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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金融研討會

由保羅·賴歇爾，會員，委員會在退休財務事項 減稅，關稅和條約由保羅·賴歇爾，會員，委員會在退休財務事項 減稅，關稅和條約

週三，11月13日，上午10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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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11月6日

2018經歷了大幅減稅以及國稅局代碼的主要改造。特朗普政府還徵

收關稅，並打破並改寫了條約。如何將這些行動之間的相互關係，

或者他們對彼此有沒有影響？這些和與當前的市場和自己的納稅情

況等議題將被提交 肯Wundrow ， EA，經驗諮詢和SCORE導師。況等議題將被提交 肯Wundrow ， EA，經驗諮詢和SCORE導師。況等議題將被提交 肯Wundrow ， EA，經驗諮詢和SCORE導師。況等議題將被提交 肯Wundrow ， EA，經驗諮詢和SCORE導師。

Wundrow先生將再次給我們帶來了他的年度報告。無論你處理

你自己的稅收和投資，或依靠外界援助，這次研討會將是雙方

信息和娛樂。除了提供廣泛的信息，Wundrow先生將留出時間

在他演講結束回答你的問題。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現金和支付給古德曼社區中心食品儲藏室（GCC食品儲藏室）檢查

將被接受。

註冊

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組織/事件3450616在線註冊。如果你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組織/事件3450616在線註冊。如果你

還沒有註冊，我們不能保證會有足夠的講義可用。如果你或你的伴侶

註冊的本次研討會，但不能參加，請聯繫UWRA辦公室。

十月金融研討會

由Bob染料和Karen霍頓，成員，委員會在退休財務事項

遺產規劃101  - 要領

10月16日星期三，上午10:00 -  中午10月16日星期三，上午10:00 -  中午10月16日星期三，上午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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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10月9日

威斯康星大學法學院名譽教授 霍華威斯康星大學法學院名譽教授 霍華

德·厄蘭格 ，德·厄蘭格 ，

JD博士，將覆蓋遺產規劃在一個熱鬧的會

話的基礎，將有你在你的座位邊。他將解

決這樣的問題。

• 這是真的，雖然我的名字在標題和

它的回報，我可能不會擁有它？

• 這是真的，有些，也許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我的財產不被我的

意志來管理？（劇透：你的意志是不是你的財產的計劃。）

• 為什麼需要協調我的遺產規劃？

• 什麼是信任？我需要一個？難道我的孩子需要一個為我的孫子

？

• 什麼授權書？殯葬費用？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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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uwramadison。組織/事件3450604在線註冊。如果你

還沒有註冊，我們不能保證會有足夠的講義可用。如果你或你的伴侶

註冊的本次研討會，但不能參加，請聯繫UWRA辦公室。

停車處

奧克伍德方向見第3頁。

停車處

奧克伍德方向見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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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到高級生活的心臟和頭部

由瑪麗·梅斯，會員，退休的挑戰和機遇委員會

移動到一個退休社區的27級

週三，11月20日1:30  - 下午3:30 。週三，11月20日1:30  - 下午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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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11月13日

你是否注意到，或者否認，衰老的跡象微妙？你想知道是否掃樹葉，

鏟雪，甚至上樓有一天會成為一個挑戰？一種選擇是移動到一個退休

社區。您可以在獨立生活的開始，當你需要得到更多的援助。但等待

名單很長，你需要未雨綢繆。

希爾德阿德勒 ， 一位退休的體育老師和UW教師的妻子，寫了她的移希爾德阿德勒 ， 一位退休的體育老師和UW教師的妻子，寫了她的移希爾德阿德勒 ， 一位退休的體育老師和UW教師的妻子，寫了她的移

動到一個退休社區，從移動27期幽默，自傳反思“我從來沒有考慮它！

”到“我很高興我做到了！”她在有兩種聲音，她的心臟，她的頭寫的。

阿德勒將這些反射讀，把她心臟的聲音。 瑪麗·梅斯 ， 她的這個介紹和阿德勒將這些反射讀，把她心臟的聲音。 瑪麗·梅斯 ， 她的這個介紹和阿德勒將這些反射讀，把她心臟的聲音。 瑪麗·梅斯 ， 她的這個介紹和阿德勒將這些反射讀，把她心臟的聲音。 瑪麗·梅斯 ， 她的這個介紹和

教育的退休社會學家搭檔，會讀她的頭的聲音。 

這些讀數穿插，他們兩個人，，分別代表五個一加多年的退休社區的

經驗，將娛樂的問題，並促進在27階段的討論。他們既沒有帶來技術

也沒有研究這個主題。他們這樣做帶來的生活體驗，他們自己和他們

的朋友“，在觀察周圍的環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和幽默感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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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 uwramadison。組織/事件3534884在線註冊。如果你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組織/事件3534884在線註冊。如果你

還沒有註冊，我們不能保證會有足夠的講義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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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車處

奧克伍德方向見第3頁。

更好地看到你，我親愛的

通過米勒德蘇斯曼，會員，退休的挑戰和機遇委員會

飲食和眼睛老化：在眼睛植物色素和 

其他好奇心通知了挽救視力的飲食建議

週四，10月17日上午10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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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10月10日

光既是必要的，有毒的眼睛。通過食物，大自

然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植物色素和保護我們的

眼睛等營養物質。 朱莉·馬雷什 ， 在營養科學眼睛等營養物質。 朱莉·馬雷什 ， 在營養科學眼睛等營養物質。 朱莉·馬雷什 ， 在營養科學眼睛等營養物質。 朱莉·馬雷什 ， 在營養科學

和眼科及視覺科學部門教授將分享目前的建議

 

膳食模式和補充劑延緩與年齡相關的眼部疾病和促進眼睛健康。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現金和應付檢查山 錫安浸信會教堂與備忘錄線“食品儲藏室”將被接受

。

註冊

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組織/事件3512635在線註冊。如果你還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組織/事件3512635在線註冊。如果你還

沒有註冊，我們不能保證會有足夠的講義可用。如果你或你的伴侶註冊

的本次研討會，但不能參加，請聯繫UWRA辦公室。

停車處

奧克伍德方向見第3頁。

每月提醒

東城早餐

週三，10月16日; 週四，11月14日; 和週三，12月11日; 上午8:3

0在埃利的咖啡廳，909東百老匯，羅娜。

西城早餐

週四，10月3日; 週四，11月7日; 週二，12月3日; 上午8:30

在Sofra，7457埃爾姆伍德大道，米德爾頓。

不需要預訂，歡迎你，無論你活到參加一個或兩個早餐。



新的方法來與大學連接

由約翰·道林和查讀，共同主席，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

與威斯康星州基金會的下午

和校友會

週一，10月21日，下午1:30  -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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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10月14日

下面是與大學最重要的子公司重新連接（或保持連接）一個很好的機會

：在最近合併威斯康星基金會和校友會（WFAA）。加入我們，了解組

織和設法將UWRA及其成員可以尋找合作夥伴和參與。

我們的主持人會 薩拉·舒特 ， 威斯康星校友我們的主持人會 薩拉·舒特 ， 威斯康星校友我們的主持人會 薩拉·舒特 ， 威斯康星校友我們的主持人會 薩拉·舒特 ， 威斯康星校友

協會執行主任， 

安妮樂其 ， 威斯康星大學基金會的首席發安妮樂其 ， 威斯康星大學基金會的首席發安妮樂其 ， 威斯康星大學基金會的首席發

展官。莎拉將談論UW退休人員如何能留

在大學配合，

服用WFAA事件和資源的優勢。安妮會告訴

我們有關的所有方式轉發活動如何改變UW

-麥迪遜，與新建築的例子，程序，獎學金，

多指已經從七年競選產生。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現金和支付給古德曼社區中心食品儲藏室（GCC食品儲藏室）檢查

將被接受。

註冊

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組織/事件3479827在線註冊。如果你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組織/事件3479827在線註冊。如果你

還沒有註冊，我們不能保證會有足夠的講義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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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車處

奧克伍德方向見下一列。

截止日期迅速接近

還有時間為10月午宴和早間節目登記被關押在公約長老教會在週一，

10月14日截止登記是星期一，10月7日查看 篩子 的九月文章或UWRA10月14日截止登記是星期一，10月7日查看 篩子 的九月文章或UWRA10月14日截止登記是星期一，10月7日查看 篩子 的九月文章或UWRA

madison.org查詢節目詳情，食品儲藏室收件人，和註冊信息。訪問u

wramadison。組織/事件3465406在線註冊。

節目提醒

程序討論“？我應該用什麼計算設備”將於星期四，10月10日，下午1:00

  - 下午2:30在奧克伍德村大學伍茲，藝術中心和教育。見九月 篩子  - 下午2:30在奧克伍德村大學伍茲，藝術中心和教育。見九月 篩子

文章或UWRAmadison.org網站了解詳情。訪問uwramadison.org

/event-3512418網上報名。

除完成它的日期

你有沒有聽說過這個詞“線切割”，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越來越多

的人通過流處理和空中替代品取代有線或衛星電視“切割線”。

加入我們在週四，11月14日，GITD會議，下午2:30  - 下午4:00 在奧克加入我們在週四，11月14日，GITD會議，下午2:30  - 下午4:00 在奧克

伍德村大學伍茲的需求，選項和建議的討論。 

路線和 停車場奧克伍德村大學伍茲計劃路線和 停車場奧克伍德村大學伍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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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內任何訪客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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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鏈接到奧克伍德校園地圖，使用/

/tinyurl.com/y6zaug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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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如果向東行駛，或在礦點路從

奧克伍德，如果旅行西風。 



退休後的新活動

由喬·安·卡爾，會員，UWRA

之後34年在教育學院圖書館和技術服務工作，我的退休夢想駕駛越野的

露營車。當家庭的責任讓我離家近，我決定，而不是虛擬旅行。我訂閱

了郵件列表的公共圖書館，威斯康星州歷史學會，奧爾布里希花園，威

斯康星研究所發現，柏拉圖，UWRA，等等。我的日曆很快就充滿了當

地的講座和課程。

我最初的活動是由麥迪遜公共圖書館提供的回憶錄寫作班就讀。這導致

了我的第一次出版，題為“吉爾伯特”在柏拉圖的幽默片 集市 在2017年。了我的第一次出版，題為“吉爾伯特”在柏拉圖的幽默片 集市 在2017年。了我的第一次出版，題為“吉爾伯特”在柏拉圖的幽默片 集市 在2017年。

 

出席的威斯康星州的南北戰爭士兵的信件講座結束後，我開始尋找威斯

康星州的內戰婦女的著作。這種追求導致了即將出版 這種焦慮小時 由威康星州的內戰婦女的著作。這種追求導致了即將出版 這種焦慮小時 由威康星州的內戰婦女的著作。這種追求導致了即將出版 這種焦慮小時 由威

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新聞。我的研究也提醒我另一個被忽視的內戰話

題：薩姆特堡和查爾斯頓，南卡羅來納州等聯盟堡壘的婦女，在南北戰

爭之前的幾個月就開始了。我曾與這些勇敢的女性後裔連接。他們很高

興，了解他們的個人家族史。

在退休後，我已經學會了這句格言的價值，“跟隨你的激情，而不是你

的計劃。”我樂於接受的麥迪遜區域資源財富使我意料之外的企業和一

個很充實的退休生活。現在，如果我有足夠的時間去追求我的所有潛力

的研究項目。

滿足會員珍妮·亨德里克斯

通過德布雅詩蘭黛，課程校協調員

退休前， 我在工程學院院長辦公室學院的人力資源經理。退休前， 我在工程學院院長辦公室學院的人力資源經理。

的第一件事情我做了我退休後 在加入健身俱樂部在我的公寓樓，並承接的第一件事情我做了我退休後 在加入健身俱樂部在我的公寓樓，並承接

了為期六週的個人訓練計劃。這有助於我保持我退休前的例行演習在殼

牌。

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活動和日常禮儀讓我選擇，包括早晨咖啡和新聞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活動和日常禮儀讓我選擇，包括早晨咖啡和新聞

，鍛煉，閱讀，電視，與家人和朋友聚聚，享受我最喜歡的食物，以

及眾多前往迪斯尼樂園與我的孩子和孫子。 

我的遺願清單上的熱門產品 參觀唐頓莊園圖表如果當它涉及到芝加哥。我的遺願清單上的熱門產品 參觀唐頓莊園圖表如果當它涉及到芝加哥。

同樣在名單正在訪問一個小島上我的妹妹和妹夫在其最近收購的家離西

雅圖海岸，檢查出玉蘭市場筒倉在德克薩斯州韋科，因為我是芯片與喬

安娜蓋恩斯的風扇和他們HGTV節目， 固定器，上。安娜蓋恩斯的風扇和他們HGTV節目， 固定器，上。

我最喜歡的UWRA活動 公交車次，已經向我介紹了新的和有趣的地方我最喜歡的UWRA活動 公交車次，已經向我介紹了新的和有趣的地方

不開車的麻煩。我最喜歡的是隔夜綠灣，包括藍堡球場，奧奈達民族，

在我最喜歡的巧克力店，一個上了句號。

我現在還不能扔掉 我每年策劃者。我一直使用紙質規劃者和電子日曆我現在還不能扔掉 我每年策劃者。我一直使用紙質規劃者和電子日曆

，但紙規劃者也作為縮寫日記。

我最喜歡的退休一部分 減少的壓力，常常把我自己的時間表和優先我最喜歡的退休一部分 減少的壓力，常常把我自己的時間表和優先

事項，並有更多的時間為家人和朋友的能力。 

東西會令你感到驚訝關於我的 是我的硬搖滾/金屬音樂的享受。在我30年東西會令你感到驚訝關於我的 是我的硬搖滾/金屬音樂的享受。在我30年

代末至50年代初我參加過很多現場音樂會，包括Metallica的，Megade

th的，奧茲Ozbourne，愛麗絲庫珀，KISS，槍支正玫瑰，AC / DC，和

史密斯飛船。現在，我不能熬夜那麼晚！

我喜歡閱讀 偵探/謀殺之謎，如由阿加莎·克里斯蒂或詹姆斯·帕特森。我我喜歡閱讀 偵探/謀殺之謎，如由阿加莎·克里斯蒂或詹姆斯·帕特森。我

也通過或約人，我很佩服享受非小說類書籍或只是覺得有趣，比如米歇

爾·奧巴馬和蒂娜·特納。

我最喜歡的麥迪遜餐館 包括老式的市中心，市場街晚餐在太陽牧我最喜歡的麥迪遜餐館 包括老式的市中心，市場街晚餐在太陽牧

場，並在米德爾頓禦花園中國餐館。 

最後一個字：火

由瑪麗·巴納德雷編輯器

準備九月刊和十月刊之間，我的丈夫和我在旅行擠壓壯麗冰島。正如

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瀑布和冰川，也熔岩各種熔岩的日常小雨不足以抑

制我們的精神！Belying化濕表面上，冰島火其腹部。

同樣，UWRA是表示它的肚子火這一個月的新列和偉大計劃的負荷。新

這個月是關於會員尋找在退休新活動的來賓列。我們剛剛發出的呼籲，

這些文章在九月，並且已經我們有幾個成員的響應。火勢還沒有退休出

去我們。現在是時候讓你被解僱了，也和參加你這個月所提供的十項計

劃的選擇。UWRA絕對是火能量和信息的你們每一位。



新的董事會，克里斯Kleinhenz

我們在結婚後 

1964年，瑪吉和我在意大利南部

，在那裡我教高中英語富布賴特

花了一年，在那不勒斯做了研究

比較文學我的碩士論文，一般準

備自己為意大利博士學位 計劃在

印第安納大學。有了這個沉浸體

驗，我們都成為意大利轉換，意

大利

成為我們的生活和我的教學和寫作的一大焦點。 

來到威斯康星大學在1968年兩年之後，我們和兩個年幼的兒子去了博洛

尼亞直接威斯康星大學印第安納州的年之久，海外學習計劃，一個最難

忘的經歷。在過去的五十年，我們走過很多次到歐洲，並參觀了所有五

十個州和加拿大的很多的，通過公路旅行很多。除了我們的託管幾個U

W校友會旅行團到意大利，我很高興在意大利和它的精彩歷史和文化的

UWRA講學。

在我們的退休，我從法國和意大利（39歲）和瑪吉從本科招生辦公室

（23歲） - 我們一直忙於各種家居項目，旅遊，打高爾夫和橋牌，做

志願者工作。瑪吉志願者在高級的午餐，我義務為威斯康星大學麥迪

遜分校圖書館之友。我們特別欣賞到不同的UWRA程序，它提供了機

會，以滿足老朋友，並結交新朋友。我目前擔任UWRA President-選出

。

避免這種基因檢測騙局

從醫療團隊，改編自最近Medicare.gov電子郵件

你聽說過最新的騙局？騙子都提供免費的基因測試，聲稱醫療保險將覆

蓋它。在這一過程中，他們能得到您的Medicare號碼，並用它來欺詐和

身份盜竊。他們通過電話推銷，健康博覽會瞄準的人，甚至挨家挨戶敲

門。

如果醫療保險進行計費的測試或篩選，這不是必要的醫療，並沒有因

醫囑的要求也被拒絕。這意味著你可以負責測試的全部費用，這可能

是數千美元。欲了解更多信息，請參見oig.hhs。GOV /欺詐/消費警

示/警報/ geneticscam.asp。

以下是如何保護自己。

• 不要共享您的Medicare號碼，社會安全號碼，或與其他人誰

提供給你一個免費的，在人的基因篩查或面頰拭子，或送你一

個DNA檢測試劑盒在郵件等個人信息。 

• 只允許一個醫生，你認識並信任的訂購和批准基因檢測的

任何請求。

• 如果你在郵件中的基因檢測試劑盒，拒絕交付或返回到發送

者，除非你的醫生下令。 

• 如果您懷疑醫保詐騙，請致電1-800-MED

ICARE。 

了解更多關於如何SWIB適合你

由克里斯·Preisler，通訊專家，SWIB

當考慮其中威斯康星州投資委員會（SWIB）的該國投資威斯康星州退

休系統（WRS）的資產，你可能首先想到的股票和債券。但SWIB的投

資策略不僅僅是股票和債券等等。SWIB的投資組合是高度多樣化，仔

細監測，並設計在風險與收益的適當平衡。SWIB的戰略，包括提高內

部管理的時候可能並優化成本，以信託基金受益。SWIB已經建立了一

個強有力和複雜的投資策略，旨在滿足對金融市場頭上的挑戰，同時

幫助發展和保護WRS資產。想了解更多？SWIB具有演示日期為2019

年和2020年，不過數量有限的25或以上的團體。

如果你有興趣，請聯繫克里斯Preisler在SWIB在chris.preisler@sw

ib.state.wi.us 或261-0182。

新成員8月12日至9月9日

安吉拉雅培大衛雅

培亨利Drewal月格

林伯格

詹姆斯講座朱莉婭講

座馬克Rugowski安R

ugowski保羅·湯普森

mailto:chris.preisler@swib.state.wi.us


十一月午餐會，並計劃

週一，2019年11月4日

麥迪遜廣場酒店和總督俱樂部，一個西頓街，麥迪遜

入住在10:30與午宴開始10:00，早晨節目在上午11:45

費用：每人$ 19.00 報名截止日期：週一，10月28日

威斯康星思想研討會（wiseminar.wisc.edu/） 是威斯康星州的一個為期五天的考察，提供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教師和工作人員親自了解威斯康星思想研討會（wiseminar.wisc.edu/） 是威斯康星州的一個為期五天的考察，提供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教師和工作人員親自了解

塑造我們威斯康星州學生的生活，看看在實踐中威斯康星思想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的機會。加入 凱瑟琳Reiland ， 本次研討會的主任，因為她塑造我們威斯康星州學生的生活，看看在實踐中威斯康星思想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的機會。加入 凱瑟琳Reiland ， 本次研討會的主任，因為她塑造我們威斯康星州學生的生活，看看在實踐中威斯康星思想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的機會。加入 凱瑟琳Reiland ， 本次研討會的主任，因為她塑造我們威斯康星州學生的生活，看看在實踐中威斯康星思想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的機會。加入 凱瑟琳Reiland ， 本次研討會的主任，因為她

導致近期行程的旅行見聞聽眾和回看節目的早年曾在80年代中期到什麼啟發UW-麥迪遜創建研討會，以及為什麼它是今天仍然適用。

喬安娜·埃斯特普 是廣受好評的插畫家，設計師，這樣的標題為作者 神奇四俠（ 驚奇漫畫） 死亡頭（ 黑馬），和 Fraggle等搖滾（ 亨森工作室）喬安娜·埃斯特普 是廣受好評的插畫家，設計師，這樣的標題為作者 神奇四俠（ 驚奇漫畫） 死亡頭（ 黑馬），和 Fraggle等搖滾（ 亨森工作室）喬安娜·埃斯特普 是廣受好評的插畫家，設計師，這樣的標題為作者 神奇四俠（ 驚奇漫畫） 死亡頭（ 黑馬），和 Fraggle等搖滾（ 亨森工作室）喬安娜·埃斯特普 是廣受好評的插畫家，設計師，這樣的標題為作者 神奇四俠（ 驚奇漫畫） 死亡頭（ 黑馬），和 Fraggle等搖滾（ 亨森工作室）喬安娜·埃斯特普 是廣受好評的插畫家，設計師，這樣的標題為作者 神奇四俠（ 驚奇漫畫） 死亡頭（ 黑馬），和 Fraggle等搖滾（ 亨森工作室）喬安娜·埃斯特普 是廣受好評的插畫家，設計師，這樣的標題為作者 神奇四俠（ 驚奇漫畫） 死亡頭（ 黑馬），和 Fraggle等搖滾（ 亨森工作室）喬安娜·埃斯特普 是廣受好評的插畫家，設計師，這樣的標題為作者 神奇四俠（ 驚奇漫畫） 死亡頭（ 黑馬），和 Fraggle等搖滾（ 亨森工作室）喬安娜·埃斯特普 是廣受好評的插畫家，設計師，這樣的標題為作者 神奇四俠（ 驚奇漫畫） 死亡頭（ 黑馬），和 Fraggle等搖滾（ 亨森工作室）

。用她的經驗，一本漫畫書插畫和作者的背景下，Estep女士將探討漫畫的當代流行文化中和處理的值，她進入由男性主導的行業經驗的女人，

以及利弊漫畫世界領先的出版商。漫畫可以被許多人稱為粗的藝術形式可以考慮，但是，她認為，是錯誤的。就像電影，漫畫可以將文字和圖

像。隨著漫畫，但是，編劇，導演，攝影師，演員的角色結合在一個單一的人，誰必須具備的技能遠遠超過剛剛繪製的能力越大。

菜單。電鍍的恩特雷里奧斯 é 烙龍蒿奶油汁，蒸蔬菜，麵包新鮮麵包，咖啡，茶，牛奶或雞脯肉。廚師的選擇素食。菜單。電鍍的恩特雷里奧斯 é 烙龍蒿奶油汁，蒸蔬菜，麵包新鮮麵包，咖啡，茶，牛奶或雞脯肉。廚師的選擇素食。菜單。電鍍的恩特雷里奧斯 é 烙龍蒿奶油汁，蒸蔬菜，麵包新鮮麵包，咖啡，茶，牛奶或雞脯肉。廚師的選擇素食。

停車處。可在麥迪遜廣場以每車皮$ 3折扣。要購買停車位，請在您的午餐註冊$ 3個停車費。公園，進入上頓街廣場的停車場，採取在大門口

一票，並把車停。守在車的車票，因為它需要退出。如果您購買停車位，您將收到一個停車證，退出在很多情況下辦理登機手續。在街道或城

市坡道停車，斑點可在公佈利率。

茶水。此事件的接收方將打開座椅食品儲藏室。現金及“開放式座椅食品儲藏室”上備註行支付給UW基金會支票將被接受。

新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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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表”。

寄存器。網上uwramadison.org/event-3465393。在保留和支票郵寄也將被接受。

早間節目，午餐和揚聲器，週一，11月4日

姓名（正楷） 

需要停車

$ 3 /零擔

出席早間節目 出席午餐和揚

聲器

雞素食

_____新成員免費的午餐。每個新成員可以在你的會員的第一年享受一份免費午餐。如果

你選擇此選項，不支付。您的註冊將採取的行政服務。費用：每人$ 19,00。酒店的停車費用（可選）。所附的數

量。___________ 飲食限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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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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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 53715-1218。

退款政策：UWRA退款，如果之前的報名截止時間取消了活動費。退款報名截止之後才會處理。如果等待上市的註冊人可以參加。

https://wiseminar.wisc.edu/
https://wiseminar.wisc.edu/


從執行主任的辦公桌

由桑迪·哈澤，UWRA執行董事

員工福利和資源公平

週二，10月8日，上午9:00  - 下午5:00

南聯盟

健康，長期護理，視力和牙科保險提供商將有顯示器和代表出席會議並

回答大家的提問。員工信託基金，威斯康星州投資委員會的國家，以及

管理我們的403（B）賬戶和遞延補償賬戶的其他金融機構將代表。講座

安排在一天，所以你可以了解更多2020年左右的好處。此外，校園組將

提供有關他們的服務，包括運輸服務的信息。你也可以得到你的流感疫

苗。

除了在展會上有攤位，UWRA將展示有權的小組討論，“如果我當時就

知道我現在知道了。”該小組將提供他們的個人見解，有幫助，或者阻礙

，過渡到退休。長達一小時的討論定於上午11:30在諾斯伍茲啟動。本

次博覽會是免費的，沒有登記是必要的。由UWRA顯示停下來打個招呼

！

大學圓桌會議系列

每學期，大學圓桌會議功能從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社區每月

的午餐會演講。從最近幾年的變化，所有的程序將在特里普下議院

以紀念聯盟舉行。每個午餐開始於上午11:45和下午1:00每個午餐

的費用是$ 12結束。

週三，10月16日，“我們共同的未來：教學 

12000年的人類校園，“與奧馬爾Poler和艾倫·伯德熊的故事。報名截

止日期是星期二，10月8日註冊鏈接：go.wisc.edu/j9i7i9

週三，11月13日，“認識你的聲音”，與內森Welham攝。報名截

止日期是星期二，11月5日報名鏈接：go.wisc.edu/y1r341

週三，12月11日，“定義neuromechanics：腦震盪和腦外傷，”基

督教弗蘭克。報名截止日期是星期二，12月3日註冊鏈接：go.wis

c.edu/0drk1s

更多信息可在acstaff.wisc.edu/圓桌會議上找到。

閣樓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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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和供應計劃開始於上午10:30是不收費的，並且不需要預

訂。

週一，10月7日，“社區宣傳心理保健師，”警長薩拉Shimko，麥迪遜

警察局。

週一，10月14日，“一切和廚房水槽：在FEED廚房當地食品企業孵

化，”克里斯Brockel，經理，飼料廚房。

週一，10月21日，“再洗禮派社區：阿米甚，門諾教派和哈特，”麗莎韋

弗，主任，兒童部在伯大尼聯合衛理公會 - 麥迪遜。

週一，10月28日，“我們為我們在麥迪遜城鄉建設部社會做些什麼，”

肖納呂措，志願者和社區參與協調員。 

RSVP組項目：讓我們在我們自己的創作方式

的區別

RSVP集團項目計劃捐贈了超過12,000手工藝品用於分配給那些不幸的

家庭在整個戴恩縣去年同期：像帽子，手套，棉被，阿富汗人，枕頭

，嬰兒用品，以及更多的項目進行了精心創建，以幫助保持我們的社

區安全，溫暖和安慰。我們很樂意為您加入我們的努力！

無論你或你知道會喜歡縫紉，針織，鉤編或在社會方面的RSVP組或希

望實現在自己家裡你的手藝人，我們都歡迎您！請叫凱特密封，在31

0-7280集團項目協調員或kseal@rsvpdane.org 以獲取更多信息。

什麼是你的故事嗎？

如果你有一個關於退休的活動，從您的工作生活的不同故事的想法，

將其發送到瑪麗梅斯，marymetz@chartermi.net 和蘇珊·菲舍爾，sfis

cher@uwalumni.com。看到 篩子的 九月號的一些提示。cher@uwalumni.com。看到 篩子的 九月號的一些提示。cher@uwalumni.com。看到 篩子的 九月號的一些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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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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的日曆日期

週三，10月2日 10:00 AM 享受精神衛生保健，因為我們年齡

週四，10月3日 上午8:30 在Sofra西城早餐

週二，10月8日 上午9點 - 下午5點 UW福利博覽會，南盟

週四，10月10日 1:00 PM 我應該使用什麼樣的硬件設備？ 

週一，10月14日 10:30 AM 計劃，午餐和揚聲器（入住開始，上午10:00）

週三，10月16日 上午8:30 在埃利的咖啡廳東城早餐 

週三，10月16日 10:00 AM 遺產規劃101  - 要領

週四，10月17日 10:00 AM 飲食和眼睛老化 

週一，10月21日 下午1:30 WI基金會和校友會

週一，11月4日 10:30 AM 計劃，午餐和揚聲器（入住開始，上午10:00）

週四，11月7日 上午8:30 在Sofra西城早餐

週三，11月13日 10:00 AM 減稅，關稅和條約

週四，11月14日 上午8:30 在埃利的咖啡廳東城早餐

週四，11月14日 下午2:30 GITD：流媒體電視

週三，11月20日 下午1:30 移動到一個退休社區的27級

週二，12月3日 上午8:30 西城在Sofra早餐

週三，12月11日 上午8:30 在埃利的咖啡廳東城早餐

週二，12月17日 10:00 AM 美國經濟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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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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