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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提醒

在綠色森林餐廳，909 E.百老匯，羅娜，東區早餐上午

8:30 

週三，5月15日，週四，6月20日。

西城早餐Sofra，7457埃爾姆伍德大道，米德爾頓，上

午8:30週二，5月7日，週二，6月4日。

不需要預訂，歡迎你是否住在東邊或西邊去參加一個或

兩個早餐。

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車次信息，請訪問platomadison.org

/page-18561。

退休沒有經濟上的憂慮

里克Daluge，會員，委員會在退休財務事項

最後讓你的錢退休

週二，5月21日上午10點，中午奧克伍德村

大學伍茲

藝術中心和教育6205礦點路

報名截止日期： 週二，5月14日 報名截止日期： 週二，5月14日 

加入我們要學會在退休分配資金的最佳途徑，再平衡和再分配，

建立撤離的合理速度的必要性，以及如何的重要性留在這些市場

波動平靜。

我們的主持人， 貝蒂·哈里斯卡斯特，我們的主持人， 貝蒂·哈里斯卡斯特，

CFP，CRPC，是卡斯特 - 普拉姆金

融服務公司的創始人和管理合夥人，

並擁有近50年的財務規劃經驗。貝蒂

將討論當前的市場波動，為減輕風險

的選擇，

和多樣化的重要性。因為這涉及到退休和金融安全，長壽，她將討論

規劃理念。貝蒂也將提供年金的概述和他們的一生收入戰略中的地位

。

停車處

在港島驅動器和礦點路的交通燈輸入奧克伍德。就以進入訪客地下停

車場右左叉，然後第二個車道。按下按鈕尋求幫助。園區內任何訪客

或非保留失速; 採取電梯到一樓大堂裡，體徵或接待員會幫你。當你

離開地下停車場，車庫門自動打開。您也可以將車停在表面訪問者點

（標記沿驅動上下運動的大很多山空格）。

徒步，進入遺產，6205礦點路，在其正門（右側第三車道，在停車

標誌），或直接從下驅動進入禮堂大門。

如果乘坐公共汽車，地鐵麥迪遜巴士路線14和 

67，停止對礦點路奧克伍德的前面，如果向東行駛，或在礦點路

從奧克伍德如果旅行西風。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現金和支付格雷斯聖公會食品儲藏室檢查將被接受。

註冊

預先登記。如果可以的話，請在uwramadison.org/event-3346337在

線註冊。另外，您也可以聯繫該協會辦公室（見刊頭）。如果您沒有

提前註冊，您可能不會收到講義。如果你或你的伴侶註冊的本次研討

會，但不能參加，請發送電子郵件或致電UWRA辦公室。

  

https://UWRAmadison.org
http://platomadison.org/page-18561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346337


關於市場的健康信息的新關注

瑞秋·貝克，會員，電子技術委員會

我們都開始意識到互聯網如何，我們點擊一個鏈接，輸入搜索詞，甚

至隨身攜帶GPS的功能的手機每一次留下的信息線索對我們個人利益

。收集來自這些來源的信息的公司出售給廣告商和其他被稱為數據經

紀人。

由於最近的一些新聞報導已經暴露出來，甚至醫療信息被出售給數據經

紀人。（見文章結尾列出的來源。）有關這個問題的興趣的幾點包括以

下內容。

• 健康與健身應用，可以分享您提供關於生命統計和對健身目

標進度數據。

• 在像23andMe公司和網站的基因數據 

Ancestry.com 可與您提供的任何其他個人信息相結合，並與Ancestry.com 可與您提供的任何其他個人信息相結合，並與

執法部門共享或用於研究。

• 醫院和藥店提供醫療數據的研究人員已被擦洗的識別信息，同

時也把它賣給數據經紀人誰可以反過來賣給製藥行業評估藥物

價值或定制的營銷策略。

• HIPAA法規要求醫院和醫生通過刪除個人信息保護個人身份的

健康信息，但一旦去識別，數據不再受到保護。

雖然聚合且匿名的健康數據早已計算機輔助重要的醫學研究，關注的是

增加了去識別的數據可以與已知的因素，如郵政編碼和其他統計信息，

重新識別個人進行交叉匹配。各種立法提案正在制定保護隱私，但這個

問題很複雜。直到創建立法和執行，作為消費者的我們必須認識到，我

們願意分享信息，選擇退出可能時，閱讀隱私權政策。

本文來源包括：（1） 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data-本文來源包括：（1） 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data-

brokers-~~MD~~aux化妝錢關你的型醫療記錄/; 

（2）wsj.com/articles/you-give-apps-sensitive-personal-信息 - 則 - 它們

-告訴-Facebook的11550851636; （3）consumerreports.org/health-priv

acy/how-to-delete-~~V遺傳數據從 -  23andMe公司-ancrestry-其他位點

/; 和（4）wired.com/story/wired-guide-personal-data-~~V收集/。

董事候選人的板岩UWRA局公佈

通過UWRA提名委員會，黛安Kravetz，椅子

提名委員會提出以下候選人石板。

對於 總統當選人： 克里斯托弗Kleinhenz，教授，經過近40年從法國和對於 總統當選人： 克里斯托弗Kleinhenz，教授，經過近40年從法國和對於 總統當選人： 克里斯托弗Kleinhenz，教授，經過近40年從法國和

意大利署服務的2007年退休; 加入2007 UWRA; 擔任董事2009-12和志

願者委員會2009-2016董事會。

對於 掌櫃： 貝絲Zemp，39年後的服務作為一個是企業的高級自動對於 掌櫃： 貝絲Zemp，39年後的服務作為一個是企業的高級自動對於 掌櫃： 貝絲Zemp，39年後的服務作為一個是企業的高級自動

化信息技術，金融服務司的退休2018; 加入UWRA 2017; 目前在船

上擔任助理財務和商務辦公和運營團隊成員董事。

為了 董事會 - 三年任期：為了 董事會 - 三年任期：

• 保羅·德盧卡，43年後的服務，包括為副校長學術事務的退休

2014; 加入UWRA 2014（教師代表）。

• 埃絲特·奧爾森，退休2012年在威斯康星大學同步輻射中心

的教育和宣傳總監; 1999年加盟UWRA; 目前UWRA旅遊委

員會聯合主席（教職員代表）。

• 馬西Doelp，退休2016年的信件和科學管理一個部門管理

員; 加入UWRA 2016（大學工作人員代表）。

為了 董事會 - 任期兩年： 卡倫LaMere，經過25年的服務為預算經理和為了 董事會 - 任期兩年： 卡倫LaMere，經過25年的服務為預算經理和為了 董事會 - 任期兩年： 卡倫LaMere，經過25年的服務為預算經理和

財務專家監督員UW圖書館系統2017年退休; 加入UWRA 2018（大學工

作人員的代表。

提醒

不要錯過看到寶寶Clydesdales和共和黨的誕生地。

座椅仍然對5月29日的行程可以註冊，直到5月13日看到UW

RA網站或4月號 篩子 登記材料，uwramadison.org/event-3RA網站或4月號 篩子 登記材料，uwramadison.org/event-3RA網站或4月號 篩子 登記材料，uwramadison.org/event-3

311685。

http://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data-brokers-make-money-off-your-medical-records/
http://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data-brokers-make-money-off-your-medical-records/
https://www.wsj.com/articles/you-give-apps-sensitive-personal-information-then-they-tell-facebook-11550851636
https://www.wsj.com/articles/you-give-apps-sensitive-personal-information-then-they-tell-facebook-11550851636
https://www.consumerreports.org/health-privacy/how-to-delete-genetic-data-from-23andme-ancrestry-other-sites/
https://www.consumerreports.org/health-privacy/how-to-delete-genetic-data-from-23andme-ancrestry-other-sites/
https://www.wired.com/story/wired-guide-personal-data-collection/
https://www.wired.com/story/wired-guide-personal-data-collection/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311685


如何對全球經濟影響我們？

通過米勒德蘇斯曼，會員，委員會在退休財務事項

讓我從CFMR研討會拿回家的消息開始在3月19日。

• 這是很難預測市場的波動。 

• 良好的投資者不要驚慌; 他們投資於長期的，不要有點波動心

慌。

• 在一個高度網絡化的世界中，一個國家的經濟事件對所有國家

的經濟產生影響，但大國家經濟體比小國家的經濟更具影響力

。

• 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一個投資組合是60％的股票和40％的債券

有可能產生良好的投資回報。

誰提供了這些有用點的揚聲器，薩拉 

J.沃克是一名資深戰略家和BMO財富管理在密爾沃基投資區域總監。她

指出，市場內在波動性的令人震驚的趨勢，例如，在年底的大幅下挫20

18，可突然發生逆轉，如在2019年的最初幾個月的成果，她建議投資者

採取氣喘吁籲新聞用一粒鹽和經濟厄運的預測，以保持注意力集中於長

遠。新聞報導，她說，往往被誇大了，誰傾倒每當有在市場上浸資產的

投資者表示有收益誰比那些保持其市場地位的低利率。

沃克還指出，國家經濟做相互影響; 例如，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決定是

由所有其他主要全球性銀行的行動的影響。但美國國家經濟強勁，是目

前世界上最大的。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為$ 80萬億美元，其中在美國產生

20萬億$。中國，下一個最大的GDP，為$ 12個萬億美元，日本是第三

大與5萬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美國消費者將在14萬億$列為第二大經濟體，如果它們被歸類為一個國

家。

全球經濟一直在擴大，在過去的幾年中，但沃克認為它可能已經見頂

，今年將放緩。 

該市場是由心理因素太大的影響。在美國市場參與者似乎不能太樂觀

，也不能太悲觀的，現在，這可能是為來年的好消息。然而，有，關

於目前正在進行Brexit，以及對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的貿易戰，這是不

能維持其近期的快速增長速度，而不會重定向資源有些擔憂。

檢查在線洽談和幻燈片演示。它是擠滿了有趣的想法和統計。沃克

的談話，“在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個縮小的世界投資的成功”，被記錄，

並且可以在UWRA網站（uwramadison.org/）上觀看。

從執行主任的辦公桌

由桑迪·哈澤，執行董事

一些成員問，“我收到的發票表明我有一個年度的會員。如何更改我的

會員級別？“

有兩個選項。我們已經發布會員/會員指南標籤下，一步一步，屏幕截

圖指令包。你會發現下面的部分中的鏈接“如何更新您的會員資格。”包

將引導您完成整個過程。

另一種選擇是聯繫UWRA辦公室。由於我主要是遠程工作，因此建議

您發送電子郵件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詳細說明您將如何喜歡

你的會員等級改變。我將創建一個新的發票反映了水平的變化，並通

過電子郵件發送給你付款。在那裡，您可以選擇在線支付或打印發票

和支票支付。

請不要猶豫，如果你遇到的在線過程或網站的任何問題，請聯繫

協會辦公室。幫助可用。

議程年度會議週二，5月14日

一世。 來電訂購 - 塞爾策總裁

II。 總統講話

III。 2018年會紀要

IV。 財務報告

V. 委員會和董事會成員認可 

一個。多年委員會服務

灣 出發董事會成員

VI。 提名委員會報告 - 前任主席Kravetz

七。選舉

八。2019-20經營預算的審批

IX。其他業務

X。 傳遞木槌 - 塞爾策總統當選President- Czynsza

k  - 萊恩

十一。 新任主席的講話

十二。 從會員的問題和意見

十三。休會

https://uwramadison.org/
mailto: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滿足會員蘇珊費

由蘇珊費歇爾（DEB勞德，柱協調員）

我退休了2015年10月後的35年中，學生

資助辦事處。雖然我不想念了壓力，我

很想念辦公室內外，並知道我的日常工

作提供幫助的滿意我的同事

訪問由所有社會經濟背景的學生我校; 它是現在仍然是高尚的工作。人可

能會感到驚訝，我的第一個職業是在印第安納州一個土壤科學家映射土

壤三年。奇怪的是，有一些可轉移技能，以財政援助的世界。

我嫁給了同為退休人員卡西復活節（總務榮譽退休），我做了退休後一

切都將得到最房子準備就緒的冬季做家務，直到退休卡西在下月的第一

件事。我也一直睡到每天早上，這仍然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豪華7:30。現

在，我把我的時間悠閒地讀著報紙，早上一對夫婦杯咖啡，閱讀實際的

非工作相關的書籍，在我們的教會以及與戴恩縣慈善協會的野生動物中

心，觀鳥志願者，前往人朋友和家人，旅遊只是徹頭徹尾putzing左右。

我們覺得我們終於有時間鍛煉身體，把自己照顧得更好。我一直在享受

閱讀像各種書籍 蒙蒂塞洛的赫明斯， 眼淚我們不能停止 和剛剛發現瑪麗閱讀像各種書籍 蒙蒂塞洛的赫明斯， 眼淚我們不能停止 和剛剛發現瑪麗閱讀像各種書籍 蒙蒂塞洛的赫明斯， 眼淚我們不能停止 和剛剛發現瑪麗閱讀像各種書籍 蒙蒂塞洛的赫明斯， 眼淚我們不能停止 和剛剛發現瑪麗

·奧利弗的詩。我也在讓我的注意力從電子郵件的龐大的數字的兩TO-四

分鐘細讀後工作。我們的下一個大的行程包括海盜遊船沿著萊茵河和阿

拉斯加的內部通道上的科考船之旅。我們也享受麥迪遜和威斯康星州更

徹底。

我們都加入了UWRA，因為它是留在校園裡與朋友和編程是多樣和有

趣的觸摸一個偉大的方式; 我很榮幸在董事會任職。有一件事我想看看

發生在不久的將來與UWRA是顏色的更多的同事加入我們的協會成功

的招聘; 我們非常缺乏多樣性。

我想，我註冊了 - 不是嗎？

你知道，對於一個節目或事件在網上註冊時，你總是會收到確認信息。如果你沒有得到確

認，您未註冊。再次嘗試註冊，或電郵或致電協會辦公室，我們一定會得到你註冊。

我是否需要更新我的會員資格？

你想知道，如果你的會員今年到期？有三個地方，你會發現你的續約

日期。第一個地方是上UWRAmadison.org您的會員資料。第二個地方

是在你收到的鏈接的電子版的電子郵件 篩子。是在你收到的鏈接的電子版的電子郵件 篩子。

第三名是的硬拷貝郵寄標籤 

篩子。 此外，無論是電子郵件通知，您的會員資料表明當前的會員級篩子。 此外，無論是電子郵件通知，您的會員資料表明當前的會員級

別。如果您的郵寄標籤顯示“2019”，是時候更新！

你可能要考慮兩個特別會員類別：議價或生活。任何成員都可以採取逢

低六年前換的，價格的五率的優勢，節省每年更新的麻煩和郵資。生命

會員也可如果你或你的配偶/伴侶正在接受威斯康星州的退休制度年金

。

您可以更新更快，更容易在線！你有三個續訂選項：（1）在線更新

和在線支付，（2）在線更新，並通過支票支付，或（3）更新郵寄

印刷續期申請表和支票。

我們有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年。你不想錯過計劃在即將到來的一年中的重

大事件和演示文稿。請更新您的會員今天和保持自己在郵件列表中，這

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UWRA通信。

還有時間來為Spring午餐和年會註冊

你要參加5月14日這兩個有趣的節目和午餐，他們會給你從你的呼出

和呼入UWRA總統既聽到並在該協會的年會，其中包括選舉董事會

成員和批准參與業務決策的機會在2019-20經營預算。董事候選人的

臨時議程和董事會都在這個問題在其他地方發表。

報名截止日期是星期二，5月7日轉到今天uwramadison.org/e

vent-3321270~~V並註冊！

  

http://UWRAmadison.org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321270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旅遊委員會

神聖智慧修道院和草原理由之旅

4200縣道男，米德爾頓，WI 53562星期四，2019年7

月11日上午10:30 2時30分

報名截止日期：週二，2019年7月2，

費用每人$ 25.00

這次郊遊包括草原理由的上午遊覽，午餐在餐廳和修道院的下午遊覽。將有這趟沒有公交車。您將需要通過車來車往那裡停在了山頂。當

你進入的理由高速公路男，往右走。

修道院，設計和建於2009年，獲得的最高評級可能從美國綠色建築委員會：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LEED）鉑金。它在白金認證與69的63分，

在當時新上建設項目的世界紀錄。室內空氣質量是通過使用漆料，著色劑，粘合劑和密封劑不含有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支持。機械系統被設

計為高效，使用地熱系統並結合能量回收。這次巡演將通過領導 托比抓斗， 運營總監。計為高效，使用地熱系統並結合能量回收。這次巡演將通過領導 托比抓斗， 運營總監。計為高效，使用地熱系統並結合能量回收。這次巡演將通過領導 托比抓斗， 運營總監。

寺院擁有土地130畝，並管理戴恩縣擁有另外的60英畝。土地包含一個冰川湖和許多標記的小徑。我們將看到，正在恢復，新的種子，雜草控

制播種，並在稀樹草原的恢復種植著第一的15毛刺橡樹草原。一個小時的步行之旅將帶領 格雷格·阿姆斯特朗， UW植物園和工作人員在神聖制播種，並在稀樹草原的恢復種植著第一的15毛刺橡樹草原。一個小時的步行之旅將帶領 格雷格·阿姆斯特朗， UW植物園和工作人員在神聖制播種，並在稀樹草原的恢復種植著第一的15毛刺橡樹草原。一個小時的步行之旅將帶領 格雷格·阿姆斯特朗， UW植物園和工作人員在神聖

智慧的一部分的前董事; 他指揮誰把在1000小時以上，去年的志願者。

午餐中午在食堂將是一個門縣作風魚癤：用黑線鱈（烤箱，蒸黃油），嬰兒育空黃金土豆，年輕的胡蘿蔔，洋蔥和芹菜繪製奶油，檸檬，新鮮

麵包和櫻桃皮匠服務。咖啡，茶和水都可以飲用。素食選項也可以。

雖然草原之旅是不費勁，它可能涉及在連綿起伏的丘陵和不平坦的地形行走。

行程 10:30：到達神聖智慧寺。（這是一個自駕車的事件。）下午12:00午餐

問題：鋁Liegel 608-829-0312，608-358-7343或UWRA辦公室608-262-0641。 

我們鼓勵您進行網上註冊。要進行註冊，請訪問uwramadison.org/event-3351826。郵寄在使用下面的表格保留和檢查被接受。註冊是必需的

; 我們無法接受步行插件。

神聖智慧寺旅遊和午餐

週四，7月11日

姓名（正楷） 魚或素食 

選項 

所屬：UWRA，柏拉圖，大

學。聯盟

費用：每人$ 25,00。 所附的數量： ______________

交付過程

填寫表格。支票抬頭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填寫表格。支票抬頭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

郵件到UWRA，21北園大街，7205室，麥迪遜，WI 53715-1218。

UWRA退款之前的報名截止日期，如果取消了活動費。退款報名截止後才會處理，如果輪候登記可以參加。退款通過用於原登記接收到的相

同投標製成。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351826


在與孩子們的工作感興趣嗎？

退休了，但保持身體健康，並有樂趣的工作上午和下午的麥迪遜成人學

校協管員！起薪為$ 17.42 /小時（APPX。$ 700+ /月）定期加薪，並獲

得病假。你是負責的，可靠的，享受孩子和戶外活動？然後，我們想你

！工作週一至週五，沒有週末，晚上或節假日，享受學校脫落。

6月下旬/七月初開始，工作描述和應用將可在：cityofmadison.com/H

R/就業/ JobOpenings.cfm（搜索協管員鏈接“小時工”的位置）。如有任

何問題，請聯繫警方麥迪遜系協管員監事在266-4703。

麥迪遜老人中心方案

五月是在麥迪遜老人中心，或MSC忙碌的一個月。下面是一些可以在沒

有你的成本接合程序。

畫廊之夜 週五，5月3日 

4：30-7：30分

作者大衛·本傑明 週二，5月7日 

10：00-11：00

智能手機技術 週五，5月10日 

10：00-11：關節炎30時許

專家 週一，5月13日 

10：00-11：30，下午作者

傑里應用 週二，5月14日 

中午1：00（Sequoya庫）POA與POD 

週一，5月20日 

10：00-11：00貓王模仿 

週二，5月28日 

1：00-2：00

致電266-6581了解更多信息或去madisonseniorcenter.org。

大學聯盟提出蔬菜的教區牧師

蔬菜教區牧師，也稱為歐文高盛和吉姆Niehnuis，是在威斯康星大學麥

迪遜分校教授園藝和威斯康星州公共廣播電台的常客。他們是詩意的，

熱鬧，並熱衷於各種蔬菜，特別是辣椒，番茄和低估的甜菜。快來看看

他們在週三，五月大學聯賽午宴和會議年會

8，在上午11點的位置是Nakoma高爾夫俱樂部，4145鄉村俱樂部路，

麥迪遜。午餐於11:30被送達開始於12:15音箱

非會員的歡迎。預約截止日期為5月2日，這個日期之後沒有退款。欲

了解更多信息，並下載您的預訂單，請訪問univleague.wisc.edu/prog

rams 。rams 。

閣樓天使計劃

閣樓上的天使協會的繼續教育項目，向公眾開放，在每個星期一的早晨，在閣樓天使廣場，8301老索克路，米德爾頓，WI舉行。咖啡在10:00送

達; 該計劃開始於上午10:30是不收費的，並且不需要預訂。

週一，5月6日：“1969年麥迪遜，”斯圖爾特（STU）列維坦，著有“在六十年代麥迪遜。”

週一，5月13日：“多動症爭議，”康拉德（康妮）Andringa博士，專門從事兒科，SSM健康。週一，5月20日：“縫紉機項目，”瑪格麗特·揚科

夫斯基，縫紉機項目的創始人/董事。

週一，5月27日：陣亡將士紀念日，沒有計劃。

RSVP可以用你的才幹

你是一名退休教師或某人誰喜歡在學生的教育發揮作用？如果回答是肯

定的這個問題，然後戴恩縣的RSVP希望你能成為他們的代際或寄養祖

父母計劃的一部分。作為一名志願者，你會被放置到戴恩縣學校工作單

對一個學生。有一個在所有學校在課堂上額外的手有很大的需求。志願

服務的好處是保持活躍，參與，感覺更快樂知道你正在在你的社區的差

異。聽起來像一個雙贏的機會！

你是不是把麥迪遜公交地鐵？您是否有興趣幫助老年人保持活躍和獨

立？成為好友總線協調員！RSVP的巴士夥伴計劃提供了前輩的幫助和

陪伴從有經驗的志願者利用總線系統的機會。該方案提供了前輩的機

會，以及與其他參與者在公共汽車上乘車前往指定地點。該計劃的目

的是教老年人，60歲以上，如何瀏覽麥迪遜公交地鐵系統，而經歷一

個有趣的社會團體郊遊。

http://www.cityofmadison.com/HR/employment/JobOpenings.cfm
http://www.cityofmadison.com/HR/employment/JobOpenings.cfm
http://madisonseniorcenter.org
http://univleague.wisc.edu/programs


 

（請打印）

名稱 配偶/伴侶名稱

電子郵件 配偶/伴侶的電子郵件

地址（街道，城市，州，郵政編碼+ 4）

家庭電話 移動電話 你退休了嗎

？

0 是 0 沒有0 是 0 沒有0 是 0 沒有0 是 0 沒有

年退役 從退休（部門）

會員級別 所有成員都收到每月通訊電子。每年，討價還價，終身會員可以選擇接收硬拷貝通訊。請注意，硬拷貝到

電子版是分佈式的，可在網上後7〜10天。

作為一個年度，討價還價，或終身會員，我選擇收取以硬拷貝的通訊。 

0 是 0 沒有0 是 0 沒有0 是 0 沒有0 是 0 沒有

年度 -  $ 20討價還價

 -  $ 100 獲得6年的5價格！

LIFE  -  $ 300 一位家庭成員必須接受威斯康星州退休系統年金。

出區 -  $ 10 生活在比其他郵政編碼535，537，539通訊通過電子郵件發送只。

OUT AREA討價還價 -  50 $ 得到6年的5價格，如果住在超過535，537，539通訊等郵政編碼只通過電子郵件發送。

尚未退休 -  $ 10 通訊只通過電子郵件發送。

我們鼓勵您加入線上！訪問UWRAmadison.org。

• 加入或更新和在線支付。

• Ĵ OIN在線或續訂，並用支票付款。Ĵ OIN在線或續訂，並用支票付款。

• 加入或通過郵件與應付UWRA支票郵寄到UWRA，21北園大街，7205室，麥迪遜，WI 53715-1218該應用程序更新。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會員申請/續期

最後一個字

由瑪麗·巴納德雷編輯器

這是五月威斯康星可愛的一個月！三月和四月連的雪都消失了，花朵正

在打開，你會想出來的。UWRA可以與幫助。您可能希望在國內走出去

，參觀Clydesdales; 還有時間報名參加巡演。您可能希望看到的朋友和

今年與UWRA活動趕上出席年會。或者你可以去到春節午宴正好有藉口

在植物園脫身。您可以通過蘇珊·菲舍爾的個人資料得到啟發，決定做

在戴恩縣慈善協會的野生動物保護中心的一些觀鳥。而這並不甚至開始

從包括在本通訊其他組織解決所有的機會。無論消遣你這個月發現的，

我希望他們幫你綻放！

標題校園？

如果是這樣，你可以列出許多校園和訪客停車位供應的網站的優勢。它

是一個動態的網站，可以輕鬆刷新，以提供最先進為最新空置攤位訪問

者計數。這是一個偉大的工具！檢查出來你前往校園，尋找一個停車位

的下一次。這個鏈接是transportation.wisc.edu/parking-地段/批佔用數

/。

http://UWRAmadison.org
https://transportation.wisc.edu/parking-lots/lot-occupancy-count/
https://transportation.wisc.edu/parking-lots/lot-occupancy-count/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日曆

篩子

https://UWRAmadison.org威斯康星大學麥迪

遜分校退休協會的C /ö進修21北園大街，720

5室麥迪遜，WI 53715-1218科

移動或移動？

篩子 會不會自動郵政服務的篩子 會不會自動郵政服務的

轉發。請使用電子郵件，郵

寄信件，或者我們的網站，

給我們你的新地址，以便您

可以繼續接收 篩子 定期。可以繼續接收 篩子 定期。可以繼續接收 篩子 定期。

非營利組織。

美國郵資已付威斯康

星州麥迪遜的許可證

號658

週三，5月1日 下午1:30 威斯康星州發現女性的內戰著作

週二，5月7日 上午8:30 在Sofra早餐

週五，5月10日 9:00 AM 年金領取“年度會議的美國威斯康星聯盟

週二，5月14日 10:00 AM 本次年會，程序，午餐（登記開始於上

午9:30）

週三，5月15日 上午8:30 在綠色森林餐廳，909 E.百老匯早餐

週二，5月21日 10:00 AM 最後讓你的錢退休

週三，5月29日 一整天 裡彭隱藏的珍寶

週二，6月4日 上午8:30 在Sofra早餐

週四，6月20日 上午8:30 在綠色森林餐廳，909 E.百老匯早餐

週四，7月11日 10:30 AM 神聖智慧寺/草原遊和午餐

有關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期限信息 篩子， 看到UWRAmadison.org的UWRA網站。有關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期限信息 篩子， 看到UWRAmadison.org的UWRA網站。有關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期限信息 篩子， 看到UWRAmadison.org的UWRA網站。

http://UWRAmadis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