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活動預告

幫友寫實 —
正在追尋夢想的幫友們
Ernest Chiang / 結合公益與創業的社會夢想家
離開台積電六百天，Ernest 讓自己嘗試各種體驗，攝影，創業及

三月份活動

與客製化流程開發與諮詢等工作，也是洋幫辦公益網站 Gagabank

03/23 那一夜，在旅途中說相聲*

Irene Huang / 愛樂活企業負責人
與 Baggio 一起投入公益事業，並開創了自己的樂活公司，也期待
能在今年能夠看到小 Baggio 的出生^^

一個追尋夢想的地方

03/11 [志工訓練]協助靜篤共生農園建立網路社群
03/13 前進夏卡爾愛與美的饗宴 *

http://ernestchiang.com

洋幫辦

03/03 2011年第一季物資募集*

在世界各地觀察與體驗生活。目前以獨立顧問的角色進行雲端系統

技術長。

YBP
Your Best Partner

03/26 YBP魔羯 水瓶 雙魚 牡羊 聯合慶生趴 [邀你改寫神話]
03/27 YBP 台北分舵三月份夢想拼貼私人派對

洋幫辦最吸引人的地方， 是它的幫友

03/28 義大利香甜白酒MOSCATO
洋幫辦幫友核心的特質， 是夢想

03/31 北京分舵 Dream Map Travel

愛樂活粉絲網 http://www.facebook.com/ilohas

洋幫辦眾多夢想的共同交集， 是公益

Peter Chen / PHAT 漢堡店負責人
2010 離開職場，並開創了自己的高級漢堡店 PHAT，音同英文的
FAT，是「讚」的意思，不只想讓進去的客人每個都肥到破錶，也
期許 PHAT 成為 Perfect Hamburger @ taiwan！
PHAT 粉絲網 http://www.facebook.com/phatburger

Ehom Chang (Ama) / Lading!樂訂網負責人
潛水沒關係，但願我能潛的更深，更有趣！
Ama 離開了台積電，依照自己想法開創了擁有完善民宿訂房系統
的樂訂網，對於 Ama 來說，自己愛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尤其
是人與人一起共事的過程。

http://www.lading.com.tw

第二季活動
這就是洋幫辦，

04/09 一起進入[莫內的花園]*

一個經營夢想的公益團體

04/16 戶外郊遊爬山去之金山鴨肉我來了
04/20 揪團團購八八水災重創的阿里山里佳部落野生愛玉凍*
04/23 用簡單的行動愛地球~你我相偕來種樹!!*
04/24 YBP 台北分舵四月份夢想拼貼私人派對
04/24 YBP四月份蠻頭羊取暖日 V.S.褚士瑩的公益旅行
04/27 與大智文創志業 總編輯李取中面對面的交流*
05/01 土城桐油花 + 螢火蟲 + 看夜景之浪漫勞動節
06/10 YBP之我的海洋,我的天-YBPer比基尼趴@墾丁

Baggio / 洋幫辦幫主
在 2010 辭去 IBM 的工作後，目前正積極投入於洋幫辦的公益計畫

07/14 以愛為名— YBP 非洲公益旅行
洋幫辦

中， 並計畫將洋幫辦的精神推廣到全世界！
Baggio & Irene 成立的愛樂活公司( iLOHAS )
是一個以運用雲端工具實踐公平貿易為目標的
台灣社會企業。 目前正協助八八水災災區

Ongoing Event
~05/14 Serene 的 瑜珈教室 (每週六)
~05/31 我。可以做到。 從THE BIG ISSUE開始*

的阿里山里佳部落，開發新的方式銷售
台灣特有珍貴的野生愛玉籽。對野生
愛玉凍有興趣的朋友可參照下面連結

http://www.ilohas.info/news/aiyu

* 以上活動詳請請上facebook event確認
* 有星號之活動非洋幫辦主辦, 而是洋幫辦揪團一起來參與

一個曾被天下雜誌評為三十個能夠讓你鍍金的社會團體
洋幫辦相關資訊與聯絡方式
http://www.ybpc.org
臉書帳號： baggio.chang@ybpc.org
如何加入：
您可在 Facebook 的 YBP Community 申請加入我們， 經過審核
通過您便是洋幫辦的幫友了。為了維持審核機制的有效， 一般
建議您至少參加過夢想拼貼以及 3-5 次其他活動再提出申請。

一句加油，可以讓隊友重新找回衝刺的力量 文/ Andrew Y. Lee

洋幫辦有什麼東西？

洋幫辦品牌公關報導

洋幫辦是一個追尋夢想的地方，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夢想的學校，它的核
我最近很迷足球，雖然工作很忙，但一有時間我就趕回家看足球的實況
轉播。

心是夢想拼貼，藉由夢想拼貼結合大家的夢想，互相協助前行。而每一個幫
友就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在洋幫辦夢想學院裡有五個班別：

足球實在是個很妙的運動. 球員必須與隊友培養默契，帶球的一邊奔跑
一邊要留意接應的隊友在哪個位置，跑哪個方向，再把球傳到絕妙的位
置，避開防守的敵人，剛好落在全速奔跑的隊友身前。
射門進球那就更困難了。要抓住球在面前的那一瞬間，起腳射門，避開
後衛，射向門將最難撲救的角落。

◆ 德：公益組 / 組長 ChiaChia Cheng
號稱洋幫辦的水蛭組，吸取各組的養分轉化為大愛的能量。專責帶領幫友參與公益
活動，以服務學習為理念，自許在貼近他人需求的過程，鍛鍊心靈的柔軟度。現階

◆ 智：私塾組 / 組長 Patty Wang

還有另一個讓我覺得很妙的規則，就是球賽一開始，便不能停止。教練

成為幫友實踐夢想的工具。遠方的夢想無限美好，但是自行開車前往的過程，難免

不能喊暫停，也不能隨便把球員拉下場打氣。所以當我看到巴西被荷蘭

覺得辛苦孤單。你累了嗎？洋幫辦私塾組有各式各樣的夢想巴士，邀請您隨時上來

隊奇襲，搞得陣腳大亂的時候，我多希望他們能暫停五分鐘，平復混亂

補充裝備 尋找夥伴，隨時隨地再出發。

可是那做不到。我只能在電視前面看著巴西球員情緒失控，犯規踹人然
後吃下紅牌退場. 而巴西教練只能在場邊乾吼。

◆ 體：Sports組 / 組長 Kevin Hong
如果你珍惜年輕只有一回，那麼Sports組的活動絕對可以support你三十年後暢談
三十小時的當年勇！不管是衝浪、爬山、飛行傘、泳渡日月潭或是腳踏車環島，只
要你想得到的我們都有。YBP Sports讓你的運動不只是說說而已！

因為哨音響起之後，全世界都離開，你只剩下隊友。

結婚，請小心有驚喜，因為我們比你還欣喜；無論聖誕夜、萬聖節、看球賽、看電
影，我們常常要變裝，因為我們平常不假裝！我們認真工作，但也玩出自己的Style

小天使，為你的隊友打打氣吧！
洋幫辦 . 夢想拼貼團隊

；我們不算瘋狂， 只怕你跟不上！

夢想本身就是一個很概念性的字眼，透過夢想拼貼的簡單活動，洋幫辦

句名言：魔術師什麼都會變，就是(對美食)真心不變。他總會在許多活動開始或結

將引導你找出你內心最渴望的夢想，工作、情人、朋友、生活和靈魂。

束時出現，向天空撒一把魔幻粉，接著你會在他的指尖，發現下一站，屬於嘴巴和

我們相信這些答案都在每個人的自己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夢想，進一步

肚子的幸福。

回饋到自己的夢想，這是一個自我探索的時間。
帶著你的心，徜徉在無限想像的空間。

比連續劇精彩的12個平凡人故事之洋幫辦幫主
經理人雜誌2008年8月份報導 志工企業家養成班洋幫辦和夢想拼貼
若水網站2008年11月份報導 介紹洋幫辦為有潛力的志工組織
Cheers雜誌2008年12月份報導 洋幫辦榮選30個讓你鍍金社團之一
自由時報2009年3月份報導 圓夢組織 洋幫辦熱心網路催票
Elle雜誌2009年10月份報導 YBP Dreamboyz 大改造趴!Change，YES WE CAN！
數位時代電子報2010年1月份報導 洋幫辦和比亞外部落合辦公益耶誕晚會
有機誌2010年6月份報導 -

◆ 美：TEA組 / 組長 David Lee — TEA即為Travel，Eating & Art 的簡寫
Travel是遊山玩水尋美食，Art則是對藝術的欣賞。而Eat呢？前組長魔幻彼得有一

分享自己的夢想，也去聆聽別人的夢想，支持和鼓勵別人的夢想，進而

數位時代2008年7月份報導 -

◆ 群：Party 組 / 組長 Sophia Tsai
不要奇怪我們無時無刻趴踢，因為我們 Always So Match！畢業、生日、求婚、

在追尋夢想的路上，希望你遇到好的隊友，也別忘了做個好的隊友。

洋幫辦參加IBM WCG 世界社群網格的公益計劃

段積極投入協助原住民保存傳統文化並培養經濟獨立。

私塾組專責辦理各類學習講座、研習與讀書會，宗旨是帶著幫友們一起品味人生，

的情緒。

ZDNet網站2008年6月份報導 -

幫主89 & 特務i 的綠色婚禮派對
大紀元時報2010年6月份報導 洋幫辦協助比亞外部落建立無毒蔬果網路行銷通路
華視記者寶兒2010年6月份採訪 洋幫辦義勇軍協助比亞外保存泰雅族文化
中國大陸「希望工程」雜誌2011年2-3月合刊報導
洋帮办(YBP Community)专搞希望梦想与公益的帮派

謝謝過去幾年洋幫辦幫友的支持，夢想拼貼已成為洋幫辦新幫友的認
識活動，夢想慢慢變成幫友的 DNA，我們也成立了 Facebook 粉絲
團，希望幫助更多的朋友發現自己的夢想，同一時間，我們也展開
NPO 圓夢計劃，落實志工企業家養成班的理念。只要你是 NPO(非營利
組織，包含社團，協會和基金會等)的執行長、秘書長、專案經理或資

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dreammap
洋幫辦幫主 / Baggio
臉書帳號： baggio.chang@ybpc.org

深志工，洋幫辦每個月將提供兩個夢想拼貼的免費名額，希望能夠讓更

製作：YBP私塾組 主編：Masu

多的團體夢想起飛！

協助製作：Caroline, Chenju Yeh, Karen, Sophia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