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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電子技術方案 

路易斯羅賓斯，共同主席，電子科技委員會

如何捕捉和保持你的家族病史 

使用數碼錄音週二，10月23日，下午

1：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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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10月16日

家庭時間來了？感興趣的收集，並通過那些誰住它的話保存您的家族

歷史？與後輩分享你的個人經歷？ 特洛伊·里夫斯 ，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歷史？與後輩分享你的個人經歷？ 特洛伊·里夫斯 ，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歷史？與後輩分享你的個人經歷？ 特洛伊·里夫斯 ，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歷史？與後輩分享你的個人經歷？ 特洛伊·里夫斯 ，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

遜分校口述歷史計劃的負責人，將討論一些技巧和竅門創建為當前和

未來幾代人的傳承您的音頻或視頻記錄，從口述歷史的收集播放剪輯

來說明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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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接受現金和應

付“檢查山 錫安浸信會教堂“和”食品儲藏室“的備註行。

註冊

註冊是必需的。我們鼓勵您在uwramadison.org/event-3056043在線

註冊。另外，您也可以聯繫該協會辦公室（見刊頭）。

停車處

路見第3頁。

20幸運參與者的特別機會

由薩拉·波茨，會員，連接委員會

小人國週三，10月24日的景觀，上午10:30

  -  12：00

MG＆E創新中心510 Charmany驅

動器，50間

報名截止日期：週三，10月17日

空間被限制在20人。註冊被接受

在先到先得的基礎。

加入 保羅·威廉斯 ， 植物病理學的退休教授，威斯康星快速植物的父加入 保羅·威廉斯 ， 植物病理學的退休教授，威斯康星快速植物的父加入 保羅·威廉斯 ， 植物病理學的退休教授，威斯康星快速植物的父加入 保羅·威廉斯 ， 植物病理學的退休教授，威斯康星快速植物的父

親（見fastplants.org）和瓶生物學的創建者（見bottlebiology.org）

，將向您展示如何創建和種植自己的微型玻璃容器，瓶巨蛋花園。這

些花園非常適合您的家庭或公寓的窗戶。了解如何種植，生長，繁殖

和微型沙漠和森林植物; 苔蘚，蕨類植物，茅膏菜和sedums。這瓶生

物活性非常適合所有年齡的人，都可以使用，例如，用於孩子們的課

外科技項目或室內園藝。

車間包括所有材料，植物和說明書。如果有更大的興趣，本

次研討會將在未來某一日期重複。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此事件的儲藏室將古德曼社區食品儲藏室。我們可以接受現金和支票

抬頭“古德曼社區食品儲藏室。”

註冊

註冊是必需的。我們鼓勵您在uwramadison.org/event-3038959在線

註冊。另外，您也可以聯繫該協會辦公室（見刊頭）。

路線和停車場

路見第3頁。進入大樓後，立即著手樓下。歐文沙恩會議室（50間

）是在樓梯的底部。

新成員18年8月11日 -  18年9月10日

凱萊綠色瑪麗·米龍

莎朗·穆爾維斯蒂芬

·奧爾森樂華貝克大

衛空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056043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038959


做完它（GITD）

由朱迪·克雷格，成員，電子技術委員會

技術機靈和安全週四，10月25日，2：30-4：

00

菲奇堡圖書館，5530拉齊路

註冊在週四，10月18日推薦

你想為一些圍繞今天的互聯網已經滲透我們生活的許多方面的方式，棘

手問題的進一步探索的機會嗎？當我們規劃我們的方案中，電子科技委

員會探討了這個問題。我們邀請您加入我們為10月GITD會議。我們將

與我們委員會成員之一提出的一個問題開始：“我們開發技術的機靈比它

的安全快捷？”由名譽計算機科學教授拉里的蘭德韋伯ETC呈現兩年前提

高了我們對互聯網的認知物聯網（IOT）。他目前的興趣導致他編譯基

於網絡的文章，可能不是在我們的日常閱讀書目; 其中一些將是我們討

論的基礎。我們不認為這將是一個tips-和技巧的方案，但如果你準備深

究這個主食現代生活的理念，快來參加吧！

註冊

因為我們預計的提前問題的形式來考慮的功課，我們建議您在uwrama

dison.org/event-3032163在線註冊。另外，您也可以聯繫該協會辦公室

（見刊頭）。

停車處

路見第3頁。

從執行主任的辦公桌

由桑迪·哈澤，執行董事

首先，讓我說謝謝沙龍文森為作為臨時主編 篩子 在過去的一年。上一項首先，讓我說謝謝沙龍文森為作為臨時主編 篩子 在過去的一年。上一項首先，讓我說謝謝沙龍文森為作為臨時主編 篩子 在過去的一年。上一項

偉大的工作獎勵！該UWRA很高興地歡迎瑪麗·巴納德為雷 篩子 編輯。我偉大的工作獎勵！該UWRA很高興地歡迎瑪麗·巴納德為雷 篩子 編輯。我偉大的工作獎勵！該UWRA很高興地歡迎瑪麗·巴納德為雷 篩子 編輯。我

們也很高興地歡迎喬·安·卡爾的助理編輯。

我們鼓勵您在UWRAmadison訪問我們的網站。ORG有關關聯事件的最

新信息。你有沒有注意到，該網站主頁被重組，現在包括UWRA註冊事

件，事件的大學，不同的列表重複事件，並追溯至還記得嗎？我們將繼

續開發什麼是在網站上公佈。作為委員會最終確定他們的活動和計劃，

將信息發布在網站上。同

篩子 僅公佈月度，網站將擁有最先進的最新節目信息。 篩子 僅公佈月度，網站將擁有最先進的最新節目信息。 

如果你有什麼建議，你想都包含在 篩子 或在網站上，我們鼓勵你分如果你有什麼建議，你想都包含在 篩子 或在網站上，我們鼓勵你分如果你有什麼建議，你想都包含在 篩子 或在網站上，我們鼓勵你分

享你的想法。請發送電子郵件retireassn @ mailplus.wisc.edu。

了解你的好處 

由桑迪·哈澤，執行董事

員工福利和資源公平週二，10月9日，上午10點

 - 下午6點

南聯盟

健康，長期護理，視力和牙科保險提供商將有顯示器和代表出席會議並

回答大家的提問。員工信託基金，威斯康星州投資委員會的國家，以及

管理我們的403（B）賬戶和遞延補償賬戶的其他金融機構將代表。講座

安排在一天，所以你可以了解更多有關2019的好處。此外，校園組將提

供有關他們的服務，包括運輸服務的信息。你也可以得到你的流感疫苗

。

今年UWRA將展示有權的小組討論，“如果我當時就知道我現在知道了。

”該小組將提供他們的個人見解，有幫助，或者阻礙，過渡到退休。面板

包括 羅布·塞爾策（ 主持人）， 瑪麗·梅斯，吉姆·斯特拉頓，蘇亞當斯，包括 羅布·塞爾策（ 主持人）， 瑪麗·梅斯，吉姆·斯特拉頓，蘇亞當斯，包括 羅布·塞爾策（ 主持人）， 瑪麗·梅斯，吉姆·斯特拉頓，蘇亞當斯，包括 羅布·塞爾策（ 主持人）， 瑪麗·梅斯，吉姆·斯特拉頓，蘇亞當斯，

和 瑪麗Czynszak  - 萊恩。 完整的2018事件的程序，其中有詳細的日程和 瑪麗Czynszak  - 萊恩。 完整的2018事件的程序，其中有詳細的日程和 瑪麗Czynszak  - 萊恩。 完整的2018事件的程序，其中有詳細的日程

，供應商列表，和校園資源將在網站上公佈。不需要註冊。訪問tinyur

l.com/y8ktepxv。由UWRA顯示停下來打個招呼！

一錘定音：暫停

由瑪麗·巴納德雷編輯器

九月在麥迪遜永遠是忙碌的：我們的日曆變得充滿秋天的季節職責，讓

在當地組織再度活躍，羽絨寢具的花園，在中保健選項中選擇“由你選擇

”，並規劃如何應對變化在稅法。幸運的是，UWRA 9月份計劃有機會解

決所有這些問題，除了羽絨寢具花園很好地吻合。現在，我們面臨的與

葉耙和最終的年慶典活動的下一個飆升之前，我們可以花點時間停下來

觀賞落葉葉子失去他們的綠色面具，露出它們的礦物顏色。我們可以聽

鳥兒組織到成群遷移。我們還可以參加一些課程專門為他們帶來的樂趣

。我希望你喜歡九月和感恩節之間的這個光榮的停頓。我希望UWRA的

活動是享受的一部分。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032163
http://tinyurl.com/y8ktepxv


十一月午餐和早間節目 

週一，11月12日

10:30早間節目和午餐會上午11:45

古德曼社區中心，社區Evjue室149 Waubesa街

報名截止日期：週一，11月5日

費用：每人$ 17

此方案的特點，並支持古德曼社區中心，為青少年的飲食方案，並弗里茨食品儲藏室。 薩姆·麥克丹尼爾 和 Terese艾倫 哪裡所有的食物從何此方案的特點，並支持古德曼社區中心，為青少年的飲食方案，並弗里茨食品儲藏室。 薩姆·麥克丹尼爾 和 Terese艾倫 哪裡所有的食物從何此方案的特點，並支持古德曼社區中心，為青少年的飲食方案，並弗里茨食品儲藏室。 薩姆·麥克丹尼爾 和 Terese艾倫 哪裡所有的食物從何此方案的特點，並支持古德曼社區中心，為青少年的飲食方案，並弗里茨食品儲藏室。 薩姆·麥克丹尼爾 和 Terese艾倫 哪裡所有的食物從何此方案的特點，並支持古德曼社區中心，為青少年的飲食方案，並弗里茨食品儲藏室。 薩姆·麥克丹尼爾 和 Terese艾倫 哪裡所有的食物從何

而來：將目前的“在古德曼中心食品儲藏室，從食品驅動器，以社區的飯菜如何養活世界。”？如何一切都組織起來？誰卸卡車，堆在貨架上

，而脫落的土豆？什麼是他們所服務的人的故事？在這個演示中，弗里茨食品儲藏室經理薩姆·麥克丹尼爾 將描述他的操作的空中交通管制的，而脫落的土豆？什麼是他們所服務的人的故事？在這個演示中，弗里茨食品儲藏室經理薩姆·麥克丹尼爾 將描述他的操作的空中交通管制的

性質和其對社會的影響。志願者廚師Terese阿倫將分享她如何得到創作與捐贈的食品，為食品儲藏室參與者準備熱騰騰的飯菜。在此之後的

談話，與會者將參觀食品儲藏室。弗里茨食品儲藏室在古德曼社區中心提供6600多戶，分佈超過

325000磅的食物，並準備每年近5000熱騰騰的飯菜。每年十一月，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提供感恩籃子超過3500戴恩縣的家庭。他們還努力提

供健康的食物，新鮮的，本地的，有機的，和飲食敏感，貫穿全年。更重要的是，茶水間工廠目前從500擴展到

1200平方英尺跟上不斷增長的需求。午宴的揚聲器 斯圖爾特·列維坦 將迷住我們“和褂子鎮變化的時代：在六十年代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這說明1200平方英尺跟上不斷增長的需求。午宴的揚聲器 斯圖爾特·列維坦 將迷住我們“和褂子鎮變化的時代：在六十年代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這說明1200平方英尺跟上不斷增長的需求。午宴的揚聲器 斯圖爾特·列維坦 將迷住我們“和褂子鎮變化的時代：在六十年代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這說明

談話是從他的新書改編， 麥迪遜在六十年代（ WHS出版社），威斯康星大學，並在1960年其對城市的影響。我們也將提供一個簽名售書表。斯談話是從他的新書改編， 麥迪遜在六十年代（ WHS出版社），威斯康星大學，並在1960年其對城市的影響。我們也將提供一個簽名售書表。斯談話是從他的新書改編， 麥迪遜在六十年代（ WHS出版社），威斯康星大學，並在1960年其對城市的影響。我們也將提供一個簽名售書表。斯

圖是一個屢獲殊榮的印刷和廣播記者和長時間的地方官員。

午餐會由工人階級餐飲，在古德曼社區中心青少年就業計劃受到照顧。青少年並肩工作與經驗豐富，敬業的員工。出鍍主菜覆盆子雞肉沙拉

（雞肉的覆盆子香醋醃製的乳房，擔任過綠色的床和新鮮樹莓，藍莓，芒果和羊奶乳酪）或者草莓菠菜沙拉（新鮮菠菜和生菜混合，淋上草

莓，蜜餞山核桃，紅洋蔥和羊奶酪，拌樹莓香醋）。兩者都配有一個側面的卷。飲料自助會有咖啡，冰茶，和牛奶。冰水會在桌子上。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此事件的食品儲藏室是古德曼社區食品儲藏室。現金和支付給古德曼社區食品儲藏室檢查將被接受。

停車處 

古德曼中心是南啟普公司的一個長塊在阿特伍德大道2600塊。停車場（包括訪問）可在主體建築，在新的黃銅工程建設，城市街道，並在2

450阿特伍德大道聖伯納德停車場在最右邊的角落。

新成員？

如果你是新來UWRA或已參加一個或兩個UWRA午餐或事件，我們歡迎你。將會有一個午餐表，新的與會者，以滿足董事會成員誰將會回答你

的任何問題或疑慮。查找表10噸說，“新的成員表。”

註冊

預先登記。我們鼓勵您在uwramadison.org/event-3032671在線註冊。郵件在使用本網頁的反面的形式保留。接受支票。如果你或你的伴侶登

記今天的午餐，但不能參加，請發送電子郵件或致電UWRA辦公室。午宴委員會： 達雷爾·巴特，布拉德利道格，馬克·芬克，蓋爾霍姆斯（主記今天的午餐，但不能參加，請發送電子郵件或致電UWRA辦公室。午宴委員會： 達雷爾·巴特，布拉德利道格，馬克·芬克，蓋爾霍姆斯（主

席），帕特Henrikson，薩拉波茨，恭迅達，霍埃爾·什科尼卡和倒鉤威利。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032671


滿足會員達雷爾·巴特D.

由戴比勞德，柱協調員

我的配偶 朱迪·巴特。我的配偶 朱迪·巴特。

退休前， 我是業務服務總監，繼續教育推廣，UW-擴展。退休前， 我是業務服務總監，繼續教育推廣，UW-擴展。

我做了我退役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評估什麼需要圍繞我們家做，導致園我做了我退役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評估什麼需要圍繞我們家做，導致園

林綠化工程，繪畫，建設劇場為我們的孫子和他們的朋友。

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做各種項目周圍的房子，游泳在我們的泳池，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做各種項目周圍的房子，游泳在我們的泳池，

打壘球高層在過55和65歲以上的聯賽，高爾夫和旅遊。

我的遺願清單上的熱門產品 前往美國，我們還沒有經歷過各種領域，如我的遺願清單上的熱門產品 前往美國，我們還沒有經歷過各種領域，如

大峽谷，大西北，和新英格蘭。

我最喜歡的工作的一部分是 來自13所高校的代表舉行會議，幫助他們我最喜歡的工作的一部分是 來自13所高校的代表舉行會議，幫助他們

建立自己的預算，繼續教育項目

我最喜歡的退休一部分 不必嘗試今天做的一切。我在我的日常時間我最喜歡的退休一部分 不必嘗試今天做的一切。我在我的日常時間

表的控制。

東西會令你感到驚訝關於我的 我一直非常活躍。我跑了高中和大學的軌東西會令你感到驚訝關於我的 我一直非常活躍。我跑了高中和大學的軌

道在400-和800米的比賽，並在這兩個事件多年舉辦學校紀錄。我繼續

當我在1969年來到了大學我完成了三個馬拉松，在1996年的波士頓馬拉

松賽最終運行。跑步一直是我的激情; 當你運行你可以做一些聲音的思

考。現在，我經常架起來，每天在我的院子裡工作20,000的步！

我最喜歡的麥迪遜餐館 本韋努托的，老土，弗萊明的總理牛排，和我最喜歡的麥迪遜餐館 本韋努托的，老土，弗萊明的總理牛排，和

德萊尼的。

我最喜歡的音樂是 新的國家西部音樂始終老歌：弗蘭克·西納特拉，我最喜歡的音樂是 新的國家西部音樂始終老歌：弗蘭克·西納特拉，

迪恩·馬丁等。

路線和停車場

奧克伍德村大學伍茲，6205礦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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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內任何訪問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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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MG＆E的創新中心，510 Charmany驅動器

從礦點路，在羅沙路轉向南。左轉MG＆E創新Centerwith地址505南

羅沙路。前往最遠的建設，注意垂直的白色數字“510”畫上了樓與樓之

間的走廊玻璃。該停車場是在左邊。

或者，使用惠特尼方式。向西拐進研究園大道。在第一個路口右轉駛入

Charmany驅動器。左轉進入停車場的MG＆E創新中心。

對於菲奇堡圖書館，5530拉齊路

該菲奇堡公共圖書館就位於魚苗場路南側的腰線大約兩英里。關閉東關

魚苗場路到拉齊路，再左轉進入市政廳和圖書館停車場。有一個大型停

車場，並設有電梯到二樓的地下停車庫。

十一月午餐和早間節目，週一，2018年11月12日

姓名（正楷） 雞肉沙拉草莓菠菜沙拉

飲食限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費用每人$ 17     所附的數量 _____飲食限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費用每人$ 17     所附的數量 _____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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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至：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21北園大街，7205室

，麥迪遜，WI 53715-1218。



大學圓桌會議系列

每學期，大學圓桌會議特色午餐計劃與大學社區的成員會談。所有

的程序都隊打霍爾在南盟從11:45 AM-1：00

11月14日，艾米·吉爾曼博士將提供一看藝術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查

仁美術館，從她33年來的第一個新導演的視角。12月12日，大衛·德雷

克博士會給威斯康星大學城市犬科動物項目，該項目研究了在市區紅狐

狸和狼迷人的生態談話。

每個午餐花費$ 12 對於註冊鏈接和進一步詳情，請訪問acstaff.wisc.e

du/roundtables大學圓桌會議頁面。註冊很快; 在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會

議座位都開得飛快。

閣樓天使計劃

閣樓上的天使協會的繼續教育課程是每個星期一的早晨，在閣樓天使

廣場，8301老索克路，米德爾頓，WI舉行。該計劃是向公眾開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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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10月8日，“姑息治療101”，由安東尼·布勞斯博士，臨終關懷和

姑息治療醫師。

週一，10月15日，“Voluntourism遠程尼泊爾，”由Eric和珍英格倫，國

際旅客。

週一，10月22日，“威斯康星州的印第安土墩”，由羅伯特·伯明翰

的合著者 威斯康星州的印第安毛茲。的合著者 威斯康星州的印第安毛茲。

週一，10月29日，“撫養蒙大拿：我的寵物水牛”，由德納Gullickson，

人力資源經理和水牛的情人。

麥迪遜老人中心活動

高級中心將舉辦畫廊之夜上週五，10月5日，4：30-7：00在麥迪遜

老人中心，330西米夫林街。所有照片都是由55歲及以上誰是從戴恩

縣。畫廊之夜是由當代藝術博物館麥迪遜（MMOCA）贊助。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你有那麼多的東西，你會怎麼連著手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是這樣，來到羅娜台演講，約翰諾倫驅動器，10月週二，

16，中午1：00 PM黎明愛，全方位服務的高級移動管理公司，塞格

斯有限責任公司，將提供解答您的問題decluttering的老闆。免費向

公眾開放。

戴恩縣的RSVP需要你的幫助

迫切需要司機開車的乘客在所有戴恩縣的社區，尤其是在麥迪遜/羅娜，

村莊樹叢，發怒平原，迪爾菲爾德，砍伐山林，菲奇堡，何烈山，麥克

法蘭，斯托頓，和太陽牧場。驅動程序提供老年人（60歲以上）和遊樂

設施，醫療和其他重要的約會所有年齡段的退伍軍人; 他們還送飯老年

人在社區麥迪遜之外。

該計劃是非常靈活的，不需要最低小時，並提供里程報銷和額外的責

任保險。如果你有興趣在推動老年人或送飯，請聯繫瑪麗施梅爾策，

mschmelzer@rsvpdane.org或441-7896; 幫助所有年齡和他們的家庭

的退伍軍人，聯繫喬·米勒，jmiller @ rsvpdane.org或238-7901。

每月提醒

在埃利氏，4102羅娜驅動器，麥迪遜，上午8:30星期三，1

0月24日，週二，11月20日東區早餐。

西城早餐Sofra，7457埃爾姆伍德大道，米德爾頓上午8:30在週

四，10月4日，週四，1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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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g/page-18561。

https://acstaff.wisc.edu/roundtables
http://platomadison.org/page-1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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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10月1日 10:00 AM 早間節目，午餐和揚聲器

週二，10月2日 下午2:00 2019這是你的選擇更新

週四，10月4日 上午8:30 在Sofra早餐

週二，10月9日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UW優點博覽會

週四，10月11日 上午7:30 遊：日本花園和庫蘭的烏節

週二，10月23日 1:00 PM ETC：捕獲家族史

週三，10月24日 上午8:30 在埃利的早餐

週三，10月24日 10時30分 連接：小人國的風景

週四，10月25日 下午2:30 完成它：技術安全

週四，11月8日 上午8:30 在Sofra早餐

週一，11月12日 10:30 AM 十一月程序，午餐和揚聲器

週二，11月20日 上午8:30 在埃利的早餐 

週三，11月28日   10:00 AM 我的意願是不是我的遺產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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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