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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形成机理实证研究
邹永广，郑向敏

(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摘 要］游客安全感是反映旅游目的地安全状况的重要
标志，是游客在旅游目的地最基本的需求。文章在阐述旅
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概念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游客安全感
的影响因素，进而探讨了游客安全感的形成过程，构建了游
客安全感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
明: ( 1) 服务内容、地域文化、旅游环境、安全信息、治安状
况是游客安全认知评价的 5 个公因子; ( 2 ) 采用多元统计
的逐步回归分析方法，验证安全认知评价与 5 个公因子等
之间的关系假设成立; ( 3 ) 使用山岳型、滨海型、乡村型综
合样本数据对游客安全感形成机理模型进行了拟合检验，

模型拟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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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期、新形势下，境内外局势复杂，使旅游安

全的不确定性愈发凸显，旅游目的地各种安全事故

频发。如境内外相继发生的“3·11”日本大地震并

引发核泄漏、“4·27”阿里山游览车事故、“8·15”

台湾旅游团吉林交通事故、“11·3”杭州游客南非

被劫，不仅给旅游者人身、财物安全造成了损失，更

重要的是旅游目的地形象受到重创，游客安全感受

到影响。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是反映旅游目的地

安全状况的重要标志，是衡量当地社会生活状况和

友好情况的指标，也是反映“宜游”的重要因素。为

此，加强对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重要性的认识，研

究影响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的因素和游客安全感

的形成机理，对于强化和提升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

感就显得尤为必要。

2 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2. 1 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概念界定
“安全感”是源自心理学上的术语，后多见诸

于心 理 学、社 会 学 理 论、著 作 之 中，如 弗 洛 伊 德

( Freud) 的精神分析理论［1］、马斯洛( Maslow) 的需

求层次 论［2］、吴 宗 宪 主 编 的《法 律 心 理 学 大 词

典》［3］，以及公众安全感的调查与评价［4］，对“安全

感”的概念都有其各自的界定和阐释。基于旅游

活动的特点，借鉴心理、社会公众安全感的定义，

本研究认为，游客安全感是指游客在旅游过程中

的特定时空条件下，不受危险、不受外界因素干扰

而免于承受身心压力、人身伤害或财物损失等综

合主观心理感受，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安全客

观状况的主观感受，是主观诉诸于客观的行为过

程［5］。旅游目的 地 游 客 安 全 感 包 括 三 方 面 的 内

涵: 一是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安全状况的客观评价;

二是游客对旅游活动处于平衡、稳定、正常状态的

综合主观感受; 三是游客在旅游体验活动中、旅游

目的地人际交往等过程中未受到任何损失的稳定

状态。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既体现了游客旅游

前安全期望、旅游中的体验、感知及旅游后的客观

评价的旅游活动的行为过程，也体现了游客对旅

游地安全状况心理评价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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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旅游活动是一种跨文化的交互行为和体验活动过程，影响、制约游客安

全感的因素繁多。本研究围绕游客安全感的定义和内涵，从行为学和心理

学角度分析游客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如图 1 所示，旅游前，游客通过对各种

渠道可能获取的感知信息和游客自身的出游动机、选择的旅游活动类型等

安全因素进行判断，在心理上产生了对旅游目的地的安全期望; 在安全期望

的基础上，在旅游体验的行为过程中，游客感知旅游目的地的地域文化和安

全状况，形成了较实际且真实的安全感受与认知; 当旅游结束后，游客对旅

游环境的回忆，并结合自身的背景因素，对旅游目的地形成了安全综合

评价。

图 1 游客安全感的活动过程

Fig． 1 Activities process of the tourists’sense of security

通过对旅游的行为过程和游客的心理活动过程分析，可以发现游客安

全感的影响因素具体可以分成两部分: 其一是旅游目的地方面的因素，包括

旅游环境、地域文化和目的地状况; 其二是游客方面的因素，包括游客背景、
感知因素和游客行为［6］。

( 1) 旅游目的地因素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了旅游环境系统，为游客提供旅游活动

空间。自然环境受到破坏后引发的各种自然灾害，直接影响游客安全感。
当地居民与游客的友好关系、经营规范有序、游客购物过程中未受到欺诈等

良好的社会环境会增强游客安全感。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影响下

形成的地域文化，存在客观差异且不断发展、变化，而地域文化差异一旦超

出界限，互相抵制就易产生文化冲突，会直接影响游客安全感。为此，大众

旅游时代，在尊重地域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需增强地域文化的包容性，才

有利于增加游客安全感。旅游目的地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发展成熟度

等也存在差异，各类旅游地的安全状况与保障措施不尽相同，旅游目的地安

全感存在显著差异。
( 2) 游客方面因素

已有的研究发现，来自

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层次、不
同的社会经历和出外经验等

不同背景游客对旅游目的安

全感显著不同①。旅游目的

地游客安全感除了受旅游环

境、地域文化等影响外，还与

游客的感知因素有关。游客

通过网络等媒体、亲朋好友

的介绍等感官因素和对旅游

目的地的时空感知获取安全

信息，对游客安全感也有所

不同。通 过 相 关 研 究 还 发

现，游客的自身行为对旅游

目的地安全感也会产生一定

的影响，且旅游动机和游客

类型不同，安全感存在差异。

3 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

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

3. 1 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
感的形成过程

20 世纪 60 年代，洛 克

( Locke ) 提 出 差 距 理 论，该

理论认为，一个人对工作满

足与否决定于他觉得在此工

作中实际获得的与期望获得

的差距，如果没有差距存在

就会满足; 若实际获得的比

期望少，就会不满足［7］。20
世纪 80 年代，零售业消费者

的满意度研究引起了广泛关

注，其中，奥利沃( Oliver) 提

出 了 期 望 差 异 理 论

( expectation disconfirmation
theory) ，该理论认为，零售业

消费者满意度取决于消费者

对某种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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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 purchase expectation) ，与消费活动结束后消费

者的 感 知 实 绩 ( perceived performance ) 对 比 差 异。
如果两者不一致就会出现差异，正差异意味着实绩

高于期望，消费者会感到非常满意; 负的差异意味着

实绩低于期望，消费者会感到失望［8］。通过对洛克

的差距理论和奥利沃的期望差异理论进行推理分

析，结合游客安全感的定义，不难发现，游客安全感

形成过程存在相似的原理，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选

择是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权衡和评价后做出的决

策，而游客安全感的形成经历了旅游前安全期望、旅
游过程中安全感知、旅游后安全评价 3 个不同阶段

的认知评价过程，故游客安全期望和安全感知是形

成游客安全感的两个核心要素。

3. 2 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的形成机理
鉴于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的认知过程，考虑

到游客的整个旅游过程，可以认为游客安全感的形

成是以游客的购买决策、参与体验、认知评价整个过

程为时空主线，同时涵盖了出游前、旅游体验中、旅
游结束后 3 个主要阶段的认知过程。游客安全感的

形成机理包括 3 个主要过程:

首先，旅游需求认识与旅游目的地选择。游客

通过各种感官因素、旅游动机和旅游感知风险等内

外部各种制约因素进行综合权衡和评价，产生了安

全期望; 根据权衡结果和各种约束条件分析，结合安

全期望的高度，选择安全需求等综合效用最大的旅

游目的地。其次，旅游地体验与安全感受。在旅游

过程中，通过对旅游目的地旅游环境、人文状况等进

行感受和体验，感受当地的安全状况后，才真正形成

了实际的安全感知。最后，安全感综合评价。旅游

结束后，游客通过旅游的整体感受和旅游记忆、印象

对期望与实际体会进行评价对比，即游客安全期望

与安全感知进行对比，看是否一致。若存在差距，安

全期望高于安全感知，安全感低，游客可能改变或调

整计划; 若现实与期望的安全感一致，则有可能会影

响游客的口碑宣传和下次旅游购买决策。此外，游

客对旅游目的地的安全感还会直接影响游客安全价

值、满意度和地方感的形成。
虽然目前还尚未对游客安全期望与安全感知之

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但依据游客安全感形成机理理

论模型研究，本研究由此可以推论出安全认知评价、
安全感之间的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H1: 旅游环境评价对游客安全认知评价有正向

的显著影响; H2: 地域文化评价对游客安全认知评

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H3: 感知信息评价对游客安

全认知评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H4: 目的地安全状

况评价对游客安全认知评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H5: 目的地服务状况对游客安全认知评价有正向的

显著影响; H6: 游客安全认知评价对游客安全感有

正向的显著影响。

4 实证分析

4. 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针对游客安全感影响因素的期望与感知

设计了调查问卷，共 26 个描述题项，其中，期望与感

知两方面的题项相同，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尺度

( Likert Scale) 来测量( 1 = 非常不符合，5 = 非常符

合) 。对游客安全感设计了 5 个问题，且都为直接

观测变量: 如该地的安全总体状况较好? 该地游览

未发生安全问题，愿意再来? ( 1 = 完全不同意，5 =
非常同意) 。预调研发放问卷 130 份，对预调研的

统计数据进行了 KMO 统计量分析与巴特勒球形检

验( Bartllet’s Test) ，发现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较好。
为了使问卷更加完善，就调研反馈和问卷作答的信

息，问卷的有关措辞、表述的准确性、内容的清晰性

进行修正，最终确定正式调研问卷。本研究在不同

类型的旅游目的地正式调研使用的问卷完全相同，

只在统计编码时予以注明，便于区分。
正式调查选择厦门作为滨海型旅游目的地，武

夷山作为山岳型旅游目的地，江西婺源作为乡村型

旅游目的地。之所以选择 3 处不同类型旅游目的

地，主要基于: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发现，游客对不同

类型旅游目的地的安全认知不同，因此，选择不同类

型旅游目的地的样本数据，获取旅游目的地游客安

全感的公共影响因子，同时对本研究提出的游客安

全感形成机理模型进行拟合，以检验理论模型的普

遍适用性。本研究问卷发放主要为现场随机拦访调

查，询问大致信息后让游客直接作答的方式，当场收

回。共发放 450 份问卷，其中，厦门 － 滨海型发放

150 份，有效问卷 125 份，有效率 83. 3% ; 武夷山 －
山 岳 型 发 放 150 份，有 效 问 卷 128 份，有 效 率

85. 3% ; 婺源 － 乡村型发放 150 份，有效 136 份，有

效率 90. 7%。

4.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 中 的 数 据 分 析 使 用 多 元 统 计 学 软 件

SPSS 18. 0。通过描述性分析，得出调查样本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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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通过因子分析，萃取公因子，并使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对提取的

公因子进行旋转，以确定游客安全感影响因素的因子载荷。在因子分析的

基础上，将提取的游客安全感的影响因素的公因子作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

归的多元统计方法( stepwise multi-regression analysis) ，检验安全感影响因素

公因子与游客安全认知评价之间的关系。

4. 3 结果分析
4. 3. 1 因子分析

本研究的游客安全认知评价的数据来源于问卷 26 题项的安全期望与

安全感知数据，运用安全感知减去安全期望得到一套数据，此数据代表游客

安全认知评价，包括治安状况、旅游环境、服务内容、地域文化、安全信息等

5 个维度内容。为了得到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认知评价的公共因子，采用

了因子分析法，剔除因子载荷较低、综合提取旋转后的公共因子。在使用因

子分析法之前，首先进行 KMO 统计量分析与巴特勒球形检验。

表 1 游客安全认知评价因子分析表

Tab． 1 Factor analysis of tourists’security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题项

Item

安全认知评价因素载荷 Factors loading

F1

地域文化

Local

culture

F2

服务内容

Service

contents

F3

旅游环境

Tourism

environment

F4

安全信息

Safety

information

F5

治安状况

Law and

order situation

信度

Cronbach’s α

a11 － 0． 034 － 0． 073 0． 117 0． 051 0． 726 0． 754
a12 － 0． 038 0． 092 － 0． 042 0． 021 0． 764
a13 0． 150 0． 090 － 0． 104 － 0． 110 0． 709
a21 0． 011 0． 012 0． 708 － 0． 041 0． 024 0． 676
a22 － 0． 030 0． 285 0． 512 0． 095 0． 141
a24 0． 078 0． 240 0． 641 0． 361 0． 021
a25 0． 051 0． 186 0． 742 0． 013 0． 219
a31 0． 030 0． 644 0． 052 － 0． 017 0． 105 0． 788
a32 0． 112 0． 512 0． 486 0． 071 0． 029
a33 0． 001 0． 633 0． 397 0． 077 0． 034
a36 0． 107 0． 777 0． 077 0． 150 0． 040
a41 0． 777 0． 074 0． 073 0． 067 0． 105 0． 800
a42 0． 789 0． 056 － 0． 107 0． 075 0． 014
a43 0． 748 0． 091 0． 092 － 0． 086 0． 183
a44 0． 776 0． 076 0． 057 0． 181 0． 134
a45 0． 608 － 0． 045 0． 186 － 0． 027 － 0． 006
a52 0． 174 0． 078 0． 144 0． 656 － 0． 063 0． 668
a53 － 0． 033 0． 169 0． 246 0． 609 0． 306
a54 0． 140 0． 074 0． 212 0． 705 － 0． 002
a55 0． 053 0． 215 0． 002 0． 723 0． 157

注: a11 旅游地警察不能常出现; a12 我担心旅游地安全事故处置不及时; a13 我担心旅游地安
全标识不完善; a14 晚上 11 点之后，我不敢单独外出; a21 我担心旅游地安全监控设施不完善; a22

担心旅游地的交通混乱; a23 不敢和陌生人接触，以防受骗; a24 在拥挤的人群，我留心自己的贵重
物品; a25 我为休闲娱乐场所的安全担忧; a26 我为旅游地的环境破坏、污染担忧; a31 我担心旅游地
的服务态度不好; a32 我担心旅游地安全信息不完善; a33 我担心乘坐交通工具时被宰; a34 我担心
当地的住宿卫生; a35 我担心当地的食品卫生; a36 我担心购物时被欺诈、受骗; a41 当游客遇到不法
侵害，当地居民积极帮助; a42 当地居民主动与游客交流; a43 当地居民能够理解、愿意接受客源地
文化; a44 当地居民非常热情好客; a45 客源地文化能融入当地; a51 我会关注旅游地的安全事件;
a52我会留意周围人对旅游地安全事故的看法; a53 我会关注专家对旅游地安全事件的评价; a54 我
会留意网络等媒体对安全事故的报道; a55 我会关注旅游地安全口碑。

借助 SPSS 18. 0 统计软

件对所获得数据进行分析，

数据结果显示( 表 1 ) : 样本

数据 KMO 值、巴 特 勒 球 形

检 验 的 值 分 别 为 0. 814、
2279. 754。数据的检验结果

均小于显著性水平 0. 05，在

0. 000 水平上达到显著，因

此，拒绝巴特勒球形检验的

零假设，表明因子分析的效

果较好，旅游目的地游客安

全认知评价影响因素的相关

系数矩阵间存在公因子，适

合进行因子分析。为了提高

因子分析的效果，先要对各

个描述项进行共同度检验，

一般而言，共同度大于 0. 4
的因子分析效果较理想，因

此，将共同度小于 0. 4 的问

题项予以剔除。研究采用主

成分萃 取 的 方 法 提 取 公 因

子，并使用方差最大化正交

旋转法对提取的公因子进行

旋转，获得的数据结果如表

1，样本数据提取出的 5 个公

因子分别为“F1 地域文化”
“F2 服务内容”“F3 旅游环

境”“F4 安全信息”“F5 治安

状况”。样本数据的治安状

况、旅游环境、服务内容、地

域文化、安全信息等 5 个维

度 的 Cronbach’s α 值 为:

0. 754、0. 676、0. 788、0. 800
和 0. 668，说明本研究所获

得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

内部稳定性，具有较好的信

度和效度。
4. 3. 2 模型验证

( 1) 研究假设验证

研究使用因子分析提取

的安全认知评价 5 个维度公

因子，对游客安全认知评价

进行了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同时还对安全认知评价与游

·78·



旅 游 学 刊 第 29 卷 2014 年第 3 期 Tourism Tribune Vol． 29 No． 3，2014

表 2 游客安全认知评价回归分析表

Tab． 2 Ｒegression analysis of tourists security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投入变量

Input variables
Ｒ2

Adjusted

Ｒ2
F

Beta

( β)
t Sig． TOL VIF DW

服务内容评价

Service contents evaluation

0． 256 0． 253 84. 880 0． 506 27. 557 0． 000 1. 000 1. 000 1. 888

地域文化评价

Local culture evaluation

0． 506 0． 502 125. 904 0． 500 27. 250 0． 000 1. 000 1. 000

旅游环境评价

Tourism environment

evaluation

0． 692 0． 689 183. 796 0． 432 23. 534 0． 000 1. 000 1. 000

安全信息评价

Safety information

evaluation

0． 837 0． 834 312. 916 0． 380 20. 714 0． 000 1. 000 1. 000

治安状况评价

Law and order

situation evaluation

0． 918 0． 916 545. 257 0． 285 15. 537 0． 000 1. 000 1. 000

客安全感结构变量之间进行了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2、表 3
所示。

表 2 分析结果表明: 对游客安全认知评价的影响因素，均成正相关关

系，p 值均小于 0. 001，达到显著性水平，TOL 值 ＞ 0. 1，VIF 值 ＜ 10，说明不

存在多元共线性问题。DW 值为 1. 888，表示残差项间无自我相关。以上表

明，安全认知评价的多元回归方程是可以接受的，同时，可以验证上文提出

的 H1、H2、H3、H4、H5 假设成立。
从表 3 分析结果还可以发现，游客安全感的 5 个维度的因子均为正相

关，且影响程度相差不大，5 个因子 p 值 ＜ 0. 001，均达到显著性水平。TOL
值 ＞ 0. 1，VIF 值 ＜ 10，说明不存在多元共线性问题。DW 值为 1. 940，接近

2，表示残差项间无自我相关。游客安全感的回归方程是可以接受的。

表 3 游客安全感回归分析表

Tab． 3 Ｒegression analysis of tourists’sense of security

投入变量

Input variables
Ｒ2

Adjusted

Ｒ2
F

Beta

( β)
t Sig． TOL VIF DW

安全价值

Security value

0． 587 0． 585 380. 308 0． 247 14. 997 0． 000 0． 536 1. 866

总体状况

Overall condition

0． 765 0． 763 435. 050 0． 276 20. 191 0． 000 0． 777 1. 287 1. 940

安全保障

Safeguard

0． 851 0． 849 506. 133 0． 276 17. 531 0． 000 0． 585 1. 709

安全警惕

Security alert

0． 921 0． 920 769. 818 0． 312 22. 701 0． 000 0． 766 1. 305

安全氛围

Safety climate

0． 962 0． 961 1327. 902 0． 267 16. 824 0． 000 0． 577 1. 733

( 2) 影响程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18. 0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游客安全认知评价与

游客安全感的路径系数，同时使用山岳型、滨海型、乡村型综合样本数据对

游客安全感形成机理理论模

型进行拟合，以检验旅游目

的地游客安全感形成机理模

型的普适性。多元回归分析

的结果如图 2 所示。
本研 究 通 过 判 定 系 数

Ｒ2 对测量模型的拟合优度

进行检验，从表 2、表 3 可以

看出，回归分析结果中，判定

系数 Ｒ2 除了几个值较小外，

均在 0. 506 ～ 0. 962 之间，表

明理论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

度。在计算路径系数的过程

中，还对路径系数进行了 t
检验，t 值 均 超 过 临 界 值

1. 96，从上文的回归分析结

果还可知 t 检验的显著性 p
值 ＜ 0. 05，说明模型的变量

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路径

系数均可以接受，另外，也未

发现存在较大的标准误差。
因此，模 型 拟 合 较 好，可 以

接受。
从图 2 可以看出，安全

认知评价 5 个维度，即服务

内容 ( β 值为 0. 506 ) 、地域

文化 ( β 值为 0. 500 ) 、旅游

环境 ( β 值为 0. 432 ) 、安全

信息 ( β 值为 0. 380 ) 、治安

状况 ( β 值为 0. 285 ) ，对游

客安全认知评价的影响程度

不同，服务内容的评价影响

相对较大。游客安全感的五

维度的因子均为正相关，且

影响程度相差不大，依次为

安全警惕 ( β 值为 0. 312 ) 、
总 体 安 全 状 况 ( β 值 为

0. 276 ) 、安 全 保 障 ( β 值 为

0. 276 ) 、安 全 氛 围 ( β 值 为

0. 267) 和安全价值( β 值为

0. 247) 。另外，游客安全认

知评价对游客安全感的影响

显著 ( β 值为 0. 832 ) ，游客

安全认知评价一定程度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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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游客安全感状况，是对旅游目的地安全状况的客观评价，验证了游客安

全感的概念及内涵。

图 2 游客安全认知评价与安全感路径分析图

Fig． 2 Path analysis of security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 tourists’
sense of security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界定了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的概念，阐述了其影响因素，并对

游客安全感形成机理进行了剖析，得出了如下结论:

( 1) 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是指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特定时空条件

下，不受危险、不受外界因素干扰而免于承受身心压力、伤害或财物损失等

综合主观心理感受，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安全客观状况的主观感受，是主

观诉诸于客观的行为过程。
( 2) 影响、制约游客安全感的因素繁多，从心理学和行为学角看，旅游

目的地游客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个主要方面: 一是旅游目的地方

面因素，如旅游环境、地域文化和目的地状况; 二是游客方面因素，如游客背

景、感知因素和游客行为。
( 3) 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的形成机理是以游客的购买决策、参与体

验、认知评价整个过程为时空主线，同时涵盖了出游前、旅游体验中、旅游结

束后 3 个主要阶段的认知过程。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安全状况的综合认知评

价而形成的安全感是基于对旅游目的地安全期望———安全感知的认知心理

和旅游活动的行为过程。
( 4) 在对游客安全认知评价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将提取的游客安全认

知评价 5 个公因子( 服务内容、地域文化、旅游环境、安全信息、治安状况)

作为自变量，采用多元统计的逐步回归分析方法，验证安全认知评价与 5 个

公因子等之间的关系，同时验证研究假设成立。分析了游客安全感 5 个维

度对游客安全感的影响程度，并使用回归分析得到的路径系数对游客安全

感形成机理模型进行了拟合检验。在拟合检验过程中，使用山岳型、滨海

型、乡村型综合样本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拟合检验，发现模型拟合较好，由

此认为，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形成机理模型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本研究还存在诸多需后续深入研究的地方: 首先，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安

全感的评价是动态的，不同时期、不同旅游目的地的游客安全感评价可能存

在差异，游客安全感研究是值得动态跟踪研究的课题。其次，旅游具有跨文

化交互习性，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体验旅游目的地文化差异，本地、外地游

客安全感的差异性也有待深入分析。另外，由于本研究的篇幅受限，不同类

型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的差异也是值得比较分析的重要内容，有待后

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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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of Tourists’Sense of Security at a Destin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ZOU Yongguang，ZHENG Xiangmin
(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 362021，China)

Abstract: A tourists’sense of security is not only the“barometer”of the safe conditions at a destination
but also a fundamental element of tourist needs，which is suggestive of the security situation of
destinations and serves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ing “the suitability of a destination for
visitation”． The problem of tourists’safety has hence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due to various travel
accidents that happened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with highly uncertain and complex occurrences in
recent years． It is therefore imperative and of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a tourists’sense of security． First，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tourists’sense of security as the
comprehensive subjective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of tourists during their travel in a particular space-time
condition，with the feeling that they are free from danger，and free from physical or mental stress and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due to interference from external forces． It is a subjective feeling originating
from objective conditions in a destination and a behavioral process of subjectivity resulting from
objectivity． Second，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ourists’ sense of security and factors
affecting its formation． Afte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definition and the connotation of tourists’sense
of security，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tourists’sense
of security at a destination． These factors include tourism environment，regional culture，tourists’
background，their perceptions and their behavior． Third，based on tourists’consumption behavior，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gnitive process and formation of tourists’sense of security at a destination，pointing
out that their sense and cognition of security constitutes a process influencing a tourist’s purchase or
decision-making，their participation and experience，and their cognition and appraisal of the destination．
This cognitive appraisal process corresponds to the complex and open destination system，in which tourists
have experienced a special awareness stage before and after their travel．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of
tourists’sense of security in a destination has a major impact on improving tourists’value，increasing re-
visitation，and resulting in a sense of place for a destination． Therefore，it is essential to enhance and
strengthen tourists’sense of security at a destination． Finally，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formation of tourists’sense of security at a destination． Based on empirical tests of the model，the
research finds: ( 1 ) security situation，tourism environment，service content，regional culture，and
security information are the five common factors affecting tourists’security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 2)

the hypothesiz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ourists’ sense of security and the five common factors are
supported by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es; and ( 3) the model fit test of the formation of tourists’sense of
security applies favorably to mountain，coastal and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Keywords: tourists’sense of security; security cognition evaluation; tourism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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