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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政策的辯論
威斯康星大學警察| 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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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Facebook上！
烏拉圭大學麥迪遜分校

金融網絡研討會

的健康
美國經濟

史蒂夫·里克 是CUNA Mutual G
roup的董事兼首席經濟學家。他
是個經濟人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成員瓊·吉爾曼（Joan Gillman）

研究員，分析師，
具有消費者專業知識的預測者

w ^ 明年美國經濟進入衰退的可能性有多大？現在選舉已經結

市場和信用合作社行業。他還是
經濟學系的高級講師

束，COVID還在我們身邊，他們是否增加了？與持續的貿易戰
和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相關的不確定性不斷上升，已經減少了商
業投資並減緩了招聘。失業率仍然很高。美聯儲利率極低。您
的CD是否為您提供退貨？經濟方面的專欄文章仍然無處不在。
您在弄清楚哪些指標可以反映經濟現實時遇到麻煩嗎？您想知
道發生了什麼嗎？

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
校
並在該公司的董事會任職
威斯康星大學
信用合作社。

美國經濟的健康
加入我們，CUNA Mutual首席經濟學家史蒂夫·里克（Steve R
ick）將再次幫助我們了解
美國經濟。史蒂夫（Steve）是我們最受歡迎的演示者之一
，所以請加入我們，進行啟發性和娛樂性的會議。 ñ

2020年12月16日，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12月11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如果您對演講者有任何初步疑問，請發送給計劃協調員Joan Gillma
n jgillman @ wisc.edu 到2020年12月4日。

UWRAmadison.org/event-3966917

您可以致電或發送電子郵件給協會辦公室進行註冊。網絡研討會
鏈接和電話信息將包含在註冊確認和會議中

食品儲藏室貢獻 應付UW的支票
郵寄捐款給北公園街21號的UWRA，
$ 基金會，備忘行上帶有“
Open Seat”。

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市7205室，威斯康星州53715-1218。

提醒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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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的話

認識UWRA董事會成員

珍惜什麼是重要的

船上新增：Marian Fisher

聖地海斯

一世 我於2016年加入UWRA，自2

w ^ 假期臨近了，

我發現自己無法思考過去的一年。它
去年我在去年12月寫信時肯定沒有想
到2020年。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已經是
一年了，在世界上是充滿挑戰的時期
。我們都在尋找使世界前進的新途徑
。

當您裝飾房屋的每個角落和角落時，品嚐本季的佳餚，並與家人
和朋友一起聚會（可能使用Zoom），讓我們珍惜一生中真正重
要的事物。假期過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快樂和幸福會散佈在您的
生活中。我相信您會與我一起，希望2021年會更好。

朋友們，請保持安全和健康，以便當我們再次開始聚會時，
我們大家在一起！從我家到您的家，節日快樂！ ñ

你知道嗎？

020年7月以來，我擔任UWRA董事會
秘書。我也曾擔任並將繼續擔任美國
金融事務委員會秘書。

退休。
我最喜歡的UWRA活動
一直參加了退休財務問題委員會的面對面研討會。我喜歡學習
與每個退休人員正在進行且永無休止的財務考慮相關的事情，
並且我喜歡參加會議的人的精力。一個簡單的財務提示是考慮
以議價方式（而不是每年）續訂UWRA會員資格。面對當前的
公共衛生挑戰，虛擬研討會將成為下一個最好的選擇。

我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醫學院和公共衛生學院服務了25
年後於2016年退休。我是生物統計學和醫學信息學系的研究教
授，傑出科學家和統計數據分析中心主任。我曾嘗試過各種活
動和自願參加退休的機會。作為UWRA秘書，我最喜歡的工作
是創建清晰，簡潔的摘要，以促進會議期間其他人的努力和想
法。 ñ

我註冊了嗎？縮放信息在哪裡？

d 您知道嗎，在線註冊某個程序或活動時，您始終會收到一封電
子郵件確認信嗎？如果沒有得到確認，則應首先檢查您的垃圾
郵件/垃圾郵件/雜物文件夾。如果這些文件夾中沒有通知，則可
能是在註冊過程中發生了某些事情，因此您尚未註冊。再次嘗
試註冊，或通過電子郵件或致電協會辦公室，以確保您已註冊
。

新 在網站上 UWRAmadison.org
資源/介紹（9月至12月）
• 視頻：這是您的選擇
• 視頻：保存您的歷史記錄

如果確認電子郵件在您的垃圾郵件/垃圾郵件/混亂文件夾中，則
將以下三個電子郵件地址都添加到“安全發件人和域名”列表中：
UWRAmadison.org，retireassn @ mailplus.wisc.edu ，
和admin@uwramadison.org。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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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頻：CORES-19的CARES法案和經濟影響

• 視頻：數據足蹟的未來

操作程序（2020年10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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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新聞

ASM投票：對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
警察沒有信心

參考資料
•8等不及標準 8cantwait.org/
•UWPD購買記錄
uwpd.wisc.edu/content/uploads/2020/10/購買-重新

烏拉圭總統克里斯·克萊因亨茨（CHRIS KLEINHENZ）

cords-Original.pdf

Ť 9月底左右，麥迪遜聯合學生對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校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警察局

園警察進行了不信任投票。儘管我們自己的協會在原則上不對
克里斯汀·羅曼（KRISTEN ROMAN），副警察大臣和警察局長
此類問題採取立場（將此類評論留給我們的成員），但UWRA
董事會認為這些問題非常重要，可以保證在新聞通訊中留出足
2020年9月29日，星期二，麥迪遜聯合學生通過了對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
夠的空間來發表空頭聲明。以下是Matthew Mitnick（ chair@asm.wisc.edu
校警察局的不信任決議。投票在UWPD和ASM領導人首次會晤後僅五天進
行。在9月24日的首次會議上，我們討論了UWPD在不到24小時之前收到的
） 和克里斯要求清單。總體而言，討論是積極的，UWPD承諾參加與ASM領導人舉行
的未來會議，以回答他們的問題並滿足他們的要求。

十羅馬 （ uwpdchief@wisc.edu ）。 如果你希望

要表達您對此主題的觀點，請將它們發送給雙方，並隨附一份
副本給UW的社區關係總監BrendaGonzález–
麥迪遜（ brenda.gonzalez@wisc.edu ）。
麥迪遜（ASM）的相關學生

不信任投票迅速進行，沒有讓學生有時間詢問或充分探討眼前的問題。我在
投票前幾天提出的要求清單僅由ASM內的少數幾位領導人起草，並未由整個
ASM機構共享或審查。因此，我很失望-不在問題本身或對變更的具體要求
中-但儘管我表現出願意這樣做，但沒有給我機會參加表決前的全面程序。相
反，投票避開了任何參與，共享信息，傾聽，學習，澄清和環境化的機會，
我相信UWPD的總體服務記錄至少為我們贏得了這一機會。

馬修·米特尼克，主席

UWPD是負責保護學生的校園部門。由於他們參加了校園外的抗議活動，未
能遵守＃8cantwait標準，並且不願滿足ASM領導人和學生所要求的全部或
大部分改革，因此該投票表明對該部門缺乏信心和信任。看到學生會的同事
們為這次投票的結果表示正義，我感到非常自豪。學生的聲音不再被靜音。

UWPD不再為學生服務，而是選擇購買軍用火砲，抹黑BIPOC學生的經歷
，利用他們的媒體公開恐嚇學生並充當政治實體。如本文所述，UWPD首
先編輯並隨後在夏季抗議活動後發布了他們的採購訂單記錄，這一事實已在
此處進行了記錄，該部門已經證明了其如何依靠保密和欺騙手段來推進其議
程。

自從與ASM領導人舉行的初次會議以及不信任投票以來，我已經收到來
自學生和ASM代表的大量電子郵件，通知我，投票並未反映出大多數學
生對UWPD的看法。對我而言，很明顯，ASM內部對於他們對UWPD的
立場以及他們為解決問題而共同努力的願望存在分歧。

儘管進行了不幸的投票，我還是感謝ASM對這些重要問題的熱情，並且我
歡迎任何有機會有意義地參與並共同朝著需要的變革前進的機會。

華盛頓大學的管理員根本不在乎學生的倡導。相反，他們選擇支持旨在抑
制學生聲音的警察部門。他們對這些問題的沉默說明了他們的優先事項在
哪裡。工作安全不應優先於學生的幸福。

參考資料
•UWPD種族平等倡議
https://equity.uwpd.wisc.edu/
•設置直接記錄 https://uwpd.wisc.edu/news房間/首席轉角/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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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新活動

關於寫詩的一些思路
政治經濟學教授理查德·梅雷曼（RicharddMerelman）

一世 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教授政治學，對文化和政治

特別感興趣。幾年來，我開設了文學和政治學本科課程。當我2
001年退休時，我發現自己在紀念圖書館的文學作品中徘徊。我
從沒寫過詩歌，但是為什麼我不應該寫十四行詩呢？我確實嘗試
過，在我簽出的幾本書的幫助下。從那以後我一直在寫詩。

在你的腦海。為此寫一行。還是有一個您一直討厭或喜歡的單
詞或短語？（我喜歡穹蒼這個詞。）用單詞或短語寫一行。想
想您曾經觸摸，聞到，聽到，看到，品嚐過的東西：在上面寫
一行。當您有一行時，寫下另一行。一行不一定是完整的句子
；它可以是任何單詞排列方式。永遠不要審查自己。玩英語；
語言很柔和。

當我學習寫詩的時候，我不得不從作為政治科學家的生活中學到
很多習慣。只是一個例子：作為社會科學家，我們受過訓練，能
夠避免我們大多數研究文章和書籍中的猜測和富有想像力的手段
（例如隱喻）。而在詩歌中，一切都是猜測/想像和裝置，“點”
（我們都在尋找）常常是多重的，矛盾的或完全不存在的。

為什麼寫詩？因為每首詩都是自己的小世界。您會感到驚訝。
ñ

請訪問威斯康星州詩人獎學金網站，以了解詩歌活動的每週更新
： www.wfop.org 。

您可以為最平凡的事情寫一首好詩。例如，羅伯特·弗羅斯特
（Robert Frost）最好的詩之一就是修牆。美國詩人詹姆斯·賴特
（James Wright）最好的一首詩是關於俄亥俄州馬丁（Martin's
Ferry）的高中足球。一首詩的含義在初讀時可能難以捉摸。二
讀會有所幫助。

要寫詩，就開始讀詩。他們擠在互聯網上。在麥迪遜參加了幾
場詩歌朗誦。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繼續學習和英語系，
麥迪遜學院以及當地的詩人都為各級詩歌提供了講習班。在麥
迪遜，非正式的詩歌評論團體比比皆是。這裡有一些詩作的提
示。選擇一個場景，事件或堅持的人

ger實況直播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
帶回家

乙 adger會談是威斯康星州想法的一項舉措，旨在將來自威斯
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演講者帶到全州的聽眾。在大流行期間
，這些講座已演變成Badger Talks Live，這是一系列在線直播
並錄製了有關精彩話題的視頻講座。觀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
分校的專家在Facebook Live上發表演講。

無法觀看現場直播？每個談話都被記錄。您現在可以方便地查
看三十多個演示文稿。了解所有有關
過去和將來的演講 badgertalks.wisc.edu/
badger-talks-live / 。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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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籤

布魯內萊斯基的圓頂
UWRA成員MILLARD SUSMAN

Ť 他在佛羅倫薩的聖瑪麗亞大教堂菲奧雷大教堂的圓頂是世界
上最大的實體圓頂，並且是無法抗拒的上鏡之處。佛羅倫薩的
航空照片可立即辨認，因為它是由華麗的大教堂控制的。這座
大教堂的建造工作於1420年8月開始，並於1436年完成，除了
穹頂上的燈籠外。 布魯內萊斯-

智的圓頂：文藝復興時期的天才如何重塑
建築， 由羅斯·金（Bloomsbury，2000）講的故事。

上圖： 篩子 編輯的閱讀堆。
要求書評

您最近讀了什麼？

有關該項目的一切都是挑戰。內裡·迪·菲奧拉萬蒂（Neri di Fio
ravanti）領導的一群藝術家和泥瓦匠事先詳細說明了該結構的規
格。它會比任何曾經建造的圓頂都更寬，更高，並且它將是雙重
結構，一個尖尖的外部圓頂內包含一個圓形的內部圓頂。在雙重
結構內部將沒有支撐支撐，而是“鏈條”（石頭和木頭的圓圈），
可防止其在自身重量下塌陷。由於佛羅倫薩缺乏足夠的資金和木
材來建造該項目所需的巨大腳手架，因此必須在沒有支撐腳手架
的情況下進行建造。這項工作將需要開發尚不存在的技術。

專欄協調人勞裡·梅伯里（LAURIE MAYBERRY）

一世 為了使我們9月份的虛擬“東西方早餐”看起來更像是我們
在大流行之前大家都喜歡的聚會，我們在討論的開始“我們今年
夏天做了什麼”。

成員花更多時間從事園藝工作，或花時間清理家庭混亂，增加
運動和步行或更新他們的生活。 活賬本（ 看到
p。本期的10 篩分機）。 最受歡迎的活動之一是閱讀更多書
籍，尤其是在圖書館開放供取書之後。我們對有趣的閱讀進
行了長時間的討論。
我們從UWRA成員調查中獲悉，有12％的受訪者對書討論興趣
小組感興趣。這一發現促使新的專欄“書籤”於11月首次亮相 篩子
。 董事會成員Laurie Mayberry親切地同意協調該專欄。那麼，
您最近閱讀了什麼？通過電子郵件發送一兩段您喜歡的書 勞裡
·梅-

berry@wisc.edu 。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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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目的監督者進行了一場競賽，為穹頂選擇建築師，由Filipp
o Brunelleschi贏得，他的背景是珠寶和鍾表製作。作者羅斯金
（Ross King）詳細介紹了布魯內萊斯基（Brunelleschi）多年來
致力於圓頂（以及後來的燈籠頂）建築的巧妙，創新性工作。即
使在談論技術細節時，金的散文也閃閃發光，但本書的魅力在於
，它講述了文藝復興初期佛羅倫薩的生活。他描繪了那些精通殘
暴的角色，他們爭奪梅花藝人的職位，互相玩弄，有時以十四行
詩形式侮辱。當我到達最後一頁時，我仍然渴望更多。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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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UWRA會員

數據分析和
前衛作曲家
拉里·溫克勒

一世 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但在林肯的童年時代的印第安
納州戴爾市長大。我的祖先是林肯的朋友和老師。在

1969年，當阿波羅11號登上月球時，我正處於大學學期之間
，與姐姐和父母一起看電視。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運營多米尼克·馬薩羅（Dominic Massaro）的
認知心理學實驗室，並在亞里斯多德·亞歷山大（Aristotle Alexa
nder）領導下的精神病學研究所進行分析。在我的職業生涯中，
我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和威斯康星州進行了統計，數據分
析和編程。我曾擔任過MATC講師，也曾擔任私人執業律師。在
退休之前，我最喜歡的工作是與威斯康星大學的人力資源客戶會
面，討論我們的招聘系統的需求和改進。

和大衛·費希爾
我的伙伴是謝麗爾·諾貝洛赫（Cheryl Knobeloch），我們的下
一個旅行計劃包括訪問加拿大東部-魁北克，愛德華王子島，芬
迪灣-拉我們的水滴露營車。由於大流行，我們不得不取消前往
荷蘭的旅行。

我最喜歡的UWRA活動是提供的程序以及我在UWRA網站上的
工作。我仍然無法放棄。。。任何東西。 ñ
在西澳大學麥迪遜分校，我最喜歡的懷舊地方是MACC的舊地下
室。我記得有幾次按鍵打孔，儲物櫃打開和關閉，卡片分類器正
在運行，以及桌上的人們彎腰疊成束的紙，要在辦公桌上檢查他
們的代碼，然後再重新提交典型的六個小時的周轉時間。

2020年10月1日至31日

新成員
蘇珊·埃默爾（Susan Ellmaurer）

約翰·費里克

利蘭·格林勒

退休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減掉30磅，大部分都恢復了。那麼
，也許我在麥迪遜地區最喜歡的餐廳是大學大道上的原始煎餅屋
就不足為奇了。我喜歡聽古典音樂，這是密爾沃基和喬佛里芭蕾
舞團為表演而介紹給我的。斯特拉文斯基，普羅科菲耶夫，阿爾
沃·帕特，菲利普·費尼和前衛作曲家浮現在腦海。我最近讀的是
林肯的最後審判， 通過丹·艾布拉姆斯

蘇珊·格林勒（Susan Greenler）

庫爾特·赫林
羅伯特·賈菲里斯

丹尼爾·賈澤姆斯基
琳達·約翰遜（Linda Johnson）

約翰·科格
羅伯特·勒曼斯克

{
6

UWRA是您退休的網絡！ }

羅伯特·雷塔梅爾
林恩·羅特
諾拉·凱特·謝弗
羅謝爾·施瓦茨
黛博拉·索利安（Deborah Solien）

索萊恩
戴維·特斯克
朱莉·伍茲（Julie Woods）

戴維·伍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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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聯盟

反思

特雷弗·斯蒂芬森（Trevor Stephenson）

變革帶來希望

放大執行音樂會

作者：KAY JARVIS-SLADKY，UWRA和UL MEMBER

從奎爾到錘子
聲音的十八世紀轉變
從大鍵琴到鋼琴
特雷弗·斯蒂芬森（Trevor Stephenson）表演和表演

虛擬燭光音樂會
2020年12月4日，星期五，晚上7：00–8：30
（縮放鏈接在6:30啟用。程序在7:00 pm啟用）

UWRA成員瑪麗·巴納德·雷（MARY BARNARD RAY）

一種 我寫這篇文章時，在10月
下旬，我面臨一個特殊的挑戰：
我不知道12月1日我們的世界會
是什麼樣。
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會取得進
展
針對COVID-19或
解決了選舉結果。我什至不知
道我們是否會在地面上積雪。

免費，但捐贈給大學聯盟
為大學獎學金將不勝感激。

Ť 大學聯盟宣布舉辦娛樂性和節日性的2020燭光音樂會。該活
動將通過Zoom舉行，但有機會

我所知道的是，十二月的日子會更短，溫度會更冷，四肢裸露
。無論我們可能面臨其他任何變化，我們都可以在緯度43度的
這些可靠的自然循環中得到安慰。

無需花費任何音樂，豐富的文化和樂趣就可以參加這一年度傳
統。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把這種季節性節奏視為理所當然。然後我認
識了一些生活在熱帶地區的人，並開始與他們分享照片。這些季
節，他們對我們前院的變化感到驚訝。他們無法想像白天從八小
時到十六小時不等的白天。雪似乎是神奇的，低於冰點的天氣令
人恐懼。反過來，我無法想像沒有四個季節，而不是一年兩個雨
季和兩個旱季。我害怕沒有秋天的明亮色彩或下雪的早晨的寧靜
的生活想法。一年四季都生活在高溫中的想法嚇壞了我。通過他
們的眼神，我開始欣賞我所擁有的，我們所有人所擁有的。

麥迪遜·巴赫音樂家的導演Trevor Stephenson博士將演奏巴赫
，亨德爾，莫扎特，海頓和貝多芬的音樂。他還將討論在大鍵
琴讓步給早期鋼琴的過程中，聲音轉換中如何反映出18世紀的
社會和審美變化。他將演奏兩種樂器：十七世紀末的佛蘭德大
鍵琴和十八世紀中葉的複鋼琴。

歡迎非會員，我們歡迎新會員。有關更多信息和註冊，
請拜訪： univleague.wisc.edu/程序 。 ñ
7

威斯康星州發生了變化，而變化也帶來了希望。12月不會像11
月。天氣將發生變化，因此有關COVID-19的政治局勢和前景可
能也會發生變化。打破手套和圍巾，品嚐季節變化，保持精神振
奮。總有希望。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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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研討會回顧

2021年，由您選擇

•

WebMD最近對威斯康星州/ StayWell的收購；尋找2021年
的變化

•

United Healthcare的Medicare Advantage入學率增加了50
％，客戶滿意度為95.47％。

退休人員財務事項委員會主席凱·羅伊特·科隆（KAY REUTER-KROHN）和
聯合主席傑克·索倫森（Jack Sorenson）

Ø ETF的戰略健康政策辦

公室於10月14日舉行了有關2021年國
家健康計劃的網絡研討會。演講者包括導演Eileen Mallow和六
位計劃領域專家，他們提供了他們特定專業領域的最新信息。

儘管本文將在開放註冊期結束後發表，但這裡有一些要點：

•

在需要之前如何使用健康計劃的遠程醫療選項

•

即將提供新的電子處方授權機構，它將有助於編寫處方，
自動檢查該處方是否在Navitus處方中以及顯示價格和共
付額

•

自動將當前的補充視力計劃轉移到DeltaVision（會員卡將
由EyeMed發行）

特定於COVID-19的信息包括：
•

測試覆蓋率達到100％（有一些限制）

•

所有治療都將根據您選擇的計劃的費用分攤承擔

•

將來的疫苗將享受醫療福利，而無需分擔費用。

像往常一樣，“由您選擇”研討會的問答環節提出了很多問題，並
且從多個方面講，這是該計劃的最佳部分。ETF員工是真正的
專家，我們很幸運能在這個複雜的醫療環境中代表我們工作。
我們希望您的問題在演示過程中，問答過程中或通過與ETF工
作人員直接聯繫得到解答。該演示文稿已記錄並發佈在UWRA
網站上。 ñ

4 保存日期，金融網絡研討會

身份盜竊網絡研討會
2021年1月13日，星期三

一世 身份盜用者和騙子不斷工作，以發明出更強大的新方法

來竊取我們的錢。要獲取最新信息，請參加Jeff Kersten於202
1年1月13日上午10:00舉辦的網絡研討會“身份盜竊：保護和預
防”。威斯康星州農業，貿易和消費者保護部的消費者保護局。

4 還有註冊的時間
與克里斯·克萊因恩茨（Chris Kleinhenz）一起探索托斯卡
尼的歷史悠久的小鎮
12月9日，星期三，下午3：00–4：30
UWRAmadison.org/event-4007871
報名截止日期：12月4日

8

該網絡研討會由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和電子技術委員會共同主
辦。註冊信息是
可在 UWRAmadison.org/event-4046587
更多詳細信息將在1月出現 篩子。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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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研討會回顧

虛擬早餐

稅收與COVID-19的經濟影響

東西方相會早餐
早餐協調員MILLARD SUSMAN和JEANNE STUBLASKI

退休問題財務委員會委員PAUL REICHEL

Ø 11月4日，經驗豐富的UWRA研討會演講者，經驗諮詢公司

的Ken Wundrow（EA）通過網絡研討會就稅收，投資和其他財
務問題進行了年度演講。Wundrow以一種易於理解，具有指導
性和娛樂性的方式介紹自己的研討會而聞名。

他在第15次向我們的成員的演講中回顧了特朗普政府的2017年
《減稅和就業法》以及2020年法案，這些法案影響所需的最低
分配（RMD），合格的慈善分配，慈善捐款，COVID-19分配和
激勵檢查。

一世 自從我們聚在一起吃早餐以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們
應該有很多事情要談……選舉，感恩節，大流行，假期計劃，
車廂發燒症狀以及2020年底。請加入我們節日早餐來慶祝我們
成功了！無論您居住在東邊還是西邊，都可以邀請您通過智能
手機或計算機在舒適的家中與我們一起吃早餐。

我們認為避免一會兒直接接觸是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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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可以虛擬地帶上自己的

此外，Wundrow還涵蓋了2020年CARES法令中其他政府刺激措
施，以應對COVID-19大流行的經濟影響，尤其是由此導致的業
務放緩和關閉以及大量失業。

Wundrow演講的幻燈片和註釋“新常態：CARES法案和CO
VID-19大流行的經濟影響”可在UWRA網站上找到：

甜麵包早餐，無
不用換睡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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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待您的光臨。
ñ

UWRAmadison.org > 資源>演示> 2020-2021（9月至12月）
。ñ
東西方早餐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在案件上升的情況下
為社區提供浪湧測試

ü W-Madison於11月12日開始為該地區居民提供免費的COVID
-19測試。該測試面向普通大眾。雅培BinaxNOW的快速抗原測
試可在短短15分鐘內得出結果。只能在尼爾森網球場（Nielsen
Tennis Stadium）進行預約才能進行測試，該場完全可進入。
預約

2020年12月10日，星期四
9：00–10：00 AM

在線會議

報名截止日期：12月7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046770
您可以致電或發送電子郵件給協會辦公室進行註冊。網絡研討會
鏈接和電話信息將包含在註冊確認和會議中

在網上 doineedacovid19test.com/Madison_
WI_2640.html 在到達之前。測試結果和工時將在同一網站上提
供。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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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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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警報！您是否正在使用@ wisc.edu電子郵
件進行縮放？讀這個
UWRA執行董事SANDI HAASE

一世 如果您僅參加其他人的Zoom會議，則以下內容
不會影響您。

但是，如果您已經設置了一個帳戶來召開您自己的Zoom會議或
計劃召開會議，那麼這裡就是一個重要新聞。最近，許多UWR
A成員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公告，影響了他們的個人Zoom帳戶
。這不是垃圾郵件。我們希望以下內容有助於說明情況和應採
取的措施。

然後使用程序ID和密碼連接到會議/網絡研討會，您可能會遇到
問題。確保使用非@ wisc.edu Zoom帳戶登錄。

背景

我需要多少時間更改我的Zoom帳戶登錄？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與Zoom簽訂了教育合同，提供視頻，
語音，在線會議和網絡研討會的服務，僅向積極就業的教職員工
和學生提供。因此，該合同目前不允許擁有@ wisc.edu電子郵
件的任何退休人員，校友或Emeriti來利用UW與Zoom的服務協
議。大學從Zoom收到了所有使用@ wisc.edu電子郵件登錄的所
有帳戶的列表。DoIT通知所有不合格的個人（退休人員，校友
，緊急僱員），他們將不再被允許使用wisc.edu電子郵件地址用
於個人Zoom帳戶。

您必須在12月31日之前更改Zoom登錄電子郵件。從2021年1月
開始，使用@ wisc.edu的前僱員Zoom帳戶（收費或免費）如未
更改，將無法訪問帳戶信息，包括錄音，文件和通話記錄。Do
IT將無法幫助您恢復任何數據。

如果我不更改我的Zoom帳戶登錄電子郵件會怎樣？
您最終將被鎖定帳戶，DoIT將無法幫助您恢復。
這對我意味著什麼？
創建了使用@ wisc.edu登錄電子郵件的個人Zoom帳戶（無論該
帳戶是免費還是付費）的退休人員，校友或Emeriti，需要將其Z
oom帳戶登錄更改為其他非@ wisc.edu電子郵件（例如gmail，
yahoo，憲章，美國在線，Outlook，zoho，icloud等）。

更改我的Zoom登錄是否會影響我連接到UWRA會議或網
絡研討會的方式？
•否。如果您使用會議/網絡研討會確認/提醒中的URL鏈接進
行連接，
UWRA給您發送電子郵件，您的連接應該沒有問題。
• 也許。如果您首次登錄到Zoom帳戶
10

更改我的Zoom帳戶登錄電子郵件是否會影響我對@ wisc.
edu電子郵件的使用？
不，不是的。具有@ wisc.edu帳戶的退休人員，校友和emer
iti可以繼續使用它們來發送電子郵件。更改僅影響用於Zoom
帳戶的登錄（如果有）。 ñ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608-264-4357與DoIT幫助台聯繫或發送電子
郵件 help@doit.wisc.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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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事項

什麼是 活賬本？
大號 艾文·萊傑 是專為UWRA成員及其家人設計的綜合文

檔。從本質上講，它是一種工具，可幫助成員彙編其個人，
財務和健康信息，供其繼承人和指定的個人代表使用，以查
找重要文件並在需要時查找個人聯繫人。

在網站上：兩種Microsoft Word格式（doc和docx），Adobe P
DF，Adobe可填充PDF和Apple Pages格式。希望手動填寫工作
簿的成員可以從PDF文件中進行打印。要下載數字模板，請轉到
UWRA-madison.org， 然後轉到資源/ 活賬本。

如果您無法在家用打印機上打印分類帳，則可以通過訪問“我
們的商店”（登錄後可見）來購買紙質副本（每本10美元）。

該工具旨在盡可能全面，因此，可能包含與任何給定用戶的需求
無關的部分。但是，填寫所有適用的部分應提供輔助工具和倖存
者在用戶死亡或殘疾時需要的所有信息。為了保護包含在其中的
信息的機密性 活賬本; 用戶不應分發太多副本，而應將某些信息
（例如Internet密碼）保存在單獨的位置。

UWRAmadison.org 或通過將應付UWRA的支票發送給協會辦
公室。 ñ

活賬本 是UWRA會員資格的一項好處，可在網站的“僅限會員
”部分獲得。要訪問它，您將需要使用您的電子郵件和密碼登
錄UWRA網站。您會發現五個版本的 活賬本

ñ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日曆日期 ñ
繼續監控 UWRAmadison.org 網站以獲取更多更新。
• 12月1日，星期二，上午10:00至中午

COVID-19挑戰 與Joe Parisi等人。

• 12月9日，星期三

3：00–4：30 PM 托斯卡納山鎮 與克里斯·克萊因亨茨（Chris Kleinhenz）

• 12月16日，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

美國經濟的健康 與史蒂夫·里克（Steve Rick）

• 1月13日，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

身份盜竊 與Jeff Kersten

• 2月9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大流行學校教育中的公平 與Gloria Ladson
比林斯和卡爾頓·詹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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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訪問UWRA網站，網址為 UWRAmadis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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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小號 IFTER

非盈利

UWRAmadison.org

組織

華盛頓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

美國郵費
PA ID

c / o繼續研究部北公園街21號，麥迪遜市7

威斯康星州麥迪遜

205室，威斯康星州53715-1218

許可證號658

感動還是感動？
篩子 不會自動
由郵政服務轉發。請使用電子郵件，普通郵
件，
或訪問我們的網站給我們您的新地址，以便您可
以繼續接收 篩子 定期地。

在這個問題上

的 小號 IFTER
編輯 • 希拉·利瑞（Sheila

Leary）

專欄作家 • 瑪麗·巴納德·雷（Mary

Barnard Ray）

列協調器

美國經濟健康研討會 p。1個
來自執行董事 p。2

會見會員 • 黛布·勞德

認識董事會成員瑪麗安·費舍爾（Marian Fisher） p。2

退休新活動 • 鮑勃·喬基施

我的縮放鏈接在哪裡？，網站上的新增內容 p。2

書籤 • 勞裡·梅伯里（Laurie Mayberry）

ASM對威斯康星州警察不信任 p。3

威斯康星州麥迪遜退休協會

新活動：寫詩 p。4

網站： UWRAmadison.org

ger實況直播 p。4

電話： 608-262-0641

書籤欄 p。5

電子郵件： 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執行董事 •
董事會主席 •

桑迪·海絲（Sandi Haase）

克里斯·克萊因茲（Chris Kleinhenz）

總統選舉 •

埃絲特·奧爾森

過去的總統 •

瑪麗·齊恩扎克·萊恩

秘書 •

瑪麗安·費舍爾（Marian Fisher）

掌櫃 •

貝絲·贊普（Beth Zemp）

董事

新成員，結識成員：Larry Winkler p。6
虛擬燭光音樂會 p。7
反思專欄 p。7
網絡研討會回顧與預覽 第8–9頁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提供COVID浪湧測試 p。9

虛擬早餐 p。9

湯姆·布羅曼 • 保羅·德盧卡 • 瑪西·多爾普（Marcy Doelp）Jane Dymond • 蘇珊

@ wisc.edu縮放主機的規則更改 p。10

·菲舍爾（Susan Fischer） • 凱倫·拉梅爾（Karen LaMere）Laurie Mayberry •

活賬本 活動日曆 p。11

傑克·索倫森 • 溫迪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