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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市政府通过其减少废弃物社区补助金向本项目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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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团队
从最初策划阶段到交换活动完成后，确保活动圆满成功涉及诸多环节，因此，立即分配角色和委派职责至关重
要。 

使用交换活动策划核对清单来委派任务并跟踪进度。

选定时间 
我们建议使用一个主题，并且使其他重要活动与这个主题保持一致。每到换季时节都是举办交换活动的最佳时
机，因为大多数人都会翻箱倒柜来准备适应气温的变化。  

活动 时间 成为最佳时机的原因

返校季和秋季l 8月-9月 进入新学期并不意味着必须购买新衣服。举办一次
返校交换活动，让您所在社区的家庭和学生可以找
到“新”的衣服、背包和用品。 

加拿大的减少废弃物周 未来几年减少废弃物周的日
期：
2019年10月21日至27日
2020年10月19日至25日
2021年10月18日至24日
2022年10月17日至23日

在10月份的第三周举办交换活动，以此庆祝加拿大
的减少废弃物周。 

随着夏天的尾声和冬天的临近，秋天是举办交换活
动的最佳时机。

寒假 12月-1月 鼓励给予，主办以节日为主题的交换活动。人们可
以带来不想要的礼物，为别人找到一份保存较好的
二手礼物，或者找到一些“新”的服饰去参加节日
聚会。 

地球月和暑假 四月（地球日：4月22日） 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大家都在进行春季大扫除，迫
不及待地开始考虑春夏服装。而更好的是，四月是
地球月。要使您所在社区的居民认识到交换衣物对
于保护资源和延长物品使用周期的重要性，地球月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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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参与度，交换活动应在周末白天或工作日晚上举办。 

活动时长由您决定！我们建议至少两个小时，以便交换者有足够的时间把
物品送到现场，并四处看看。 

选定地点
交换活动的地点可以是您家大楼的娱乐室或大厅、当地的公园或者距离您
最近的社区中心。请记住要确保选择交通方便的活动地点。找一个场地，
有足够空间放货架、桌子等所有用具，并有空间供人们试穿衣服。如果选
择室外地点，要制定恶劣天气应急计划。    

预订地点
找到理想的地点后，要立即确认是否可在那里举办交换活动。多住户居民
楼中的大多数娱乐室都需要提前预订。对于在公共场所举办的活动，您可
能需要办理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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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规则
制定物品交换活动的指导方针并在活动前传达这些指导方针至关重要。

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物品

决定交换活动可以接受哪些种类的物品。我们建议，根据您选择的慈善机构给出的物品清单来确定可接受的物
品。

鼓励人们送来事先洗干净的物品，保存较好的二手物品，以及仍然可以穿戴的物品。我们建议，不接受有裂口、
磨损、破洞、拉链损坏和污渍的衣服。可交换的物品不要仅限于衣服和配饰，应欢迎参与者带来小电器、玩具或
家居装饰品。 

常见物品：  

可接受的物品 不可接受的物品 

• 衣服

• 配饰：帽子、手套、围巾、领带、钱包、钱夹、背
包、手袋、首饰、手表

• 各种小物件：书籍、玩具、棋牌游戏、拼图、毛绒
动物、炊具、罐、平底锅、器皿、花瓶、盘子、碗
碟、餐具、玻璃制品、银器、高脚杯、珠宝、工艺
品、马克杯、蜡烛、相框、篮子、装饰品、手工工
具、音像资料、小家具、小家电

• 其他纺织品及配饰：床/浴巾、床单、毛毯、枕
头、窗帘、桌布、饰物、发饰

• 各种大物件：大型电器、大型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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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一套体系

组织交换活动，最常见的方法是为参与者带来的每一件物品发放一张交换券，凭一张
交换券可以将一件物品带回家。可以使用纸质交换券或可重复使用的代币。 

可以考虑设定一个人可获得交换券的最大数量。我们建议将上限设定为10张，并在交
换活动结束但尚未捐献时，让参与者可以将剩余的物品带回家。 

如果是在一个行人较多的公共场所举行交换活动，可能会吸引一些感兴趣的路人来参
加活动。以每张5美元的价格出售交换券，鼓励他们也参与到重复利用之中。将所有
收入都捐献给当地社区项目或捐赠给所选择的慈善机构。 

保持灵活性！ 

选择最适合的规

则。

鼓励更多的重复使用 

鼓励参与者将他们的物品放在可重复使用的袋子或盒子里，以进一步减少浪费。他们可能还需要这个袋子才能把
他们“新”的物品带回家。  

组织和分类
组织井然有序的交换活动，可以让每个参与者都能方便地将物品放在合适的地方，从而方便其他人找到自己想要
的东西。把物品分隔开，并使用可定制的活动标牌对物品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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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用具
• 想让一切井然有序，桌子、货架和衣架都能派上用场。可以考虑借或租，而不是买新的。一些推荐用具： 
• 桌子
• 椅子
• 衣架
• 镜子
• 配饰箱
• 胶带
• 打印好的交换活动跟踪表
• 印好的标牌和海报
• 一卷交换券，代币 
• 交换券收纳容器
• 钢笔和记号笔
• 称重物品的秤
• 计算器
• 播放背景音乐的扬声器
• 盛装剩余物品的袋子或盒子 
• 活动帐篷（如果在室外）
• 第一批可交换的物品（参见第3节中的“布置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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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您所在社区的居民参与进来，对于提升参与度和确保有各种物品可供交换非常重要。 

社区活动

您可以采取多种策略来让社区了解您的交换活动。发挥创造力，与那些可能提供帮助的组织和个人建立友好关
系。  

• 电子邮件、信件和新闻简报：使用邀请函样本作为模板。 
• 数字/印刷的电梯标牌：快速吸引居民关注的有效方法。 
• 海报：使用推广海报，在您的社区做广告。
• 网页：如果您居住的大楼、所在组织或社区团体有一个网站，那么可以创建一个专门用

于宣传交换活动的网页，包含相关的所有详细信息。 
• 媒体：联系当地媒体，如社区报纸、广播电台、新闻网站和电视台。他们可能有兴趣推

广，甚至参观您的交换活动！
• 在本地在线活动名录中登记：尝试联系登记本地活动的机构。 
• SwapItToolkit.ca：别忘了告诉我们您的交换活动在什么时间举行！我们将通过“加拿大减少废弃物周”社

交媒体渠道，发布所有交换活动并协助推广。 

社交媒体
就推广交换活动而言，社交媒体是一个免费、高效的工具。您可以采取多种策略在网上传播消息: 

• Facebook活动：很容易创建并可以提醒参与者即将开始的活动。另外，它还支持客人进行回复，这样您就可
以提前知道有多少人将参加活动。 

• 本地Facebook群组：在线讨论是提出问题和轻松交流活动细节的好方法，群组可以帮助您聚集一群志同道合
的人，他们可能会参加您未来举办的交换活动。

• 社交媒体文章：除了Facebook活动、群组和状态更新外，Twitter文章和Instagram故事也是推广交换活动的
途径。 

• 社交媒体广告（付费）：想举办一次宏大的交换活动？如果有预算，您可
以在本地开展付费的社交媒体推广活动来宣传自己的交换活动。广告让您
可以针对特定的人群、地区和兴趣，作定向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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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换活动当天，您的团队将对活动的顺利进行发挥重要作
用。请参考活动策划核对清单来分配任务并且按部就班地完成
一天的活动。   

布置场地
至少在活动前一个小时，为交换活动做好准备，因地制宜，以
最适合的方式摆放桌子、帐篷、椅子、货架和衣架。 

摆放好第一批物品，并且准备好迎接第一批参与者进行交换。
让团队成员从家里带来一些保存较好的二手物品或者从当地的
旧货店购买一些有特色的物品。 

摆好桌子和货架后，应立即决定将如何对物品进行分类，并贴
上相应的标牌。在入口处安排交换登记台（核收物品），并在
靠近出口的地方安排结账台。 

向您的团队成员提供活动手册，让他们熟悉活动规则和指导方
针，并将活动手册放在指定的桌子上或活动的分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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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物品登记台  
这可能是最繁忙的地方，所以需要安排多名团队成员专门核收物
品。应有称重物品的秤（如有可能）、打印好的多张跟踪表、交换
券/代币、笔和箱子。 

使用交换活动跟踪表记录每位参与者所带来的物品的总重量。这样
做非常重要，因为可以在活动结束时与未能交换的物品的总重量进
行比较，从而计算出您刚刚使多少物品免于流入垃圾填埋场。最佳
方法是在送来物品时就进行计数、称重和记录。如果您没有秤来称
重，请记录所收集的用来交换的物品的数量。 

物品记录完成后，发给参与者相应数量的交换券，参与者可自由交
换物品！  

 

购物台
这将是参与者购物的地方。随着人们翻找物品，试穿衣服，把东西放回去，这个区域会变得杂乱不堪！应安排一
或两名人员专门挂上新收到的物品以及整理购物台区域。另外，您可能还需要安排一名流动人员，负责帮助整理
物品、回答问题、拍照，以及使用话题标签#SwapIt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

结账台
在出口附近安排一名工作人员。离开时，参与者将用交换券兑换物品，再把物品带回家。结账台应设置一个交换
券收纳容器，在交换活动结束后，对交换券进行计数，以确定实际交换了多少物品。 

在结账台，参与者可以了解关于交换、循环经济和纺织品废弃物问题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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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Village捐赠中心

Value Village的各个商店都代表非营利组织接受二
手物品的捐赠。当您把旧物捐赠给 Value Village
商店时，商店付钱给非营利组织，从而为非营利组
织提供无限制的收入。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alueVillage.com/donate

接纳的物品：保存较好的衣服和鞋子、家庭用品、书籍
和音像资料、厨房用具和其他物品。

网址：https://www.valuevillage.com/donate

如何捐赠：将物品带到离您最近的Value Village商
店。

加拿大糖尿病协会（Diabetes Canada）

接纳的物品：服装和小型家居物品以及电子产品

电话：1-800-505-5525

网址：https://declutter.diabetes.ca/pickup 

如何捐赠：在线预约上门取走物品的时间，或致电加拿
大糖尿病协会。

GoodWill

接纳的物品：服装和小型家居物品以及电子产品

网址：https://goodwillindustries.ca/donate/

如何捐赠：找到一个离您较近的 Goodwill 商店，要求
他们取走物品。

Habitat for Humanity

接纳的物品：保存较好的家居用品和建筑材料

网址：https://habitat.ca/en/restore

如何捐赠：找到它的一个二手物品商店，要求他们取走
物品。 

取下剩余衣物
所有参与者都完成了交换后，就到了结束这个活动的时候了。首
先摘下未能交换的衣服和物品。同时，在打包剩余衣物之前，允
许超过10张交换券上限（或者您为交换设定的数量）的参与者带
走任何剩余的物品。 

如果可能的话，在未来的活动中重复使用交换券，或者将它们循
环利用。保存好所有标牌，并在下次交换活动时重复使用！ 

 

慷慨捐赠
交换活动结束后，一定会有未能交换的物品。您可以将剩余的物
品捐赠给当地慈善机构，使其在其他地方变废为宝。提前与慈善
机构确定他们取走衣物的时间，或在活动结束后立即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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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结果
跟踪和记录交换活动的详细数据很重要，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些行动产生的影响。在登记
台记录的物品重量和数量，可与在结账台的物品重量和数量进行比较，差值即为您对纺
织品免于流入垃圾填埋场所做的贡献。 

交换活动完成后，将交换活动跟踪表中的所有结果相加，然后填写SwapItToolkit.ca/上
的在线表单。在交换活动后30天内提交结果，将有抽奖机会赢取激动人心的奖品！  

  

持续参与
让参与者持续参与交换活动和纺织品废弃物问题。联系您的社区居民，看看他们学到了什么，以及对于交换活
动，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 

使他们保持参与的方法：

• 分享交换活动的结果

• 对交换活动进行简短的调查

• 鼓励参与者使用话题标签#SwapIt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他们通过交换活动得到的“新”物品和服装的照片

• 请参与者帮助策划下一次交换活动或减少废弃物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