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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温泉疗养行业(温泉和
疗养浴池)的过去、现状和未来

匈牙利地热资源丰富配套设施齐全 ，旅游业中温泉洗浴是最古老的一项 。 

因此 ，此次我们重点以匈牙利健康疗养旅游业的温泉和理疗洗浴为主进行研究 。要

想深入地了解温泉疗养的含义还需回顾洗浴文化的历史 。为进一步探索日新月异

的温泉疗养形式变化 ，我们进行了定向研究和在线定量研究 。除了等待重新开放

洗浴设施以外 ，我们认为开发有成本效益的新服务也同样重要 。希望通过此次研

究可以为匈牙利国内外旅客以及温泉理疗服务业的经营者们提供规划性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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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全球健康研究中心（Global Wellness Institute, GWI）最新行业数据显

示 ，身心健康旅游产业2015年和2017年之间每年增长率为6.5% 。全球共消费

产生8.3亿次身心健康旅游（占所有旅游消费的17%） 。最具活力的市场包括亚

洲 、中国和印度等地区及国家 。到2022年温泉疗养市场（健康旅游 = 医疗 + 身

心健康疗养旅游）的价值预计可达1546亿美元 。由于健康的生活方式 ，更全面的

健康知识 ，对疾病防控的理念 ，以及不断进步的康复科技技术 ，使的该行业从业

人员的比率不断增长（GWI,2018） 。

在匈牙利 ，国内外的旅客都非常喜欢去布达佩斯周边城镇的洗浴中心游

玩 。2018年 ，匈牙利境内的洗浴中心共迎接了3000万次来客 ，带来了642亿
福林销售收入（MTI,2019） 。近12年来 ，黑维兹（Hévíz） 、豪伊杜索博斯洛 

（Hajdúszoboszló） 、比克（Bük） 、佐洛考罗什（Zalakaros）和沙尔堡（Sárvár）
这些城市的旅客入住量一直排列在匈牙利城市到访量的前十名 。除布达佩斯以

外 ，黑维兹（Hévíz）是自2016年以来每年商业旅客入住量都超过一百万次的

匈牙利城市（MTI,2020） 。2017-2018年 ，洗浴服务行业的净销售收入增长了

7.5% ，2019年再增长了16%（Turizmus.com,2019 ；匈牙利洗浴商会 ，2019） 。

因为洗浴在匈牙利健康旅游行业占有重要地位 ，并且以水为基础的预防和康

复旅游行业将会逐渐吸引更多的旅客 ，所以目前的研究工作将围绕洗浴历史的过

去-现状-未来进行简略探讨 ，分析当前的趋势和走向 。针对到访温泉疗养浴池的

习惯与变化 ，我们做了详细采访（n=8）和在线数量研究（n=129位） 。为提高

洗浴服务供应量 ，我们将提出一些建议以便让经营者在目前艰难的经济情况下节

省开支 ，同时重新考虑现有的自然能源和特性 。根据目前的趋势 ，我们认为可持

续发展性原则的代表 ，可用四大要素来标记新目标市场 。

文献资料介绍

匈牙利80%国土面积的地表下蕴藏着温度30°C以上的地下热水（Czeglédi ， 

1999；Hojcska ，2016）资源 。继日本 、冰岛 、意大利和法国之后 ，匈牙利的地热

水资源世界排名第五 。这得益于匈牙利境内的地温梯度是世界平均的1.5倍 。地下

温度平均每一百米增长3°C ，这个升温率叫做地温梯度 。在匈牙利 ，地面以下 ，温

度每一百米平均增长5°C 。包括匈牙利的潘诺尼亚平原 ，由于我们祖国所在的咯尔

巴阡盆地地质薄 ，只有24-26千米厚的地壳 ，岩浆离地面较近 。因此在地壳内的地

下热水温度也更高并且比较容易开采（Gáspár ，2009） 。

在匈牙利 ，到访浴池被认为是一项古老的旅游形式 。因此 ，洗浴服务在疗

养旅游业内占有重要地位 。直到2005年为止 ，匈牙利的专业文献资料记载 ，

健康疗养旅游就等同于医疗和温泉旅游 ，即以医疗和洗浴治疗为目的的旅游 

（Boros等人 ，2011） 。随着最早塞切尼计划（2001）和第二次国民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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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出现了疗养旅游的广义术语 ，洗浴的服务范围也有所扩展 。在过去的医

疗和温泉旅游意义上持续增加了保健旅游 ，医疗身心健康服务 ，并随着新趋势扩

展出新的服务领域（精神健康 ，自我康复等） 。

根据GWI（2018）的分类可分为医疗（反应性）和保健（主动 ，预防为主）

旅游 。前者 ，旅客前来的目的是治疗已经患上的疾病 ，治疗是在医疗监督下进

行 。后者 ，旅游的目的是为了保养和提高健康水平 ，改善身心状况 。GWI把温

泉和医疗浴池设施分为三个类别 ，按经营概况分别为保健 、娱乐和治疗/医疗浴

池 。以下表1 、主要显示与匈牙利特征相结合的模式 。

表1	 、温泉和医疗浴池的分类

浴池分类 分类的特性

保健
温泉水 ，游泳池设施
温泉水上娱乐场所

娱乐
温泉和医疗水浴池及矿泉疗养浴池
海水理疗浴池

治疗 ，医疗
疗养胜地
洗浴疗养院

来源：依据GWI,2018自排版

在国际趋势的带动下 ，匈牙利疗养旅游业的供求体系 ，对身体-灵魂-精神的

一体化观念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 。作为疗养的基本体系除了构建健康和旅游服务

产业外 ，还可以加强身体-灵魂-精神的一体化（Printz-Markó ，2019） 。

由于优质的地热资源特性 ，匈牙利疗养旅游业还应特别重视矿泉水 、医用水

和温泉水的提供 。有根据证明我们的疗养业完全建立在医疗水基础上 ，因此必须

重视以水为主的旅游业 。我们的医疗水是治疗和缓解运动系统疾病 、皮肤病 、妇

科病 ，循环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不适等疾病的首选 。

根据匈牙利全国疗养胜地和疗养浴池管理部门数据显示 ，总共记载了224个矿

泉 ，1289个温泉 ，83个经认证的医疗浴池 ，270医疗水和37个疗养胜地 。根据国

家2007-2014年疗养旅游发展策略的结论和上述信息可以确认 ，匈牙利疗养旅游

的潜力就在于温泉水（Printz-Markó ，2010） 。依据格劳伊（Gellai ，2004）的

分析认为 ，浴池自古以来就是洁净身体和灵魂的“庙宇” 。通过洗浴 、按摩和

排汗的古老方法认为是保健和治疗的有效途径 ，依靠富有生命泉源的水 、光（热

量） 、气（氧气）和土（泥 ，矿物）来完成 。沃尔加（Varga）认为 ，健康疗养

旅游是建立在高质量和疗效显著的医疗水基础上 ，配合与水疗法相关的康复和旅

游服务（Varga ，2004） 。

鉴于上述 ，匈牙利有得天独厚的水文地质特征 ，建立在四大要素（水为主）

基础上的疗养旅游体系可以作为温泉水和医疗水健康旅游供应的基石（Printz-
Markó,2019 ；Printz-Markó、Molnar ，2020） 。在这个模式下温泉水 、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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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医疗水代表水的三个关键要素 。浴场水面上热气腾腾的蒸汽 ，构成空气的微循

环与医疗气体循环 。地温的热量取决于地温梯度和太阳的光热 ，土壤的组成元素

则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泥碳 、泥土等）以及周围生长的药草和自然界中其它植物

释放的气体分子组成 。

洗浴文化历史的概述

匈牙利的温泉疗养起源于洗浴文化历史 。罗马人最先奠定了匈牙利洗浴文

化的基础（Ruszinkó,2006） 。经考古确认 ，古罗马人通过冷热矿泉水都用于保

健和治疗（Ákoshegyi 、Németh,2006） 。古罗马浴场可区分为两类 ，即温泉场

（therme）和浴池（balnea） 。温泉是指优雅豪华的浴场 ，有当时最令人享受的

服务配置 。浴池的意思是比前者更朴实的浴场 。除上述以外 ，两种浴场分类的另

一个重要区别是 ，温泉主要是令人享受的洗浴娱乐场所 ，而浴池则主要是治疗和

洗浴疗养地 。当时的浴场医生还专门为自己供职的浴场做广告 。翻看古罗马的教

材可以见证洗浴文化包括洗浴礼仪在当时的重要性 。罗马帝国瓦解后只留下古罗

马洗浴文化的遗址（Ruszinkó ，2006） 。

诞生于紫室者的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一封信里就提出匈牙利

民族祖先与水的紧密关系 ，他曾在朝廷上下令预定一套“皮革底子的匈

牙利式浴池” 。匈牙利征服之后首次提到匈牙利浴场的信函可以在圣·伊

什特万国王1015年成立佩奇瓦劳德（Pécsvárad）修道院的文件里找到 。

历史记载 ，当时捐赠的一个条件就是成立浴场 ，并雇佣足够数量的浴奴

（Ákoshegyi 、Németh ，2006） 。

然而过分道德严谨的中世纪观念不利于洗浴文化的发展进步 。洗浴穿着的服饰

和松懈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不检点被谴责 ，认为是恶魔在从中做鬼因此被严格禁止 。 

西吉斯蒙德（Zsigmond）国王时代修建了现在拉茨（Rác）浴场的前身 ，后来

玛贾什（Mátyás）国王的妻子又为文化复兴的洗浴文化奠定了基础（Ruszinkó ， 

2006） 。在被土耳其占领期间 ，匈牙利修建了许多至今任然在经营使用的浴场（恰

萨尔（Császár） 、基莱伊（Király） 、鲁道什（Rudas） 、拉茨（Rác）等浴场） 。

土耳其人非常认同接受水疗的功效 ，在古兰经里就规定了洗浴的规则 。当时的洗浴

本质上以预防为主 ，没有单独饮用矿泉水疗法的记载（Ruszinkó ，2006） 。

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代 ，反洗浴运动兴起 。大众认为浴场就是梅毒和其他

性病的滋生地 ，取而代之饮水疗法从这个时期开始盛行 。在君主专制和启蒙复兴

时代洗浴的习俗又开始家喻户晓 。玛丽亚·特雷西亚女皇掌握了浴场的命运 。历

史上与饮水疗法相关的还有罐装矿泉水并进行远距离贸易 ，在约瑟夫二世时期这

项商业活动给国家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法国哲学家卢梭“回归到自然”的想法 ，

就是指回归到传统洗浴和娱乐 ，因此为洗浴文化的蓬勃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Ruszinkó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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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一位名叫托尼乌·路易斯（Tognio Lajos）的佩斯市（Pest）医生 ，于

1839年从化学定义上初步分析记录了匈牙利医疗水开启了对浴场的科学研究 。奥

地利-匈牙利合并后 ，匈牙利之前沐浴上的落后得到解决 ，洗浴文化兴隆 。随着

大众休闲时间的增多 ，洗浴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伴随医学的发展 ，可以成功治愈

疾病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在1891年成立的全国浴场联会（Ruszinkó ，2006）表

明发展 、浴场与相关疗法的重要性 。

到了第20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洗浴文化 。特里亚农条

约（1920年）从匈牙利割分出去的领土上也有许多著名的洗浴胜地 。自1950
年代开始 ，浴场不仅仅是康复疾病的场所也迎来了许多喜欢水上娱乐的游客

（Ruszinkó ，2006） 。

在2000年代初期 ，得益于塞切尼计划的大力支持分配了投标资金 ，在匈牙利

开发了许多现代和古老的洗浴场 ，顺应了国际健康疗养旅游的趋势以及国内外旅

游市场的需求（Szabó ，2015） 。如今 ，第21世纪的匈牙利洗浴文化再次得以发

展 ，大众对保养和康复已越来越重视 。

现状和趋势

温泉水和/或者医疗水的洗浴设施 ，就是温泉疗养部门（Smith、Puczkó,  2010; 
Smith，2019 ；2020）最主要的特点和趋势 ，包括

—  家庭保健：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参与并适合多代人的保健项目 ，让成人和

孩子一起或单独玩耍 。

—  亲子 、家庭身心健康：让全家老小在休闲时间放松身心 ，通过各项健康洗浴

活动来焕发精神 ，将学到的方法（呼吸调整技巧 、凝聚精神等）应用到家庭中 。

—  桑拿排毒：桑拿 ，桑拿疗法用来排除身体的毒物 ；

—  晶体 ，当地的温泉疗养产品 ；

—  循环利用 、环保：将温泉水用于加热供暖使用 ，按钮式水龙头 ，数码访问

权限管理系统 ；

—  回归自然：自然生态疗法（森林徒步旅游 ，园艺项目） ，复兴传统疗法 ，

传播音频疗法 ；

—  在理疗过程中遨游 ，进入充满活力精神焕发的虚拟世界（静脉注射排毒 、

抗衰老 、氧化和补充疗法） ；

—  将医学认可的草药用于抗焦虑精油（按摩油）疗法 ；

—  社会化和虚拟化：控制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 ，建立生活中真实的人际关系 。

根据GWI的研究 ，该行业的最新趋势是：

—  顺应生物钟 ，有意识性地生活 ，配合个体生物钟安排用餐时间可以有效减

轻体重改善身体健康状况 ，根据身体的代谢循环过程 ，从而确定在恰当的时间进

行锻炼和休息 ，以达到最佳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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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60岁以上的人群 ，因为他们对健康理疗的观念与上一代有极大区别 ，

他们将是现代健康生活方式的楷模和代表 ；

—  J-Wellness，即日本身心健康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它由传统与创新技术

配合 ，包括改善人际关系 ，开发使用新技术比如应用在护肤领域 ，或者亲近大自

然 ，在森林里沉思 ，走进修道院静养一会儿 ，或安排日常体育运动等 ；

—  借助先进的医疗康复技术 ，用便携式设备进行虚拟医疗 ，例如内置生物传

感器手环 ，测试情绪波动 ，全天携带可以观察整体生理状态 ；

—  传播能源疗法 ，利用电磁疗法 、光疗和音频疗法 ，医生和身心健康专家可

以进行专业的指导（GWS ，2020） 。

健康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整体实践法 ，

这可以看做身心健康与医学的新结合 。除此以外 ，在线运动疗法和增强满意系统

疗法也越来越受欢迎（Smith,2021) 。
匈牙利的旅游和洗浴场都是重要的经济部门 。由于2020年的限制 ，许多浴场

不得不在2020年春季和秋季关闭 ，给洗浴行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虽然夏季重

新开发给该行业带来了一些曙光 ，但在漫长的关闭状态下他们经济储备已快枯

竭 。在这种严肃的时候 ，可以说是快绝望的时候 ，全国专业组织匈牙利浴场联会

（2020）提出了新的倡议 ，浴场保护行动计划将为浴场的未来带来希望 。给中央

政府递交的申请包括：不属于中小企业的浴场也可以拿到现金流量信贷 ，担保和

融资项目 ；在减税项目中未涉及的企业也包括在内 ；延期还款 ；立即降低洗浴服

务的增值税率 ；立即增长洗浴疗法的社会保险报销资金 ；医用浴场理疗项目应包

含在塞切尼疗养卡内 ；建立独立的浴场发展项目和浴场能源开发项目 ；按实际使

用的量来支付水能源税 ；变更浴场经营法令 。

旅游业的停滞对欧洲影响重大 。与2019年相比 ，旅游消费下降了68.4% 。在匈

牙利 ，一月份到七月份期间 ，外来旅客的入住数量比2019年同期减少了68% 。住

所的总销售收入比一年前降低了55% ，因此 ，住所的总销售收入仅为1370亿福林

（KSH ，2020） 。

根据研究结果 ，新冠肺炎疫情对温泉疗养行业的影响

对旅客到访温泉疗养浴场和使用设施发生的变化 ，我们做了深入的研究 ，从

不同角度进行了定性和独立一次性的横向研究 。主要对来到浴场放松身心寻求

娱乐而不是针对疾病治疗的游客进行了分析 。在探索性定性研究中 ，我们总共

对8个人 ，五位年龄在28-65岁的女性 ，以及三位男性（3个青年人 ，3个家庭主 

妇 ，2个中年人 ，已婚但子女已离家独立居住的人）做了有关到访浴场习惯的深

度采访 。我们选择的受访对象每年至少两次去浴场 ，对他们来说 ，服务的创新很

重要 ，主要考虑到这个条件选择目的地 。今年大部分游客更喜欢去亲近自然的地

方 。那里的防疫措施让他们放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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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性的横向研究中 ，计划采访200人 。实际研究于2020十月份 ，用在线填

写调查表形式进行 。整理受访者资料并分析调查情况的工作由一些大学生和本

文作者担当 ，我们在一个星期内通过Facebook社交媒体最终收集了129人的反馈

表 ，其中男性34.9% 、女性65.1% 。研究对象大部分为年轻人 ，年龄段在18至24岁 

之间 ，约占55.8% 。另18.6%为25至36岁 ，15.5%为37至48岁 ，10.1%为49至60岁 。

根据其他人口统计特性的组成表1.

表2	 、受访人口组成

居住地点
农村 小镇 城市 州府 首都

35.6% 11.6% 9.3% 38.8% 4.7%

职业
雇员 失业者 学生 其他

54.3% 3.8% 36.4% 5.4%

家庭状况
单身

已婚或者有配
偶 ，没有子女

已婚或者有配偶 ，
有10岁以下的子女

已婚或者有配偶 ，
有10岁以上的子女

43.4% 28.7% 14.8% 13.2%

经济条件
有经济困难 收入正好足够 不错 能存钱余钱 经济条件良好

12.4% 12.4% 38.8% 19.4% 17.0%

来源：自己编制	，n=129个人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经过调查学习时间（34.8%） ，业余娱乐时间

（31.8%）和工作时间（27.1%）都发生了变化 ，只有少人（6.2%）的家庭生活

发生变化 。被采访的对象都很喜欢享用温泉疗养浴场的服务 ，并乐于在水疗设施

里渡过假期 。在各种各样的水疗服务中 ，他们最喜欢游泳池 ，还有按摩浴缸也很

受欢迎 。而按摩和桑拿相对喜欢的人群较少 ，是最冷门的温泉疗养设施服务 。

随着疫情的持续已规划的夏季和秋季休闲业余活动也有了变化 ，2020年夏

季 ，被访问的人群39.5%参加了身心疗养旅游 ，60.5%没有参加 。一部分人为了

安全起见更愿意加入#maradjotthon（留在家）的活动 。当然 ，出于经济条件不

稳 、丢失了工作或担心丢失工作等因素也影响着大众的决定 。参加健康疗养的

游客由于种种顾虑很多人的体验并不那么愉快 ，只有11.7%的受访者表示感觉

良好 ，浴场的预防措施让他们十分放心 。另有39.9%表示限制措施没有打扰他

们 ，21.5%表示严格的限制措施消弱了他们的兴趣 ，特别是戴口罩 、保持距离 、

有限的服务项目限制等 。

未来阶段的挑战

EHL（Ecole   hôtelière   de   Lausanne洛桑酒店管理学院）Insights（2020） 

在目前疫情期间给温泉疗养和身心疗养行业推荐了22个良好实践 。需要充分做好重新开

放的准备 ，考虑所有与重开相关的工作任务 ，同时确保重开后工作人员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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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开的准备工作要确保游客有信心表示承诺 ，通过社交媒体发布鼓励性信

息 ，另外分享一些建议如何把身心疗养的体验带到自己的家里 。尤其是通过网站

与顾客保持固定的联系 ，及时查看中央和当地政府的法规和相关法令 。为了保证

经营流动资金 ，一定要采取理智的资金安排 ，适当现金的使用等措施 。例如延长

礼品卡的有效期 ，奖励忠诚的老顾客 ，把某些服务转到虚拟平台等 。社交距离

将来依然需要保持 ，因此 ，各处都必须保持2米距离 ，例如在进出口处摆设桌椅

等 。与工作团队的每个成员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十分重要 。团队上岗培训期间 ，一

定要强调严格遵守卫生和消毒的规定掌握清洁度和消毒的标准 。为工作人员编制

常见问题解答目录 ，以帮助他们处理顾客的所有问题 。准备迎接境内顾客时要注

意对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多加了解（城乡和周边地区） 。

重开后 ，需要设置新的说明和工作流程 ，因为顾客的安全感比什么都重要 ，要让

他们感觉身处一个安全和健康环境里 ，可以放心地治疗和疗养休息 。传达肯定的 、积

极的信息鼓励顾客来浴场享用服务：提前告诉他们有关需要遵守的安全措施 ，顾客到

达以后 ，像迎接客人赠送礼品一样 ，让顾客喷消毒液消毒双手 ，递送消毒纸巾也要做

的像欢迎仪式一样 。所有印刷品（菜单 、海报 、宣传资料等）要更换成二维码 。浴场

内小卖部要定期消毒也是非常关键的措施 。小卖店里不易摆放商品样品 ，至多通过接

待处 ，但是所有服务都应尽量使用数码电子技术 ，要保证顾客无接触支付模式 。治

疗过程要严格遵守相关的卫生规定 ，每次都要仔细洗手最少20秒钟 ，过后要进行彻底

的消毒 。某些不便于维持社交距离的服务（按摩浴缸 、桑拿 、蒸气室等）最好暂时关

闭 。使用医疗水设施和浴池之前每个人都有义务 ，用肥皂洗澡 。在浴池的使用时间按

预约限制在半个小时 ，以限制顾客数量 。在休息场所也要提醒顾客有义务彼此保持距

离 ，毛毯和枕头要拿走 。更衣室里的柜子 ，每个顾客的柜子之间要间隔三个柜子 ，随

身携带的物品必须贮存在柜子里 ，更衣室里面要保证顾客单向流 ，暂时不能使用干手

器和衣服烘干器 。健身房的各个设备要用有机玻璃墙隔开 ，设备要每小时消毒一次 ，

团体活动应改在房间内 ，通过在线（通过视频）做体育运动 。

保证工作人员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各个工作站最大限度减少直接接触 ，为

直接接触顾客的工作人员安排预防性定期作息时间 。柜台的工作人员应该有私人

单独使用的圆珠笔和消毒液 ，计算机和电话机应该每30分钟消毒一次 。要转换成

使用电子发票和无接触支付方式 。每个工作人员有义务使用一次性口罩和手套 ，

治疗专家和美容师每操作完一次疗程之后必须更换防护设施 ，并且至少每4个小

时要更换一次 。另外 ，理发师 、美容师 、美甲师和修脚师都有义务带防护面罩 。

制服应该定期用织物消毒剂来处理（EHL Insights,2020） 。

根据纳瓦拉特（Navarrate）和肖（Shaw）（2020）的研究 ，在这段时间的基

础上 ，温泉疗养行业收获比较丰厚 ，特别是健康疗养旅游 ，因为大众普遍对健康

和预防疾病观念更加重视 。疗养浴场的优势在于医疗水 ，顾客将会更重视质量和

安全 。有必要把医疗水和各种疗法推广给年轻人 ，集中在美学 、养身 、身体健康

和心理健康方面 。有竞争力的浴场不是吸引大众人群的娱乐场所 ，而是以服务项

目上有所创新 ，独特产品或者服务来填补这个行业的空缺的那些浴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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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四大要素的服务开发建议

在旅游行业艰难和复杂的竞争环境里 ，要有创新的目标才可以生存

（Spiegler ，2009） 。从这个意义上讲 ，面向目标群体销售相应的产品 ，开发新

的创新型技术 ，用高质量产品吸引顾客 。让服务供应商提供的服务配合产品 ，向

市场推广品牌和商标 ，便于顾客识别（Gonda-Spiegler ，2012） 。在温泉旅游方

面 ，勒琳茨（Lőrincz）和研究团队指出了3个需要加强的主要领域 ，这些是开发

创新产品（基于医用水的产品 、药品 、医护设备等） ，应用更好的解决方案（地

热能的使用）和知识转让（Lőrincz等人 ，2014) 。鲁辛科（Ruszinkó）认为 ，开

发自然疗法促进人体提高自愈能力的研究是主要内容 ，在此基础上建立对特定人

群的保健项目 ，康复和理疗服务 。

曾有研究认为（Keller-Printz-Markó ，2020） ，光顾浴场的顾客针对不同的洗

浴服务可以区分为三大领域 。即对洗浴行业推销创新产品的反应性 ，对新现象

的反应性和价格创新的反应性 。从使用的频率来看 ，每年多次使用健康身心疗 

养服务的顾客更容易接受创新 ，对行业市场推销的创新产品和一般创新敏感度更

高 。对经常使用洗浴服务的顾客和每年洗浴消费较高的顾客来说 ，向他们推销行

业创新产品很重要 ，他们是创新服务及产品较敏感 。

由于匈牙利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特征 ，相关比较优势以及健康疗养旅游行业

的复杂性 ，我们根据对四大要素（水 、气 、土 、火）进行的研究结果（Printz-
Markó ，2019 ；Printz-Markó-Molnar ，2020)提出以下服务发展建议：

—  压力管理项目：推荐沐浴疗法和水疗疗法作为压力管理项目 ；

—  “为健康来一杯”：推荐饮水疗法 ，在洗浴中心的饮水厅推荐健康饮水生

活方式：有助于减肥 ，缓解压力造成的肠胃疾病 ，预防蛀牙（以纪念品-市场推

销产品-品牌/可出口产品等形式） ；

—  把温泉水应用到有机园艺上：推广有机水果和蔬菜食疗 ；

—  开创与淋浴场相关的公园 ，提供休闲散步场所 ；

—  在室外 、岩洞里和盐屋推荐健身体育活动 ，打坐静思 、瑜伽 、自我修炼以

及其它有益身心的活动 ；

—  利用当地丰富的草药做芳香疗法 ，植物疗法和制作药茶 ；

—  使用当地的原材料（葡萄籽 、泥土 、草药籽等）创建健康项目 ，例如光脚

行走的Kneipp足底按摩道 ；

—  利用当地草药做桑拿理疗 ；

—  使用地热能源给浴场和其他设备供暖 ；减少能源依赖性 ，使用环保和可再

生持续性技术 。

我们认为 ，这些集思广益的建议可为增强当地浴场特色做些贡献 ，因为在各个

浴场已有的自然资源上别出心裁重新思考扩大使用范围 ，同时不会给经营企业造

成额外的经济负担 。可以向国家或者欧盟申请拨发成本有关的补贴 ，因为这些补

贴的分配原则主要是看可持续发展性（Strack ，2020） 。与四大要素相关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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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可代表持续性发展概念 。萨博（Szabó）认为（2016） ，与可持续旅游行业有

关 ，未来将更重视自然资源 。

总结

我们经过研究认为 ，未来对健康产业会有相当的需求 。匈牙利的浴场自然资

源丰富有广阔的创新天地 ，例如通过寻找历史根源 ，分析水成分 ，利用自然特性

等挖掘自己的特质 。不仅要为疫情之后的重新开放做准备 ，保持严谨卫生条件之

外还需要思考开发创新 ，充分利用资源 。因为浴场的顾客不但是沐浴场的“消费

者” ，而且同时也是洗浴城镇的游客 ，因此我们预测洗浴行业将随着时代变迁不

断发展变化 ，保护当地现有资源价值和利益 ，遵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旅游形式 。

休闲旅游可提高生活质量 ，积极促进身心健康焕发精神 。因此 ，可以预测 ，目前

的限制放松之后 ，健康旅游业将迅速恢复迎来新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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