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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RA主席Mary Czynszak-Lyne致辭

UWRA章程規定，年度會議應在5月或6月舉行。令人失望的是，我

們根據CDC，總督辦公室和大學的指導方針取消了當面會議。自從

取消訂單以來，我們一直在討論如何遵守我們的章程，因為暫停它

們不是一種選擇。因為我們無法預測何時能夠在一起，所以我們決

定使用技術並舉行虛擬的年會。

虛擬年度會議，6月18日，星期四，

下午1:30

在uwramadison.org/event-3810214在線註冊 

報名截止日期：6月11日，星期四 

成員需要像參加其他活動一樣在網站上註冊此會議。註冊關閉後，

所有註冊人都會收到一封電子郵件，其中包含有關如何訪問會議的

說明以及會議所有材料的副本。有關要討論的業務的詳細信息，請

參閱本期中的“會員會議議程”文章。本期雜誌還包括董事會候選人名

單。我們代表您的董事會，感謝您在這個空前的時刻所給予的支持

和耐心。我們期待您加入我們的虛擬年度會議。

保持健康並保持健康。

會員會議議程

虛擬年會

6月18日，星期四，下午1：30-2：30

一，接到訂單-瑪麗·齊恩扎克·萊恩總統

二。業務項目

• 2019-20年回顧

• 2019年年會會議記錄（待批准）

• 2019年審核報告（接受）

• 2020-21年業務預算（待核准）

• 章程變更（用於批准董事會行動）

• 提名委員會的報告，各席位的提名（選舉）

• 其他業務

• 木槌通過和新任總統的講話

• 會員的評論/問題

三，休會

包含在本期中

UWRA主席Czynszak-Lyne致辭更新：WRS年金調整會員會議議程

董事會候選人名單SWIB仍專注食品儲藏室捐贈和新提名會員續籤時

間與Linda Baumann會員見面調整退休年齡：獵狗和考古學如何每

月擴大提醒網站上的新內容來自執行董事的桌子新成員3月9日至4月

8日硬道理：更改會員申請/續簽UWRA活動日曆

網站上的新內容

關於/組織文件 

• 年初至今收益表和資產負債表

• 2月董事會會議記錄

https://UWRAmadison.org
mailto: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810214


更新：WRS年金調整

ETF秘書Bob Conlin撰寫 

員工信託基金部（ETF）根據“安全在家

”緊急命令，繼續遠程繼續日常運營和服

務。我們正在處理與福利有關的申請，退

休要求和年金支付。我們的重點是威斯康

星州退休系統的健康和安全

成員和ETF人員。我們還希望確保您在冠狀病毒大流行（COVID-19）

期間享有退休，健康和其他保險福利。

您的WRS年金 

5月，退休人員的核心年金將增加1.7％。那些也參加了可變基金的人將

看到這部分年金增加了21％。 核心年金調整反映了過去五年對投資損益看到這部分年金增加了21％。 核心年金調整反映了過去五年對投資損益

的確認（平滑）。這是過去投資業績以及各種精算因素和資金需求的結

果。考慮到金融市場的當前狀況，一些退休者問道ETF今年應否保留1

.7％的核心年金增長，而是為明年節省資金。州法律不允許這樣做。使

金錢流入人們的口袋並重新回到經濟中也很有意義。

COVID-19的影響 

儘管退休人員計劃未來的負年金調整是審慎的做法，尤其是在波動更

大的可變基金中，但沒人知道COVID-19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長

期影響。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

• 基金業績基於日曆年，到2020年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 WRS旨在承受市場的高點和低點。

• 您的核心年金在您的一生中都有保證。不能將其減少到退休時

設定的原始金額以下。

• 去年，SWIB的強勁投資業績為接下來的五年提供了一定的緩衝

。我們的早期預測表明，在我們不得不開始減少年金之前，今年

核心基金將獲得12％的負回報。

• SWIB正準備抓住機遇，並最終實現市場反彈。

• 今年的核心基金業績將在五年內保持平穩。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擺脫不確定性時期，也不是最後一次。我們團結在

一起，有能力並有能力克服這些困難時期的挑戰。

適應退休：獵狗和考古學

理查德·迪克·伯吉斯（Richard“ Dick” Burgess），腫瘤學名譽教授

從小開始，我就喜歡撿石頭。我最喜歡搜

尋岩石的地方是我們在威斯康星州北部的

家庭小屋中，在海灘上尋找不尋常的岩石

，尤其是鮮紅色的帶狀石頭，稱為帶狀鐵

層（BIF）。在1990年代後期，我意識到

由於我們的財產有三處印度土丘，因此也是沿岸的印度文物。從那時起

，我發現了幾十個工件。

但是，當我於2008年底退休時，突然間我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到成為一

名嚴肅的考古學家。我讀了很多書，參加了幾門考古學課程，並花了

幾週時間自願在懷俄明州，土耳其和威斯康星州進行考古挖掘。在

2014年，當我注意到一片裸露的土地時，我正沿著湖邊小徑行走。在

檢查表面污垢時，我注意到了一種不尋常的石材（玻璃質，生啤酒色，

半透明）。

根據我的閱讀，似乎只有北達科他州西部才有刀河火石（KRF），但交

易範圍最遠，一直到威斯康星州。我發現是一個美麗的，彎曲的，細的

刀片，其尺寸為5英寸x 2.5英寸，兩側均巧妙地剝落。這是我發現過的

最壯觀的文物。

兩個考古學家的朋友提出要幫助我進行適當的發掘。我們總共發現了2

2件，並發現-

ed，這實際上是KRF的緩存，這是威斯康

星州第一個發現的緩存。在完成廣泛的閱

讀和分析之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

3,000歲；然後我們寫下了這個發現，這是

我的第一本考古學出版物。

兩張照片均由艾倫·阿蒂（Alan Attie）攝



UWRA董事會宣布候選人名單

UWRA提名委員會主席Rob Seltzer

提名委員會提出以下候選人名單。

當選總統 Esther Olson在38歲後於2012年退休 當選總統 Esther Olson在38歲後於2012年退休 

曾在UW同步輻射中心擔任教育和推廣總監多年。

她曾是UWRA的憲章成員，於1999年加入。她目前

是UWRA旅行委員會的聯席主席和董事會成員（學

術人員代表）。

秘書 

瑪麗安·費舍爾（Marian Fisher）在擔任了25年的研

究教授，傑出科學家以及生物統計學和醫學信息學系

統計數據分析中心主任之後，於2016年退休。她於2

016年加入UWRA，目前擔任UWRA財務事務委員會

退休秘書。

她還曾擔任2020 UWRA戰略框架小組委員會委員。

董事會-三年任期 s董事會-三年任期 s

湯姆·布羅曼（Tom Broman）在科學史系文學與科學

學院服務了30年後於2017年退休。他加入了UWRA

2017。（教師代表）。

勞裡·梅伯里（Laurie Mayberry）於2019年退休，

僅擔任教務長辦公室助理副教務長28年。她於20

20年1月加入UWRA。（學術人員代表）。

簡·戴蒙德（Jane Dymond）在戰略諮詢辦公室擔

任了17年的高級機密計劃助理之後，於2018年退

休。她加入了UWRA 2019，並且是UWRA午餐委

員會的成員。（大學工作人員代表）。

董事會– 2年任期

傑克·索倫森（Jack Sorenson）在西澳大學醫學院

和公共衛生學院麻醉學系擔任行政總監近44年之後

，於2015年退休。他於2015年加入UWRA。他是U

WRA退休財務事務委員會的成員已有4年以上，並

曾擔任UWRA聯合主席。

過去2年。（學術人員代表）。

一年中的那個時間：更新時間！

我們正在迅速接近會計年度的結束，您將在本期中看到UWRA申請/續

簽表格，以及有關如何確定是否需要在今年續籤的說明。

今年，您可能要考慮兩個特殊的會員類別：便宜貨或人壽。任何會員都

可以利用以五年為期的價格五年特惠價，並省去了每年更新的麻煩和郵

資。如果您或您的配偶/伴侶正在接受威斯康星州退休金系統年金，您

可能要考慮的另一種選擇是終身會員制。

您可以更快更輕鬆地在線更新！您有三個續訂選項：

• 在線續訂並在線付款，

• 在線續訂並通過支票付款，或者

• 通過郵寄打印的申請/續簽表格和支票進行續簽。

儘管發生了COVID-19大流行，我們還是取得了非常成功的一年。這些

委員會正在努力計劃下一年的重大活動，演講和一日遊。請立即更新

您的會員資格，並將自己保留在郵件列表中，這樣您就不會錯過任何

UWRA通訊。

每月提醒

6月10日和7月15日（星期三），東區早餐，上午9：30，E

lie'sCafé，909 East Broadway，Monona。和8月13日，星

期四

6月4日，星期四，米德爾頓Elmwood Avenue 7457號，S

ofra上午8:30，西區早餐；7月7日和8月4日，星期二

無需預訂，無論您住在哪裡，都歡迎您參加其中一種或兩種早

餐。



SWIB仍專注於長期和投資機會

SWIB執行董事兼首席投資官David Villa

隨著世界對COV-ID-19危機的回應，威斯康

星州退休系統（WRS）擁有高度多樣化的產

品組合和強勁的2019年業績，仍然有能力應

對當前的市場波動和經濟下滑。

在這段時間內，威斯康星州投資委員會（SWIB）正在努力工作，積極

監控其投資並利用市場機會。儘管當前的流行病未知數眾多，SWIB還

是一個長期投資者，過去曾經歷過各種規模的市場低迷，從80年代的黑

色星期一到2000年代初的科技泡沫，再到偉大的2000年代末和2010年

代初的金融衰退。在過去的十年中，SWIB的管理層已經產生了為WRS

提供資金所需的淨投資收入的79％，而美國公共養老金的長期平均水平

僅為63％。從長遠來看，SWIB的管理層有助於確保WRS可以為其參與

者提供承諾的收益。我們的辦公室已經關閉，這與威斯康星州的“在家

更安全”訂單相一致，由於我們強大的業務連續性計劃，員工能夠遠程

繼續其正常的投資和交易業務。多年來，我們的員工已經通過測試和升

級我們的網絡和系統為遠程操作做好了準備。由於我們的業務連續性計

劃，我們能夠在不中斷的情況下繼續管理整個組織的資產功能。

除了內部管理和運營外，我們還與外部經理保持聯繫，以評估績效並利

用其他流動性較低的基金可能沒有能力做的及時機會。儘管沒有任何投

資策略可以防止損失，但我們的員工現在仍在繼續尋找機會來長期放置

信託基金。

我們意識到，這是我們工作最關鍵的時期。我們的工作方式可能已經改

變，但是我們並沒有改變重點，因為我們知道

642,000名WRS參與者指望著我們。希望大家繼續保持安全健

康。

在執行主任的桌子上

執行董事Sandi Haase

您是否知道UWRA每年會預算兩次$ 1,000的捐款？第一筆贈款是學生

危機應對基金，用於幫助有需要的人。第二個是對麥迪遜公立學校基

金會的匹配贈款。匹配的贈款鼓勵我們的成員向麥迪遜公立學校基金

會或他們最喜歡的當地公立學校捐款。在達到$ 1,000的自我報告的捐

款後，UWRA發送了一張支票。匹配的贈款基於我們的成員在當年對

丹恩縣公立學校的所有捐款。

多虧了您的捐款，UWRA今年才能夠再次獲得全部1,000美元的贈款。

UWRA的兩筆贈款都是最近寄出的，我們已經收到麥迪遜公立學校基

金會執行主任Melinda V. Heinritz和學生辦公室主任Dean Christina O

lstad的感謝。感謝您過去的捐款，這些捐款使我們能夠繼續提供全部

匹配的贈款，以支持我們出色的公立學校。請繼續通過retireassn@m

ailplus.wisc.edu 向協會辦公室自我披露您的公立學校捐款，以便將其

用於我們的配對資金。

最後一句話：改變

作者：瑪麗·巴納德·雷（Mary Barnard Ray），編輯

在我們正在經歷的所有變化中，還有一個變化：我將退出編輯 篩在我們正在經歷的所有變化中，還有一個變化：我將退出編輯 篩

子

我們正在尋找新的編輯器。有興趣嗎 您可以與好人一起工作，並且

可以快速了解即將進行的活動和演示。如果您有興趣，請聯繫Sand

i Haase。

值得慶幸的是，一些變化現在帶來了希望。我前面的草坪上有水仙花，

玉host正在發芽，麻雀在盤taking。甲板家具不在棚子裡，短袖襯衫不

在儲藏室裡。這些變化提醒我，生活不會總是被恐懼或沮喪所支配。我

們會適應。儘管我們的生活會改變，但大部分改變都是美好的。我終於

要為我的孩子們做記憶棉被了。每天，我都打電話給一個我很久沒有與

之交談過的人，重新燃起的友誼令人愉快。

在更廣泛的層面上，也許社會將學習如何避免每年的流感相互傳播。

也許像我們現在所做的那樣，我們會記住要友善並對別人微笑。在C

OVID 19通過很久之後，我們也許可以保留所有人在一起的願景。我

們可以找到比以往更好的變化。

mailto: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如何縮放

電子技術委員會成員Rachel Baker

Zoom是一款適用於瀏覽器，平板電腦和電話的應用程序，它使您可以

通過Internet遠程參加會議，並像參加其他與會者一樣參加會議。Zoom

使用您的設備及其麥克風和攝像頭來查看和收聽其他參與者，並允許他

們查看和聽到您的聲音。

最近，Zoom應用程序的使用變得如此廣泛，以至於利用了一些安全漏

洞，但是只要使用最新版的應用程序，參加會議（而不是託管）就可以

安全地進行Zoom會議。 

您的會議主持人通過向您發送類似於以下內容的邀請來啟動Zoom會議

。

如果您尚未安裝會議應用程序，則單擊計算機上的會議鏈接將自動下載

“縮放”應用程序。會議號和密碼將列在電子郵件中，或嵌入在“縮放會議

”鏈接本身中，如上所示。如果提示您創建一個Zoom用戶帳戶和密碼，

則不必只是參加會議。您將要輸入您的姓名，即 在相機圖像中可見 與則不必只是參加會議。您將要輸入您的姓名，即 在相機圖像中可見 與則不必只是參加會議。您將要輸入您的姓名，即 在相機圖像中可見 與

您的視頻一起顯示。 點擊 安裝應用後，邀請鏈接應會自動為您打開會您的視頻一起顯示。 點擊 安裝應用後，邀請鏈接應會自動為您打開會您的視頻一起顯示。 點擊 安裝應用後，邀請鏈接應會自動為您打開會

議。

xxxxxxx邀請您參加安排的Zoom會議。 

主題：xxxxxxxx 

時間：2020年3月29日，美國中部時間下午06:15（美國和加拿大） 

加入Zoom Meeting 

https://zoom.us/j/920927837?pwd=S245dkp3NS tmdzTd

iNmRxWMzVydnhqzU會議ID：920 927 837密碼：02891

1按您所在的位置撥號 

+ 1 312 626 6799美國（芝加哥）會議

ID：920927837

YouTube視頻 bit.ly/2XAdb0f顯示如何在智能手機上安裝Zoom。該視頻YouTube視頻 bit.ly/2XAdb0f顯示如何在智能手機上安裝Zoom。該視頻

還包括如何配置某些“縮放”設置，這些設置也適用於瀏覽器版本。

參加時請練習良好的視頻/電話會議禮儀。

1.在您不講話時隨時將麥克風靜音，以免打斷當前正在講話的與會者

的音頻。

2.準備講話時，單擊屏幕上的靜音/取消靜音符號以啟用您的麥克風，或

在主持人指示下使用“舉手”按鈕。

3。 如果您使用的是平板電腦或手機，請放置使其穩定，即不要將手

機握在手中。移動太多或移動設備會佔用網絡帶寬。

4.為了使您自己可見並減少眩光，請佈置您的位置，以使光源面向您而

不是在您身後。

最後，您不需要Internet設備即可參加Zoom會議。會議邀請中還將包含

一個電話號碼，以便您僅通過電話即可在會議中收聽和交談。不說話時

，請按手機上的靜音按鈕。

以上所有內容特別適用於參加Zoom會議。如果需要主持會議，則必須

採取許多其他步驟來保護會議的安全性和私密性。有關某些示例，請參

見以下站點。

bit.ly/2JS54Ux 

nyti.ms/2JVuK2K 

bit.ly/3aTkVxY 

on.wsj.com/2UUFHrA

如有疑問，可以聯繫本文的作者， Rachel Baker，電子郵件：UWR如有疑問，可以聯繫本文的作者， Rachel Baker，電子郵件：UWR

A.tech@gmail.com。

新成員3月9日至4月8日

Harriet Bortnowski克里斯

汀·邦克泰德·邦克納拉·考

克斯瑪拉·埃斯奇·芭芭拉

·坎普

布萊恩·拉威（Brian LaRowe）

康妮·拉威（Annie LaRowe）

安·勞埃德（Claire Mangasria

n Bradley McCabe Arthur 

Rainwater）

https://zoom.us/j/920927837?pwd=S245dkp3NStmdzTdiNmRxWMzVydnhqzU
https://zoom.us/j/920927837?pwd=S245dkp3NStmdzTdiNmRxWMzVydnhqzU
https://bit.ly/2XAdb0f
https://bit.ly/2JS54Ux
https://nyti.ms/2JVuK2K
https://bit.ly/3aTkVxY
https://on.wsj.com/2UUFHrA
mailto:UWRA.tech@gmail.com


食品儲藏室捐贈和新提名

美國農業部（USDA）將“糧食不安全”定義為“缺乏持續獲取足夠食物以

獲得積極，健康生活的途徑”。。。。飢餓是指個人的身體不適感，而

糧食不安全則是指缺乏家庭一級糧食可用的財政資源。” （https://tinyu

rl.com/qkfah5y。）

2018-20年食品儲藏室捐款統計

UWRA成員在參加UWRA計劃時會通過自願捐款來參與戰鬥。在過去的

兩年中，UWRA支持了Goodman社區中心的Fritz Food Pantry。恩典主

教教堂食品儲藏室；公噸。錫安浸信會教堂食品儲藏室；和開放式座位

食品儲藏室。通過您的捐款，我們在2018-19年度的24個計劃中籌集了

$ 5,001。今年，我們在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4日的15個項目中籌集

了3,675美元。不幸的是，大流行導致我們取消了7個項目。

隨著我們繼續在家裡避難，許多人繼續面臨挑戰。UWRA很樂意接受

任何捐贈並將其轉發給食品儲藏室。可以向以下任何儲藏室付款。

• 嘉民社區中心-弗里茨食品儲藏室

• 恩典主教教堂食品儲藏室

• 公噸。錫安浸信會教堂食品儲藏室

• 威斯康星大學基金會，備忘欄上有“ Open Seat Food Pantry”

將捐款郵寄給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地址為：北公園街21號，麥

迪遜市7205室，威斯康星州53715-1218。

需要2020-22年食品儲藏室提名

董事會現在正在徵求關於從2020年秋季開始的周期中選擇四個丹恩縣

食品儲藏室的建議。選定的儲藏室將輪流接受UWRA成員的貨幣捐款

，為期兩年。請發送您的提名以及食品儲藏室的位置，食品儲藏室人

口的簡短說明以及對食品儲藏室的需求說明

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在6月1日之前。

感謝您一直以來對我們的丹麥縣社區的支持。我們期待著您的稱號。

會見琳達·鮑曼（Linda Baumann）成員

專欄協調人Deb Lauder

退休前 我曾是護理學院和醫學與公退休前 我曾是護理學院和醫學與公

共衛生學院的教授。

我退休後做的第一件事是 徒步到我退休後做的第一件事是 徒步到

大峽谷邊緣。

現在我花時間 閱讀，園藝，志願服務現在我花時間 閱讀，園藝，志願服務

和旅行。

退休前我最喜歡的工作 前往州和世界不發達地區學習和教學有關護理和退休前我最喜歡的工作 前往州和世界不發達地區學習和教學有關護理和

公共衛生的知識。我們的一項農村培訓補助金最喜歡的徽標是“出國學習

：來到威斯康星州農村”。

我最喜歡的退休部分是 在我的一天和一周中有時間自由地優先選擇我最喜歡的退休部分是 在我的一天和一周中有時間自由地優先選擇

健康的主動選擇。

我最不喜歡退休的部分是 沒有固定的時間表。我現在有時間自由和確定我最不喜歡退休的部分是 沒有固定的時間表。我現在有時間自由和確定

優先事項，有時會變得很複雜。

我仍然不能丟掉 我的一些舊教學大綱和課堂筆記，但寫完這些後，我決我仍然不能丟掉 我的一些舊教學大綱和課堂筆記，但寫完這些後，我決

定經過一兩個盒子然後清除。 

讓我驚訝的是 我很有競爭力。我駕駛356保時捷在“美國之路”（Road A讓我驚訝的是 我很有競爭力。我駕駛356保時捷在“美國之路”（Road A

merica）上贏得了當日最快的女士們的獎杯。我在門多塔遊艇俱樂部

（Mendota Yacht Club）進行了具有競爭力的航行40年。

我最近在看什麼：《羽毛小偷》 和 我的靈魂的伊涅茲 由伊莎貝爾·阿連德（Isabelle A我最近在看什麼：《羽毛小偷》 和 我的靈魂的伊涅茲 由伊莎貝爾·阿連德（Isabelle A我最近在看什麼：《羽毛小偷》 和 我的靈魂的伊涅茲 由伊莎貝爾·阿連德（Isabelle A我最近在看什麼：《羽毛小偷》 和 我的靈魂的伊涅茲 由伊莎貝爾·阿連德（Isabelle A

llende）撰寫。

我在麥迪遜地區最喜歡的餐廳是 湖畔大街上的VFW很棒的午餐特價！糟我在麥迪遜地區最喜歡的餐廳是 湖畔大街上的VFW很棒的午餐特價！糟

糕的是，該建築物已被出售，很快將成為一棟160單位的公寓樓。

我最喜歡聽的音樂是 經典搖滾。我最喜歡聽的音樂是 經典搖滾。

我的下一個旅行計劃包括參觀 在西南地區，並住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我的下一個旅行計劃包括參觀 在西南地區，並住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

，與許多明尼蘇達州的明礬迷住了一段咒語。我希望我的下一次旅行

是我祖父母來自羅馬尼亞東北部。

UWRA- 您的網絡退休UWRA- 您的網絡退休

https://tinyurl.com/qkfah5y
mailto: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 請打印）名稱（ 請打印）名稱

配偶/合夥人姓名

電子郵件 配偶/合夥人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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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年份 從（部門）退休

會員等級 所有成員都以電子方式收到每月的時事通訊。年度會員，特價會員和終身會員可以選擇接收紙質時事通訊

。請注意，紙質版本將在電子版本分發並在線提供後的7到10天之內到達。

作為年度會員，特價會員或終身會員，我選擇接收印刷版的新聞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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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0 以5的價格獲得6年！

生活-$ 300 一名家庭成員必須獲得威斯康星州退休系統的年金。

超出區域-$ 10 居住在535、537、539以外的郵政編碼中。時事通訊僅通過電子郵件發送。

超出區域的討價還價-$ 50 如果居住在535、537、539以外的郵政編碼中，則可以5年的價格獲得6年的保險。

尚未收回-$ 10 簡訊僅通過電子郵件發送。

鼓勵您加入在線！請訪問UWRAmadison.org。

• 加入並在線付款

• Ĵ 在線上通過支票付款Ĵ 在線上通過支票付款

• 通過郵寄此應用程序並附上支票抬頭至UWRA並郵寄至UWRA，地址為：North Park Street 21，7205室，麥迪遜，WI 53

715-1218

我需要續約嗎？我的會員資格有效嗎？

UWRA會員年為7月1日至6月30日。會費應於7月1日交納。

您是否在想是否需要填寫此表格並提交會費？什麼時候到期？您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這些信息嗎？

如果您正在閱讀紙質的Sifter問題，請花點時間看一下您的郵寄標籤。在您名稱的右側，您將看到一個日期，例如2020或2025。該日期是您的

成員資格到期且需要更新的年份。

2029年薩利·布朗（Sally Brown）123 Firs

t Street Anywhere，WI 53711

如果您正在在線閱讀本期雜誌，則可以在每個月第一天收到的電子郵件中找到您的續訂日期和會員級別。稱呼之上是三行信息。看起來像...

成員級別：年度更新日期：2020年7

月1日薩莉·布朗親愛的薩莉，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會員申請表/續簽表

http://UWRAmadison.org


篩子

https://UWRAmadison.org威斯康星大學麥迪

遜分校退休協會c / o繼續研究科21 North Pa

rk Street，Room 7205 Room，WI 

53715-1218

感動還是感動？

篩子 不會被郵政服務自動轉篩子 不會被郵政服務自動轉

發。請使用電子郵件，蝸牛

郵件或我們的網站給我們提

供您的新地址，以便您可以

繼續接收 篩子 定期地。繼續接收 篩子 定期地。繼續接收 篩子 定期地。

非營利組織

美國威斯康星州麥迪

遜市的郵費已付，編

號658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的日曆日期

繼續監視UWRAmadison.org網站以獲取更多取消更新。

5月8日，星期五 上午8:30 Sofra早餐西區取消

5月12日，星期二 12:00 PM 年度會員大會和午餐會已取消

5月14日，星期四 上午8:30 Elie'sCafé早餐東區取消

5月15日，星期五 9:00 AM WI Annuitants聯盟年度會議已取消

5月19日，星期二 10:00 AM 財務和醫療保健授權書已取消 

6月4日，星期四 上午8:30 Sofra早餐西區

6月10日，星期三 上午8:30 埃利咖啡廳早餐

6月10日，星期三 5:00 PM 總理的新退休人員招待會被取消 

6月18日，星期四 下午1:30 虛擬年度會員大會

7月7日，星期二 上午8:30 Sofra早餐西區

7月15日，星期三 上午8:30 Elie's Cafe早餐東區

8月3-5日，星期一 一整天 十大年度會議，在愛荷華州愛荷華大學舉行

8月4日，星期二 上午8:30 Sofra早餐西區

8月13日，星期四 上午8:30 埃利咖啡廳早餐

有關PLATO即將出行的信息，請訪問platomadison.org/page-18561。有關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的信息以及截止日期 篩子 請參見UWRA有關PLATO即將出行的信息，請訪問platomadison.org/page-18561。有關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的信息以及截止日期 篩子 請參見UWRA有關PLATO即將出行的信息，請訪問platomadison.org/page-18561。有關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的信息以及截止日期 篩子 請參見UWRA

madison.org上的UWRA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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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