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 

「社會參與式教學」方案申請表 

填表日期：102 年 3 月 15 日 

教師姓名 陳筱華 課程/方案名稱 行銷研究/服務學習 
課程類型 ■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 
預計執行期間 102 年 3 月- 102 年 8 月 

執行概述 

1. 分案簡介 
帶領學生規劃如何推廣校園惜物觀念及評估設立二手物流

通平台 
 
2. 預計執行方式  
透過問卷、訪談、及實地觀察 
 
 
3. 進度安排 
請見次頁 
 
 

預期成效 

1. 更多師生能接受使用二手物，並樂意捐贈二手物 
2. 設立二手物流通平台 
 
 
 

聯絡助理：社參中心籌備處 李淑靜小姐 （8635242）s.lee@mail.ndhu.edu.tw 
  

mailto:s.lee@mail.ndhu.edu.tw


時間 進度 
3/29  服務學習的同學進行初步市場調查，並回收完畢。之後再由服

務學習的兩位助教進行統整。 
4 月初  將統整的初步市調資料分享給行銷研究的同學，協助進行正式

的問卷設計。 
4 月中到

4 月底 
 行銷研究的同學將初步資料轉成正式問項。 
 服務學習的同學規畫如何進行雜陳坊宣傳。 

5 月  行銷研究的同學完成初步正式問卷，而服務學習的同學協助一

同進行前測。 
 服務學習的同學開始進行雜陳坊宣傳，先於宿舍區，並與各宿

舍宿委(其中有幾位宿委是筱華老師的研究生)合作。 
 五月接近畢業時間，可開始發放正式問卷。 

6 月  接受二手物品，並成立虛擬平台。 
 
 
 
 
 
 



雜陳坊會議紀錄 

 時間：102 年 3 月 15 日上午 12:00~14:00 

 會議場次：第一次 

 地點：管 C110 

 出席人員：陳筱華老師、周雅雪同學、江佳蓉同學、服務學習共 10 位同學 

 缺席人員：大三盧信丞同學 

 紀錄：周雅雪同學 

 

 會議內容： 
1. 原本本學期服務學習課程設定包含雜陳坊與好事集，但為了追求深入性，

故本學期服務學習課程將專注在雜陳坊。 
2. 希望服務學習的同學一同做瞭解市場的部分，並協助宣傳雜陳坊的理

念。 
3. 若（買斷）收購二手物會有以下問題產生： 

(1) 鑑價。 
(2) 定價不被市場接受，造成物品滯留、無法使資金良好流動。 
(3) 應符合買低賣高的需求。 
(4) 當時間拉長時，可能造成物品跌價。 

4. 回覆第 3 題提出的解決方法： 
(1) 參考格子鋪的方式，收取管理費用(抽%)，以支付管銷費用。 
(2) 新生開學時，仿照家樂福進駐點的方式，掛上雜陳坊的牌子，進行

交換與交易。 
(3) 因應時代潮流，買賣方虛擬，建立網路平台→EX: 東華 FB 的二手

物拍賣。 
5. 若決定使用網路平台時，是要以： 

(1) 完全以網路為主。 
(2) 網路+定期的跳蚤市場(如一個月固定擺攤一次) 。 

6. 服務學習 11 位同學共分三個小組，每組 3~4 人，分別進行本學習雜陳

坊規劃活動，組別間不可互相討論，以免創意有所限制。 
  



服務學習課程翦影 

活動照片 

 

  
 
 
 
 
 
  



雜陳坊會議紀錄 

 時間：102 年 3 月 22 日上午 12:30~13:30 

 會議場次：第二次 

 地點：管 C110 

 出席人員：顏嘉成老師、陳筱華老師、周雅雪助教、江佳蓉助教、簡皓祐助

教(行銷研究-雜陳坊組別的助教)、服務學習共 10 位同學 

 缺席人員：大三盧信丞同學 

 紀錄：周雅雪同學、江佳蓉同學 

 

 會議內容： 
1. 嘉成老師向同學說明雜陳坊的理念與其他二手物品交換或交易的範例。

其中相關經驗包含： 
(1) 東華書坊的二手書，流通性不高，較少看得到賣得出去的書。 
(2) 以前就讀學校碧雲莊的浦門是以芭樂幣(社區貨幣)或現金做交易。 
(3) 曾於花蓮撿獲檜木書櫃、樟木書桌等。 
(4) 畢業季時，社區外的回收物品區也有很多可再使用的物品。 

2. 學生在學校並非是短暫的停留，大學生四年、研究生兩年，因此買賣雙

方的關係可以是長久的。 
3. 詢問各位同學二手物的購買經驗： 

(1) 沒買過的原因： 
a. 衣服等較貼身的部分不會想購買他人使用過的。 
b. 不喜歡他人使用過的東西。 
c. 無接觸過這方面的訊息與管道。 

(2) 買過的原因： 
a. 較私人的二手物品是會介意，但其他二手物品就沒關係。 
b. 二手衣服若是認識的人就沒關係，不認識的人就不行。 
c. 家庭因素，爸媽帶著一起去二手商店或跳蚤市場。 
d. 教科書類，通常使用該學期而已，沒必要買新的。 
e. 剛好有需要，價格又合理。 
f. 二手物品是乾淨完整的可以接受。 
g. 經濟效益，價格便宜。 
h. 小學教育，每個班級一起擺設跳蚤市場。 

4. 可先做市場調查(限東華學生)的部分，詢問對方若作為二手物品買方與

賣方的意願、經驗與想法，做為組別作業繳交，不限資料蒐集方式。 
  



服務學習課程翦影 

活動照片 
 

 

 

 
 



雜陳坊會議紀錄 
 時間：102 年 4 月 12 日上午 12:30~13:00 
 會議場次：第三次 
 地點：管 C110 
 出席人員：陳筱華老師、江佳蓉助教、簡皓祐助教(行銷研究-雜陳坊組別的

助教)、璦丞同學(行銷研究-雜陳坊組別的學生)、服務學習共 6 位同學 
 缺席人員：大三盧信丞同學 
 請假人員：大一黃敏淳、張育慈、林詩婷、吳高瑋同學 
 紀錄：江佳蓉同學 

 

 會議內容： 
1. 主要為讓同學分析上週作業之市場調查結果的部分，並根據各組的內容

給予修改的建議以及資料結果。 
(1)同學語意表達方式多為條列式 

 (2)想表達的內容不清楚且部分問題未附上 
(3)建議同學可以圖或表格的方式呈現問卷結果 
(4)多數為分工合作蒐集資料，但缺少完整性 
 

2. 由大四行銷研究之璦丞同學來分享關於雜陳坊的一些想法，希望能藉此

更具體化的讓所有同學知道未來雜陳坊可以行的方向及瞭解自己目前

所參與的活動 
(1) 我們為什麼為什麼要有雜陳坊?我們與消費者從中得到了什麼 value? 

a.連結關係 
b.結交朋友 
c.辦活動、結交朋友 
d.真正幫助他人 
c.愛惜舊物 
d.撿便宜 
e.校園特色 

 



服務學習課程翦影 

活動照片 

 

 

 

 



國立東華大學  社會參與中心 
 

 

 

 

 

 

 

 

 

 

 

 

雜陳坊 

 

成果報告書 
 

 

 

 

 

 

 

 

 

撰寫者：企碩二 周雅雪 

企碩一 江佳蓉 

日期：2013/6/30  



一、動機與理念 

物品經常性的來來去去，來自賣場，去到回收車上。建立雜陳坊讓我們

有個將資源再重新利用的平台，利用二手物交流的種子，將惜物的觀念散播

於東華，更重要的是透過雜陳坊讓你我之間有個交流的關係。 

二、目的 

建立東華大學的二手物品交流平台，不是為了營利，而只是為了拉近彼

此之間的關係。於初期(102下學期)的目的為舉辦二手物交流活動 

三、流程 

(一)設定明確走向 

初期為以物易物，或是捐贈的方式進行。 

(二)市場調查（針對二手物交流） 

整合服務學習各組報告如下表所示： 

問題 選項 百分比 

1.有過買二手物的經驗嗎？ 有 74% 

無 26% 

2.不曾買過二手物的原因？ 沒有管道 45% 

不喜歡二手物 45% 

其他 10% 

3.希望以何種方式進行二手物交

流？ 

自行訂價寄賣 86% 

以物易物 10% 

其他 4% 

4.什麼狀況下的東西會想要拿出

來交易？ 

網購後不適合的物品 44% 

要畢業不想帶回家的物

品 

43% 

不會想要把自己的物品

拿出來交易 

6% 

其他 7% 

  



問題 選項 百分比 

5.希望買到什麼種類的物品？ 生活用品 19% 

書籍 13% 

文具 13% 

3C產品 12% 

家具 10% 

衣物 10% 

食物 8% 

其他 15% 

6.希望賣出什麼種類的物品？ 生活用品 18% 

衣物 18% 

文具 15% 

家具 11% 

書籍 10% 

飾品 10% 

3C產品 6% 

其他 12% 

7.如果現在你已經要離開學校，

可是自己的商品還未轉手出

去，你會如何處理它？ 

贈送雜陳坊 49% 

價高者取回 34% 

一律取回 16% 

其他 1% 

8.最常用什麼方式處理不需要但

仍可使用的東西？ 

丟棄 47% 

送人 36% 

其他 17% 

9.交易方式與回饋？ 偏鄉兒童營養午餐 32% 

關愛獨居老人 26% 

學校環境改善 22% 

保育東海岸 19% 

其他 2% 

10.吸引你的促銷方式？ 別人推薦 29% 

低價 19% 

Facebook宣傳 13% 

廣告 10% 

口頭宣傳 10% 

傳單 10% 

海報 6% 

表演 3% 

 

  



四、雜陳坊活動 

(一)活動名稱: 

雜陳坊之二手物交流 

(二)活動日期與地點:  

日期：06.21(五) 

時間：13:00-18:00 

地點：宿舍區(涵星莊) 

(三)活動人員 

企研二：周雅雪 

企研一：江佳蓉、簡皓佑 

企管一：黃敏淳、張育慈、鍾雅惠、粱芸齊、沈佳欣 

(四)活動規劃 

1.場地與日期： 

活動日規畫於畢業季，與單車合做社一同進行活動場地的申請以及架

設活動場地於相同範圍，以利人潮聚集。 

2.宣傳： 

由佳蓉設計宣傳海報，並請社參中心協助輸出，而助教們以及服務學

習同學張貼宣傳海報於校園內人潮聚集一帶（宿舍區、餐廳、系院）。

助教們架設 FB粉絲專頁，並請服務學習同學幫忙拉人氣。另外請社

參中心協助發放公告信。 

3.活動現場： 



主要以陳列(Place)為二手物品的呈現方式，以吸引路過同學的目光，

引起好奇心，並且透露我們（雜陳坊）是二手物交流平台的訊息。 

(五)執行狀況 

由於當日為期末考剛結束，又在執行活動時下起大雨導致學生出來的人

數有點零星，有許多人是剛好路過並且好奇才停滯詢問，但也有很多將離開

學校的外籍生紛紛贈物資並且大多是非常實用及熱門的電器品項，甚至還有

未畢業的學妹捐贈用不到的冰箱，讓我們當天收穫豐盛；我們在活動結束後

也請同學聯絡五味屋的駐校人員，請他們把我們剩餘未捐出去的物資捐贈給

五味屋的孩子，希望藉此能形成一個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及回饋。 

(六)活動成效與檢討 

起初大家都很有禮貌的不太敢向我們索取他們想要的物資，但到後面經

過服務學習的同學細心解說活動的理念，讓整個活動因為彼此的交流而熱絡

起來，也越來越多人過來詢問是否能夠捐贈物資給我們，所以活動的過程其

實滿順利的且也比預期來的好，但也許我們的 FB粉絲專頁功效不大、宣傳

力不足，因此讓許多同學是透過寄包裹的過程或是剛好經過才知道該日的活

動，並且有許多學生表示來不及收拾打包以至於無法當日送出，因此我們認

為宣傳期應該要再冗長一點、深根些，發展其效益。 

亦有同學是透過宿舍的宣傳海報以及公告信知道此項活動訊息，因此可

知道這兩項宣傳方式是有其效益的。另外，在粉絲專頁部分，累積的人氣確

實不足，但有同學是在活動過後仍於粉絲專頁詢問是否還有相關活動，可知

該活動只有一天還是不夠，因此希望藉由這次活動累積經驗至下次能夠辦得

更盛大點，讓同學的愛心及理念能夠互相交流、更深遠。 

  



五、未來建議 

藉由這次的活動日，可以得知學校的二手物交流平台有廣大的需求面，

基於學生於畢業季搬遷的日子不一，但約集中於三到四天，因此建議可將活

動日期由一天再拉長兩三天，方便同學進行二手物的交流，釋出可用但用不

到的，也可獲得他人的愛心捐贈。 

另外，志工的招募是必頇的，若只單靠服務學習的同學，難免在人力上

有所不足，因此建議平時就可進行雜陳坊的理念宣傳，讓有興趣為他人服務

或是具有惜物觀念的同學成為雜陳坊志工，一同壯大雜陳坊的理念以及知名

度，並可避免因人力不足造成活動期間無法拉長。 

六、感謝人員 

陳筱華老師與顧瑜君老師-給予學生們指導，並有機會為東華大學的同學服

務。 

社會參與中心-給予相關建議與實質的後盾。 

服務學習同學-一同腦力激盪並共同創造二手物交流活動。 

單車合做社-協助活動日場地佈置。 

  



活動相關圖片(海報)與照片 

雜陳坊活動宣傳海報 

 

 

  



2013/6/21 活動當日-與同學介紹二手物 

 

 

2013/6/21 活動當日-同學獲得他人的愛心囉~ 

 

 

  



2013/6/21 活動當日-與同學熱情解說活動中 

 

 

2013/6/21 活動當日-筱華老師與活動人員合影 

 

 

  



2013/6/21 活動當日-同學們挖寶中 

 

 

2013/6/21 活動當日-同學們挖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