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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D：了解播客

路易斯羅賓斯，共同主席，和朱迪·克雷格，成員，電子技術委員會

 

什麼是播客和他們怎麼有優惠嗎？他們如何工作？什麼應用程序或

應用程序，我需要訪問它們？ 兩個播客新手， 路易絲·羅賓斯 和 朱應用程序，我需要訪問它們？ 兩個播客新手， 路易絲·羅賓斯 和 朱應用程序，我需要訪問它們？ 兩個播客新手， 路易絲·羅賓斯 和 朱應用程序，我需要訪問它們？ 兩個播客新手， 路易絲·羅賓斯 和 朱應用程序，我需要訪問它們？ 兩個播客新手， 路易絲·羅賓斯 和 朱

迪·克雷格， 將分享他們對媒體的探索非正式得非常好會議。請註冊迪·克雷格， 將分享他們對媒體的探索非正式得非常好會議。請註冊

並帶上你喜歡的播客分享。

什麼是播客？為什麼要我有興趣？

週四，下午2:30 1月23日 - 下午4:00奧克伍德

村大學伍茲

Nakoma /威斯特摩蘭房6205礦點路

報名截止日期：週四，1月16日

停車處 

在港島驅動器和礦點路的交通燈輸入奧克伍德。左手拿叉，然後在右

邊的第二車道進入訪客地下公園 - 荷蘭國際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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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庫門開啟automati-凱莉。您也

可以將車停在表面訪問者點（標記沿驅動器和最多的大很多山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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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鏈接到奧克伍德校園地圖，使用tinyurl.com/ y6zaugvm。

該Nakoma房是直接在遺產正門接待台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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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 

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org/事件3626871 網上報名。如果你還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org/事件3626871 網上報名。如果你還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org/事件3626871 網上報名。如果你還

沒有寄存器 - 篇幅中，我們不能保證足夠的講義提供。如果您註冊了

本次研討會，但不能參加，請聯繫UWRA辦公室。

從執行主任的辦公桌

由桑迪·哈澤，執行董事

與其他節日摩拳擦掌，所有的喧囂塞滿我們的日子裡，我想花一點時

間來暫停和擴展簡單的願望。

我希望你平凡的奇蹟，天像

• 咖啡一壺你沒有讓自己，

• 從老朋友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或

• 用自己的方式工作或商城 - 平綠色紅綠燈。

祝你的小東西天隨喜，像

• 在雜貨店最快的線路，

• 一個很好的跟唱的歌曲在電台，或

• 你的鑰匙就在你看。 

祝你平安，幸福，歡樂的日子。 

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和參與過程 

2019年節日快樂！

還有時間來註冊

美國經濟的健康

週二，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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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12月10日

加入我們的時候 史蒂夫里克， 首席經濟學家CUNA互助，將再次幫助加入我們的時候 史蒂夫里克， 首席經濟學家CUNA互助，將再次幫助加入我們的時候 史蒂夫里克， 首席經濟學家CUNA互助，將再次幫助

我們理解真正發生的事情與美國經濟。史蒂夫是我們最受歡迎的主持

人之一，所以來參加我們對我國經濟的啟發性和娛樂會議。在uwram

adison.org/event-3592930在線註冊。

https://UWRAmadison.org
mailto: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http://tinyurl.com/y6zaugvm
http://tinyurl.com/y6zaugvm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26871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26871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592930


一月的金融研討會

費薩爾A. Kaud和Rick Daluge，成員，委員會在財務事項退休

為什麼信任？如何做一個信託受益我或我的繼承人？

週二，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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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1月7日 

誰需要一個信任？什麼類型的信任，你會

需要的，可撤銷或不可撤銷的，來管理你

的財產？有什麼好處，並與各託管相關的

費用？什麼投資是最有利於你的信任？

喬·梅爾， 財富戰略總監約翰遜金融財富喬·梅爾， 財富戰略總監約翰遜金融財富

集團，將解決這些 

問題並解釋受益人如何獲得信任偏態分佈，什麼是審批流程 -  ES。喬

也將描述給予信任是美國以外的進程。

公園莫里斯Drescher的， 副總統，信託公園莫里斯Drescher的， 副總統，信託

和房地產服務總監，將提供信託和房地

產管理部門和細節各功能的概述。他將

說明受託人的顯著法律責任指引的範圍

內做出決策和機關給予他們的信任和房

地產的administra-

灰。用於管理和解決信任的總體費用將有詳細的闡述。公園將突出信託

賬戶的清算如房地產和其他資產。受託人的責任是完全地按照書面的信

任。受託人可與內部和外部的法律和稅務專家根據需要。受託人監督和

coordi-納茨資產的個人beneficia-里斯的分佈和最終申報的準備工作。

繼信息介紹，兩個部門的代表將組成小組，從觀眾的地址問題。

停車處 

在港島驅動器和礦點路的交通燈輸入奧克伍德。左手拿叉，然後在右邊

的第二車道進入訪客地下公園 - 荷蘭國際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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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沿驅動器和最多的大很多山空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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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鏈接到奧克伍德校園地圖，使用tinyurl.com/y6za-

 ug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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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現金和支付給古德曼社區食品儲藏室檢查將被接受。

註冊 

預先登記。訪問uwramadison.org/事件 - 3592953在線註冊。如果你還預先登記。訪問uwramadison.org/事件 - 3592953在線註冊。如果你還

沒有寄存器 - 篇幅中，我們不能保證會有足夠的演講稿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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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提醒

東城早餐

週三，12月11日; 週四，1月9日; 和週三，2月12日; 上午8:3

0在埃利的咖啡廳，909東百老匯，羅娜。

西城早餐

週二，12月3日; 週四，1月9日; 和星期四，2月6日; 上午8:

30在Sofra，7457埃爾姆伍德大道，米德爾頓。

不需要預訂，歡迎你來參加任一或無論你住這兩個早餐。

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遊，參觀platomadison.org/page-1

8561信息。

http://tinyurl.com/y6zaugvm
http://tinyurl.com/y6zaugvm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592953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592953
http://platomadison.org/page-18561


新的董事會：埃絲特·奧爾森

我的配偶是韋斯Severson的，我們將迎來37年結婚的1月2日，我們有一

個女兒誰住在克羅夫頓，馬里蘭州，與她的丈夫和我們兩家grand-兒子

。退休之前，我是教育和宣傳總監的同步輻射中心助理署長 - 為Kegon

sa研究校園管理的物理科學Labo- ratory和同步輻射中心和站點管理器。

我最喜歡的UWRA活動已經由旅遊委員會安排的行程。我公司目前共

同主持UWRA旅遊委員會，提供州內旅遊opportu- nities。現在我已經

加入董事會，所以我可以幫助支持該協會在為同胞退休人員的信息和

服務。

除了參與的UWRA，我也把我的時間做宣傳工作在戴恩縣和全州老年人

。我目前主持國家老齡化諮詢委員會和戴恩縣老齡化辦公室立法/宣傳

委員會。我供職於戴恩縣老齡化和殘疾資源中心局，威斯康星州老齡化

宣傳網絡，當地的老人中心板，和觀眾獸醫局的UW學校。我提出一個

車間每一個題為“高級宣傳培訓，”秋天，我試圖幫助老年人了解如何宣

傳自己。我對所有誰面臨可怕的挑戰，每一天，但仍保持樂觀和積極的

人啟發。是什麼讓我高興的是設法使他們的生活更輕鬆，更愉快。

我丈夫和我喜歡旅行，而且我們仍然還要尋求前往愛爾蘭和意大利。言

歸正傳，我們在夏天，UW足球，並在秋季和冬季婦女和男子曲棍球享

受美國球員劇院。東西會令你感到驚訝關於我的是我的職業目標是成為

一名化學家，直到我在大一化學燒孔在我的上衣，並決定我需要轉行。

Windows 7的結束：2020一月

由塔瑪拉·沃克，主任DOIT用戶服務

軟件達到其使用壽命結束時，不再接收安全更新，bug修復，或技術支

持。那個時候已經到了Windows 7的微軟已經宣布Windows 7的操作系

統，無償支持和安全更新將在2020年1月14日，結束在此日期之後，

這些Windows操作系統將不再收到支持，曾幫助保護他們免遭黑客，

惡意軟件和病毒。

如果您不確定哪個版本的Windows您是我們 -  ING，去 至 https://supp如果您不確定哪個版本的Windows您是我們 -  ING，去 至 https://supp如果您不確定哪個版本的Windows您是我們 -  ING，去 至 https://supp

ort.microsoft.com/en-us/help/13443/窗口，其版本-AM-運行？ranMID

 = 43674 並按照說明進行檢查。 = 43674 並按照說明進行檢查。

您有兩個選項來解決這個問題。

1.購買的Windows 10的副本，升級Windows 7的計算機升級到W

indows 10，請注意，較舊的計算機可能無法升級。

2.購買與Windows 10已經安裝了一台新電腦。

你可以找到在微軟的生命的Windows 7的最終詳細信息 go.wisc.edu你可以找到在微軟的生命的Windows 7的最終詳細信息 go.wisc.edu

/i3tf20。 如果你是在間在學術折扣自用購買新的戴爾或蘋果電腦相關/i3tf20。 如果你是在間在學術折扣自用購買新的戴爾或蘋果電腦相關

捐資，請訪問go.wisc.edu/dell~~V或go.wisc.edu/apple。 

如果我不升級會發生什麼？

• 您的電腦將不從微軟繼續安全更新極易受到黑客，病毒和

惡意軟件。 

• 一些組織和機構可能會阻止您連接到他們的網站或無線網絡

由於安全問題。

同樣，你可以找到在微軟的生命的Windows 7的最終詳細信息 go.wisc.edu/i3tf20同樣，你可以找到在微軟的生命的Windows 7的最終詳細信息 go.wisc.edu/i3tf20

。

UWRA成員ORV JORDAHL通過在由電子科技委員會提供了一個最近GITD

車間流媒體電視服務的一些奧秘，有助於成員。

https://go.wisc.edu/i3tf20
https://go.wisc.edu/dell
https://go.wisc.edu/apple
https://go.wisc.edu/i3tf20


最後一個字：光

由瑪麗·巴納德雷編輯器

對我來說，早期的雪和寒流年11月從通常的枯黃的草地和多雲的天空可

喜的變化。我愛的光芒！當我們走向假期移動，雖然，我們光有許多來

源。我們的朋友和家人的笑容，度假樹燈，以及來自新思路的啟示。即

使在這個繁忙的時候，UWRA有助於光。我們提供的，例如，早餐的朋

友，更新與您的理財規劃幫助，和播客的解釋。享用所有這些來源本月

漫漫長夜的過程中。首先，有一個美好的假期！然後期待什麼UWRA在

商店2020年。

新成員十月5日至11月3日

格雷斯Boekhoff  - 福爾克

林恩貝爾特比爾入住琳達

檢查杰奎琳Crinion艾琳卡

明邁克爾·多林露絲·德雷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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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後的新活動

由希拉矛，會員，UWRA

當湯姆和我離開威斯康星州

緬因州去年，我們搬到了我

們在多年的假期了的區域;

 我們現在生活與上次普查

的427人口的橋接島。但我

們知道，幾乎沒有人。湯姆

是一位退休的學者，可以始

終保持

自己忙。但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直到我看到一則廣告一個新的職位，

兼職鎮管理 -  istrator。令我非常驚訝，我現在再次退役後擔任威斯康星

大學麥迪遜分校國際學生服務部主任工作後，AL-最二十年。

該職位的設立提供行政燮端口，我們三個專用，但是，捉襟見肘的選擇

董事會成員。市政廳是開放一周五個小時，我一個額外的，非常靈活，

每週五天工作數小時。我不是鎮書記，鎮上也沒有收稅，也不鎮trea-更

可靠，所以我並沒有重大的決定，非常感謝你。我寫了分報導，規劃日

曆，幫助建立一個老年人友好的社區，並調查蛤蜊和綠色螃蟹。哦，叫

水管工，當我們的古董管道進入弗里茨。我可以在家裡工作時，我想，

我的工作需要的時間，並抽出時間，當我想要的。它使我忙，使我的大

腦活躍，並涉及大量的會議城鎮居民。我喜歡它，我非常grate- FUL能

夠貢獻什麼，我能為我們美麗的島嶼社區。

滿足會員吉姆·奧尼爾

通過德布雅詩蘭黛，列協調員我的配偶 是蘇珊，誰在通過德布雅詩蘭黛，列協調員我的配偶 是蘇珊，誰在

2009年去世。

退休前， 我是一個圖書館助理在紀念圖書退休前， 我是一個圖書館助理在紀念圖書

館。

我做了我退役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賴床直到我做了我退役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賴床直到

上午6:00，我一直起床早4:00由國家麵包

車池中巴拉布通勤麥迪遜。

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遠足，bicy-保鮮和志願戶外利益，像冰河時代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遠足，bicy-保鮮和志願戶外利益，像冰河時代

國家風景區步道。 

我現在還不能扔掉 我的字典。我有幾十人，包括一個由DARE ICK Fre我現在還不能扔掉 我的字典。我有幾十人，包括一個由DARE ICK Fre

der-卡西迪親筆簽名的音量。

退休前我的工作最喜歡的部分是 購買新書。退休前我的工作最喜歡的部分是 購買新書。

我最喜歡的退休一部分 閱讀這些書籍，我沒有時間，我正在閱讀。我最喜歡的退休一部分 閱讀這些書籍，我沒有時間，我正在閱讀。

最近我一直在閱讀 格雷琴麥卡洛克的 由於Internet：語言理解的新規則最近我一直在閱讀 格雷琴麥卡洛克的 由於Internet：語言理解的新規則最近我一直在閱讀 格雷琴麥卡洛克的 由於Internet：語言理解的新規則

。 我喜歡學習語言和它如何使用不同的人群。 。 我喜歡學習語言和它如何使用不同的人群。 

音樂我最喜歡聽IS 比爾·馬龍的麥芽汁“回到這個國家。”音樂我最喜歡聽IS 比爾·馬龍的麥芽汁“回到這個國家。”

我的下一個旅行計劃包括： 參觀新英格蘭。我還沒有看到太多的密西西我的下一個旅行計劃包括： 參觀新英格蘭。我還沒有看到太多的密西西

比美國東的。

關於我是會令你感到驚訝 我是在越南戰爭期間，海軍記者。關於我是會令你感到驚訝 我是在越南戰爭期間，海軍記者。



 

（ 請打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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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Ë 是 Ë 沒有Ë 是 Ë 沒有Ë 是 Ë 沒有Ë 是 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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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Ë 是 Ë 沒有Ë 是 Ë 沒有Ë 是 Ë 沒有Ë 是 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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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郵政編碼以外535，537，539通訊通過電子郵件發送只。

OUT AREA酬賓

- $ 50 

獲得6年的5價格，如果居住在郵政編碼以外535，537，539通訊通過電子郵件發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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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入和在線支付

• Ĵ OIN在線和用支票付款Ĵ OIN在線和用支票付款

• 通過郵寄此應用程序與支票支付給UWRA和郵件UWRA，21北園大街，會議室加入 

7205，麥迪遜，WI 53715-1218

您目前是會員？ 

你想知道，如果你需要填寫此表，並提交您的會費？如果是你的會費因？你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這些信息？

如果你正在讀紙質這個問題篩，看看你的郵件標籤了一會兒，看看。你的名字的權利，你會看到一個日期，例如，2020年到2025年的日期是

當年當你的會員資格將過期，必須更新的需求。

莎莉·布朗 2029

123第一街任何地方，WI

 53711

如果您是在線閱讀這個問題，你會發現你的續約日期並在收到每個月第一天的電子郵件會員的水平。上面的稱呼，是三條線的信息。它看起來

像...

會員級別：年度續約日期：2020年7

月1日莎莉·布朗

親愛的莎莉，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會員

http://UWRAmadison.org


所有關於退休的挑戰和機遇委員會 

由蘇珊·菲舍爾，會員，退休挑戰和Opportu- nities委員會

退休挑戰與機遇委員會（RCandO）提供了各種方案和機會，以幫助U

WRA成員居住一個有益的退休生活。這些可以包括，但不限於，社交外

出，本地遊，遊記，對感興趣的當前或歷史信息的談話，烹飪與營養的

活動，對健康和老齡化方案，並為退休居住生活的挑戰和機遇。我們還

參與了在埃利的咖啡廳和Sofra家庭小酒館的為期一個月LY早餐。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該委員會提出了許多親克，其中包括

• “沒有愚人節 - 蟲子會來了！”輝立Pellitteri;

• 與喬·安·卡爾“威斯康星州的女性情迷內戰的著作”;

• “東特洛伊電氣化鐵道”埃文·理查茲;

• “山勢雄偉而神秘的摩爾人的均值derings”與揚哈根; 和

• “享受我們最好的心理健康，因為我們年齡”與傑克Nitschke博

士和蘇珊娜·卡斯蒂略博士。

目前，我們正在制定對野生動物rehabili-塔季翁，新開的哈梅爾音樂中

心的旅遊項目，並 

一個程序具有獲獎的WPR主機“據我們所知，”此外，我們coordinat-荷

蘭國際集團在新的月功能 篩子， “退休後的新活動。”蘭國際集團在新的月功能 篩子， “退休後的新活動。”蘭國際集團在新的月功能 篩子， “退休後的新活動。”

該委員會的工作調整到需要和我們的會員的利益，然後將這些利益連

接的綱領性機會麥迪遜地區的廣大陣列。感覺就像這個世界是我們的

牡蠣; 這麼多了不起的編程是可能的。我們願意對我們委員會的一些成

員UWRA。我們尋求的同胞退休人員具有廣泛的利益，並幫助與團隊

的其他成員一起組織一個或兩個項目的意願。當然，樂在其中！ 當前的其他成員一起組織一個或兩個項目的意願。當然，樂在其中！ 當前

的MEM的BER都列在UWRA網站會員指南： 

UWRAmadison.org/committees。

有關UWRA退休的挑戰和機遇委員會，請聯繫我們的任聯席主席的

，珍妮Stublaski（附加信息lsnjas @ gmail的。的COM）或帕特里夏

·卡羅爾（patricia.carol@wisc.edu ），或任何其他委員。

我們是否已經引起了你的興趣？來我們的委員會會議的訪問，看看是否

這個委員會是東西，你會喜歡成為的一部分。該委員會每月滿足於每個

月的第四個星期一在威斯康星大學信用社，3500大學路，從上午10點

到中午。我們很想有你加入我們的委員會！

退休的挑戰和機遇委員會成員

坐（從左至右）：鮑勃Jokisch，溫迪路，瑪麗·梅斯，瑪麗·貝絲·平面常委（左到右）：米歇爾·米克爾森，帕特

卡羅爾（聯席主席），米勒德蘇斯曼，薩拉·波茨

缺少：珍妮Stublaski（聯席主席），蘇珊·菲舍爾，費薩爾Kaud，加里·米切爾，吉姆·斯特拉頓

https://uwra.wildapricot.org/Committees
mailto:lsnjas@gmail.com
mailto:lsnjas@gmail.com
mailto:patricia.carol@wisc.edu


計劃幫助會員享受他們最好的心理健康

由瑪麗·貝絲·平面，會員，退休的挑戰和機遇委員會

享受我們最好的心理健康，因為我們年齡由UWRA Retire-主辦的10月

2日節目的話題MENT挑戰和機遇委員會。在出席─EES了解到，我們將

繼續發展我們的大腦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支持我們的思想，學習和行為

神經連接。我們的一些想法和行為會導致我們的生活困難，並有助於如

焦慮，抑鬱，自我懷疑，煩躁，和獨特的，我們每個人的其他問題的問

題。

據對大腦發育UW專家，傑克Nitschke博士和蘇珊娜沃特斯博士卡斯蒂略

，也有好消息。我們可以找出我們要停止思想和行為，再實踐新的思想

和行為，以開發新的神經通路。我們可以學習新的技能，比如國際象棋

，音樂，或匹克球。我們可以學會與人通過冥想或治療互動的新方式。

這種做法可以幫助我們保持我們的精神敏銳活著，甚至改善它。我們需

要記住，思想和行為的舊路徑仍然存在，但新的意識德弗爾opment可以

幫助我們得到心靈集，我們要經驗。我們可以在我們自己或與專業人士

的幫助下練習這個，無論是提升我們的個人生活，或協助處理精神疾病

。

小時的總體信息是要記住，我們的大腦可以幫助我們得到真正擅長什麼

我們花時間做，所以實踐，實踐，再實踐！如果您無法出席會議，您可

以查看此演示文稿和幻燈片上我們的網站。

報稅需要 

蓋爾伯格曼，會員，UWRA

中南威斯康星州（SCWI）的商譽很榮幸再次成為提供志願者所得稅援

助（VITA）診所，我們需要你的幫助。VITA診所提供殘疾人低收入的

納稅人，老年人，個人免費報稅服務和有限講英語的人。

是使每年有2000萬$到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使他們能夠支付賬單，置業

準備，是當地econo-密斯的有源部的一部分。你不必是一個會計師義工

，只致力於我們的社區。訓練是在一個教室裡，並通過自定進度，電子

學習cours- ES通過美國國稅局提供的鏈接和學習培訓計劃。荷蘭國際集

團列列車─會議在12月初開始並持續到報稅季節在二月開始。欲了解更

多信息，請聯繫Kate Buenger在 kbuenger @ goodwillscwi.org或致電2多信息，請聯繫Kate Buenger在 kbuenger @ goodwillscwi.org或致電2

46-3140，分機190。

是RSVP計算機好友或家庭教師

戴恩縣的代際程序的地方志願者55+到整個戴恩縣的學區家教機會的R

SVP。您可以在講座室根據你的成績和學校的偏好家教，與既定的可用

性一起。代際方案還提供電腦哥們，你來自哪裡，你自己的家和電腦的

舒適博客，使用安全的網站，建立與學生筆友友誼，在任一麥迪遜或D

eFor- EST小學。該程序只需要大約的時間一個半小時，每週，竭誠為

整個學年。一個有趣的振作的是，在學年結束時，你滿足你的計算機哥

們他們的教室，在計算機好友聚會。如果有興趣，請聯繫勞拉Mikkels

on在441-7894或 lmikkelson@rsvpdane.org。on在441-7894或 lmikkelson@rsvpdane.org。

閣樓天使計劃

閣樓上的天使AS-社會交往的繼續教育項目，向公眾開放，在閣樓天使

廣場，8301老索克路，米德爾頓，WI舉行每星期一morn- ING。咖啡

在10:00供應和程序在10:30開始我是不收費的，沒有預約被重新quire

d。

週一，12月2日：“獾榮譽飛行，”史蒂夫·巴特利特，為獾榮譽飛行公

關的前主任。

週一，12月9日：“節日合唱音樂會，”Sarellen舒的指導下閣樓AN-凝

膠合唱團。週一12月23日16日，30：沒有程序。

你知道嗎？

該UWRA是10大退休Associa-重刑的成員。新的網頁已經被添加到我們

的網站，鏈接到大的10個網站。在這裡您可以找到每個大10所學校的退

休協會的比較。如何威斯康星州的協會比較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州或

伊利諾伊州，密歇根州還是？什麼是俄亥俄州立大學或普渡會費？誰可

以加入內布拉斯加州或愛荷華州的協會？看一看，看看我們如何進行比

較。你可以找到下的資源/大十退休協會的網頁。AC-塞斯到10大對比文

件和其他Informa的重刑是會員制的限制。要查看這些文件，成員必須

登錄到他們的密碼的網站。

mailto:kbuenger@goodwillscwi.org
mailto:kbuenger@goodwillscwi.org
mailto:lmikkelson@rsvpdane.org


篩子

https://UWRAmadison.org威斯康星大學麥迪

遜分校退休協會的C /ö繼續學部21北園大街，

客房7205麥迪遜，WI 5371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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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12月3日 上午8:30 在Sofra西城早餐

週四，12月5日 3:00 PM 旋轉式花園之旅，燈光表演和晚餐

週三，12月11日 上午8:30 東城早餐埃利的咖啡廳

週二，12月17日 10:00 AM 美國經濟的國家 

週四，1月9日 上午8:30 在Sofra西城早餐 

週四，1月9日 上午8:30 東城早餐埃利的咖啡廳 

週二，1月14日 10:00 AM 為什麼信任？如何做一個信託受益我和我的繼承人？

週四，1月23日 下午2:30 GITD：了解播客

有關為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最後期限信息 篩子， 看到UWRAmadison.org的UWRA網站。有關為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最後期限信息 篩子， 看到UWRAmadison.org的UWRA網站。有關為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最後期限信息 篩子， 看到UWRAmadison.org的UWRA網站。

https://UWRAmadison.org
http://UWRAmadis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