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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研究] 

会展服务满意度测评研究 

以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为例 

张 涛 

(澳门科技大学 国际旅游学 院，澳门 999078) 

[摘 要]剖析会展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构建会展服务满意度指数模型和测评指标体系，对提高会展服务质量、提升会展 

企业竞争力具有指导意义．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访谈等方法，构建了会展服务满意度指数模型I对参展商和观众进行闸卷 

调查，并运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式等手段对回收的452份有效问卷加以分析。研究表明，会展服务满意度主要有 4类 

影响因素，分别是现场接待服务、会展专业服务、会展配套服务和会展后台服务；会展服务满意度测评需要考察 15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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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的乘数效应已逐渐为人所知 ，各地区和城市 

争相举办会展活动，会展项 目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 

高水平的场馆、酒店等硬件设施，固然对会展业发展 

非常重要 ，但考虑到会展业的服务特征[】]，展会服务 

才更可能是城市会展活动竞争的最终着眼点。会展 

服务的满意度研究不仅有利子剖析会展研究 的深层 

次问题，而且能够为提升会展项 目的运作水平提供切 

实的指导。本研究试图构建会展服务满意度测评模 

型和指标体系，为提高会展服务质量和提升展会竞争 

力提供具体手段 。 

一

、文献述评 

【一 )会展服务的内涵界定 

会展服务贯穿展会始终，其 中展馆服务是重要的 

组成部分 。华谦生分别从服务对象、服务阶段、功能 

和提供方式 4个角度阐述了会展服务的具体内容_-2] 

张丽等人强调展馆服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展览场地 

和展览环境 ，而应该包含展会多方位的服务能力和服 

务水平[3]。徐清等人认为展馆 服务是展会组织者为 

参展商和观众等利益相关者提供的服务 ，包括展馆的 

硬件服务设施和相关配套服务，是“硬服务”和“软服 

务”的综合体【4]。由此可见，会展服务可以体现在展 

前、展 中和展后 3个阶段，可以从会展核心服务、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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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服务和会展增值服务层次来理解 。 

(二)会展业顾客满意度研究述评 

较之旅游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研究，会展业满 

意度研究在国内虽处于起步阶段 ]，但已产生一些 

颇具价值的成果，例如琚胜利等人发现 ，参展商可分 

为成熟型、趋利型、受制型和逃离型4类群体[6]，何天 

祥发现参展企业的满意度影响会展服务 口碑和再次 

参会意愿 ，进而对城市会展业发展产生持续影响[5]。 

1．会展观 众 满意度模 型 

何天祥借鉴 ASCI模 型和 ECSI模 型，将研究对 

象锁定 为 会展 观 众，建立 了会展 观众 满 意度 模 型 

(CEVSM模型)，并据此建立参展商满意度的测评指 

标体系Is]。模型设有展馆硬件设施、展览品牌形象、 

会展接待服务、会展营销和会展现场管理、感知价值、 

满意度和忠诚度 8个变量。经验证的模型确定 了组 

展商营销服务、现场管理、展会硬件设施、品牌形象和 

接待服务都是会展观众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 

2．参展 商 满意度指 数模 型与测评 指标体 系 

李海霞和孙厚琴认为，参展商是最重要、最直接 

的客户，并以参展商作为研究对象 ，构建 了参展商满 

意度模型L】]。作者以 ACSI模型为理论参考 ，在原有 

的 6个结构变量(顾客期望 、感知质量、感知价格 、顾 

客满意、顾客抱怨和顾客忠诚)的基础上，引入 了行业 

基金项目]澳门基金会资助科研项目(澳门会展服务顾客满意度指数构建研究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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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涛(1976一 )，男，河南南阳人，澳门科技人学闰际旅游学院助理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旅游和庆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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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企业形象两个新的结构变量 ，构造出参展商满 

意度指数评测(EECSI)模型 ，并构造 了相应 的测评指 

标体系。然而，作者仅提出了理论架构和理论上的指 

标体系 ，没有进行实证分析 。 

3．参展 商对展馆服务的满意度指数模型 

徐洁等人在城市会展业 竞争力指标体 系研究基 

础上，提 出了参展商对展馆 服务的满意度测评体系， 

并构造了拥有 21个观测指标的测评体系[4]。他们 的 

研究结果表明，展馆 自身硬件设施服务 、展览 服务商 

提供的服务、展馆空间位置条件 、展中展馆表现、展馆 

平时表现是 影响参展 商满意度的 5个 主要 因素；另 

外 ，改进展台搭建服务可以大幅度提升参展商的满意 

度 。作者虽然提出了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以及提升满 

意度的具体手段 ，但在文中没有提供满意度指数模型 

以及满意度指数的计算方法。 

二 、研 究设计 

(一)调查对象的确定 

华谦生指出，会展服务的消费者主要是参展商和 

观众[2]。李海霞和孙厚琴认为 ，会展业具有组展商、 

参展商和参观者 3类客户，但是会展顾客满意度研究 

应将关注点集中在参展商满意度上L】]。弗尼赫则认 

为 ，没有参展商会展不可能成功 ，而没有观众参展商 

将不再参展 ，观众和参展商同时享受组展商提供的会 

展服务[73。因而本研究将调查 对象确定为参展商和 

观 众 。 

(二)会展服务满意度模型架构 

顾客满意度模型在本质上都是通过分析顾客满 

意的影响因素以及顾客满意的作用结果 ，借此测度顾 

客满意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顾客满意度的测评体 

系。本研究在理论述评基础上 ，以澳 门会展 服务为 

例 ，通过实地访谈 ，提 出会展服务满意度 的测评模 型 

框架 (见 罔 1)。 

图 1 会展服务满意度模 型架构 

(三)会展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的构 建 

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决定了满意度测评结果的有 

效性和可靠性 。南于满意度测淖模型的结构变量均为 

不可直接测量的隐变量，所以需要采用层次分析法 ，将 

其逐一展开，直到形成一整套可以直接测评的满意度 

指标，然后按照这些具体指标 ，按照不 同层次聚集组 

合，形成一个多层次分析结构模型(见表 1)。 

根据会展服务满意度测评模型，本研究在文献研 

究和访谈基础上，构建出会展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体 

系(见表 1)。该体系分为 4个层次：会展服务满意度 

指数是第一层次测评指标 ，模型 中的会展硬件设施、 

会展专业服务、会展配套服务、会展现场接待 、会展后 

台管理 、顾客价值感知、顾客满意度 和顾客忠诚这 8 

个隐形结构变量作为第二层次测评指标 ，随后是根据 

会展服务特点以及实地调查和访谈 ，将不可测量的二 

级指标展开成为具体的第三层次指标，最后将三级指 

标细化展开为调查问卷中的问题项 ，形成测评体系的 

第四层次指标。 

表 1 会展服务 满意度测评指标体 系 

一 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会议设施 

展 台设施 
会展专业 服务 

展台搭建 

货运代理 

抵澳交通 

会 展配套服务 餐饮服务 

广告宣传 

礼貌待人 对 

会 主动沟通 应 
展 调 

服 服务及时 查 

务 会展现 场接待 问 
满 安全保卫 
意 卷 
度 清洁卫生 由 

指 的 

数 有序引导 问 
题 物品运输 

会展后 台管理 
泊车服务 

总体成本 
顾客价值感知 

总体价值 

总体满意度 
顾客满意度 

感知与预期比较 

连续 参展 
顾客忠诚 

口碑 宣传 

三 、数据分析 

(一 )样本描述 

本研究在 2009年 10月对第十四届澳门国际贸 

易投资展览会进行问卷调查 。受过培训的调查人员 

(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 的本科学生)对参展观众采用 

随机抽样 ，对参展商采 用系统随机抽样 。发放问卷 

600份 ，剔除无效问卷之后 ，得到有效问卷 452份 ，其 

中参展商 回答 95份，专业观众回答 177份，一般观众 

回答 18O份(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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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子分析 

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法抽取会展服务满意度的 

影响因素。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澳门会展服务的满意 

度因子可以归结为 4个方面 ：现场接待服务、会展专 

业服务、会展配套服务和会展后台服务(见表 3)。 

表 2 样本特征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 

男 25O 55 
性别 

女 202 45 

18—24岁 80 18 

25—44岁 250 55 
年龄 

45—64岁 85 19 

65岁及以上 37 8 

高中及 以下 84 19 

大专 15O 33 
教育程度 

本科 173 38 

硕士及 以上 45 1O 

参展商 95 21 

参展身份 专业观众 l77 39 

一 般观众 l8O 40 

中国大陆 163 36 

澳门 134 30 

居住地 香港 92 20 

台湾 57 13 

其 他 6 1 

表 3 因子分析结果 

疗差 贡 献痒 累计 方 差 
公因子 原始因子 因子负荷 

( ) 贡献率 ( ) 

礼貌待人 O．638 

主动沟通 0．648 

服务及 时 0．719 
现场接待服务 20．696 20．696 

安全保卫 0．670 

清洁卫生 0．720 

有序引导 0．698 

会议设施 0．714 

展台设施 0．737 
会展专业服务 15．177 35．872 

展台搭建 o．7】l 

货运代理 0．657 

抵澳交通 O．767 

会展配套服务 餐饮服务 o．775 13．591 49．463 

广告宣传 0．668 

物品运输 O．740 
会展后台服务 9．584 59．047 

泊车服务 0．834 

注：KMO值为0．846，卡方为 2129．579，自南度为 105，显着性为 n 000。 

(三)结构方程模式分析 

根据因子 分析的结果 ，将公 因子 “现 场接待服 

务”、“会展专业服务”、“会展配套服务”和“会展后台 

服务”设为潜在变 量，15个原始因子设为外显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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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并导入 AMoS 6．0软件进行结 构方程模式分析。 

分析结果为：卡方除以 自由度 的值为 4．o19，绝对拟 

合指数 GFI、AGFI和 RMSEA的值分别为 0．910、 

0．871和 0．082，相对拟合指数 CFI的值为 0．876，表 

明模型拟合状况可以接受。模型估计结果表明(见表 

4)：“服务及时”是影响 “现场接待服务”力度最大的 

因子(值为 0．772)，“展 台搭建”是影响 “会展专业服 

务”力度最大的因子(值为 0．735)，“抵澳交通”是影 

响 “会展配套服务”力度最大 的因子 (值为 0．764)， 

“物品运输”是影响“会展后台服务”力度最大 的因子 

(值为 0．699)。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 的路径 系数估计表 

标准化回归 因子相对 路径 

系数 重要性得分 

服务及时 ÷现场接待服务 0．772 0．196 

礼貌待人 ÷现场接待服务 0．625 0．158 

主动沟通 ÷现场接待服务 o．699 o．177 

安全保卫 ÷现场接待服务 O．712 0．18O 

清洁卫生 ÷现场接待服务 0．579 0．147 

有序引导 ÷现场接待服务 0．559 0．142 

展台搭建 ÷会展专业 服务 o．735 0．287 

会议设施 ÷会展专业服务 0．539 O．21O 

展 台设施 ÷会展专业服务 o．565 0．220 

货运代理 ÷会展专业服务 0。726 0。283 

抵澳交通 ÷会展配套服务 0．734 0．364 

餐饮服务 ÷会展配套服务 0．670 o．332 

广告宣传 ÷会展配套服务 O．614 0．304 

物品运输 ÷会展后台服务 O．699 o．563 

泊车服务 ÷会展后台服务 0．542 o．437 

(四J公因子满意度分析 

根据各原始因子对公 因子的影响程度 ，可以分别 

计算出因子的相对重要性得分(见表 4)，进而计算出 

表 5 公 因子满意度得分 

因子相对 因子满意 公因子满 
公因子 原始因子 

重要性 度得分 意度得分 

礼貌待人 0．158 75．4 

主动沟通 0．177 71 

现场接待 服务及时 0．196 71．4 73
． 7 

服务 安 全保卫 o．18 73．4 

清洁卫生 0．147 75．4 

有序引导 0．142 77．2 

会议设施 0．21 77．2 

会 展专业 展台设施 o．22 76．6 75
． 6 

服务 展台搭建 0．287 75．4 

货运代理 o．283 73．8 

会展配套 抵澳交通 0．364 74 

餐饮服务 0．332 75．2 74．5 
服务 广告宣传 0

． 304 74．2 

会展后台 物品运输 o．563 71．2 
69．Z 

服务 泊车服务 o．437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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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因子的满意度分数。如表 5所示 ，现场接待服务满 

意度为 73．6分、会展专业服务满意度为 75．6分、会 

展配套服务满意度 为 74．5分 ，会展后 台服务满意度 

为 69．2分。其中会展 专业服务 的满意度得分最高， 

会展后台服务的满意度最低 。 

四、结论和建议 

(一)会展服务满意度测评着眼于 4个方面 

会展服务的满意度测评主要从现场接待服务、会 

展专业服务 、会展配套服务和会展后台服务 4个方面 

开展。现场接待服务主要是会展接待人员提供的服 

务。接待人员是否礼貌待人、是否关心客户、服务是 

否及时有效 ，会展现场是否安全整洁 ，都是评价现场 

接待服务的重要指标。会展专业 服务指组展商或会 

展场馆提供的会展专业领域的服务，包括各类会议设 

施提供 、展台设施准备、展台搭建 以及展 品代理通关 

和货运等方面。会展配套服务指需要参展商和观众 

共 同参与的、嗣绕会展专业服务而提供的必要服务， 

如客运服务、餐饮服务和广告宣传服务。会展后台服 

务也是会展服务的必要 内容 ，参展商和观众并没有参 

与服务过程，可以说是“见不到 的服务”，但它们也影 

响着参展商和观众的满意度 。 

(二 )提升会 展服 务满意 度应 着 眼关键 指标 

本研究提出了具有 15项指标的会展服务满意度 

测评体系，其 中“现场接待服务”的测量指标有 6个 ， 

分别是“礼貌待人”、“主动沟通”、“服务及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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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清洁卫生”和“有序引导”；“会展专业 服务”的 

测量指标有 4个 ，分别是“会议设施”、“展 台设施 ”、 

“展 台搭建”和“货运代理”；“会展配套服务”的测量指 

标有 3项 ，分别是“抵澳交通”、“餐饮服务”和 “广告 

宣传”；“会展后 台服务”的测量指标有两项 ，分别是 

“物品运输”和“泊车服务”。在满意度指标的权重方 

面 ，“服务及时”、“展台搭建”、“抵澳交通”和“物 品 

运输”分别是影响“现场接待服务”、“会展专业服务”、 

“会展配套服务”和“会展后台服务”程度最大的指标， 

有效提升会展满意度应首先着眼于这 4项关键指标。 

(三 )多方面多角度提升会展满意度水平 

由于满意度是分阶段的总和 ，会展组织者需要关 

注整体会展服务的满意度状况。只注重展中服务，只 

是被动地提供展前服务 ，很不重视或根本没有什么展 

后服务，是无法有效提升会展服务满意度的。鉴于会 

展服务的无形性 特征，应该提供优质 的会 展服务设 

施，以有形的服务硬件水平来强化会展服务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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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Satisfaction M easurement for M ICE Service 
— — the case of M aca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Fair 

Zhang Tao 

(International Tourism College，Mac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cao 999078，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on the meeting and exhibition services and to es— 

tablish a measurement scale system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on meeting and exhibition services．For the purpose of study，litera— 

ture review，personal interview，case study，and data analysis were used． 6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452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ere gained，then descriptive analysis，factor analysis，and structured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were used．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presented as follows：(1)Four service dimensions should be investigated to measure satisfaction of 

meeting and exhibition services，which are hospitality services，professional services，complementary services，and back—stage 

services of meeting and exhibitions． (2) Fifteen item s are included in a questionnaire of M ICE service satisfaction measurement 

scale． 

Key words：meeting and exhibition，satisfaction，influencing factor，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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