由支配时

间
０．７０６ ０．０３７ ３８５

除假期外每月可自由支

配时间　

０．００８ ０．４３５ ３８５

旅游偏好 ０．６６３ ０．０４０ ３８５

除国庆外旅游频率 －０．５０９ ０．０００ ３８５

国庆期间天气情况 ０．６８５ ０．００８ ３８５

国庆期间交通或人流量 －０．０５６ ０．２７２ ３８５

以往假期旅游体验 ０．５５９ ０．０００ ３８５

　注：表示在５％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１％水平

（双侧）上显著相关。

（四）差异检验分析

本文采用差异检验方法进一步分析被调查者

工作地与家乡是否为同一城市、是否有合适的同伴

一起出游这两个因素对居民国庆出游意愿的影响。

１．工作地与家乡是否为同一城市。由表３可

知，狋为０．２９６，犘为０．８６５，说明居民国庆出游意愿

在被调查者工作地与家乡是否为同一城市上不存

在显著差异，即工作地与家乡是否为同一城市并不

会影响人们国庆出游意愿。一般来说，如果工作地

与家乡不在一个城市，很多人在国庆期间会选择回

家乡，进而降低出游意愿，而该影响因素没有通过

显著性检验的原因可能是有些人认为回家乡顺便

在周围逛逛也算是出游。

表３　出游意愿在工作地与家乡是否为同一城市上的差异

检验（犕±犛犇）

项目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狋 犘

同一城市 １８６ ２．９７ １．０６０ ０．２９６ ０．８６５

不同城市 １９９ ２．９３ １．１３０ ０．２９６ ０．８６５

　　２．是否有合适的同伴。由表４可知，狋为

５．７２９，犘为０，因犘＜０．０５，故居民国庆出游意愿

在是否有合适的同伴一起出游上存在显著差异，表

现为有出游同伴的被调查者国庆出游意愿显著强

于没有出游同伴的被调查者。

表４　出游意愿在是否有合适的出游同伴上的差异检验

（犕±犛犇）

项目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狋 犘

有 ２２９ ３．１７ １．０２５ ５．７２９ ０．０００

没有 １５６ ２．６３ １．１１９ ５．７２９ ０．０００

（五）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用描述性统计数据进一步分析国庆假期

居民总体出游意愿、出游目的地选择的可能影响因

素，以及居民在国庆假期中的旅游体验。

１．总体出游意愿。国庆期间居民出游意愿的

均值为３．６５，标准差为１．０９５，方差为１．１９８，总体

来看，国庆期间居民具有较高的出游意愿。

２．出游原因。本调查显示，在被调查者选择出

游的原因中，选择欣赏风景的人数最多，占６７．１％，

然后依次是品味美食、娱乐放松缓解压力、带小孩增

长见识、探访亲友，分别占５６．９％、５５．３％、４７．７％、

４５．１％。

３．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由表５可知，

目的地景观特色、个人旅游时间、收入水平、旅游距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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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人流量、旅游开支、交通服务、旅游信息吸引力、

周边朋友参加旅游活动的热情和旅途中的食宿水

平等因素对出游目的地的选择都会产生较大影响，

其中目的地景观特色影响最大。

表５　出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的均值

影响因素 景观特色
个人旅

游时间
收入水平 旅游距离 人流量 旅游开支 交通服务

旅游信息

吸引力

朋友参加旅游

活动的热情
食宿水平

均值 ３．８９ ３．８０ ３．８０ ３．７９ ３．７９ ３．７８ ３．７６ ３．７６ ３．７１ ３．６４

　　４．国庆出游体验。本调查显示：有８８位被调

查者国庆出游体验不好，并且表示今后不会考虑在

节假日出游；虽然国庆出游体验不好但还会选择在

节假日出游的占３３．７％；对国庆出游体验满意的

占３０．５％；今后还会考虑在节假日出游的占６４％。

可见，虽然假期出游会因人流量大、交通拥堵等问

题导致相当一部分游客满意度降低，但这并不会对

他们下次国庆出游意愿产生太大影响。

四、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调查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国庆期间，人们总体上具有较高的出游

意愿。居民选择出游的原因主要包括欣赏风景、品

味美食、娱乐放松缓解压力等。在国庆出游体验对

居民再次出游的影响方面，调查结果显示，有相当

一部分人在体验并不佳的情况下仍然会在下次假

日时选择出游，考虑在节假日出游的比例较大。

第二，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出游意愿与国庆

可自由支配时间、旅游偏好、国庆期间天气情况、以

往假期旅游体验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差

异检验分析发现，工作地与家乡是否为同一城市对

出游意愿并不产生显著影响，而如果有一起出游的

同伴，居民国庆出游意愿会更强烈。

第三，通过对出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发现，目的地景观特色、个人旅游时间、收入水

平、旅游距离、人流量、旅游开支、交通服务、旅游信

息吸引力、周边朋友参加旅游活动的热情以及旅途

中的食宿水平等因素都会对目的地的选择产生较

大影响，其中目的地景观特色影响最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旅游交通体系建设。旅游目的地应

加强飞机、铁路、公路等各类交通体系建设，各交通

方式的班次安排要科学合理，要增强旅游目的地的

开放性。此外，要做好各景点间的交通衔接工作，

增加旅游专用公交车的数量，完善旅游交通网。

第二，做好旅游信息服务工作，在热门景区、景

点实行限量游览制度。为了缓解热门景区交通拥

堵、人流量大的问题，在假期来临之时，各旅游地相

关部门可以通过网络预约来限制景区的人流量，并

将限量游览人数和相关旅游信息及时告知游客。

第三，宣传和鼓励带薪休假。带薪休假是劳动

者的一项重要权利，劳动者应积极主动争取自己的

合法休假权利。实行带薪休假制度，人们选择出游

的机会就会增多，就可以避开节假日出游高峰，出

游体验也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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