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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金融研討會

由保羅·賴歇爾，會員，委員會在退休財務事項

稅。。。總是在不斷變化，永不乏味週二，9月18日

2：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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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9月11日

肯Wundrow， EA，體驗諮詢公司，將再次給他的年度報告。他將討肯Wundrow， EA，體驗諮詢公司，將再次給他的年度報告。他將討

論新的聯邦稅收法律簡化，因為它影響稅收和財務狀況。新法廢除了

許多納稅人分項扣除，同時承諾低稅賬單等等。他將探討如何逐項仍

可能對一些工作，解釋如何稅可能會下降他人，並給予稅收規劃指導

。通過加入到他的演講將是投資理財的討論，以及市場在新稅法和經

濟條件的光的狀態。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此事件的儲藏室將打開座椅食品儲藏室有利於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

校的學生。現金和與“打開座椅食品儲藏室”的備註行支付給UW基金會

支票將被接受。

註冊

註冊是必需的。我們鼓勵您在uwramadison.org/event-3032614在線

註冊。另外，您也可以聯繫該協會辦公室（見刊頭）。

九月電子技術方案

由保羅·賴歇爾，會員，電子技術委員會

希望不是一種策略，避免災難的保護您的數字世

界週四，10年9月20日上午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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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9月13日

財務和人身安全超出了儲蓄，投資，保險，減輕欺詐和身份盜竊預防

。由於我們現在很多管理我們的財務，並通過電腦和手持設備我們的

個人生活中，我們需要確保我們可以從電子災難恢復。關鍵是適當的

備份計劃和紀律。 斯科特·斯奈德， 科學機械工程（BSME）和個人投備份計劃和紀律。 斯科特·斯奈德， 科學機械工程（BSME）和個人投備份計劃和紀律。 斯科特·斯奈德， 科學機械工程（BSME）和個人投

資者（AAII）麥迪遜特殊利益集團的美國協會的領導人，學士從他幾

十年的計算體驗分享見解，探討為什麼備份是至關重要的，而有哪些

備選辦法，以保護我們的數字生活，即軟件，硬件和基於雲的工具。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此事件的儲藏室將是格雷斯聖公會教堂。現金和支付給恩食品儲藏室

檢查將被接受。

註冊

註冊是必需的。我們鼓勵您在uwramadison.org/event-3032172在線

註冊。另外，您也可以聯繫該協會辦公室（見刊頭）。

奧克伍德村大學伍茲停車指南

進入奧克伍德，6205礦點路，在港島驅動器和礦點路的交通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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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內任何訪問者失速; 坐電梯到一樓大廳，在那裡的跡象或接待員會幫你。當你離開地下停車場，車庫門自動打

開。您也可停放在外面標有“訪客”。在腳的表面斑點，正門，這是右邊的車道三進遺產，在停車標誌，或直接從下驅動進入禮

堂大門。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032614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032172


滿足會員羅布·塞爾策

由戴比勞德，柱協調員

配偶/顯著其他： 艾琳塞爾策配偶/顯著其他： 艾琳塞爾策

當前和以前退休的工作。 我入學了十年的董事，並在招生管理工作了當前和以前退休的工作。 我入學了十年的董事，並在招生管理工作了

幾年。不久後，我從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後，我成為佛羅里

達大西洋大學助理副校長招生管理。經過三年左右的時間，我再次退

役，回到威斯康星州。

我做了我退役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開始趕上我購買，並沒有得到解決，我做了我退役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開始趕上我購買，並沒有得到解決，

以閱讀書籍。

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旅行西部國家公園，澳大利亞/新西蘭，安大略省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旅行西部國家公園，澳大利亞/新西蘭，安大略省

斯特拉福，中密歇根州和佛羅里達南部。我是個新聞迷（兩份報紙，每

天兩次新聞節目）和愛讀小說，非小說，科幻小說，和一堆月刊。我做

高中學生和他們的父母一點點的大學諮詢。我去港運動俱樂部，但我不

是一個健身房老鼠 - 還沒有！我一直活躍在米德爾頓公共圖書館的董事

會和我的前任總裁。我也喜歡看大課程的DVD。

頂尚的項目我的遺願清單上是 更多的旅行：一個非洲野生動物園，頂尚的項目我的遺願清單上是 更多的旅行：一個非洲野生動物園，

阿拉斯加和日本。

我加入UWRA因為 所提供的節目很有意思，和豐富。作為UWRA的部我加入UWRA因為 所提供的節目很有意思，和豐富。作為UWRA的部

分也提供了我一個機會保持聯繫和配合。

我最喜歡的UWRA活動 早餐Sofra和參加UWRA方案。我最喜歡的UWRA活動 早餐Sofra和參加UWRA方案。

退休的我最不喜歡的是 是老得足以將退役！退休的我最不喜歡的是 是老得足以將退役！

我最喜歡的退休一部分 時間去旅行，閱讀，真正珍惜生活的全部內容。我最喜歡的退休一部分 時間去旅行，閱讀，真正珍惜生活的全部內容。

我現在還不能扔掉 書籍，襯衫，西裝，和ties-你得到的圖片。我現在還不能扔掉 書籍，襯衫，西裝，和ties-你得到的圖片。

東西會令你感到驚訝關於我的 實際上，我很害羞，我真的很喜歡詩歌。東西會令你感到驚訝關於我的 實際上，我很害羞，我真的很喜歡詩歌。

音樂我最喜歡聽 也看是媽媽與爸爸合唱團，瓊貝茲，卡羅爾國王，詹音樂我最喜歡聽 也看是媽媽與爸爸合唱團，瓊貝茲，卡羅爾國王，詹

姆斯·泰勒的音樂視頻。我也喜歡安德魯·勞埃德·韋伯。我想了解，欣

賞古典音樂，但它的進展緩慢; 這可能是因為我有一個錫的耳朵，不

能攜帶一個節拍。

新成員18年5月22日至18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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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字：新發現的土地

由瑪麗·巴納德雷編輯器

一年後關閉，而更新的一本書，我很高興能回來工作 篩子 和背部與U一年後關閉，而更新的一本書，我很高興能回來工作 篩子 和背部與U一年後關閉，而更新的一本書，我很高興能回來工作 篩子 和背部與U

WRA事件聯繫。眾多的，深刻的，真誠的，和永恆的感謝沙龍文森，

安華萊士，三迪·哈澤，以及所有為使這一休假可能的文章的作家！

作為壓軸這一休假，我在紐芬蘭花了兩個星期。我從過去幾千年地

球的地幔湧現了岩石走去。我驚訝於海雀父母，誰捕魚這麼容易，

但再這麼辛苦飛回自己的洞穴，並餵小雞的行業。我吃驚地獲得在

一個駝背的氣孔的肌肉發達的特寫看看。我品嚐鱈魚的舌頭，從冰

山製成的啤酒，並發出刺耳的聲音。新經驗，這是宴會，對我來說

，退休的最好的部分。

作為退休人員，我們可以自由地探索和學習，因為我們選擇和我們

自己的速度。該UWRA可以提供的是美妙的體驗有很大一部分，我

希望本通訊引誘您品嚐至少其中一些產品的！



秋季午餐和早間節目

週一，2018年10月1

聖約長老教會，在10:30 326南瀨越路早間節目和午餐會上午11:

45

報名截止日期：週一，9月24日

費用：每人$ 17.00

今天上午，我們邀請您參加音樂盛會！威斯康星銅管五重奏由 亞歷克斯Noppe 和 今天上午，我們邀請您參加音樂盛會！威斯康星銅管五重奏由 亞歷克斯Noppe 和 今天上午，我們邀請您參加音樂盛會！威斯康星銅管五重奏由 亞歷克斯Noppe 和 

馬修Onstad， 小號; 湯姆·庫裡， 大號; 馬克·赫茨勒， 長號; 丹尼爾Grabois， 喇叭; 並通過加入 安東尼DiSanza， 打擊樂器。他們發揮廣泛的風馬修Onstad， 小號; 湯姆·庫裡， 大號; 馬克·赫茨勒， 長號; 丹尼爾Grabois， 喇叭; 並通過加入 安東尼DiSanza， 打擊樂器。他們發揮廣泛的風馬修Onstad， 小號; 湯姆·庫裡， 大號; 馬克·赫茨勒， 長號; 丹尼爾Grabois， 喇叭; 並通過加入 安東尼DiSanza， 打擊樂器。他們發揮廣泛的風馬修Onstad， 小號; 湯姆·庫裡， 大號; 馬克·赫茨勒， 長號; 丹尼爾Grabois， 喇叭; 並通過加入 安東尼DiSanza， 打擊樂器。他們發揮廣泛的風馬修Onstad， 小號; 湯姆·庫裡， 大號; 馬克·赫茨勒， 長號; 丹尼爾Grabois， 喇叭; 並通過加入 安東尼DiSanza， 打擊樂器。他們發揮廣泛的風馬修Onstad， 小號; 湯姆·庫裡， 大號; 馬克·赫茨勒， 長號; 丹尼爾Grabois， 喇叭; 並通過加入 安東尼DiSanza， 打擊樂器。他們發揮廣泛的風馬修Onstad， 小號; 湯姆·庫裡， 大號; 馬克·赫茨勒， 長號; 丹尼爾Grabois， 喇叭; 並通過加入 安東尼DiSanza， 打擊樂器。他們發揮廣泛的風馬修Onstad， 小號; 湯姆·庫裡， 大號; 馬克·赫茨勒， 長號; 丹尼爾Grabois， 喇叭; 並通過加入 安東尼DiSanza， 打擊樂器。他們發揮廣泛的風馬修Onstad， 小號; 湯姆·庫裡， 大號; 馬克·赫茨勒， 長號; 丹尼爾Grabois， 喇叭; 並通過加入 安東尼DiSanza， 打擊樂器。他們發揮廣泛的風馬修Onstad， 小號; 湯姆·庫裡， 大號; 馬克·赫茨勒， 長號; 丹尼爾Grabois， 喇叭; 並通過加入 安東尼DiSanza， 打擊樂器。他們發揮廣泛的風

格，從古典到爵士到百老匯商業音樂。樂團的節目包括巴赫，伯恩斯坦，科普蘭，格甚溫，肖斯塔科維奇，巴托克，梅西安，柯達伊，薩蒂，

皮亞佐拉，查爾斯·明格斯，小雞Corea作品的創造性設置的，更多的，還有原來的室內樂。

我們開始了與2018-19午餐系列 邦納保 的上呈現“校友公園：獾精神會見了威斯康星思想。”保拉，威斯康星校友協會（WAA）的前任總裁兼校友我們開始了與2018-19午餐系列 邦納保 的上呈現“校友公園：獾精神會見了威斯康星思想。”保拉，威斯康星校友協會（WAA）的前任總裁兼校友我們開始了與2018-19午餐系列 邦納保 的上呈現“校友公園：獾精神會見了威斯康星思想。”保拉，威斯康星校友協會（WAA）的前任總裁兼校友

官威斯康星基金會和校友會，將談論WAA的校友公園，新市區和校園，歡迎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校友和社會各界的綠色空間。校友公園

特色展品，通過校友的成就和各種事件和活動的故事兌現了威斯康星思想。加入保會 瑪麗卡賓槍，特色展品，通過校友的成就和各種事件和活動的故事兌現了威斯康星思想。加入保會 瑪麗卡賓槍，

管理校友公園的董事和一名校友廣場。瑪麗將增加的是我們可以期待的活動，方案和特殊事件發生這個新學年在公園和廣場的故事。

此事件的儲藏室收件人是山。錫安浸信會教堂食品儲藏室。現金和支票將被接受。

該自助午餐主菜牧場釀雞胸肉（雞用香草奶酪，熏肉和花椰菜填充毛絨的去骨乳房，用白葡萄酒奶油醬）或釀portabella蘑菇（肉質portabella

蘑菇糙米，菠菜，番茄丁釀，洋蔥，綠，紅辣椒，西葫蘆和黃南瓜）。這兩種餐點與野生稻抓飯，基拉戈混合蔬菜（胡蘿蔔，紅辣椒和綠豆）

，新鮮水果沙拉，麵包卷和黃油和咖啡飲料，冰茶，牛奶和水。自助將由蓋洛德的受到照顧。

新成員表

如果你是新來UWRA或已參加一個或兩個UWRA午餐或事件，我們歡迎你。將會有一個午餐表，新的與會者，以滿足董事會成員誰都會

歡迎你UWRA和回答您的任何問題或疑慮。查找表10噸說：“新的會員表”。

午宴委員會：達雷爾 - 巴特，布拉德利道格，馬克·芬克，蓋爾霍姆斯（主席），帕特Henrikson，薩拉波茨，恭迅達，霍埃爾·什科尼卡和倒

鉤威利

秋季午餐和早間節目，週一，2018年10月1

姓名（正楷） 

出席早間節目 出席午宴 釀雞胸 釀蘑菇Porta

bella

飲食限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費用每人$ 17,00。所附的數量：__________

交付過程 ： 完整的形式，使支付給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的檢查，並郵寄至UWRA辦公室，21北園大街，客房7205麥迪遜，WI交付過程 ： 完整的形式，使支付給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的檢查，並郵寄至UWRA辦公室，21北園大街，客房7205麥迪遜，WI交付過程 ： 完整的形式，使支付給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的檢查，並郵寄至UWRA辦公室，21北園大街，客房7205麥迪遜，WI

 53715-1218。

您踴躍報名，並在網上uwramadison.org/event-3045049支付。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045049


威斯康星！UWRA打架糧食不安全

通過Chère坎貝爾·吉布森，會員，志願者委員會

農業部美國農業部（USDA）將“糧食安全”為“缺乏一致獲得足夠的糧食

的積極，健康的生活。。。。飢餓是指不舒服的人，身體的感覺，而糧

食不安全是指缺乏對在家庭的食品級可用財力的“（來源：ers.usda.go

v/主題/食品營養援助/食品 - 安全 - 中 - 中 - 美/定義 - 的 - 食品security

.aspx。）

我們可以通過捐贈我們可以當我們參加UWRA程序加入戰鬥。在過去的

幾年裡，我們已經確定了兩到四個食品茶水間，每年來支持我們的貨幣

捐贈。將豆類和金槍魚罐頭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茶水往往能得到

他們的美元，滿足特定需求，並專注於高品質的產品，當有可用的額外

美元。

我們將在2018  -  2019年支持茶房包括以下內容。

弗里茨食品儲藏室，古德曼社區中心。 古德曼社區中心是著名的節目滋弗里茨食品儲藏室，古德曼社區中心。 古德曼社區中心是著名的節目滋

養社會，弗里茨食品儲藏室是這些節目之一。打開每週三天，它提供每

週75到100戶人家，誰收到一個溫暖的社區吃飯，而他們等待的家庭。

見goodmancenter.org/services/fritz-食品儲藏室/。

格雷斯聖公會食品儲藏室。 廣場上存在了30年，這個飼料儲藏室每月3格雷斯聖公會食品儲藏室。 廣場上存在了30年，這個飼料儲藏室每月3

00多戶家庭，是一個星期開放四天。週六茶水的產品包括個人必備物品

，如尿布，肥皂，牙膏等個人衛生用品。西班牙語翻譯可用。

見gracechurchmadison.org/grace-food-pantry。

公噸。錫安浸信會教堂食品儲藏室。 作為其推廣部，山的一部分 錫安一公噸。錫安浸信會教堂食品儲藏室。 作為其推廣部，山的一部分 錫安一

個月運行的食品儲藏室三天，服務每月50至80戶。除了食品儲藏室，新

鮮農產品，麵包和烘焙食品是為那些參加每週學習聖經。見mtzlife.com

/

開放式座椅食品儲藏室。 一個新的除了UW-麥迪遜校區自2016年2月，開放式座椅食品儲藏室。 一個新的除了UW-麥迪遜校區自2016年2月，

這個儲藏室是在學生活動中心每週開放和預約兩天。在2017年10月的

博客文章指出，“自2016年9月 -  2017年春，開放座位收到了來自超過

250個獨特的個體超過750的訪問。”見asm.wisc.edu/theopenseat/。

在此先感謝這一年來你的慷慨。 

了解更多關於精神病學作為一種資源

由瑪麗·貝絲·飛機，主席，退休挑戰委員會

人們為什麼來我的辦公室？週五，9月28日10:0

0  -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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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9月21日

如果你的家庭成員之一，與心理健康問題掙扎你有沒有想過？這可能是

一個新的藥物副作用或已隨時間建立一個; 持續的心理健康問題的新的

演示文稿; 造成了重大的生活事件抑鬱症，心愛的人死亡; 或新的醫療問

題。這對於任何人的家庭脆弱和複雜的話題。什麼時候我們要考慮與心

理醫生會面，幫助自己或別人我們所愛的？如果對這些問題感興趣，來

此演示文稿由 藝術Walaszek博士此演示文稿由 藝術Walaszek博士

精神科醫生在威斯康星大學SMPH精神科。

Walaszek博士是一個委員會認證的老年精神科醫生，並在威斯康星醫

學和公共健康大學精神病學教授。他的臨床專長是在老年人中的精神疾

病。除其他職責，Walaszek醫生提供醫療服務，以老年人患有抑鬱症

，焦慮症，老年癡呆症和其他精神健康狀況; 他還教精神病學的居民，

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和家人怎麼做。

Walaszek博士將為我們提供我們如何思考，因為我們年齡的心理健康

，以及我們為什麼會在精神科門診或從另一個自己的心理健康提供者或

家人尋求服務的見解的概述。他將討論能告訴我們什麼，我們正在處理

的線索。

Walaszek醫生可以幫助我們確定我們應該用我們的初級保健提供者討

論，以及何時會是一個很好的時間與精神健康專家諮詢。

註冊

註冊是必需的。我們鼓勵您在uwramadison.org/event-3008871在線

註冊。另外，請聯繫協會辦公室。

停車處： 請參閱方向第1頁上的框。停車處： 請參閱方向第1頁上的框。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此事件的食品儲藏室收件人將古德曼社區食品儲藏室。現金和支付給

古德曼食品儲藏室檢查將被接受。

http://ers.usda.gov/topics/food-nutrition-assistance/food-security-in-the-us/definitions-of-food-security.aspx
http://ers.usda.gov/topics/food-nutrition-assistance/food-security-in-the-us/definitions-of-food-security.aspx
http://ers.usda.gov/topics/food-nutrition-assistance/food-security-in-the-us/definitions-of-food-security.aspx
http://
http://
http://gracechurchmadison.org/grace-food-pantry
http://mtzlife.com/.
http://asm.wisc.edu/theopenseat/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008871


波托西啤酒廠和斯通菲爾德村

週三，2018年9月19日

報名截止日期：週三，9月12日

空間是有限的。註冊被接受了先到先得的基礎上。如果有可用空間大學聯賽和PLA

TO成員可以註冊。

費用：每人$ 69

（包括入場斯通菲爾德村，參觀啤酒廠與啤酒樣品

或根啤酒，午餐，稅費，小費，大客車和司機小費）

波托西啤酒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啤酒廠。成立於1852年，它曾經是在威斯康星州的第五大釀酒廠。啤酒廠關閉了1975年，大啤酒製造商的受害者

。啤酒廠重新啟動八年前作為一個非營利基金會帶來就業機會幾乎沒有機會的一個小鎮。該基金會能夠恢復舊啤酒廠餐廳和釀造歷史的博物館

。他們還建立了一個新的釀酒廠，使良好的精釀啤酒和沙士。此外，波托西啤酒，與使命陳述“所有的利潤用於慈善事業”，也通過財政和實物

捐贈Agrace臨終關懷，自由飛行榮譽，UW Carbone的癌症中心，和馬戲世界博物館做出了貢獻。

波托西啤酒廠代表威斯康星州的啤酒，從240名當地威斯康星州啤酒廠去了幾個國家的釀酒廠和回用誰愛啤酒的人做當地的啤酒故事。即使你

不喜歡啤酒，這是威斯康星州的歷史從那裡開始了威斯康星州的區域，並有機會促成一個小鎮的努力帶來就業機會，同時支持慈善事業一個

偉大的故事。

斯通菲爾德村是一個重建的1900威斯康辛鎮，威斯康星州農業博物館和威斯康星州的第一任總督，尼爾森杜威的家。斯通菲爾德是由威斯康

星州歷史學會於1953年創建，包括恢復或重建的建築：鄉村商店，理髮店，醫生的辦公室，藥妝店，打印店，殯儀館及其他業務。博物館還

講述了威斯康星州的主要農業設備製造商中，凱斯公司和阿里斯 - 查爾莫斯，擁有許多稀有和珍貴的古董農場設備件。

7:30離開東區提貨點（東區西爾斯/星球健身-under燈柱＃10）8:00離開西城提貨點（西區很多 - 原西爾斯

）5:00到達西邊5:30到達東區 

問題：電話UWRA辦公室608-262-0641或特德·柯林斯在608-695-3692。

UWRA前往波托西啤酒廠和斯通菲爾德村，星期三，2018年9月19日

姓名（正楷） 

搭乘巴士東側或西

側

手撕豬肉三明治

 

烤雞肉三明

治

素食帕尼尼

 

所屬UWRA，柏拉

圖，大學。聯盟

注：午餐包括涼拌捲心菜，水壺芯片，飲料。 

飲食限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費用每人$ 69.00。所附的數量：__________

交付過程： 完整的形式，使支付給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的檢查，並郵寄至UWRA辦公室，21北園大街，客房7205麥迪遜，WI交付過程： 完整的形式，使支付給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的檢查，並郵寄至UWRA辦公室，21北園大街，客房7205麥迪遜，WI

 53715-1218。

我們鼓勵註冊和支付旅行網上。要註冊參觀uwramadison.org/event-3005641。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005641


從執行主任的辦公桌

由桑迪·哈澤，執行董事

歡迎新UWRA一年！該委員會一直在努力工作，有很大的計劃，並

計劃於今年研討會。這個問題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我希望你能來參

加祭的。

總統羅布Seltzer的，我曾在在州立學院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賓夕法尼

亞州，在八月的年度10大退休協會會議代表UWRA的樂趣。這是一個完

整的議程，其中包括從與教務長的對話，以一個與機構AccuWeather的

CEO題材廣泛的幾位發言者，以及從氣候與能源的會話一個連接上幾代

。

會議議程還為我們提供了機會，分享我們在做什麼，並了解一下其他學

校都在做。這是驚人的，我們都是一樣的，但如此不同。一些協會僅包

括教師; 其他包括所有工作人員，有些是剛剛退休的工作人員。UWRA

是最年輕的協會之一，而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協會是最老的。俄亥俄

州立大學擁有最大的協會，而明尼蘇達大學具有最小的。大多數協會的

越來越多。明年的會議將在伊利諾伊州（香檳/厄巴納）大學舉行，其

次是愛荷華州的在2020年印第安納大學西北大學大學，在2021年，在

2022年，和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在2023年。

它一直以來的新UWRA軟件正式上線日期近5個月了，我想提供一個更

新。“UWRAmadison.org”現在是官方網址，但該網站仍然在訪問“uw

ra.wildapricot.org。”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的第一個更新週期。有與成

員改變他們的會員級別的幾個碰壁，但總的來說它是成功的。我要感

謝大家誰使用了新的在線支付方式為您的會費支付處理。

新軟件允許我們創建各種各樣的報告。然而，我們想更多地了解誰是

我們的成員; 哪個部門他們代表; 是否有些部門比其他更好的體現; 又

有多少我們的成員都是教師，教學人員，或大學工作人員（分類）。

我們也想學多久成員參與，什麼他們的利益，他們願意與協會共享一

下專業知識。我們要更好地響應您的利益，更好地為您。

我們需要你的幫助來實現這一目標。請創建一個密碼和更新您的個人

資料。我們已經創建了幾個

截圖說明，以幫助引導您完成整個過程。這些可以在UWRAmadis

on.org網站上找到。

我們已經改變的分佈 篩子。 在過去，你不得不接受之間做出選擇 篩子 以我們已經改變的分佈 篩子。 在過去，你不得不接受之間做出選擇 篩子 以我們已經改變的分佈 篩子。 在過去，你不得不接受之間做出選擇 篩子 以我們已經改變的分佈 篩子。 在過去，你不得不接受之間做出選擇 篩子 以我們已經改變的分佈 篩子。 在過去，你不得不接受之間做出選擇 篩子 以

電子方式或硬拷貝。現在，誰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的任何成員將收到一

個鏈接到這個問題的通知。對於任何一個年度，討價還價，或終身會員

誰指示硬拷貝偏好，您將收到您的硬拷貝在七至十天的電子拷貝到，並

在網站上公佈之後。

這裡有一些統計數據，你可能會感興趣。

• 在去住日，已經有1270戶。共有1311為8月12日。

• 接收的電子郵件鏈接到四月成員 

篩子， 59％的人使用的鏈接。今年六月，成員的71.5％使用篩子， 59％的人使用的鏈接。今年六月，成員的71.5％使用

的鏈接。

• 發送649續費通知，529續簽，並有53％的網上支付。

• 四十三週年會員改變，在討價還價的水平續約，六年五的價格。

• 不同的人從去住開球登記和參加研討會的人數到目前為 

330。

• 該組織增加了52個新成員自五月 

21。

• 六十四成員的家庭生活外州，其中包括在新西蘭，一個在以色列，

一個在墨西哥。

• 共有1247成員住在535，537和539郵政編碼地區。

我們公會有很多值得驕傲的！我鼓勵你參與！

每月提醒

在埃利氏，4102羅娜驅動器，麥迪遜上午8:30在週四，9月2

0日，10月24日星期三，東區早餐。

在Sofra，7457埃爾姆伍德大道，米德爾頓，上午8:30西城早餐

週四，9月6日，星期四，10月4日。

不需要預訂，並且無論你住，你是受歡迎的。

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車次信息，請訪問platomadison.org

/page-18561。

http://UWRAmadison.org
http://platomadison.org/page-18561


需要在校園停車？一榮休講座教授提醒

由桑迪·哈澤，執行董事

榮休講座教授有資格限制使用榮休講座教授停車證。通行證有利於會

計年度期間（7月1日至6月三十日）最多24的用途，其中一個通每年授

予。這些許可證只能在校園門控手（坡道或車庫）一起使用。當很多

已滿，“大量充斥”標誌將被亮了起來，和榮休講座教授通行證無效。通

票還中配備特殊事件無效。查看活動日程表日期和受影響的批次。

停車證可在交通運輸服務辦公室室，124 WARF大廈610核桃街道或交

通運輸廳，21北園大街，套房可以得到 

1200。

剛剛在志願機會 

通過戴爾伯克，聯席主席，志願服務委員會

無論是我們的學校，教堂，食品餐具室，醫院，臨終關懷，救世軍和紅

十字會，也有我們各自準備好，等待願意並能夠志願者社區志願無數的

機會。

另外兩個機會，一個新的和一個在雷達之下大多是工作，已經達到了到

UWRA。第一，“職業衣櫥，”剛剛在今年1月開業，由安德烈羅威，職業

部主任管理L＆S中提供諮詢和社區。該計劃提供的商務休閒服裝誰找到

購買這種類型的服裝是一個障礙，參加招聘會，聯誼活動，和實習的學

生。安德烈正在尋求志願者來協助庫存（電子跟踪捐助信息，標籤項目

，並組織實際衣櫃）除了協調偶爾衣物收集（接收或回升）。辦公室設

在大學書店三樓，和Andrea是非常靈活的一周時間的天。安德烈可以直

接在andrea.lowe@wisc.edu聯繫。在職業衣櫥信息可以在careers.ls.w

isc.edu/tips-搜索工具/職業衣櫃/找到。

第二個機會實際上是兩個程序老年人南麥迪遜聯盟的主持下運行。他們

是“志願者衛士”和“志願者代表收款人”節目。這些項目匹配戴恩縣老年人

志願者誰可以幫助他們做出醫療或財務決策。如果有興趣或想了解更多

信息，您可以聯繫凱蒂Brietzman，項目的副主任，老年人的南麥迪遜

在聯盟內線608-251-8405。＃12或brietzman@smcelder.com。獲取有關病毒，惡意軟件和其它互聯網威脅的更新

瑞秋·貝克，會員，電子技術委員會 

做完它（GITD）週四，9月27日2：30-4

：00

奧克伍德村大學伍茲

威斯特摩蘭房6205礦點路

你需要在電腦上的殺毒軟件？那你的智能手機？是網站的廣告只是惱人

，或者更壞的東西多嗎？這GITD將審查威脅檢測和預防在所有設備上

的最新建議。主題將包括廣告攔截和反跟踪的擴展，提高你的網絡瀏覽

體驗和安全性。請加入我們這個非正式聚會。

停車處： （ 請參閱第1頁上的框）停車處： （ 請參閱第1頁上的框）

從總統的辦公桌

羅布塞爾策，總統 

由於新UWRA主席我很高興地歡迎您到協會。我要特別歡迎新的協會

的成員和衷心的感謝我們的會員繼續為他們的持續支持擴展。

我們有計劃在未來一年的一些令人興奮的事情。你應該在UWRAmadis

on看看我們的新網站。有機 它有很多有用的信息，並會註冊和事件支付

，更新您的信息，交費等容易得多。我們委員會是在努力工作的策劃方

案，一些新的一些更新，除了好幾趟。日曆填充了許多事件的初秋。該

網站不斷更新。常回來看看。

在網站上的其他項目包括你可能會考慮加入委員會的名單中，我們贊助

節目，一個部件導向的年度名單，並在不同的國家如何的文章選擇退出

，以保護您的隱私。三年過去的演示文稿可在網上。

與往常一樣，我們歡迎您的加入。我們希望您的建議計劃的主題，揚聲

器，旅遊探險，財務事項和技術。董事的整個董事會期待著另一個偉大

的一年UWRA。

http://careers.ls.wisc.edu/tips-search-tools/career-closet/
http://careers.ls.wisc.edu/tips-search-tools/career-closet/


安德森日本花園，JMK日本和柯倫的果園

伊利諾伊州羅克福德週四，2

018年10月11

報名截止日期：週三，10月3日

空間是有限的。註冊被接受了先到先得的基礎上。如果有可用空間大學聯賽和PLA

TO成員可以註冊。

費用：每人$ 50

（包括園參觀，公交與司機小費，和午餐）

秋季是參觀安德森日本花園在伊利諾伊州羅克福德的最佳時機。這個花園很漂亮，並特意設計的石頭，形成景觀結構的基本要素; 水，其表示賦

予生命的力; 和植物，它們提供的顏色和季節的變化。根據日本唯美校長熟練地修剪，這些工廠創建聲稱激發平靜，更新和振興的靈魂自然的藝

術作品。我們的團隊將有講解員帶領參觀將在上午10點開始，當我們到達，將持續約兩個小時。要知道，這是一次徒步旅行和某些路徑是不平

坦的。礫石路徑是適合於輪椅，但隨著某些步驟區域可能是過高的。有沿，如果你需要坐在長椅方式。

午餐菜單

日本主題繼續在羅克福德的JMK日本餐廳吃午飯。我們會坐下隔柵側有選擇牛排，三文魚，或雞肉，湯，沙拉，蔬菜和米飯。咖啡或茶是包

括在內。

柯倫的果園

在回麥迪遜的路上，公交車將在柯倫的果園停止，我們將有機會購買蘋果甜甜圈，新鮮出爐的蘋果派，和焦糖蘋果吃甜點或帶回家。許多

流行的種類的蘋果都可以出售，南瓜和其他秋季對待沿 。柯倫的果園是一個事實，即他們的果子被噴上只有四分之一的化學物質通常使用流行的種類的蘋果都可以出售，南瓜和其他秋季對待沿 。柯倫的果園是一個事實，即他們的果子被噴上只有四分之一的化學物質通常使用

量的驕傲。

7:30離開東區提貨點（東區西爾斯/星球健身 - 下燈柱＃10）8:00離開西城提貨點（西區前在西爾斯停車場

）5:00到達西邊5:30到達東區 

返回時間是近似值，由於可能的工期延誤。

聯繫科琳·麥凱布如果你在233-1635或有任何疑問 cmccabe@wisc.edu 。聯繫科琳·麥凱布如果你在233-1635或有任何疑問 cmccabe@wisc.edu 。聯繫科琳·麥凱布如果你在233-1635或有任何疑問 cmccabe@wisc.edu 。

UWRA前往日本花園，午餐和柯倫的果園，週四，2018年10月11日

姓名（正楷） 

搭乘巴士東側或西

側 牛扒 三文魚 雞

飲食限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費用每人$ 50,00。所附的數量：_______________

交付過程： 完整的形式，使支付給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的檢查，並郵寄至UWRA辦公室，21北園大街，客房7205麥迪遜，WI交付過程： 完整的形式，使支付給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的檢查，並郵寄至UWRA辦公室，21北園大街，客房7205麥迪遜，WI

 53715-1218。 

您踴躍報名，並在網上uwramadison.org/event-3035237支付旅行。 

所屬UWRA，柏拉

圖，大學。聯盟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035237


十月金融研討會

凱路透社，克倫和傑克·索倫森，成員，委員會在退休財務事項

2019這是你的選擇更新週二，10月2日2

：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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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9月25日

我們的十月研討會將提出修改2019年國家健康計劃的概要。我們很高

興地歡迎威斯康星員工信託基金，戰略衛生政策的工作人員為這個演

示廳的國家的三名僱員： 塔拉祈禱， 通信接線; 阿琳拉爾森， 聯邦計劃示廳的國家的三名僱員： 塔拉祈禱， 通信接線; 阿琳拉爾森， 聯邦計劃示廳的國家的三名僱員： 塔拉祈禱， 通信接線; 阿琳拉爾森， 聯邦計劃示廳的國家的三名僱員： 塔拉祈禱， 通信接線; 阿琳拉爾森， 聯邦計劃示廳的國家的三名僱員： 塔拉祈禱， 通信接線; 阿琳拉爾森， 聯邦計劃

項目經理; 和 艾琳錦葵， 導向器。本次研討會將包括三大部分組成。項目經理; 和 艾琳錦葵， 導向器。本次研討會將包括三大部分組成。項目經理; 和 艾琳錦葵， 導向器。本次研討會將包括三大部分組成。

1.主持人將提供新的，可選的它您的選擇（IYC）醫療保險優勢

計劃從美國醫療保健產品，將可用於2019年員工將審查的好

處，供應商，並提供給參保在這個新的激勵機制的詳細說明

規劃並準備回答問題。 

2.然後，他們將解釋的覆蓋，並在2019 IYC醫保和2019 IYC醫

療保險計劃加任何改變。

3.他們將討論到輔助覆蓋範圍，即處方藥和牙齒健康的任何變化。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此事件的儲藏室將打開座椅食品儲藏室有利於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

的學生。現金和與“打開座椅食品儲藏室”的備註行支付給UW基金會支票

將被接受。

註冊

註冊是必需的。我們鼓勵您在uwramadison.org/event-3032677在線

註冊。另外，您也可以聯繫該協會辦公室（見刊頭）。

停車處： （ 請參閱第1頁上的框）停車處： （ 請參閱第1頁上的框）

志願者戴恩縣的RSVP！

RSVP的代際計劃提供多種方式與學生在戴恩縣學校工作; 如果你有

興趣在下面描述的任何方案，請與戴安娜喬斯特，在（608）441-1

393或djost@rsvpdane.org戴恩縣署助理署長RSVP。

導師/課堂助手放在整個學年。導師提供培訓和志願者可以匹配一對一或

可與孩子的小團體的工作。重點是識字和算術。學校也在尋找志願者在

圖書館，美術類，音樂類，lunchrooms，並作為一般的教室助手幫助。

你會享受整個學年的小學生對應？計算機好友計劃是提供給戴恩縣地區

小學。RSVP志願者與學生匹配和筆友時裝週或通過一個安全博客網站

雙週通信。該信件提供學生練習寫作和計算機鍵盤的技能，同時促進兩

代人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的機會。這是一個有趣的方式，而不必離開家

的志願者。該程序通常需要一個星期只有約三十分鐘。

RSVP的福斯特祖父母程序是誰符合聯邦政府的收入限制低收入老年人

獨特的志願者的機會; 可以提交每週至少十五個小時，導師和導師兒童

; 並且可以通過當地，州和聯邦的背景調查。福斯特祖父母工作，一對

一與誰已經確定由任課教師為需要額外幫助的孩子。志願者收到一個

小津貼和差旅費。對於此程序，聯繫Mary E.布朗，在（608）661-42

71或mbrown @ rsvpdane.org福斯特祖父母方案協調員。

閣樓天使繼續教育

閣樓上的天使協會的繼續教育課程是每個星期一的早晨，在閣樓天使

廣場，8301老索克路，米德爾頓，WI舉行。該計劃是向公眾開放。咖

啡是在上午10:00和供應程序開始在10:30。有不收費的，並且不需要

預訂。（608）662-8842

9月10日：我的教訓，並在中國生活觀察

9月17日：戴恩縣移民事務：改變生活9月24日電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03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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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四，9月6日  上午8:30 在Sofra早餐

週五，9月7日 10:00 AM 財務事項委員會

週四，9月13日  9:00 AM 年度高爾夫郊遊

週二，9月18日  下午2:00 稅。。。總是在變化。。.never無聊！

週三，9月19日 上午7:30 遊：波托西啤酒廠和斯通菲爾德村

週四，9月20日  上午8:30 在埃利的早餐

週四，9月20日  10:00 AM 保護您的數字世界

週四，9月20日  下午1:30 董事局UWRA

週一，9月24日  1:00 PM 連接委員會

週四，9月27日  1:00 PM 電子技術委員會

週四，9月27日  下午2:30 完成它：病毒，惡意軟件和其他威脅

週五，9月28日 10:00 AM 人們為什麼來我的辦公室？

週一，10月1日 10:00 AM 早間節目，午餐和揚聲器

週二，10月2日 下午2:00 2019這是你的選擇更新

週四，10月4日 上午8:30 在Sofra早餐

週五，10月5日 10:00 AM 財務事項委員會

週四，10月11日 上午7:30 遊：日本花園，午餐和庫蘭的烏節 

週三，10月24日  上午8:30 在埃利的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