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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主持人和製片人談 

到我們所知

由蘇珊·菲舍爾，共同主席，退休的挑戰和機遇委員會

我們這些（並且有很多！）誰聽公共廣播電台可能會問，我們喜歡的

節目是如何找到自己的不尋常的主題和嘉賓，並保持他們的聽眾鉚接

，甚至在早晨的凌晨。 到我們所知 是這些節目之一。，甚至在早晨的凌晨。 到我們所知 是這些節目之一。，甚至在早晨的凌晨。 到我們所知 是這些節目之一。

我們很幸運地與提供在這裡的麥迪遜製作這個屢獲殊榮的全國公共廣

播電台節目的幕後偷看。我們的主持人， 安妮Strainchamps 和 史蒂播電台節目的幕後偷看。我們的主持人， 安妮Strainchamps 和 史蒂播電台節目的幕後偷看。我們的主持人， 安妮Strainchamps 和 史蒂播電台節目的幕後偷看。我們的主持人， 安妮Strainchamps 和 史蒂

夫保爾森， 起源表演。安妮是主機; 史蒂夫是執行製片人兼首席面試夫保爾森， 起源表演。安妮是主機; 史蒂夫是執行製片人兼首席面試

官。在這個程序中，他們將一些自己喜愛的電台作品的播放選擇和談

論學習如何傾聽。當你在世界上通過你的耳朵，而不是用你的眼睛有

什麼變化？什麼聽起來讓我們對自然世界和環境？可以聽如何成為一

個道德和精神的做法？

與幕後 到我們所知與幕後 到我們所知

週四4月2日，10：00-11：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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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3月26日

到我們所知 是一個全國性的聯合，皮博迪獲獎的廣播節目，其中長篇到我們所知 是一個全國性的聯合，皮博迪獲獎的廣播節目，其中長篇

訪談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研究的想法。有與小說家和詩人，科學家和

軟件工程師，記者和歷史學家，電影工作者和哲學家，藝術家和活動

家，任何人只要有一個大的想法和激情對話有一個關於它的創造性和

參與CON組versation。 本演講將被錄像。參與CON組versation。 本演講將被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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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按下按鈕尋求幫助。公園以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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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鏈接到奧克伍德校園地

圖，使用TinyURL的。COM / y6zaug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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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和應付檢查山 錫安浸信會教堂食品儲藏室將被接受。

註冊 

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org/事件3710308在線註冊。如果你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org/事件3710308在線註冊。如果你

還沒有REG-ister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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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WRAmadison.org
mailto: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http://tinyurl.com/y6zaugvm
http://tinyurl.com/y6zaugvm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710308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710308


這還不算太晚註冊

加入我們的時候 傑夫·克斯滕 從CON-蘇加入我們的時候 傑夫·克斯滕 從CON-蘇加入我們的時候 傑夫·克斯滕 從CON-蘇

美爾保護的威斯康星州局討論了不同類

型的身份盜竊，如何識別它，以及如何

預防它，包括有關欺詐警報和安全凍結

信息。 本報告將不會被錄像。信息。 本報告將不會被錄像。

身份盜竊：保護和防止

週二，3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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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3月10日 

註冊 

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org/事件3654327在線註冊。如果你還沒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org/事件3654327在線註冊。如果你還沒

有REG-ister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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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4日：現代基因組學和DNA

快來學習最新的關於DNA序列數據從使用和濫用 皮拉爾N. Ossorio，快來學習最新的關於DNA序列數據從使用和濫用 皮拉爾N. Ossorio，

法學教授和博士 有關該計劃的更多信息將在網站上很快被公佈，並且

將在未來公佈 篩子。將在未來公佈 篩子。

在線註冊是開放的。

現代基因組學和監視狀態： 

使用DNA識別和追踪的人

週二，4月14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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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4月10日 

註冊 

預先登記。 儘早報名，因為最後期限可能會你就會得到一個前 篩子。預先登記。 儘早報名，因為最後期限可能會你就會得到一個前 篩子。預先登記。 儘早報名，因為最後期限可能會你就會得到一個前 篩子。

訪問 

uwramadison.org/event-3730426網上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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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做一個信託受益我或我的繼承人？

瑪麗安費舍爾，會員，委員會在財務事項退休

在一月份，喬·梅爾，財富戰略，約翰遜金融財富集團，和公園Dresche

r的，副總統，信託的董事和中介服務，BMO銀行，每發主任介紹，然

後回答了一個小時聽眾的提問。 

地產的計劃是實現目標的策略。它可以讓你把你所關心的在正確的時間

的人的關懷和以正確的方式來最大限度地提高他們的幸福和你的。如果

您在Wiscon-罪的國家沒有一個會死，無遺囑的法律將指導您的所有資

產是如何分佈的，而這可能不是實現自己的目標。如果您只確定了你的

遺產規劃，那麼遺囑檢驗法庭的監督是必需的。如果你設置了信任，但

是，你可以指定誰將會使決策和時間。隨著撤銷生前信託，你甚至可以

成為受託人，而你還活著。許多選項和常見的情況在演講中強調。問題

會議範圍廣泛，經常被認為是回答一般準則的個人經驗。

演示文稿記錄; 您可以訪問下簡報/ 2019  -  2020（16月）的UWRA

網站上的視頻和幻燈片。

在退休後給予支持夥伴

由吉安娜·泰勒，經理特別項目，繼續學部

你有沒有參加年度聯合競選夥伴在給（PING）當你的工作？你知道嗎

，我們可以繼續，甚至退休後參加？大學聯合戰役的COM mittee想確保

誰希望這些退休人員繼續參加知道，仍然有時間來“給予希望”作為2019

  -  2020活動的一部分。在2019  -  2020活動主題是：“給靈”，強調了強

大的機會，我們每個人都有，通過慈善捐贈，提供他人最寶貴的禮物之

一POS-錫布爾赫丁：希望。我們邀請您來考慮你的慷慨的激勵上，希

望在我們的COM共同體和世界各地的人的影響。我們希望您能回顧今年

的宣傳材料，並通過參與加入你的前同事和UW退休人員。

退休人員可以選擇以下兩種方式之一給予：在線（信用卡）或紙質押形

式（支票或IRA distri-組織者那樣）。訪問giving.wi.gov查看2019 - 202

0凸輪paign小冊子和在線捐贈。要請求紙凸輪paign戶口簿和質押的形

式為這個或未來的系列，請訪問giving.wi.gov/about-us/giving-in-retire

ment/，電子郵件carli.freidel@uwdc.org ，或致電（608） 246-5482。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54327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54327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730426
http://giving.wi.gov
http://giving.wi.gov/about-us/giving-in-retirement/
mailto:carli.freidel@uwdc.org


科技診所幫助您出行

由克里斯托夫凱西聯合主席，電子科技委員會

我們的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正在成為不可或缺的物品收拾我們的旅程。

數以百計的應用程序允許我們映射行駛路線，查路況，還訂機票和酒店

，找到獨特的餐廳，跟踪行李，等等。在這次會議上，我們將介紹一些

流行的旅遊應用程序，並告訴我們如何使用它。我們還將鼓勵大家分享

自己喜愛的應用。帶上您的平板電腦或手機下載並嘗試當場旅遊應用程

序。

科技診所：旅遊應用程序

週四，4月23日2：30-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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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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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鏈接到奧

克伍德校園地圖，使用tinyurl.com/ y6zaugvm。 該威斯特摩蘭房是直接克伍德校園地圖，使用tinyurl.com/ y6zaugvm。 該威斯特摩蘭房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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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9579在線註冊。如果你還沒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org/事件3679579在線註冊。如果你還沒

有REG-ister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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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金融研討會

凱路透社 - 克羅恩，瓊吉爾曼和Karen Stauffacher，成員，委員會在財

務事項退休

超過63萬人看向威斯康星州退休系統（WRS），以幫助為自己的退休

生活。威斯康星州投資委員會的國家（SWIB）是國家機構，負責投資

的retire-換貨系統的資產。 比利亞， SWIB的EX- ecutive董事兼首席投的retire-換貨系統的資產。 比利亞， SWIB的EX- ecutive董事兼首席投的retire-換貨系統的資產。 比利亞， SWIB的EX- ecutive董事兼首席投

資官，並 羅謝爾克拉斯， 副執行主任 資官，並 羅謝爾克拉斯， 副執行主任 資官，並 羅謝爾克拉斯， 副執行主任 

兼首席行政官，將解釋SWIB和WRS面臨的挑戰

，影響投資市場波動都可能對WRS參與者，SW

IB的投資策略，和其他舉措SWIB正在實施保護W

RS投資。 

全年ETF和SWIB更新

週二，4月21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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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4月14日 

員工信託基金的威斯康星州（ETF）是國家機構管

理的退休保險，並為活動狀態和本地員工和退休

人員標準桿的WRS ticipating其他福利計劃。 羅伯人員標準桿的WRS ticipating其他福利計劃。 羅伯

特·唐林，

ETF秘書，將提供預測 

對於未來的核心和可變年金基金調整和設計元素，保持WRS強和全額

出資的亮點。羅伯特也將分享近期部件卡合的調查，哪些ETF正在做，

以滿足會員的需求的一些成果。 本演講將被錄像。以滿足會員的需求的一些成果。 本演講將被錄像。

停車場（見第1頁）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現金和與備忘錄線“打開座椅食品儲藏室”應付UW基金會支票將A

C- cepted。 

註冊 

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org/事件3679555在線註冊。如果你還沒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org/事件3679555在線註冊。如果你還沒

有REG-ister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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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顯示，請

我們注意到，在計劃增加了沒有節目。提醒一下：如果你或你的伴侶

註冊了一個研討會，但不能參加，請撥打辦公室262-0641並留言，或

發送電子郵件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http://tinyurl.com/y6zaugvm
http://tinyurl.com/y6zaugvm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79579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79579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79555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79555
mailto: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電子技術委員會亮點 

凱西克里斯托夫和路易斯·羅賓斯，共同主席

電子技術委員會（ETC）幫助UWRA成員做出的意識和有效利用多品種的技術。就像技術，我們已經發展了連接到UWRA成員隨著時間的手段

。我們CUR-rently提供方案和技術雜誌。這些方案的演講風格。科技診所是我們的正規產品的第三次迭代。我們開始與臭蟲滅絕會議，與得非

常好（GITD）會話感動，也很新近引入的動手在科技診所方面。

最近和即將推出的方案包括以下內容：各種計算設備中，我應該使用什麼（1）?; （2）聲音和性質的應用程序（共同主辦的退休挑戰與機

遇委員會）的踪跡; （3）身份盜竊：保護和防止。

科技診所是互動的，並鼓勵參與者在會議期間帶上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的實驗。最近和即將到來的技術診所包括以下內容：

（1）流TV-切割線; （2）什麼是播客，為什麼我應該關心？; （3）谷歌照片II; （4）行駛的應用程式。

該ETC成員是故意多樣。我們的成員都是技術高手，新手，以及兩者之間的一切。我們相信混合幫助我們得到更廣泛的UWRA社會需求的手柄

。如果你是好奇技術，並希望與您分享的想法和問題，友好小組，隨時加入我們的第四個星期四月，1：00-2：30時，我們的委員會會議。為

方便對委員會成員和其他有興趣的委員會，科技診所跟隨在2委員會會議：30-4：00檢查UWRA網站或日曆 篩子方便對委員會成員和其他有興趣的委員會，科技診所跟隨在2委員會會議：30-4：00檢查UWRA網站或日曆 篩子

為滿足位置的詳細信息。

該委員會還希望聽到你的想法未來的計劃或科技診所。關於裝置（S）使用個人電腦，蘋果機，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或者在家裡或汽車，你

有沒有關於如何更有效地或安全地使用它嗎？是否有一些新的技術，你想聽到更多有關？請將您的建議隨時主題 uwra.tech@gmail.com。有沒有關於如何更有效地或安全地使用它嗎？是否有一些新的技術，你想聽到更多有關？請將您的建議隨時主題 uwra.tech@gmail.com。

難道我關心的播客？

由朱迪·克雷格，成員，電子技術委員會 

儘管早晨暴風雪，聚集在1月23日的技術診所大約五十UWRA成員提出由路易絲·羅賓斯等人從ETC. 主題是“播客：它們是什麼？我為什麼要在

乎？” 雖然人們對連接到耳機街道過多似乎認為每個人都必須知道如何做到這一點，裝配組似乎很欣賞的各種信息的播客提供的這個基本描述和

一步一步的IN- structions為如何查找和聽取他們的意見。

新聞節目的播客個人，體育談話節目，書籍章節等常常通過通過谷歌Play商店或蘋果App Store最安全的下載的應用程序，它會提示應用程序，

如播客播放器或掌上糞中發現的。這些，反過來，建議主題，書名，十大名表，甚至網絡選擇。雖然其中一些可以通過YouTube使用YouTube

可能不允許，使得它能夠聽離線下載進行訪問。離線收聽，也有用與地圖開車，節省了電池電量，並允許人聽，而在飛機上，駕駛，烹飪，以

健身或休閒散步，等等。該診所提供的問題和個人問題解決了充分的機會。

ETC委員會，圖為（從左至右）第一行：朱迪·克雷格，路易絲·羅

賓斯（聯合主席），卡羅爾·格雷厄姆，雷切爾·貝克後排：安華萊

士，卡倫LaMere，ORV JORDAHL

成員丟失：凱西·克里斯托弗（聯合主席），馬西Doelp，約翰Helgeson，黛

安Kravetz，保羅賴歇爾，湯姆·史蒂文斯，米勒德蘇斯曼

mailto:uwra.tech@gmail.com


2020年UWRA會員大會， 

午餐，揚聲器和旅遊

週二，5月12日紀念聯盟特里普共享入住開始

於中午與下午12:45午餐供應

費用：每人$ 18.00

報名截止日期有保證的停車場： 

週一，4月20日

今年我們在做不同的東西！從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退休人員，我們認

為現在是時候把這個事件的家庭回到校園，新裝修的紀念聯盟。我們

的特邀演講是Associ-吃了副總理兼威斯康星聯盟主任

馬克Guthier。 馬克將共享所有在紀念聯盟做出的改進和提高。馬克Guthier。 馬克將共享所有在紀念聯盟做出的改進和提高。

我們計劃在忙碌的下午。下午將開始登記入住時間為中午接著吃午飯，

揚聲器和年度業務會議。讓這個下午的休息，成員可再選擇兩種導遊之

一：要么是校友公園或紀念聯盟的“幕後the-幕後之旅”巡演。旅行團後

，我們邀請您加入到你的朋友和同事，同時享受在露台的飲料或冰淇淋

。

新會員表： 如果你是新來UWRA或具有AT-傾向於一個或兩個UWRA新會員表： 如果你是新來UWRA或具有AT-傾向於一個或兩個UWRA

午餐或事件，我們wel-來你。將有新的參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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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午餐表。查找標

表帳篷“新會員表”。

自助午餐菜單： 混合蔬菜，豆腐希臘，tequi-拉石灰雞，烤chimichu自助午餐菜單： 混合蔬菜，豆腐希臘，tequi-拉石灰雞，烤chimichu

rri側翼牛排，玉米和鱷梨沙拉，西瓜羊乳酪沙拉，玉米粉圓餅片，異

食癖德加洛，餅乾。飲料選擇：咖啡，茶，牛奶，冰茶。

茶水貢獻： 現金及應付睦鄰人社區食品儲藏室檢查將被接受。茶水貢獻： 現金及應付睦鄰人社區食品儲藏室檢查將被接受。

停車處： 該UWRA被覆蓋了半天停車海倫C.白色的車庫（HCW-6號地停車處： 該UWRA被覆蓋了半天停車海倫C.白色的車庫（HCW-6號地

塊）相鄰的紀念聯盟的成本。但是，您必須在註冊時，確保你將有一

個空間，報名參加公園 - 荷蘭國際集團。更多信息請參見“註冊”下面。

由於這種特殊的停車安排，榮休講座教授停車證將不會在HCW-6號地

塊車庫允許的。榮休講座教授停車證將根據實際情況批准的其他很多

工作。在步行距離內的其他停車場是利用 - 能夠在您的費用在麥迪遜市

湖街匝道，UW 7號地塊（固安捷車庫），或UW地塊46（湖和約翰遜

斜坡）。

註冊 ： 提前註冊，以保證一個車位，必須通過UWRA接收 最遲在週一註冊 ： 提前註冊，以保證一個車位，必須通過UWRA接收 最遲在週一註冊 ： 提前註冊，以保證一個車位，必須通過UWRA接收 最遲在週一註冊 ： 提前註冊，以保證一個車位，必須通過UWRA接收 最遲在週一

下午，4月20日。 車輛駕駛者的名稱是必需的。沒有停車登記將繼續被下午，4月20日。 車輛駕駛者的名稱是必需的。沒有停車登記將繼續被

接受，直到週四，4月30日。 我們鼓勵您在uwramadison.org/event-34接受，直到週四，4月30日。 我們鼓勵您在uwramadison.org/event-34

70301在線註冊。郵寄reserva- tions和檢查也被接受。

姓名（正楷） 檢查哪一個是司

機

停車場的醫護人

員6號地塊車庫

 

選擇你的導遊“幕後推手” 

校友公園

是否是否

飲食限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我是一個客人，因為我目前擔任董事會或UWRA委員會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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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此選項，不支付。您的註冊將採取的行政服務。

交付過程。 填寫表格。支票抬頭至UWRA。郵件到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21 N.聖園，7205室，麥迪遜，WI 53715-1218。交付過程。 填寫表格。支票抬頭至UWRA。郵件到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21 N.聖園，7205室，麥迪遜，WI 5371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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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UWRA會員大會，午餐，揚聲器和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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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7的壽命結束：怎麼辦？

瑞秋·貝克，會員，電子技術委員會 

我們寫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十二月 篩子， 但現在，我們想分享一下如果我們寫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十二月 篩子， 但現在，我們想分享一下如果我們寫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十二月 篩子， 但現在，我們想分享一下如果

這個問題會影響你做什麼的信息。Windows 7中不再接收安全更新或補

丁。激勵黑客繼續EX- ploit Windows 7的計算機現在會比以前更大了

。Windows 7的用戶應該馬上做下列操作之一。

與較新的Windows 10的計算機替換舊計算機。

這是將仍然採取一些規劃和時間的簡單選擇。從舊PC移動現有數據文

件到新的， 備份這些文件 在一個前ternal硬盤或雲存儲和後來複製或向件到新的， 備份這些文件 在一個前ternal硬盤或雲存儲和後來複製或向件到新的， 備份這些文件 在一個前ternal硬盤或雲存儲和後來複製或向

下負荷到新的PC。尋找你的應用軟件的媒體和許可證密鑰（如Micro

soft Office），並重新安裝在新電腦上，或者購買新的版本。你確定你

需要的一切將被遷移到新的計算機和成功合作後，小心安全地回收舊

計算機之前刪除舊的硬盤驅動器。

升級到Windows 10上現有的硬件。

它可能會升級到Windows 10上的exist- ING硬件。請與微軟網站去阻止

 - 我的硬件要求。驗證舊的程序或硬件配件，如打印機或掃描儀，將與

Windows 10的工作找到你的應用軟件，媒體和許可證密鑰重裝升級後

的系統上，或者購買新的版本。

購買從微軟存儲在Windows 10執照和媒體為$ 139 您可以到位，這意味

著Windows 10將試圖取代Windows 7，同時保留您的數據文件升級，但

更好的選擇是做一個乾淨的安裝。也就是說，讓安裝過程中抹掉硬盤驅

動器，並用新的軟件啟動。無論您選擇就地升級或全新安裝， 備份所有動器，並用新的軟件啟動。無論您選擇就地升級或全新安裝， 備份所有

的數據文件 第一到另一介質，無論是外部驅動器或雲存儲。在安裝Win的數據文件 第一到另一介質，無論是外部驅動器或雲存儲。在安裝Win

dows 10後，恢復所有丟失的文件，重新安裝應用軟件和測試acces-索

裡的設備，以確保它們正常工作。

停止使用Windows完全。

藉此機會，來評估您的實際計算需求和活動。如果您與電腦完成幾乎

所有的基於網絡，可以考慮使用Chromebook（筆記本電腦）或Chro

mebox的（桌面）更換您的Windows計算機。這些設備可以提供一個

熟悉environ-換貨和最基本的計算功能，而複雜性，維護和安全問題

associ-與Windows ated。而往往這個選項是在一個較低的硬件成本。

調整退休

由Tracy Wiklund，UWRA構件

最近，我在32年的職業生涯，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後，用

大部分時間花費在醫學和公共衛生學院的部門管理員。許多參與理財和

人力資源工作的; 作為一個退休人員，我現在只有我自己來管理！

我喜歡藝術，而在學校，並計劃取回它最終可能退休後。然而，當聯賽

同事讓他退休遺願清單上的東西，之前突然去世等待顯得愚蠢。於是我

報名參加了一個週六上午繪畫課。

自從退休後，我增加了我的旅行和藝術的時間。我仍然採取週六上午

繪畫通過威斯康星大學進修班，和我簽署了通過麥迪遜學院寫生課。

我也撒過我的木匠父親給我的木桿勞動工具，而我現在幀我自己的畫

。

學習是成癮性和趣味性，實踐確實讓晝夜溫差ference。在過去的幾年裡

，我已經畫juried到地方，中西部和國家的展品，我有我的第一次個展今

年10月（見照片）。我甚至賣掉一些畫，所以現在我正在學習如何繳納

營業稅到威斯康星州。您可以在wiklun- dart.blogspot.com看我的畫。

如果你正在尋找一些創造性的工作要做，考慮採取繼續教育學院美術

課。各位同學都支持，老師們真棒，你可能會驚訝你職業生涯的技能

如何能夠轉化為美妙的，創造性的退休冒險。

http://wiklundart.blogspot.com
http://wiklundart.blogspot.com


新成員1月10日至2月5日

蒂莫西·布朗寧美浩辰科

琳Dunlavy克里斯托弗

·格林理查德·漢比約翰·海

納伊麗莎白海納琳達霍

格爾趙薇Kalscheur卡倫

·米爾洛瑞奧尼爾奧尼爾

戴夫

吉姆Pavelko加里·派恩

Shiela里維斯布萊恩·拉

斯特雅克銹保羅Rutec

ki南希·舒爾茨丹尼斯

·舒爾茨弗吉尼亞Wad

dick同性戀韋博韋博唐

納德威爾遜威利

最後一個字：期待

由瑪麗·巴納德雷編輯器

你還等待春天？難道是恢復野生動物讓你看在你的後院新鳥二月程序？

如果你等得不耐煩，讓三月的幫助UWRA程序讓你度過這段時間的期待

。如果你在3月4日簽署了該“天籟之聲”節目，你可以花一些時間acqua

int-這些性質的應用程序荷蘭國際集團自己，所以你準備在四月使用它

們。如果你已經與Facebook，YouTube或其他電子改道佔用自己，你

可以學習如何保護您的隱私，而你在我們的節目上衝浪3月17日，您可

以了解更多關於如何保護您的隱私，在政府會議4月7日DNA的用途你

知道它之前，番紅花和daf- fodils將通過泥發芽，春季會在我們身上！

年金的威斯康辛聯盟（WCOA）為5月15日會議集

桑迪·德魯，WCOA總裁UWRA成員 

該WCOA年會設置為週五，5月15日，在美國家庭保險總部設在麥迪遜

。威斯康星州退休系統退休人員的角度講opportu-威斯康星州投資委員

會的符合國家和職工信託基金領導的部門，以及了解更多的養老保險制

度。其他會話頂級IC包括金融安全和退休福利。成本是$ 25，其中包括

歐陸式早餐和自助午餐。該WCOA由代表退休的州和地方政府僱員組織

，並作為監督，以確保退休資金僅用於WRS參與者的利益。有關會議

，包括寄存器 - 登記領期限的更多信息，請訪問 wicoa.org/2020confer，包括寄存器 - 登記領期限的更多信息，請訪問 wicoa.org/2020confer

ence.php。

閣樓天使計劃 

閣樓天使計劃是向公眾開放，並在每個星期一早晨閣樓天使廣場，830

1老索克路，米德爾頓，WI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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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3月2日，“美國原住民醫療保健問題，”丹尼爾·揚西，主管美洲

原住民中心衛生專業，醫學院和公共衛生，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

。 

週一，3月9日，“更新的擴張計劃為歷史學會，”基督教陸上，主任，

威斯康星州歷史學會。 

週一，3月16日，“在國家擁擠的監獄系統刑事司法改革，”弗蘭克·戴

維斯，摩西的前任主席（麥迪遜組織在力量，平等，團結和刑事司法

改革）。週一，3月23日，“塔里辛故事+新報”凱特伯德，塔里辛講解

員。

週一，3月30日，“我們知道什麼，我們能做些什麼關於文學的危機，

”金伐木，劍鋒。 

每月提醒

東城早餐 

週二，3月10日; 週三，4月15日; 和Thurs-日，5月14日上午8:3

0在埃利的咖啡廳，909東百老匯，羅娜。西城早餐

週二，3月3日; 週一，4月6日; 週五，5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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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網站

二月 篩子二月 篩子

資源 - 演示GITD /科技診所播客講義GITD /科技診所流媒體電視講

義威斯康星州的野生動物康復：照顧生病和受傷的動物關於 - 組

織文件

https://www.wicoa.org/2020conference.php


密爾瓦基釀酒人棒球比賽與世界大賽冠軍華盛頓國民

週四，4月30日

費用：每人$ 65 報名截止日期：週五，3月27日

空間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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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O成

員可以註冊。

加入我們，在米勒公園每天在密爾沃基與對2019年聯賽冠軍，華盛頓國民一下午12:30遊戲。優秀的門票對於我們A組塊已被保留在第一基準

部110本部門110個座位都沒有在球場為參加當天的天氣活動的學校團體的同一區域。

我們將在12:30的比賽時間前抵達，所以你可以在你的閒暇輸入米勒公園。如果你想，帶來涼爽和一把椅子，享受在比賽之前，很多貼。午餐項

目也可以從任何一個球場的供應商購買。在$ 65的成本包括公共汽車交通，司機小費，第110場比賽門票，小吃，和水為回程麥迪遜。

這也是天氣日在米勒公園，所以你可能想早點進入球場，在上午11點退房，將成立開始天氣日科學博覽會展品有關天氣日在米勒公園的詳細信

息，請參閱TinyURL的。COM / ugjmd46 。息，請參閱TinyURL的。COM / ugjmd46 。

出發和返回時間

上午8:30西區前西爾斯停車場上午9:15東區西爾斯/星球健身燈柱＃1

0。

下午5:15東區下午5:45西區

這些估計返回時間，這可以根據遊戲長度顯著變化。相應的計劃。

問題：蘇亞當斯219-2628或UWRA辦公室262-0641。

我們鼓勵您在uwramadison.org/event-3738770在線註冊。郵寄在使用下面的表格保留和檢查也被接受。註冊必須通過UWRA上週五，3月

27日接收到了中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密爾瓦基釀酒人棒球比賽旅行 - 週四，4月30日

姓名（正楷） 登機巴士：東/西 所屬：UWRA，柏拉圖，大

學。聯盟

費用：每人$ 65 所附的數量： ______________

交付過程： 填寫表格。支票抬頭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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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迪遜交付過程： 填寫表格。支票抬頭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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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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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inyurl.com/ugjmd46
http://tinyurl.com/ugjmd46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738770


有書嗎？

利比Theune，管理員，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圖書館之友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圖書館之友是一個志願者組織，其中包括許

多退休員工UW。他們舉辦一年兩次的舊書買賣，並創建事件的特徵作

者，圖書館藏書，或學者。

該朋友還提供了免費書籍處置服務。隨著人們在麥迪遜地區的裁員，退

休，或移動時，往往部分與他們所珍視的文學collec-重刑的部分。捐贈

書友提供了一個使用環境友好的理貨方式卸載不需要的項目。捐助者a

ppre- ciate知道他們的材料將受益校園圖書館能找到與別人新居。友自

豪地已經提供了這個可持續的解決方案，以麥迪遜飽讀公民超過25年。

為應對80000贈書，每年倒入紀念圖書館的地下室，忠實的志願者接受

，整理，評估，並組織他們。圖書館bib- liographers獲得第一條裂縫的

所有捐款，填補了校園收藏孔。未選中，然後裝箱出售或提供給公共圖

書館圖書銷售的項目，扶輪社，更美好的世界圖書和其他非營利organ

iza-，確保裝置盡可能多的書籍盡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式到新的家園。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圖書館的朋友使用從銷售報價活動和講座的收

入，以促進我們的卓越學術圖書館的visibili- TY。我們鼓勵所有UWRA

 MEM-別爾斯來看看這些免費的機會。

高級運動; 是不是太晚了？

勞拉·亨特，項目協調員，為生命長期成功的體育鍛煉（PALS） 

身體活動是在生命的各個時期重要的。然而，有些人可能會爭辯說，老

人們得到，更重要的運動量。還有的是在以後的歲月裡，包括減少了小

車 -  diovascular疾病，糖尿病，代謝綜合徵，某些癌症，高膽固醇，高

血壓，和跌倒的危險機率活躍了許多好處。此外，正在積極增加肌肉和

骨骼強度，心理健康，情緒，進行日常生活能力（ADL），睡眠質量和

數量，以及機會activi-關係對長壽的能力。活躍會導致一些醫療條件im

prove-發言：，包括老年癡呆症，心臟疾病，糖尿病，便秘，高血壓，

高血脂，肥胖和無法入睡。

尋找一種方式來開始活躍？退房PALS程序！PALS是Kimberlee Greteb

eck博士開發一個基於證據的程序，它是專門為老年人（60歲以上）誰

是每週活躍不到60分鐘，幫助他們成為和保持身體活躍的設計。接下來

的十週PALS會議將在麥迪遜老人中心開始在3月9日。類滿足星期一，

星期二和星期四上午9:30一小時，下課後在週二45分鐘。這是正在向老

年人免費的，感謝來自威斯康星州學院健康老化的資助。但註冊是必需

的，所以請致電266-6581進行註冊。

從PROFS立法更新

PROFS，職工委員會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公共組織的代表，

是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教師組成的非贏利宣傳或 -  ganization。

由職工委員會組建和治理由大學委員會，PROFS提供語音教師，讓他

們直接與國會的州長，議員和成員進行交流。

該UWRA委員會合作和參與（CPE）已聘請PROFS的代表，以確定區

域，其中兩個組織可能的合作夥伴。雖然UWRA不採取任何具體問題的

位置，它提供的信息給會員。鑑於此，PROFS“立法更新（profs.wisc

.edu/?p=8724）可以提供你感興趣的信息。在職工委員會的會議每月提

供這些更新，此更新是為2月3日的會議。約PROFS進一步Infor公司，

mation，以及未來的立法更新，可以在他們的網站，profs.wisc.edu找

到。

在社會正義中心支持社會正義

我們邀請您參與社會正義中心，位於南盟威斯康星州聯盟的新方案。社

會正義中心“通過直接的體驗，學生，職員和教師可以發展他們的社會正

義的工作技能，並幫助改善所有人生活質量有目的OUT-的教室教學。”

提供 該中心有登記了一個非常活躍的表決組

2000名學生，因為落下。基於對話工作坊系列已經研製成功。目前正在

形成一個刑事司法隊伍。

考慮這個organiza-重刑分享你的各種技能這學期幾個小時。例如，您可

以分享您的連接，建議學生就如何實現目標，編輯文檔，用營銷的幫助

，幫助實現 只是憐憫 校園，寫贈款，或在其他方面的幫助。不僅僅是電，幫助實現 只是憐憫 校園，寫贈款，或在其他方面的幫助。不僅僅是電，幫助實現 只是憐憫 校園，寫贈款，或在其他方面的幫助。不僅僅是電

子郵件 Jim.Rogers@wisc.edu 或致電890-1313。子郵件 Jim.Rogers@wisc.edu 或致電890-1313。子郵件 Jim.Rogers@wisc.edu 或致電890-1313。

http://profs.wisc.edu/?p=8724
http://www.profs.wisc.edu
mailto:Jim.Rogers@wis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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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3月3日 上午8:30 在Sofra西城早餐

週三，3月4日 10:00 AM 大自然的應用程序的聲音

週二，3月10日 上午8:30 東城早餐埃利的咖啡廳

週二，3月17日 10:00 AM 身份盜竊：保護和防止

週四，4月2日 10:00 AM 到我們所知

週一，4月6日 上午8:30 在Sofra西城早餐

週二，4月14日 10:00 AM 現代基因組學和DNA

週三，4月15日 上午8:30 東城早餐埃利的咖啡廳

週二，4月21日 10:00 AM SWIB和ETF年度更新

週四，4月23日 下午2:30 科技診所：旅遊應用程序

週二，4月28日 10:00 AM 菲爾手，政治漫畫家

週四，4月30日 上午8:30 釀酒與華盛頓國民

週二，5月12日 12:00 PM 會員年會和午餐會

週五，5月15日 9:00 AM WCOA年度會議

週二，5月19日 10:00 AM 律師的金融和醫療保健的權力

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遊，參觀platomadison.org/page-18561信息。有關為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最後期限信息 篩子， 看到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遊，參觀platomadison.org/page-18561信息。有關為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最後期限信息 篩子， 看到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遊，參觀platomadison.org/page-18561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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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omadison.org/page-18561
http://UWRAmadis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