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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華民國打招呼！

退休機會委員會聯席主席Susan Fischer

兩年前，UWRA的兩個委員會（聯繫和退休挑戰）合併，成為退休

挑戰和機會委員會。自合併以來，該委員會贊助了各種聚會，會員

參與的機會以及各種演講，包括健康挑戰，歷史，實際生活問題，

昆蟲（好與壞）和自然。我們就各個主題領域的計劃集思廣益。試

圖找出如何最好地縮小所有適合一年的酷方法變得困難！實際上，

我們積極避免的唯一領域是技術，財務和旅行，因為這些領域由其

他委員會負責。

考慮到這種可能性的可能性，我們決定不再使用當前的名稱。自5月

起生效，我們現在稱為退休機會委員會（ROC） 簡而言之。我們將起生效，我們現在稱為退休機會委員會（ROC） 簡而言之。我們將

繼續致力於尋求和介紹有關健康挑戰的計劃以及各種主題和活動，

以豐富我們的個人和智力。

由於Covid-19的現狀，我們不確定明年將如何提供程序。這完全取

決於聚會的安全性，場地的可用性以及哪些程序可以很好地轉換為

虛擬體驗。同時，請注意，中華民國正在努力為會員提供有趣而令

人滿意的機會和計劃。新的成員總是受歡迎的！請與聯席主席Mary

 Beth Plane聯繫（ marybethplane@yahoo.com ）或Susan Fische Beth Plane聯繫（ marybethplane@yahoo.com ）或Susan Fische

r（sfischer@uwalumni.com ）了解更多信息。

還有時間註冊

虛擬年度會員大會 

6月18日，星期四，下午1:30

報名截止日期：6月11日，星期四

在uwramadison.org/event-3810214在線註冊。在6月11日星期四關

閉註冊後，所有註冊人都將收到有關如何訪問會議的說明以及指向

會議材料的鏈接。有關要討論的業務的詳細信息，請參閱5月中的

“會員會議議程”文章。 篩子。“會員會議議程”文章。 篩子。

和我們一起吃早餐嗎？

早餐協調員Millard Susman和Jeanne Stublaski

我們認為，至少要避免直接接觸至少一小會兒，這是審慎的做法，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放棄與朋友聊天的甜食和一杯咖啡。我們

可以享用虛擬的，自己動手的甜麵包早餐，而無需換上睡衣！通過

建立一個數字會議，Sofra幫派和Elie幫派可以彼此了解，我們可以

克服東西方的鴻溝。

如果您想參加這樣的聚會 在8:30 如果您想參加這樣的聚會 在8:30 

請在6月10日（星期三）上午在uwramadison.org/event-3

845558進行註冊。

註冊者將收到一封包含說明和鏈接的電子郵件，以參加早餐聚會。

我們期待您的光臨。

新成員，4月9日至5月15日

凱瑟琳·艾倫·達娜·加里

森愛德華·希爾·羅伯塔

·希爾杰奎琳·路德·勞倫

斯·路德·桑德拉·桑德斯

傑克·桑德斯（Daniel

 Schaefer）丹尼爾·舍

費爾（Gail Schaefer）

烏拉圭

您的網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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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技術來度過陌生的時代

電子技術委員會成員Rachel Baker 

即使我們開始放鬆“封鎖”生活，限制不必要的旅行和公眾社交也會在

一定程度上持續一段時間。為此，本文回顧了一些已經並將繼續幫助

這項工作的技術。

對於非接觸式購物，許多餐館和大多數雜貨店通過路邊提貨和/或送貨

上門的在線訂購提供某種類型的服務。如果您尚未利用這些服務，請

按照以下步驟操作。

• 打開瀏覽器到商店網站和/或下載其移動應用程序。 

• 瀏覽菜單，查看產品。利用廣告宣傳的特價商品和數字優惠券。

建立清單或購物車。選擇一個可用的交貨或取件時間，然後用信

用卡付款。送貨費用各不相同，通常約為10美元，路邊取貨通常

是免費的。盡可能地給小費。

• 藥房鼓勵開處方取藥，甚至是非處方產品，許多藥店都提供免費

的處方藥。 

社會接觸對於身體和情感健康仍然很重要。這裡有一些想法。

• 通過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Nextdoor，Twitter和類

似來源的社交網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價值，但仍然存在隱私

風險。為了最大程度地減少它們，請設置兩因素身份驗證，限制

對帖子的訪問，避免發布過多的個人詳細信息，並在選擇朋友和

關注者時謹慎使用。

• 通過FaceTime，Google Duo或Zoom與朋友和家人進行文本或電

子郵件，電話或視頻會議。

• 通過移動應用程序（例如與朋友共話，Scrabble GO，Clue等

）玩家庭遊戲。

為了幫助您保持生產力，請考慮以下選項。

• 對您的房屋和財產進行數字視頻瀏覽，然後將其與房

主的政策一起存檔。

• 清理並整理您的電子郵件。

• 整理數碼照片並實施Google Photo或iCloud備份。

• 清理並整理您的移動通訊簿，然後進行備份。

• 更新您的UWRA生活賬本。

• 使用YouTube視頻學習新的愛好或進行家庭維修。

有技術問題或建議嗎？電子郵件UWRA.tech @ gmail.com。

感言 

即將離任的總統Mary Czynszak-Lyne

去年擔任總統是絕對的榮幸。這是非常令人難忘的，很有趣！在回顧

過去的12個月時，我想分享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

• Rob Seltzer，Sandi Haase和我參加了由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

厄巴納分校主辦的2019年十大退休協會會議。UWRA十大指導委

員會已開始計劃2023年會議，該會議將展示我們的校園和成就。

• UWRA參加了2019年秋季福利博覽會，現有和退休員工了解了可

用的福利選項。UWRA舉行了一次小組會議，題目是“如果我知道

那麼我現在知道的話”，該會議受到了熱烈歡迎並參加了會議。

• 我們的同事，朋友和UWRA長期會員Joel Skornicka於11月去世。

他是一位善良而有思想的紳士，他的幽默被大大地錯過了。

• UWRA當選官員在UW-Madison退休問題委員會（RIC）任職，以

解決退休人員和即將退休的人員所關注的問題。今年的RIC在202

0年員工職業大會上發表了演講，分享瞭如何在財務上退休。

• 9名成員參加了第一個戰略框架的製定。確定的三大優先事項是：

（1）調查當前成員的需求；（2）與大學和社區建立合作夥伴關

係，例如通過與繼續學習部合作為國際學生提供指導；（3）檢查

UWRA核心志願者的薪酬。

• COVID-19大流行使我們的世界顛倒了。我們現在舉行虛擬委

員會和董事會會議。年度會員大會將是虛擬的，沒有習慣性

的慶祝午餐會。

• 董事會成立了一個小組委員會，以審查UWRA的章程和操

作程序。

最後，我要感謝所有為計劃和執行活動與活動付出大量時間的委員會

成員。UWRA因您的工作而成功。我們知道2020年秋季及以後的編程

很有趣。這是一個新時代，我們必須前進並適應我們的新常態。

最後，我衷心感謝我們的執行董事Sandi Haase，他始終堅持不懈地努

力，是組織的靈魂。沒有三迪的承諾和熱情，我們的協會將會迷失。

謝謝桑迪！在威斯康星州！

mailto:UWRA.tech@gmail.com
mailto:UWRA.tech@gmail.com


適應退休

作者：公共事務和消費者科學榮譽教授Karen Holden 

儘管我的學術研究專注於退休保障，但我經常會問朋友

：“您認為多少錢可以退休？” 他們會回答：“ Karen，您

是應該知道這一點的人！” 我會回答：“我知道一個團體

的'足夠性'，可以提供政策建議，但對我來說呢？” 從來

沒有一個定論的答案給我，但是當我發現一項引人入勝

的新活動使我進入退休生活時，我出乎意料的“足夠”了

——Cajun音樂和舞蹈。我一直是某種舞蹈家，

Bharatanatyam舞者小時候生活在印度，退休前是一名反對舞者。2001年，我參加了在威斯康星州道奇維爾的民俗村

舉辦的年度Cajun / Creole舞蹈和音樂週末活動。令我震驚的是，我不知道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這種講法語的本地文化

。我從沒有在美國歷史課上學習過有關“大錯綜複雜”的知識，這是1755年法國原住民的阿卡迪亞人被迫從現在的新斯

科舍省撤走的，這個大批學生居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四面佛州，而不是在新奧爾良，但橫跨Lafayette附近的Atchafala

ya盆地。即使路易斯安那州在學校宣布法語為非法，但卡瓊斯人還是通過歌舞來保留他們的語言和文化。我跳舞，這

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拾起吉他，並且學會了唱歌卡瓊-法國歌曲。我去了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 Cajun文化得以生存的地方

。在其中的一次旅行中，我進行了“ Zydeco自行車”，為期四天的自行車騎行，騎著2000音樂和喜歡Cajun / Zydeco舞

蹈的自行車手。我組建了一支女子樂隊，“大草原貝尤卡瓊樂隊”，該樂隊演奏了大約十年。現在，我為Cajun音樂家舉

辦室內音樂會，並幫助預訂Cajun樂隊（例如麥迪遜的糖楓音樂節）。我繼續教書，但現在擔任麥迪遜的Cajun陌生人

樂隊表演之前，擔任Cajun和Zydeco舞蹈教練。我還教過UW學生會Cajun / Zydeco舞蹈小課程，並主持了文化和語言

課程，描述了為什麼學生不必出國學習法語，因為在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講法語已有250多年了。騎了四天的自行車，

騎著2000首音樂和喜歡Cajun / Zydeco的舞蹈愛好者。我組建了一支女子樂隊，“大草原貝尤卡瓊樂隊”，該樂隊演奏了

大約十年。現在，我為Cajun音樂家舉辦室內音樂會，並幫助預訂Cajun樂隊（例如麥迪遜的糖楓音樂節）。我繼續教

書，但現在擔任麥迪遜的Cajun陌生人樂隊表演之前，擔任Cajun和Zydeco舞蹈教練。我還教過UW學生會Cajun / Zyd

eco舞蹈小課程，並主持了文化和語言課程，描述了為什麼學生不必出國學習法語，因為在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講法語

已有250多年了。騎了四天的自行車，騎著2000首音樂和喜歡Cajun / Zydeco的舞蹈愛好者。我組建了一支女子樂隊，

“大草原貝尤卡瓊樂隊”，該樂隊演奏了大約十年。現在，我為Cajun音樂家舉辦室內音樂會，並幫助預訂Cajun樂隊

（例如麥迪遜的糖楓音樂節）。我繼續教書，但現在擔任麥迪遜的Cajun陌生人樂隊表演之前，擔任Cajun和Zydeco舞

蹈教練。我還教過UW學生會Cajun / Zydeco舞蹈小課程，並主持了文化和語言課程，描述了為什麼學生不必出國學習

法語，因為在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講法語已有250多年了。（麥迪遜的糖楓節）。我繼續教書，但現在擔任麥迪遜的C

ajun陌生人樂隊表演之前，擔任Cajun和Zydeco舞蹈教練。我還教過UW學生會Cajun / Zydeco舞蹈小課程，並主持了

文化和語言課程，描述了為什麼學生不必出國學習法語，因為在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講法語已有250多年了。（麥迪遜

的糖楓節）。我繼續教書，但現在擔任麥迪遜的Cajun陌生人樂隊表演之前，擔任Cajun和Zydeco舞蹈教練。我還教過UW學生會Cajun / Zydeco舞蹈小課程，並主持了文化和語言課程，描述了為什麼學生不必出國學習法語，因為在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講法語已有250多年了。

但是，我的退休還不是全部跳舞和聽音樂。我在個人理財方面的學術工作使我重新聚焦於

退休-被監禁的個人面臨的財務問題。我曾在州立監獄教過金融知識，目前正在參加西澳

大學的一個項目，該項目旨在改善兒童探望被監禁的父母的情況。我加入了UWRA退休

財務事務委員會。我仍然對財務上的“足夠”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這個委員會讓我一

直在思考，因為我幫助規劃瞭如何節省和明智地退休的計劃。退休對我來說是一個發現的

時代：關於美國（和加拿大）一段完全未知的歷史，關於一種文化如何通過音樂和舞蹈來

保存自己，即使在一個統治社會試圖壓制它的時候，

最後一句話：感激之情

作者：瑪麗·巴納德·雷（Mary Barnard Ray），編輯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人們似乎特別感謝其他超出常規範

圍來幫助我們的人的工作，例如護士和雜貨店的店員。

以多種創造性的方式表達了感激之情。我們對人行道上

的粉筆信息以及人們組織的駕車遊行感到振奮。在我們

附近，步行者過馬路時會揮舞並微笑，以保持安全距離

。駕駛員往往會停下來，等待並揮手致使步行者過馬路

，即使步行者還沒到拐彎處也是如此。一個鄰居在他的

前院裡放了一個六英尺長的棍子，當我們談話時，任何

鄰居都可以使用它來確保我們有正確的安全距離。就在

昨天，我的丈夫，鄰居和我能夠將十二隻嬰兒的母鴨放

到離我們社區半英里遠的地方，在密爾沃基街對面。只

有通過許多汽車，walk狗者和驚訝的房主的合作才有可

能實現這一壯舉。至少對我來說，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一些小小的寬恕行為，例如當人們為在雜貨店裡離得太

近而道歉後，人們說“沒關係”。即使是笑容不愉快的表

情，也可以提醒我們所有人，我們都需要感恩，情況可

能會更糟。在我擔任新聞編輯的整個過程中，我從他人

的感激中受益。人們已經原諒我的錯誤，並很快感謝我

的努力。自從我上個月宣布退出新聞通訊編輯職位以來

，我收到了許多人發送的可愛電子郵件說明以及他們的

文章。所以，最後，我要感謝大家在過去幾年中的良好

表現，特別是Sandi Haase和Colleen McCabe。能夠

加入新聞通訊團隊是我的榮幸。

網站上的新功能

組織文件：

年度會議文件



掌聲……請！

作者：執行董事Sandi Haase

協會的成功是UWRA委員會付出時間，努

力，奉獻和所做工作的直接結果。當我們

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些成員繼續致力於提供未來的計劃。由於我們

不能在一起慶祝UWRA的又一個成功年，我們想花一點時間來感謝所有

委員會成員的貢獻。請和我一起感謝：

* 表示連續三年在委員會中任職。

蘇·亞當斯 差旅委員會業務辦公室和運營團隊董事會蘇·亞當斯 差旅委員會業務辦公室和運營團隊董事會

雷切爾·貝克（Rachel Baker） 電子技術委員會雷切爾·貝克（Rachel Baker） 電子技術委員會

Darrell Barth， 午餐委員會Darrell Barth， 午餐委員會

弗蘭克·波爾 攝像師弗蘭克·波爾 攝像師

戴爾·伯克 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戴爾·伯克 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

帕特·卡羅爾*， 退休機會委員會帕特·卡羅爾*， 退休機會委員會

凱西·克里斯多夫（Kathy Christoph）*， 電子技術委員會，退休財務事項委員凱西·克里斯多夫（Kathy Christoph）*， 電子技術委員會，退休財務事項委員

會

泰德·柯林斯 旅行委員會泰德·柯林斯 旅行委員會

朱迪·克雷格（Judy Craig）*， 電子技術委員會朱迪·克雷格（Judy Craig）*， 電子技術委員會

Mary Czynszak-Lyne， 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董事會，成員委員會Mary Czynszak-Lyne， 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董事會，成員委員會

釘達魯日*， 旅行委員會釘達魯日*， 旅行委員會

里克·達盧格（Rick Daluge） 退休財務事務委員會，會員委員會里克·達盧格（Rick Daluge） 退休財務事務委員會，會員委員會

保羅·德盧卡 退休金融事務委員會董事會保羅·德盧卡 退休金融事務委員會董事會

Marcy Doelp， 電子技術委員會董事會Marcy Doelp， 電子技術委員會董事會

約翰·道林 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約翰·道林 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

露絲·杜瓦爾（Ruthi Duval） 午餐委員會露絲·杜瓦爾（Ruthi Duval） 午餐委員會

Bob Dye *， 退休事務財務委員會，成員委員會Bob Dye *， 退休事務財務委員會，成員委員會

馬克·芬克*， 午餐委員會馬克·芬克*， 午餐委員會

瑪麗安·費舍爾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瑪麗安·費舍爾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

蘇珊·菲舍爾（Susan Fischer）， 退休機會委員會董事會蘇珊·菲舍爾（Susan Fischer）， 退休機會委員會董事會

瓊·吉爾曼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瓊·吉爾曼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

卡羅爾·格雷厄姆， 電子技術委員會卡羅爾·格雷厄姆， 電子技術委員會

Sandi Haase， 退休財務事務委員會業務辦公室和運營團隊Sandi Haase， 退休財務事務委員會業務辦公室和運營團隊

吉姆·漢森*， 會員委員會吉姆·漢森*， 會員委員會

約翰·赫爾格森*， 電子技術委員會約翰·赫爾格森*， 電子技術委員會

帕特·亨里克森， 午餐委員會帕特·亨里克森， 午餐委員會

凱倫·霍頓（Karen Holden）*，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凱倫·霍頓（Karen Holden）*，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

蓋爾·福爾摩斯*， 旅行委員會蓋爾·福爾摩斯*， 旅行委員會

凱思·歐文，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凱思·歐文，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

加里·約翰遜*， 會員委員會加里·約翰遜*， 會員委員會

Orv Jordahl， 電子技術委員會Orv Jordahl， 電子技術委員會

費薩爾·卡德（Faisal Kaud）*，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退休機會委員會費薩爾·卡德（Faisal Kaud）*，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退休機會委員會

克里斯·克萊恩亨茨（Chris Kleinhenz） 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董事會克里斯·克萊恩亨茨（Chris Kleinhenz） 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董事會

多蘿西·克萊恩費爾特（Dorothy Klinefelter）， 審核員多蘿西·克萊恩費爾特（Dorothy Klinefelter）， 審核員

黛安·克拉維茲（Diane Kravetz） 電子技術委員會，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黛安·克拉維茲（Diane Kravetz） 電子技術委員會，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

傑里·庫爾辛斯基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傑里·庫爾辛斯基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

卡倫·拉梅爾（Karen LaMere） 電子技術委員會董事會卡倫·拉梅爾（Karen LaMere） 電子技術委員會董事會

傑里·蘭格 業務辦公室和運營團隊，審計員傑里·蘭格 業務辦公室和運營團隊，審計員

黛布拉·勞德（Debra Lauder），篩子 列協調員黛布拉·勞德（Debra Lauder），篩子 列協調員

Al Liegel， 旅行委員會Al Liegel， 旅行委員會

Colleen McCabe *， 旅行委員會， 篩子 佈局編輯器Colleen McCabe *， 旅行委員會， 篩子 佈局編輯器Colleen McCabe *， 旅行委員會， 篩子 佈局編輯器Colleen McCabe *， 旅行委員會， 篩子 佈局編輯器

瑪麗·梅斯*， 退休機會委員會董事會 瑪麗·梅斯*， 退休機會委員會董事會 

Michele Mickelson， 退休機會委員會Michele Mickelson， 退休機會委員會

Don Miner，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Don Miner，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

加里·米切爾 會員委員會，退休機會委員會加里·米切爾 會員委員會，退休機會委員會

Esther Olson， 差旅委員會董事會Esther Olson， 差旅委員會董事會

Jurgen Patau，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Jurgen Patau，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

瑪麗·貝絲（Mary Beth Plane）*， 退休機會委員會瑪麗·貝絲（Mary Beth Plane）*， 退休機會委員會

莎拉·波茨（Sarah Potts）， 午餐，退休機會委員會莎拉·波茨（Sarah Potts）， 午餐，退休機會委員會

瑪麗·雷，篩子 編輯瑪麗·雷，篩子 編輯

查爾斯·雷德 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查爾斯·雷德 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

保羅·瑞歇爾*， 退休金融事務委員會，電子技術委員會保羅·瑞歇爾*， 退休金融事務委員會，電子技術委員會

凱·羅伊特·克羅恩，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凱·羅伊特·克羅恩，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

比爾·里奇納， 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董事會比爾·里奇納， 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董事會

路易絲·羅賓斯， 電子技術委員會路易絲·羅賓斯， 電子技術委員會

芭芭拉·魯斯特*， 業務辦公室和運營團隊芭芭拉·魯斯特*， 業務辦公室和運營團隊

克里斯汀·辛德勒 午餐委員會克里斯汀·辛德勒 午餐委員會

羅伯特·塞爾茲（Robert Seltzer）*， 董事會，會員委員會羅伯特·塞爾茲（Robert Seltzer）*， 董事會，會員委員會

傑克·索倫森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傑克·索倫森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

凱倫·斯塔福徹*，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凱倫·斯塔福徹*，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

Bill Steffenhagen *， 會員委員會Bill Steffenhagen *， 會員委員會

湯姆·史蒂文斯（Tom Stevens）*， 電子技術委員會湯姆·史蒂文斯（Tom Stevens）*， 電子技術委員會

吉姆·斯特拉頓 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退休機會委員會吉姆·斯特拉頓 夥伴關係和參與委員會，退休機會委員會

珍妮·斯塔伯斯基（Jeanne Stublaski）， 退休機會委員會珍妮·斯塔伯斯基（Jeanne Stublaski）， 退休機會委員會

Millard Susman， 退休事務財務委員會，電子技術委員會，退休機會委員會Millard Susman， 退休事務財務委員會，電子技術委員會，退休機會委員會

，特殊項目

安·華萊士*， 電子技術委員會，會員委員會，特殊項目安·華萊士*， 電子技術委員會，會員委員會，特殊項目

溫迪·韋， 退休機會委員會董事會 溫迪·韋， 退休機會委員會董事會 

Mareda Weiss *， 審核員Mareda Weiss *， 審核員

倒鉤威利*， 午餐委員會倒鉤威利*， 午餐委員會

拉里·溫克勒（Larry Winkler）*， 業務辦公室和運營團隊拉里·溫克勒（Larry Winkler）*， 業務辦公室和運營團隊

貝絲·詹普*， 董事會，業務辦公室和運營團隊貝絲·詹普*， 董事會，業務辦公室和運營團隊

凱西·茨威菲（Kathy Zweifel），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凱西·茨威菲（Kathy Zweifel），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

當解除與社會隔離的限制，我們可以再次在一起時，將向在委員會中服

務了三年的上述成員表示感謝。 



最後，我們再見，並特別感謝正在董事會中完成任期的董事會官員和

全體成員。蘇珊·亞當斯（Susan Adams）， 高校普通會員全體成員。蘇珊·亞當斯（Susan Adams）， 高校普通會員

鮑勃·戴， 普通學術人員（ 完成了Joel Skornicka的任期）Mary Metz， 普鮑勃·戴， 普通學術人員（ 完成了Joel Skornicka的任期）Mary Metz， 普鮑勃·戴， 普通學術人員（ 完成了Joel Skornicka的任期）Mary Metz， 普鮑勃·戴， 普通學術人員（ 完成了Joel Skornicka的任期）Mary Metz， 普

通教師

Rob Seltzer， 前任總統Rob Seltzer， 前任總統

比爾·里奇納， 秘書比爾·里奇納， 秘書

如果您有興趣參與退休協會，那麼加入委員會將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開始的地方。您可以訪問UWRAmadison.org了解有關每個委員會的

更多信息。請考慮加入委員會，今天就分享您的技能，才能和興趣！

認識生命成員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退休協會想藉此機會表彰其所有現任成員，並感謝

他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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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知道您的想法！

UWRA戰略框架Mary Beth Plane –調查工作組

觀看您的郵箱或電子郵件收件箱。 

作為UWRA 2020-2021戰略框架的一部分，我們正在計劃對UWRA當前

的所有成員進行調查。我們的目標是在今年夏天晚些時候發送調查。無

論是電子郵件，在線還是紙質副本，我們都在探索最佳且最具成本效益

的方式。隨時注意！

調查的目的是發現有關會員資格的更多信息，以及會員對UWRA的期

望或希望。簡而言之，您如何看待我們，如何更好地為現有會員服務

，並激勵有資格的非會員加入？UWRA董事會和我們的委員會的使命

是為您，我們的成員服務。生活似乎正在以我們從未想到的方式改變

。該調查還將尋求有關如何繼續為您提供豐富生活信息和經驗的想法

。

UWRA的目標是在我們所生活的時代提供卓越而有用的編程。當該電

子郵件或紙質版調查送達時，請完成並退回它以幫助我們。無論您身在

何處，無論是在城鎮，州外還是在世界的另一端，我們都希望聽到您的

聲音。您對我們所做工作的評估以及您的想法將是我們未來程序開發的

關鍵。謝謝！可以向Mary Beth Plane（ marybethplane@yahoo.com ）關鍵。謝謝！可以向Mary Beth Plane（ marybethplane@yahoo.com ）關鍵。謝謝！可以向Mary Beth Plane（ marybethplane@yahoo.com ）

或Karen Holden（ 卡倫。holden@wisc.edu ）。或Karen Holden（ 卡倫。holden@wisc.edu ）。

http://UWRAmadison.org
mailto:marybethplane@yahoo.com
mailto:karen.holden@wisc.edu
mailto:karen.holden@wisc.edu


會見瑪麗·艾斯（Mary Ace）成員

專欄協調員Deb Lauder

我於2008年退休，主要是照顧新孫子。自2000

年底以來，我的丈夫加里（Gary）和我一直在

撫養我們的第一個孫子阿歷克斯（Alex），因此

退休也意味著我可以成為他的全職祖母。我沒有

在工作日上專注於學術課程和服務，而是在工作

日里與孩子們一起，以及他們所需要的所有照顧

，例如，準備更多的飯菜和開車

他們往返學校，學前班和言語治療。我沒有預見到的是整體動力的變

化。當我的男孩長大時，我一直在屋外工作，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變

化。成為全職護理員並非易事。我發現與其他人的談話全都是關於我

的孫子孫女的，儘管很高興與他們分享，但我卻錯過了成人談話。我

想念我的家人-我的大學同事。

我退休已經十二年了。亞歷克斯今年將21歲。我的孫女喬丹現在12歲了

；她的弟弟塔克（Tucker）剛滿7歲。在大流行之前，我仍然每週三天

在俄勒岡州的學校接孩子，我很喜歡。我很高興我的孩子和孫子們住在

附近，我能夠成為他們生活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在退休之前，我最喜

歡的項目之一是編輯“教職員無限期任命”統計數據。這非常具有挑戰性

，我可以全力以赴地參與該項目。我也喜歡考夫曼行政人員計劃。我遇

到了來自整個校園的員工，年復一年，有很多信息可以從演講者那裡學

到。我對退休前完成的工作感到最高興和自豪的一點是，它使《威斯康

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教職人員職稱指南》易於使用且與互聯網兼容。我

很高興在人力資源辦公室，免稅職位的薪酬和所有權工具包下發現該文

件仍在使用中。

自退休以來，我一直致力於十字繡項目，定期打牌，偶爾做拼圖遊戲，

並且閱讀很多。我也繼續喜歡裝修和重新裝修。我一直活躍在國際“生

活，學習和友誼”的組織中，Beta Sigma Phi，參加會議，社交活動和參

加服務項目。我喜歡與家人一起計劃暑假旅行，與朋友一起秋季旅行，

以及在機會出現時拜訪我的州外姐妹。

我喜歡盡可能多地幫助家人，包括在手術後突然去阿肯色州幫助我的

大姐姐，以及就在去年，與另一個姐姐一起兩次公路旅行到我們在俄

亥俄州的中間姐姐的家中，以協助需要的房屋項目。我與兄弟和妻子

一起舉辦許多假期聚會，使我們的家人保持親密關係。

人們可能不了解我的是我喜歡火車。加里（Gary），亞歷克斯（Ale

x）和我乘火車去了加利福尼亞的西雅圖和華盛頓特區。如果有時間

，我建議您嘗試一下（如果整夜騎車，可以睡一覺）。

保存日期

第32屆衰老研究所（IOA）年度學術討論會

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8:00至下午1:30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

戈登餐飲與活動中心（第二 FL 哦）戈登餐飲與活動中心（第二 FL 哦）戈登餐飲與活動中心（第二 FL 哦）

代頓街770號

報名將於8月3日星期一開始

有關詳細信息，請訪問ageing.wisc.edu/annual-colloquium。

有興趣和孩子一起工作嗎？

身為麥迪遜成人學校過路警衛，在早晨和下午工作時開心，保持健康，

保持健康！起薪為每小時17.91美元（約合700美元/月），有定期加薪和

病假。週一至週五無週末，晚上或節假日工作，並享受放學的時間。

從6月下旬/ 7月初開始，將在以下位置提供職位描述和申請表 https:/從6月下旬/ 7月初開始，將在以下位置提供職位描述和申請表 https:/

/tinyurl.com/ y8mwuusa。在“每小時”位置搜索過境警衛鏈接。如有疑

問，請致電266-4703與麥迪遜警察局過境警衛主管聯繫。

大學聯盟

由於COVID-19大流行，大學聯盟取消了春季午餐會和年度會議。但是

，春季午餐會已重新安排。它將由Pajarita Charles教授與被監禁的父

母分享她對孩子的研究，並將於7月23日（星期四）上午11:00在Nako

ma高爾夫俱樂部舉行。要了解2020-21年計劃舉辦的活動，請參閱htt

ps://tinyurl.com/ybd3h8yb。請注意，如果聚會繼續受到限制，活動可

能會被推遲或取消。

http://aging.wisc.edu/annual-colloquium
https://tinyurl.com/y8mwuusa
https://tinyurl.com/y8mwuusa
https://tinyurl.com/ybd3h8y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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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質版本會在電子版本分發並可以在線獲得後的7到10天到達。

作為年度會員，特價會員或終身會員，我選擇接收印刷版的時事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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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通訊僅通過電子郵件發送。

尚未收回-$ 10 簡訊僅通過電子郵件發送。

我們鼓勵您在線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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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UWRA的支票，並郵寄到UWRA，北公園街21號會議室 

7205，麥迪遜，WI 53715-1218

我需要續約嗎？我的會員資格正確嗎？

UWRA會員年為7月1日至6月30日。會費應於7月1日交納。

您想知道是否需要填寫此表格並提交會費嗎？什麼時候到期？您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該信息嗎？

如果您正在閱讀此書 篩子 紙上的問題，花點時間看看您的郵寄標籤。在您名稱的右側，您會看到一個日期，例如2020或2025。該日期是您的如果您正在閱讀此書 篩子 紙上的問題，花點時間看看您的郵寄標籤。在您名稱的右側，您會看到一個日期，例如2020或2025。該日期是您的如果您正在閱讀此書 篩子 紙上的問題，花點時間看看您的郵寄標籤。在您名稱的右側，您會看到一個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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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莉·布朗 2029年

123 First Street Anywhere，威斯康

星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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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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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研究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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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盛頓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的日曆日期

繼續監視UWRAmadison.org網站以獲取進一步的取消更新。

6月10日，星期三 上午8:30 東邊見面西邊虛擬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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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早餐-暫定

7月15日，星期三 上午8:30 Elie's咖啡館的東區早餐-暫定

7月16日，星期四 下午1:30 特別會員會議

8月3-5日，星期一 一整天 十大退休協會會議-已取消

8月4日，星期二 上午8:30 Sofra西邊早餐-暫定

8月13日，星期四 上午8:30 Elie's咖啡館的東區早餐-暫定

早餐聚會暫定，並取決於健康准則。要確認是否將舉行這些活動，請通過East Side早餐協調員lsnjas@gmail.com 與Jeanne S

tublaski聯繫；或Millard Susman，郵箱：msusman@wisc.edu ，西區早餐協調員

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之旅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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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篩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之旅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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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UWRA網站UWRAmadison.org。子 請參閱UWRA網站UWRAmadison.org。

https://UWRAmadison.org
http://UWRAmadison.org
mailto:lsnjas@gmail.com
mailto:msusman@wisc.edu
http://platomadison.org/page-18561
http://UWRAmadis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