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1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Sci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CESED 2019)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ts' perceived attributes of
tourism destin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ir pursuit of personal
value – a case of the West Lake in Hangzhou
Jianren SHI1,a, Ya CHEN 1,b,*
1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rural Planni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a17637980@qq.com, b1125483509@qq.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Key words: tourist perception, cultural heritage, attributes of tourism destination, personal value.

Abstract.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tourists to choose a travel experience in a cultural heritage site
is to experience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destination to seek personal valu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value link mode of tourists in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by means-end chain theory, constructs the graph
of means-end chain of tourists in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ourist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hav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the attributes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they have some commonalities as well. 2. On the basis of means-end cha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tourists perceived attributes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 and their pursuits of personal valu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ts can be divided into 5 groups.3.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eans-end chain, it is found
that the pursuit of individual values of tourists in cultural heritage site is related to different attributes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ttributes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
and the pursuit of tourists' individual values is conducive to enhance the individual values of tourists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 from the attribute level, and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游客感知的文化遗产旅游地属性与旅游者个人价值追寻的关系研究—
—以杭州西湖为例
石坚韧1, a，陈雅1, b,*
1

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杭州，浙江，中国
a17637980@qq.com, b1125483509@qq.com
*

通讯作者

关键词：游客感知；文化遗产；旅游地属性；个人价值

中文摘要. 游客之所以选择一次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体验，很重要的原因是要体验目的地所拥
有的文化遗产，以此追求个人价值。本研究以手段目的链理论及其方法来探知文化遗产地旅
游者的价值链接模式，构建文化遗产地旅游者的手段目的链接图。研究结果显示：1.不同的文
化遗产地旅游者对文化遗产地的属性的感知不尽相同。2.根据游客感知的文化遗产地属性与
其个人价值追寻的 MEC 链接关系，将文化遗产地旅游者分为 5 个群体：追求心情愉悦、追求
人际关系的增强、追求自我提高、追求娱乐兴趣需求的满足、追求归属感和追求积极向上的
人生态度。3.文化遗产地旅游者个人价值的追求与不同的文化遗产地属性有关。了解文化遗产
地属性与旅游者个人价值的追求的相互关系，有利于针对性地从属性层面出发，提升文化遗
产地旅游者的个人价值，进而促进文化遗产旅游地的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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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文化遗产的研究涉及文化、旅游、建筑、考古等多个学科，国内旅游学界对文化遗
产的关注始于20世纪中叶，对文化遗产旅游的关注自2006年以来有较大增长。在文化遗产旅
游中，关注游客主体是研究的重要内容。游客对文化遗产的感知是了解文化遗产旅游者的重
要手段之一。在文化遗产旅游中，游客所感知到的旅游地属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旅游者个
人价值追寻的需求，不同的属性能满足旅游者不同的个人价值追寻。因此，本文尝试使用手
段目的链理论来探讨文化遗产旅游地属性与旅游者个人价值追寻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的属
性与不同的个人价值之间的链接关系。
2.文献回顾
关于旅游目的地属性的研究内容，一方面是探讨旅游地属性的后置影响因素，包括对游
客满意度、游客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游客忠诚度、游客行为、场所依恋、旅游地形象、旅
游地竞争力、旅游地定位等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探讨旅游地属性的前因影响因素，包括其与
游客感知价值、消息策略与执行策略等的关系研究。有研究指出不同属性所带来的结果不尽
相同，不是所有的地方属性都对其形象的形成、满意度、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有显著作用[1]。
学术界对旅游目的地属性构成体系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尚无广泛认同的量表[2]。学者在研究
旅游地属性时，往往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对特定的旅游地属性划分成不同的维度。如张江
燕将文化遗产旅游地属性划分为艺术审美价值属性、遗产科考价值属性、宗教文化价值属性、
人文教育价值属性[3]。
手段目的链理论（Means-End-Chain Theory; MEC）最早由Jonathan Gutman提出，现广
泛应用于解释消费者的选择和决策行为方面的研究[4]。在旅游研究中，MEC理论及其方法主
要应用于旅游者类型、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旅游产品设计、游客满意度等领域的研究。MEC
理论认为属性、结果、个人价值三个层级构成手段目的链，手段是人们从事的对象(产品)或活
动(跑步、阅读)，目的是有价值的状态，如幸福，安全，成就[5]。在消费者价值观研究中，Rokeach
的价值体系、Kalhe的LOV（The List of Values）价值量表和Mitchell的VALS价值量表 (Values
and Life Style)的研究应用较为广泛。Lynn R. kahle在其研究中发现，在消费者行为趋势中，
LOV比VALS具有更大的预测效用[6]。Kahle提出LOV价值量表，包括自尊、安全感、与他人的
亲密关系、成就感、自我实现感、归属感、受人尊敬、乐趣，享受和兴奋感[7]。本研究将借鉴
Kahle的LOV个人价值量表辅助测量。
3.研究方法
本研究尝试以软式阶梯法来探知文化遗产地旅游者的价值链接模式，构建文化遗产地旅
游者的手段目的链接图。首先通过深入访谈的形式，将旅游者在文化遗产地旅游时所倚重的
属性、结果和个人价值发掘出来，并将其编码归类至相应的层次内；然后进行内容分析，构
建属性-结果-价值的关联矩阵图，依据cutoff值截去不满足要求的数据后形成价值阶层图。
4.研究结果
4.1阶梯法访谈与人口统计分析
根据软式阶梯法访谈方法，本研究中通过访问游客什么文化遗产旅游活动的某种属性对
你来说是重要的,为什么它是重要的,再依据其回答继续探究下去,会发现答案将从旅游活动的
属性意义发展为与游客个人价值有关的人生意义。Reynolds和Gutman指出，一般来说，30到
60个参与者的样本尺寸对于一个特定于MEC的研究是可以接受的[8]。因此，本文的样本数量
为31个符合要求。

389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116

在被访谈的31位游客中，女性游客（约61.3％）所占比例略高于男性游客；20-30岁年龄
段的游客所占比重最大，约为64.5％；浙江省居民居多（约为38.7％）；以企业员工（约64.5％）
为主，其他职业的游客较分散；本科学历游客居约占67.7％。
4.2内容分析
MEC理论以内容分析法作为分析阶梯访谈资料的工具[9]。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将每位受
访者的阶梯访谈资料加以汇总整理,从所有访谈者的访谈稿中,将阶梯法所导出的属性、结果与
价值要素语干划出来。然后对这些要素进行分类,并将这些词语归入不同的层级属性、结果与
价值, 给每一个要素赋代码,A代表属性、C代表结果、V代表价值。用数字为要素编号 ,为之后
做关联矩阵做准备（见图1）。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属性
文化遗产地的风景
A13
文化遗产地的知名度
A14
文化遗产地的自然环境
A15
文化遗产地的规划与布局
A16
文化遗产地的管理水平
A17
文化遗产地的文化底蕴
A18
文化遗产地的环境卫生
A19
文化遗产地的旅游服务水平 A20
到文化遗产地的距离
A21
文化遗产地的传说故事
A22
文化遗产地的拥挤程度
A23
文化遗产地的景点
A24

文化遗产地的古人及其思想
文化遗产地门票免费
文化遗产地的配套设施
文化遗产地的植物
文化遗产地的人文环境
文化遗产地是城市名片
文化遗产地的景点数量
文化遗产地的地理位置
文化遗产地的生活气息
文化遗产地的旅游活动
文化遗产地的商业化程度
文化遗产地的文创产品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结果
寻求新体验、满足好奇心
放松、舒缓工作压力
放心
方便、节省时间
感官上的享受
生活的调剂
散心、休闲
了解文化遗产地历史、文化、民族风俗习惯
感受人文气息
与人沟通交流
享受国家福利
追求信仰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更好地投入工作
感受步移景异的景色
锻炼身体
满足娱乐需求
节约经济成本
真实的感受、验证
留下好的记忆
亲切感
产生环境保护意识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个人价值
使心情愉悦
增强人际关系
提高自我
归属感
满足娱乐兴趣的需求
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个人价值观的导向
追求信仰、精神寄托
身体健康

图 1:文化遗产地旅游者访谈要素归类与编码

4.3构建关联矩阵与绘制价值阶层图
对访谈的内容进行统计，包括各题项被提及次数与联系频数。依据统计数据，构建文化
遗产旅游地“属性层-结果层（A-C）”、“结果层-目的层（C-V）”关联矩阵，并依据关联
矩阵绘制价值阶层图（HVM）（见图2）。其中，圆圈表示各个层次的维度（元素），线条表
示元素之间相互关联，数字代表元素之间相互关联的次数。HVM 要求确定一个截断值（CutOff），对 Cut-Off 值以下的联系进行剔除，即表示这一联系不重要。依据Mulvey 和Gengler
的建议,以样本的5%定为截断值31*5%=1.55[10]，即不同的受访者提及的直接链结次数必须达
到2次及以上才能被绘到价值层级图中。因此本研究的截断值为2。

图 2:文化遗产旅游地价值阶层图（截断值：2）

5.研究结论与展望
5.1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手段目的链的方法探寻游客感知的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属性与旅游者个人价值追
寻的关系。借助手段目的链理论将属性、结果、价值三者相连接，层层递进展现三者之间的
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一：通过软式阶梯法对文化遗产地旅游者进行访谈后发现，不同的文化遗产地旅游
者对文化遗产地的属性的感知不尽相同。游客感知到的文化遗产地的属性的总体感知程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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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低排序依次为：A1（文化遗产地的风景），A12（文化遗产地的景点），A6（文化遗产
地的文化底蕴），A2（文化遗产地的知名度）与A10（文化遗产地的传说故事）、A4（文化
遗产地的规划与布局），A3（文化遗产地的自然环境）与A14（文化遗产地门票免费），A16
（文化遗产地的植物）与A19（文化遗产地的景点数量），A5（文化遗产地的管理水平）、A8
（文化遗产地的旅游服务水平）、A9（到文化遗产地的距离）、A13（文化遗产地的古人及其
思想）、A15（文化遗产地的配套设施）、A18（文化遗产地是城市名片）。其中， “文化遗
产地的文化底蕴”是文化遗产地旅游者感知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仅次于“文化遗产地
的风景”“文化遗产地的景点”的感知程度，这与刘娟关于“游客较易感知到遗产价值中比
较直观体现的价值，如资源价值、景观价值和审美价值等，而对于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和精
神内涵的价值感知较少[11]”有一定出入。
结论二：根据手段目的链理论，个人价值是个人行为最根本的动机与最终目的。根据游
客感知的文化遗产地属性与其个人价值追寻的MEC链接关系，可以将文化遗产地旅游者分为
5个群体。在这5个群体之中，按群体数量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V1（追求心情愉悦）、V2（追
求人际关系的增强）和V3（追求自我提高）、V5（追求娱乐兴趣需求的满足）、V4（追求归
属感）和V6（追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其中，旅游者也不仅仅属于单一群体，他们可以
同时属于多个群体，如 “……环境优美，就是比较适合聊天，约会啊，大家交流感情吧，然
后环境优美的话你自己心情感觉也很好（T23）”。
结论三：通过对MEC链条的分析发现，文化遗产地旅游者个人价值的追求与不同的文化
遗产地属性有关：与V1（追求心情愉悦）相关联的属性包括A1（文化遗产地的风景）、A2（文
化遗产地的知名度）、A3（文化遗产地的自然环境）、A5（文化遗产地的管理水平）、A10
（文化遗产地的传说故事）、A12（文化遗产地的景点）、A16（文化遗产地的植物）、A19
（文化遗产地的景点数量）；与V2（增强人际关系）相关联的属性是A1（文化遗产地的风景）；
与V3（提高自我）相关联的属性包括A1（文化遗产地的风景）、A10（文化遗产地的传说故
事）、A12（文化遗产地的景点）、A19（文化遗产地的景点数量）、A6（文化遗产地的文化
底蕴）；与V4（归属感）相关联的属性包括A1（文化遗产地的风景）、A6（文化遗产地的文
化底蕴）、A10（文化遗产地的传说故事）、A12（文化遗产地的景点）；与V5（满足娱乐兴
趣的需求）相关联的属性包括A1（文化遗产地的风景）、A10（文化遗产地的传说故事）、
A12（文化遗产地的景点）、A19（文化遗产地的景点数量）、A6（文化遗产地的文化底蕴）。
对于文化遗产地而言，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核心。有学者表示，“文化遗产保
护和游客体验之间关系密切，文化遗产的保护效果越好，游客体验则越佳[12]”；“思考型游
客对于保护和管理建筑文物，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3]”。了解文化遗产地属
性与旅游者个人价值的追求的相互关系，有利于针对性地从属性层面出发，提升文化遗产地
旅游者的个人价值，进而促进文化遗产旅游地的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5.2研究展望
本文以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为例，研究了文化遗产地属性与旅游者个人价值追求之间
的关系，但由于该文化遗产是以目的地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依托，是典型的文化景观遗产，与
其他文化遗产（如平遥古城、皖南古村落等）相比具有特殊性，调查结果可能会受影响，接
下来还应增加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地为研究对象，做更多的验证性研究。除此之外，
本文采取的数据搜集方法为软式阶梯访谈法，由于访谈样本的限制，在将来的研究中，可进
一步以量化问卷的方式来扩大样本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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