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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的金融研討會

由Greg摩西，會員和傑克索倫森，聯席主席，委員會在退休財務事

項

對於未來的聯邦預算問題 

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週二，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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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1月8日

在2018年11月選舉的結果是已知的。美國的財政赤字，稅收立法改革

和新的軍事和國內開支計劃的結果，預計在下一財年顯著增加。社會

保障已宣布在最近的記憶的2019年預算鷹派，誰一直處於休眠狀態，

現在正在呼籲國會在赤字預計收服最大成本的生活費增加。總統在談

論一次逼搶聯邦政府。和社會項目將再次顯示為目標，以平衡聯邦預

算。我應該退休人員關心超過了未來兩年看？請和我們一起歡迎 麗莎算。我應該退休人員關心超過了未來兩年看？請和我們一起歡迎 麗莎

Lamkins女士，

宣傳主任，AARP威斯康星州，因為她討論這些問題。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此事件的儲藏室將是山。錫安浸信會教堂。現金和支票抬頭為“山。錫

安浸信會教堂“和”食品儲藏室“的備註行會被接受。

註冊

註冊是必需的。如果可能的話，請在uwramadison.org/event-31623

33在線註冊。或者聯繫該協會辦公室（見刊頭）。

奧克伍德村大學伍茲停車場

（見下一列）

GITD：得到你的密碼一握

路易斯羅賓斯，共同主席，電子科技委員會

密碼管理車間週四，1月24日2：15-4：00

奧克伍德村大學伍茲

威斯特摩蘭房6205礦點路

註冊是在週四，1月17日鼓勵

厭倦了浪費時間狩獵紙錯誤的單呢？覺得你徵稅你的大腦忍無可忍

？對此有專門的解決方案。或者我們應該說是“有針對的應用程序

！”

了解如何獲得對界定我們的生活密碼的增殖的抓地力。把你的電腦或

移動設備這得非常好車間get和set了一個密碼管理器。

註冊

推薦報名。如果可能的話，請在uwramadison.org/event-3168870在

線註冊。或者聯繫該協會辦公室（見刊頭）。

奧克伍德村大學伍茲停車場

在港島驅動器和礦點路的交通燈輸入奧克伍德。就以進入訪客地下停

車場右左叉，然後第二個車道。按下按鈕尋求幫助。園區內任何訪客

或非保留失速; 坐電梯到一樓大廳，在那裡的跡象或接待員會幫你。

當你離開地下停車場，車庫門自動打開。您也可停放在外面標有“訪客

”。在腳的表面斑點，正門，這是右邊的車道三進遺產，在停車標誌，

或直接從下驅動進入禮堂大門。該威斯特摩蘭房間直接在你的右側的

主接待台後面。

https://UWRAmadison.org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162333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16887


每月提醒

在埃利氏，4102羅娜驅動器，麥迪遜，東區早餐早上8:30 週三，在埃利氏，4102羅娜驅動器，麥迪遜，東區早餐早上8:30 週三，

1月16日，週二，2月12日。

西城早餐Sofra，7457埃爾姆伍德大道，米德爾頓上午8:30在週

二，1月8日，和週三，2月6日。

不需要預訂，並且無論你住，你是受歡迎的。

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車次信息，請訪問platomadison.org

/page-18561。

東特洛伊鐵路博物館

由Jeanne Stublaski，共同主席，退休的挑戰和機遇委員會 

東特洛伊鐵路：當時和現在星期四，10年1月31

日：00，中午

資本湖，大禮堂333西大街

報名截止日期：週四，1月24日

今天，東特洛伊鐵路博物館工作在威斯康星州Mukwonago和東特洛伊

之間唯一倖存的城市間電氣化鐵道，一旦密爾沃基電氣化鐵路和照明公

司網絡密爾沃基中心的一部分。它運行在一個定期的歷史城市間的車和

有軌電車。博物館的使命是保護線路和設備，讓市民可能會遇到騎在歷

史interurbans和有軌電車和欣賞電氣化鐵道的在我們今天生活的許多方

面的發展中的作用。該演講由 埃文·理查茲 將解釋電鐵路的歷史意義和面的發展中的作用。該演講由 埃文·理查茲 將解釋電鐵路的歷史意義和面的發展中的作用。該演講由 埃文·理查茲 將解釋電鐵路的歷史意義和

它們對社會的深遠影響，他們的快速發展，而且幾乎同樣迅速下降沿。

這麼多的東西，我們假設是非常現代的，生活的現今特徵居然直接從電

動鐵路造成的。我們甚至將探討亟待解決的問題：會教堂晚餐是可能的

，如果城市間都沒有出現過？埃文來自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空間科

學與工程中心在2006年，他管理的幾個NASA飛船儀器發展計劃退休。

他現在志願者對於許多組織，包括擔任志願者晚餐火車經理東特洛伊鐵

路博物館。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此事件的儲藏室將是山。錫安浸信會教堂。現金和應付檢查山 錫安浸

信會教堂與“食品儲藏室”的備註行會被接受。

註冊

註冊是必需的。如果可能的話，請在uwramadison.org/event-31483

62在線註冊。或者聯繫該協會辦公室（見刊頭）。

停車處

您可以將車停在馬路對面的斜坡自由。進入關閉華盛頓廣場（西大街和

西華盛頓大道之間）。按下藍色按鈕來獲得空間標誌著票和公園“國會湖

保留。” 如果門是打開的，門票不會被免除，並且您將不再需要一個離

開。該計劃後，國會湖區前台將驗證您的車票。

謝謝你，弗蘭克·伯爾，UWRA

攝影師

由克里斯托夫凱西聯合主席，電子科技委員會和成員，委員會在退休財務問題

，和傑克索倫森，聯席主席，委員會在退休財務事項

這兩個委員會的代表，我們已經意識到弗蘭克的很長一段時間的貢獻，

我們希望讓大家知道他確實代表組織的什麼。每當他是可用的，弗蘭克

·伯爾最多顯示錄像帶在我們的請求的程序。他早到，帶來了他自己的設

備上自己的小車，悄悄移動到房間的後面，並設置設備。弗蘭克已經加

載了演示者的幻燈片的一個副本，但他必須等待一個完善的檢查和協調

他與工廠的系統聲音，檢查麥克風和減少刺激性反饋的機會。他記錄了

正式的程序，並經常跟隨，然後靜靜地包起來，頭家的問答環節。但是

，他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因為他再編輯記錄，確保口頭語言與正在討論

的幻燈片適合。只有當所有做是為了他的嚴格標準做自己“稱之為包”，

並上傳它UWRA成員查看。

弗蘭克專業工作作為我們當地的PBS台的攝影師。他志願他的時間，

專業知識和設備使用的UWRA。其結果是，誰也無法參加研討會的人

可以看到許多的UWRA的在線演示，在他們的休閒。如果你碰巧看到

弗蘭克·伯爾在你參加一個研討會，花一秒鐘，以感謝他對志願服務的

UWRA。 謝謝你，謝了！UWRA。 謝謝你，謝了！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148362


崔克自行車總部，午餐，和“窈窕淑女”家庭劇院介紹

週四，2019年3月7日報名截止日期：週五

，2月1日

空間是有限的。註冊被接受了先到先得的基礎上。

費用：$ 90％的人（包含3道菜的午餐，“窈窕淑女”玩，遊迷航，大客車，酬金和稅金）。

有迷航自行車，想迷航自行車，或者只是感興趣的那些漂亮的自行車是如何做出的？你將能看到它接近他們的滑鐵盧設施。這一切都沒有從概

念到測試騎出了門。參觀世界總部，了解用Trek自行車，運動員，以及公司的歷史。通過苦旅在他們的心房的歷史收集行走後，繼續通過創意

部門的設計工作室，並傳遞車隊店，在那裡通過他們的運動員使用的每個自行車是建立和檢查。看著部件成為簽名迷航自行車。看到在高端自

行車的個性化的油漆工作就完成了。獲得在威斯康星州的最先進的綠色公司之一的裡面看。然後，我們將迎來在爐邊阿特金森堡午餐和它們的

壯觀再現“窈窕淑女”。不管你有多少次看到它，“窈窕淑女”總是喜悅。“窈窕淑女”是百老匯經典是榮獲六項托尼獎，包括最佳音樂劇。它的流行

電影改編捧回了八項奧斯卡大獎，包括最佳影片。“窈窕淑女”已受理超過十億全世界人民以其迷人的灰姑娘故事倫敦東區的花姑娘誰被轉化成一

位優雅的女士時的輝煌和暴躁的希金斯教授的調教她說話的正確方法。這是一個美麗的演出充滿了華麗的服飾，驚人的舞蹈，肋骨發癢喜劇，

和令人難忘的成績等為特色的命中“不會是Loverly”，“我要結婚了早晨”和“我可以跳舞了一夜。“這是因為只有爐邊能做執行這一次。

行程 

7：45/8：15 AM  - 西區前西爾斯停車場/東區西爾斯/星球健身燈柱＃10。5：00/5：30時 - 返回到麥迪遜。

問題： 佩吉Daluge 273-1091或UWRA辦公室262-0641。 問題： 佩吉Daluge 273-1091或UWRA辦公室262-0641。 

如果可能的話，請在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164459在線註冊。郵寄在使用下面的表格保留和檢查被接受。

崔克自行車總部，午餐，家庭劇院，週四，3月7日

姓名（正楷）

搭乘公交東城西城 所屬：UWRA，柏拉圖，大

學。聯盟

飲食限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費用：每人$ 90     

所附的數量： ______________

交付過程

填寫表格。請支付給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的檢查。郵件到UWRA，21北園大街

，7205室，麥迪遜，WI 53715-1218。

退款政策

如果登記在登記截止日期之前取消A 100％的退款將被處理。一般來說，如果註冊活動截止日期後取消，將不予退款處理。如果事件有一個等待

列表，空出的位置將提供給名單上的下一個人。如果當場被填滿，退款將被處理的人取消。退款將通過對原始登記接收的相同投標製成。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164459


更新我們的資金管理技術

由朱迪·克雷格，成員，電子技術委員會

UWRA成員總是興趣學習，並在十一月下旬約50名成員打開了一個名

為的ETC程序“得非常好：我們可以學習到銀行的方式現在的學生怎麼

辦？” 

本次會議由威斯康星大學信用社（UWCU）為我們開發，利用自身的軟

件，但指出，大多數金融機構也有類似的系統。通過舉手表決，我們了

解到，不少參加者已經採用了各種網上銀行的技術，如保持其平衡的軌

道電子或在線支付賬單，但很少有人意識到，他們可能需要偶爾檢查的

智能手機照片，他們在家裡收到並存入其無需停止他們的金融機構這樣

做。

與會者不得不聽到的插件和如何工作，既iPhone和Android能力出局的

機會，重要的是，能夠提出許多有關安全的問題。 

我們還了解到，各種各樣的資金管理工具，與網上銀行提供給我們，

我們是否使用移動設備，筆記本電腦，台式機或; 我們的帳戶可以

組儲蓄和支出類別和可以向我們展示未決非常靈活的分組項目或帳戶項

目的歷史。對於文書工作減少，我們了解到，我們可以打印自己的副本

，有金融機構打印報表對於我們來說，還是留下記錄保存到他們，因為

我們的個人喜好決定。還有，探索由信用社提供的信用評分信息的機會

。一個特別的治療是信用社的代表（安吉格羅根，史蒂芬Ellingson（埃

林森）和凱爾米歇爾斯）帶來了選擇的移動設備和偽造支票和賬戶信息

，以便UWRA成員可以通過存款過程的實際工作。他們還可以嘗試一些

人對個人支付的可能性像Venmo，PayPal和Zelle。

與會者歡迎問各種各樣的問題的機會，我們的音箱三人很高興招待未來

這一後續問題等話題。這是一個有用的程序？與會者是這麼認為的，根

據他們完成了評估。例如，下面是從一個UWCU顧客評論：“我認為會非

常好。在演示文稿的晚上，我啟動了我的iPad和沉積在$ 2.75的支票，

一直坐在我的辦公桌上幾個星期。精彩！”



我的意願是不是我的遺產規劃

由Karen霍頓，會員和傑克索倫森，聯席主席，委員會在退休財務事

項

11月28日，在約兩個小時，豪伊厄蘭格了一個複雜的法律話題，

遺產規劃，並使其理解大家在台下。他法律牢牢把握做到了這一點

，但他在做的時候傳得很快輕，謙虛的方式呈現。

他解釋遺囑認證（通過法院來處理資產）和非遺囑（與指定的所有權資

產直接傳送，而不通過法院系統去）的概念。他還列出了許多類型的非

遺囑指定的所有權或轉讓的：有生存的權利聯合租賃; 婚姻財產的存活率

; 指定受益人; 聯名賬戶; 應付或死亡（POD或TOD）轉移; 和撤銷生前信

託，以指定在死亡的受益者。有人指出，資產類型和情況可以決定非遺

囑認證車輛的類型要使用的。遺囑只適用於遺囑的財產，因此是值得擁

有的意志，以確保這些資產分佈為被繼承人的希望，但將是唯一的遺產

計劃的一部分。或者，要通過遺囑檢驗法庭曾經是麻煩和昂貴，但它已

在威斯康星州得到了很大改善，不應該被恐懼。大部分的研討會專門討

論撤銷的生前信託作為你的遺產規劃工具的討論。如果你想建立一個可

撤銷的生前信託，但是，你應該有一個律師指導您完成整個過程。一些

可撤銷信託的優勢包括財產在死後更順暢轉移; 容易出的狀態不動產的轉

讓; 更多的隱私，因為傳輸是不公開記錄的問題; 對於比賽的機率降低;

 易於維護; 一個簡單的方法來傳遞物業管理的控制; 及受託人（執行）並

沒有成為一個國家居民。

有建立一個可撤銷的生前信託，其中大部分發生在一開始就一些潛在的

缺點。例如，通常的律師來建立信任較高的費用; 這是要信任的一部分

的屬性需要具有所有權轉移給信任; 一個家庭可能會出現特殊的關注，

（即是有可保利益？）; 外的國有財產，需要驗證這種信任方面將在該

狀態下有效; 終於，終於，還是有必要一會捕捉到已經不在撤銷信託資

產。

在問答環節，有人指出，這是對使用多個非遺囑指定的所有權或轉讓沒

有禁止。在一些時尚，這可能是一個非常有效的窮人的生活撤銷信託。

雖然表現不錄像，其中的演示過程中參考的2講義張貼在網站上，可

以在資源/演示/演示2018-19找到。總之，這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內容

豐富的兩個小時的演講。同樣，我們感謝豪伊厄蘭格！

宣布的新版本 生活萊傑宣布的新版本 生活萊傑

通過米勒德薩斯曼，會員，委員會在退休和電子科技委員會財務事項 

2007年，UWRA專案組生產工作簿， 生活台賬， 幫助會員組織他們的2007年，UWRA專案組生產工作簿， 生活台賬， 幫助會員組織他們的2007年，UWRA專案組生產工作簿， 生活台賬， 幫助會員組織他們的

財務生活。該工作簿提供了一個方便的地方收集解決他們的莊園，當成

員的繼承人需要的所有信息。這些年來， 生活萊傑 開始輸，因為提供給員的繼承人需要的所有信息。這些年來， 生活萊傑 開始輸，因為提供給員的繼承人需要的所有信息。這些年來， 生活萊傑 開始輸，因為提供給

退休人員的法律，技術和服務的變化它的用處。因此，一個新的工作小

組承擔了更新此資源的工作，更新工作簿現在可到協會網站上UWRA成

員。專案組敦促會員下載副本，並嘗試一下。使用Internet瀏覽器，轉

到uwramadison.org，並與您的密碼登錄。（ 生活萊傑 目前只提供給U到uwramadison.org，並與您的密碼登錄。（ 生活萊傑 目前只提供給U到uwramadison.org，並與您的密碼登錄。（ 生活萊傑 目前只提供給U

WRA成員誰是網站的註冊用戶。）你會發現“ 生活萊傑 “下的”資源“上UWRA成員誰是網站的註冊用戶。）你會發現“ 生活萊傑 “下的”資源“上UWRA成員誰是網站的註冊用戶。）你會發現“ 生活萊傑 “下的”資源“上U

WRA網頁下拉菜單。你會發現有三個版本 生活萊傑 在網站上：兩個MiWRA網頁下拉菜單。你會發現有三個版本 生活萊傑 在網站上：兩個MiWRA網頁下拉菜單。你會發現有三個版本 生活萊傑 在網站上：兩個Mi

crosoft Word中的格式（DOC和DOCX）和PDF。在Word版本的設計是

下載到您的計算機和填寫。我們相信，它也可以在可用的形式通過網頁

和谷歌文檔字處理軟件打開。大家誰喜歡手動填寫工作簿可以從PDF文

件打印出來。我們將提供一個動手的研討會，幫助會員開始使用 生活萊件打印出來。我們將提供一個動手的研討會，幫助會員開始使用 生活萊

傑 3月5日請留意網站上，並在節目公告 篩子。 我們也安排提供的硬拷傑 3月5日請留意網站上，並在節目公告 篩子。 我們也安排提供的硬拷傑 3月5日請留意網站上，並在節目公告 篩子。 我們也安排提供的硬拷傑 3月5日請留意網站上，並在節目公告 篩子。 我們也安排提供的硬拷

貝 

生活萊傑 以成本價那些誰不能打印自己的副本。檢查的未來問題 篩子生活萊傑 以成本價那些誰不能打印自己的副本。檢查的未來問題 篩子生活萊傑 以成本價那些誰不能打印自己的副本。檢查的未來問題 篩子

進一步的消息。我們一如既往地歡迎各位委員提出意見。請將您的意

見retireassn @ mailplus.wisc.edu。

https://uwramadison.org
mailto: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mailto: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從執行主任的辦公桌

由桑迪·哈澤，執行董事，UWRA

預期成員最近問我，“什麼是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會員的利

益，我為什麼要參加？”這個問題使我記得我為什麼加入了協會。

我認為，最明顯的好處是有趣的和有知識的揚聲器，我們有機會每月聽

取主題，從退休後的財務策略，以照顧社區，健康和保健，電子技術，

時事的統一體，每年ETF / SWIB報導。此外，UWRA提供社交活動以

一個月早餐和一日遊活潑的談話，進一步了解我們的國家。其中大部分

是免費的，一日遊和午餐的價格成本。

另一個好處是，我們的許多節目被錄像。我們很幸運有老鄉UWRA成

員弗蘭克·伯爾，誰擁有人才和手段來捕捉我們的許多演示，然後將其

張貼在我們的網站。當你無法親自出席一個節目，你可能能夠趕上記

錄呈現在我們的網站。（請參閱文章第2頁感謝弗蘭克）

這使我想到另一個好處，新UWRA網站。與系統中的電子郵件地址的所

有成員收到的電子版 篩子。 每年，討價還價，生活成員可以另外選擇接有成員收到的電子版 篩子。 每年，討價還價，生活成員可以另外選擇接有成員收到的電子版 篩子。 每年，討價還價，生活成員可以另外選擇接

受通訊的紙質副本。從網絡版 篩子， 受通訊的紙質副本。從網絡版 篩子， 

會員可以在程序中聲明點擊鏈接和事件註冊頁面將在註冊開放，便於。

如果有收費，他們可以選擇在網上或通過發票後再付款。同樣，成員可

以輕鬆地在線更新他們的會員資格。

雖然大多數網站是公開的，也有一個會員制的區域。為了進入這個領

域，會員必須登錄使用他們的密碼。該區域包括了UWRA會員名錄和

委員會的記錄，如分鐘，議程，主任會議材料板，報告和財務報告。

最近除了成員唯一領域是張貼

生活總帳。 正如你在這個問題看在另一篇文章， 生活萊傑 是一個文檔，生活總帳。 正如你在這個問題看在另一篇文章， 生活萊傑 是一個文檔，生活總帳。 正如你在這個問題看在另一篇文章， 生活萊傑 是一個文檔，生活總帳。 正如你在這個問題看在另一篇文章， 生活萊傑 是一個文檔，

以幫助您編譯信息來幫助你的繼承人在解決您的遺產。最後，最大的好

處之一是你的前同事和結識新朋友，成為參與，分享，玩樂所有的，而

你的技能和才華的機會的連接。UWRA是真正的退休網絡！

一錘定音：光

由瑪麗·巴納德雷編輯器

我最喜歡的新的一年的開始部分不是當事人或決議，這肯定是不輸假期

磅的需要。是什麼讓我興奮的新的一年的日子已經延長。點點滴滴，我

們得到更多的陽光：第一只一分鐘，一天則多達3分鐘。儘管這將是夏

天的長天的前幾個月，我知道這種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和雪的亮度只

是增加能量的感覺，知識給我。不斷增長的光使我想學習，行動，嘗試

新事物。如果你有同樣的衝動，你會發現很多的選項，以了解在這個問

題上動 篩子。 您可能希望通過參加一月的金融研討會得到您的財務規劃題上動 篩子。 您可能希望通過參加一月的金融研討會得到您的財務規劃題上動 篩子。 您可能希望通過參加一月的金融研討會得到您的財務規劃

起步較早。或者，你可能更願意離開城市，看到“窈窕淑女”。你讓無論

選擇，享受光。

新成員11月12日至12月10日

Fariba阿薩迪 - 波特

歐內斯特·博登路易絲

博登凱西·迪克森拉里

迪克森約翰·道爾蓋爾

·埃利斯世邦魏理仕安

東尼·弗萊明

帕特·弗萊明大衛

·吉爾琳達Jokisch

羅伯特Jokisch

簡榮里賈納麥金奧

吉Okwumabua沃倫

·波特詹姆斯軸雪兒軸

布魯斯Thomadsen德

博拉Turski帕特里克

Turski



你知道嗎？

網站上的活動日程被分成不同類型的事件。您可以查看日曆

或列表視圖中的所有事件; 或者你可以看看剛剛旅行或社交

活動，或委員會會議或大學主辦的活動。

滿足會員比爾Richner

我的配偶 瓊Richner，誰是從米德爾頓教小學退休。我的配偶 瓊Richner，誰是從米德爾頓教小學退休。

退休前 九年前，我在財務和行政辦公室的助理副校長。在此之前，退休前 九年前，我在財務和行政辦公室的助理副校長。在此之前，

我曾九年在大學健康服務管理。

的第一件事情我做了我退休後 被採取的客場之旅，以佐治亞州和佛羅里的第一件事情我做了我退休後 被採取的客場之旅，以佐治亞州和佛羅里

達州探親，做沿藍嶺公園和阿帕拉契小徑一些徒步旅行，探索在俄亥俄

州及伊利諾州一些家族史。

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參與無聲運動（登山，游泳，騎自行車，划船，雪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參與無聲運動（登山，游泳，騎自行車，划船，雪

鞋），讀書，走公路旅行，並在威斯康星州北部的一個營地志願。我最

喜歡的沉默的運動是跑步，這是我做了35年，但我的背告訴我，得到

了。

我最喜歡的UWRA活動 出席研討會的金融，特別是十二月的經我最喜歡的UWRA活動 出席研討會的金融，特別是十二月的經

濟更新。

我最喜歡的退休的一部分 是具有靈活性前往看看我的孩子和孫子們，我最喜歡的退休的一部分 是具有靈活性前往看看我的孩子和孫子們，

誰一直住在西海岸，但現在是在中央時區。我的三個歲的雙胞胎孫女

現在住在田納西州。

這可能會讓你大吃一驚關於我的東西 我20多保護組織保護我關心的這可能會讓你大吃一驚關於我的東西 我20多保護組織保護我關心的

是關心我的地方或地址問題中的一員。

我一直在閱讀最近的 一本由丹·伊根， 死亡和大湖區的崛起。我最喜歡我一直在閱讀最近的 一本由丹·伊根， 死亡和大湖區的崛起。我最喜歡我一直在閱讀最近的 一本由丹·伊根， 死亡和大湖區的崛起。我最喜歡

的餐館 在麥迪遜地區是Mazomanie舊飼料廠。的餐館 在麥迪遜地區是Mazomanie舊飼料廠。

我的旅行計劃包括： 客場之旅新英格蘭北部。儘管已經活了東部旅行我的旅行計劃包括： 客場之旅新英格蘭北部。儘管已經活了東部旅行

，我在佛蒙特州，新罕布什爾州和緬因州花費的時間太少了。該公路

旅行西是美好的，但它的時間向東著呢。

閣樓天使計劃

閣樓上的天使協會的繼續教育項目，向公眾開放，在每個星期一的早晨

，在閣樓天使廣場，8301老索克路，米德爾頓，WI舉行。咖啡是在上

午10點送達; 該計劃開始於上午10:30是不收費的，並且不需要預訂。

週一，1月7日，“麥迪遜帽女士的歷史：溫馨的有關無家可歸的孩子們

的故事”，由南希·戴利，誰開始麥迪遜帽子女士。週一，1月14日，“如

何以及何時人工耳蝸最好盡量減少聽力損失的影響，”米歇爾A.奎因，臨

床教授，傳播科學與障礙系，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週一，1月21

日，由科裡Seffold，麥迪遜警察局官員“的是在麥迪遜黑警察的悖論”，

通過威斯康星人文委員會。週一，1月28日，“新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

麥迪遜，與威斯康星州歷史學會，”麗貝卡冬青舒適，國家聯絡員美洲

印第安人博物館麥迪遜。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日曆

篩子

https://UWRAmadison.org威斯康星大學麥迪

遜分校退休協會的C /ö進修21北園大街，720

5室麥迪遜，WI 53715-1218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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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1月8日 上午8:30 在Sofra早餐 

週二，1月15日 10:00 AM 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的未來聯邦預算問題

週三，1月16日  上午8:30 在埃利的早餐

週四，1月31日 10:00 AM 東特洛伊鐵路博物館

週三2月6日  上午8:30 在Sofra早餐

週二2月12日 上午8:30 在埃利的早餐

週二，2月19日 10:00 AM 在轉型專業護理設施

週四，3月7日 一整天  崔克自行車和爐邊之旅

有關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期限信息 篩子， 看到UWRAmadison.org的UWRA網站。有關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期限信息 篩子， 看到UWRAmadison.org的UWRA網站。有關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期限信息 篩子， 看到UWRAmadison.org的UWRA網站。

http://UWRAmadis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