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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野生動物的護理

由蘇珊·菲舍爾，會員，退休的挑戰和機遇委員會

你被邀請參加一個演講 成龍桑德伯格 ，你被邀請參加一個演講 成龍桑德伯格 ，你被邀請參加一個演講 成龍桑德伯格 ，

野生動物培訓主管在丹麥縣慈善協會（DCHS）野生動物保護中心。

該中心由當地志願者的協助下，幫助每年超過4000生病和受傷的野生

動物釋放健康動物回到其自然棲息地的目標。

威斯康星州的野生動物康復：照顧生病和受

傷的動物

週二，10：00 2月11日， - 上午11:30

羅娜社區中心

主級1011尼科爾斯路，

羅娜

報名截止日期：週二，2月4日 

DCHS是一個私人，非盈利性，社會支持的組織，不與任何政府

機構或國家的動物福利組織無關。這是一個公開承認收容所，接

受需要援助不分年齡，健康狀況，還是氣質所有動物。

成龍，碩士的保護生物學和可持續發展，從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

校的程度，除了先進的州和聯邦野生動物康復許可證。她的愛好鳥

類學研究，包括當地的人口動態和野生動物康復的根本影響特定個

人的成功。 不要記錄證實 。人的成功。 不要記錄證實 。人的成功。 不要記錄證實 。

停車場和方向

從腰線出口265，向北行駛在羅娜驅動器約1.2英里。左轉駛入尼科爾

斯路和驅動器約0.8英里。該羅娜社區中心是您在尼科爾斯路和希利巷

交叉口的權利。如果達到Winnequah路，你已經走得太遠了。 有一個交叉口的權利。如果達到Winnequah路，你已經走得太遠了。 有一個

在社區中心充足的停車位，並有坡道進入到建設以及樓梯。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現金和支票抬頭 公噸。錫安浸信會教堂食品儲藏室 將被接受現金和支票抬頭 公噸。錫安浸信會教堂食品儲藏室 將被接受現金和支票抬頭 公噸。錫安浸信會教堂食品儲藏室 將被接受

。

註冊 

預先登記。訪問uwramadison。組織/事件3694799在線註冊。

如果您沒有註冊，我們不能保證會有足夠的講義可用。如果你

或你的伴侶註冊的本次研討會，但不能參加，請聯繫UWRA辦

公室。

新成員 

2019年12月5日 -  2020年1月9日

漢斯·阿德勒布賴恩Bigler邁克爾·布里

奇曼艾米福特詹姆斯·福特安妮特GE

NDRON  - 菲茨帕特里克威爾瑪吉利

斯韋恩Hoernke凱瑟琳Jobsis Hoern

ke拉斯·約根森大衛Kammel

托馬斯Kniep恭Kniep希

拉·瑪麗·利瑞道格·馬歇

爾馬歇爾勞瑞梅伯里薇

拉·施密特肯·斯科特·丹

尼斯Springman史蒂芬

Zwickel

https://UWRAmadison.org
mailto: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94799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94799


保護您的身份

由凱西克里斯托夫，會員，委員會在財務事項退休

身份盜竊繼續成為美國增長最快的犯罪。你越了解它，你是那麼脆弱

。 傑夫·克斯滕 從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威斯康星州局將解釋不同類型的身。 傑夫·克斯滕 從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威斯康星州局將解釋不同類型的身。 傑夫·克斯滕 從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威斯康星州局將解釋不同類型的身

份盜竊，如何識別它，以及如何預防它，包括有關欺詐警報和安全凍

結信息。收到提示為維護個人信息，並了解如何識別騙局的紅旗。你

將被允許足夠的時間來提問，也將給予幫助的小冊子帶回家。

身份盜竊：保護和防止週二，3月17日，上午

10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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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3月10日

傑夫是機構聯絡消費者保護的農業，貿易和

消費者保護的威斯康星州內的局。在此期間

，傑夫旅行圍繞國家教育公眾，企業和執法

人員對隱私保護的重要性

和數據安全。傑夫擁有超過12年的經驗，作為一名警察，是以前的消

費者權益保護調查消費者保護局。 這一計劃將不會被記錄。費者權益保護調查消費者保護局。 這一計劃將不會被記錄。

停車處

在港島驅動器和礦點路的交通燈輸入奧克伍德。左手拿叉，然後在右邊

的第二車道進入訪客地下停車場。按下按鈕尋求幫助。車停在任何訪客

或不保留失速。乘坐電梯到一樓大堂裡，體徵或接待員會幫你。當你離

開地下停車場，車庫門自動打開。您也可以將車停在表面訪問者點（標

記沿驅動上下運動的大很多山空格）。

徒步，進入遺產，6205礦點路，在其正門（右側第三車道，在停車

標誌）。要鏈接到奧克伍德校園地圖，使用//tinyurl.com/ y6zaugvm

。

如果乘坐公共汽車，地鐵麥迪遜公交線路14和奧克伍德的前67站

的礦點路，如果 

東風旅行，或在礦點路從奧克伍德，如果旅行西風。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現金和支票抬頭 UW基金會 以“開放式座椅餐具室”的備註行會被接現金和支票抬頭 UW基金會 以“開放式座椅餐具室”的備註行會被接現金和支票抬頭 UW基金會 以“開放式座椅餐具室”的備註行會被接

受。

註冊 

預先登記。訪問uwramadison.org/事件3654327在線註冊。如果您沒

有註冊，我們不能保證會有足夠的講義。如果你或你的伴侶註冊的本

次研討會，但不能參加，請聯繫UWRA辦公室。

這還不算太晚註冊

加入我們的時候 J.邁克爾·柯林斯， 該中心的金融安全學院主任，討論加入我們的時候 J.邁克爾·柯林斯， 該中心的金融安全學院主任，討論加入我們的時候 J.邁克爾·柯林斯， 該中心的金融安全學院主任，討論

社會保險的角色轉變，外的自付醫療費用和債務，包括退休越來越多地

使用抵押貸款。了解如何家庭正在改變他們的做法，以金融和遺產規劃

。這一計劃將吸引廣大範圍的退休人員。 它會被記錄 。。這一計劃將吸引廣大範圍的退休人員。 它會被記錄 。。這一計劃將吸引廣大範圍的退休人員。 它會被記錄 。

退休財務的安全和福祉： 

什麼樣的未來？

週三，2月19日，上午10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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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2月12日

註冊

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組織/事件3655729在線註冊。如果你還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組織/事件3655729在線註冊。如果你還

沒有註冊，我們不能保證會有足夠的講義可用。如果你或你的伴侶註冊

了本次研討會，但不能參加，請聯繫UWRA辦公室。

剛起來UWRA網站

演講

飲食和眼睛老化（10月17日）衛生美國經

濟的（12月17日），我需要一個信任？（1

月14日）導演分鐘的局

10月17日年11月19年12月21日的資

產負債表和損益表

年初至今為2019 12月31日，公司創

始會員

協會歷史

http://tinyurl.com/y6zaugvm
http://tinyurl.com/y6zaugvm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54327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54327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55729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55729


對自然的應用特別節目

安·華萊士，會員，電子技術委員會

聲音和目擊在本質上週三的應用程式，10:00 3月

4日 -  11:30

國會湖退休社區

大禮堂333西大街

報名截止日期：週三，2月26日

打算參加這個節目，了解一些特性的應用程

序，可以幫助您享受戶外活動的。春天來了

！加入鳥類愛好者，熱愛大自然，並UWR

A成員 查Henrikson 他介紹了一些最好的性A成員 查Henrikson 他介紹了一些最好的性A成員 查Henrikson 他介紹了一些最好的性

質的應用程序，他已經找到。該課程由電子

贊助

技術委員會和退休挑戰與機遇委員會。

該方案將集中在兩個主要應用：梅林和iNaturalist。梅林是由康奈爾鳥

類學實驗室生產的，以幫助您識別任何未知的鳥類一個免費的應用程序

。梅林問你一系列的五個簡單的問題，然後你的答案比較龐大的數據庫

康奈爾鳥類學實驗室維護一個名為eBird拿出幾個選擇。據介紹，這些

你在照片的形式，從中選擇適合您的未知鳥類的最佳匹配。您也可以提

交未知鳥類的照片，並再次梅林將提供可能的匹配，從他們的鳥的照片

庫。查克將簡要介紹eBird，鳥數據庫到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公民科學

家的日常提交觀鳥。eBird是免費的。

該應用程序iNaturalist也是免費的。它是由加州科學院和美國國家地理學

會的聯合倡議，以幫助您識別你周圍的植物和動物。當您打開應用程序

，它會要求你與你的手機和你的位置，拍攝植物或動物。它隨後將此信

息與它的數據庫進行比較，並建議用照片為你未知的植物或動物的名字

。其他植物和動物應用的列表將在講義中提供。 這一計劃將被記錄下來。其他植物和動物應用的列表將在講義中提供。 這一計劃將被記錄下來

。

停車處

在對面的大街上國會湖正門停機坪提供免費停車服務。以一票，當你

進入，並為你留下了研討會有它在前台驗證。該票有效期為僅20分鐘

就被加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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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現金和支票抬頭 古德曼社區中心食品儲藏室 將被接受。現金和支票抬頭 古德曼社區中心食品儲藏室 將被接受。現金和支票抬頭 古德曼社區中心食品儲藏室 將被接受。

註冊

預先登記。訪問uwramadison.org/事件3577958在線註冊。如果您沒

有註冊，我們不能保證會有足夠的講義可用。如果你或你的伴侶註冊

的本次研討會，但不能參加，請聯繫UWRA辦公室。

保存日期：5月12日

通過Ruthi杜瓦爾，主席，委員會午宴

午宴委員會很高興邀請您參加我們週二，5月12日，今年我們正在做

的事情不同的2020年UWRA黨員大會！ 

作為威斯康星大學的退休人員和朋友，在午宴委員會認為現在是時候藉

此事件回家，回到校園新裝修的紀念聯盟。我們的演講者將是 馬克Gu此事件回家，回到校園新裝修的紀念聯盟。我們的演講者將是 馬克Gu

thier， 協理副校長和威斯康星州聯盟的董事。下午將開始在中午註冊其thier， 協理副校長和威斯康星州聯盟的董事。下午將開始在中午註冊其

次是午餐，揚聲器和年度業務會議。為了完善下午的休息，成員可再選

擇兩種導遊之一：要么是校友公園的遊覽或紀念聯盟的背後的幕後之旅

。旅行團後，我們邀請您加入到你的朋友和同事，同時享受在露台的飲

料或冰淇淋。

我們已經可以聽到你的問題：“什麼擔心停車？它始終是一個挑戰！“

我們很高興份額UWRA被覆蓋在海倫半天的停車費用

C.白色（HCW）車庫。但是，成員需要登錄了停車的事件註冊時預留

的空間。請注意，由於該停車場的安排，榮休講座教授停車證將不會在

HCW  - 地段允許

6.你的榮休講座教授停車證將根據實際情況其他經批准的大量的工作。

在步行距離內的其他停車服務在您的費用在麥迪遜市

- 湖街斜坡，UW 7號地塊（固安捷車庫）或UW地塊46（湖和約翰遜

斜坡）。

我們計劃在忙碌的下午。留意網站上的更多信息和報名詳情和即將發

行 篩子。 我們希望你能加入我們回到校園！行 篩子。 我們希望你能加入我們回到校園！行 篩子。 我們希望你能加入我們回到校園！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577958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577958


銳化您的在線照片

由凱西克里斯托夫，聯席主席，電子科技委員會

九月，UWRA成員 ORV JORDAHL 推出了許多成員對谷歌照片應用程九月，UWRA成員 ORV JORDAHL 推出了許多成員對谷歌照片應用程九月，UWRA成員 ORV JORDAHL 推出了許多成員對谷歌照片應用程

序。如果您參加，並希望採取的下一步驟，或者你已經學會對自己的一

些關於谷歌的照片和有疑問，請參加本次非正式科技診所。帶上你的筆

記本電腦，平板電腦或手機和經驗如何與谷歌的照片管理照片。

科技診所：谷歌圖片II週四，下午2:30 2月2

7日 - 下午4:00

奧克伍德村大學伍茲

Nakoma /威斯特摩蘭房6205礦點路

報名截止日期：週四，2月20日

請提前發送問題的時間 uwra.tech@gmail。COM幫助我們做好準備請提前發送問題的時間 uwra.tech@gmail。COM幫助我們做好準備

。科技診所會話不會被記錄。

停車處

在港島驅動器和礦點路的交通燈輸入奧克伍德。左手拿叉，然後在右邊

的第二車道進入訪客地下停車場。按下按鈕尋求幫助。車停在任何訪客

或不保留失速。乘坐電梯到一樓大堂裡，體徵或接待員會幫你。當你離

開地下停車場，車庫門自動打開。您也可以將車停在表面訪問者點（標

記沿驅動上下運動的大很多山空格）。

徒步，進入遺產，6205礦點路，在其正門（右側第三車道，在停車標

誌）。要鏈接到奧克伍德校園地圖，使用//tinyurl.com/ y6zaugvm。

該威斯特摩蘭房是直接在遺產正門接待台後面。

如果乘坐公共汽車，地鐵麥迪遜公交線路14和奧克伍德的前67站

的礦點路，如果向東行駛，或在礦點路從奧克伍德，如果旅行西

風。 

註冊

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組織/事件3679567在線註冊。如果你還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組織/事件3679567在線註冊。如果你還

沒有註冊，我們不能保證會有足夠的講義可用。如果你或你的伴侶登記

的本次會議，但不能參加，請聯繫UWRA辦公室。

滿足會員丹尼斯·雷

黛布拉·蘭黛，列協調員

配偶/顯著其他： 瑪麗·巴納德雷配偶/顯著其他： 瑪麗·巴納德雷

退休前， 我是一個13所大學，多學科的研究團體專注於電力系統退休前， 我是一個13所大學，多學科的研究團體專注於電力系統

的副主任。

我最喜歡的工作的一部分是 幫助電力工程專業的學生跨13所大學，同我最喜歡的工作的一部分是 幫助電力工程專業的學生跨13所大學，同

時在其他大學的學生提供就業服務在同一領域。

我做了我退役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的旅行對YMCA，繼續分析上形成地我做了我退役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的旅行對YMCA，繼續分析上形成地

方教會支持移民社區的丹麥聖殿聯盟在美國和加拿大的130電力的方案

對我的專業機構的調查顯示，和工作。

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志願服務與聯軍和我的教會，國際旅行，運動，打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志願服務與聯軍和我的教會，國際旅行，運動，打

水上排球，和周圍我們家的項目清單上的工作，我說我會去的一天。

我最喜歡的UWRA活動 早餐UWRA成員。我最喜歡的UWRA活動 早餐UWRA成員。

退休的我最不喜歡的是 處理疼痛。退休的我最不喜歡的是 處理疼痛。

我現在還不能扔掉 我的本科工程課堂筆記，但我覺得我幾乎準備擺脫他我現在還不能扔掉 我的本科工程課堂筆記，但我覺得我幾乎準備擺脫他

們的。

關於我是會令你感到驚訝 我唱一個合唱團。關於我是會令你感到驚訝 我唱一個合唱團。

我一直在閱讀最近的 印度超過2019年聖誕節期間前往那裡的歷史我一直在閱讀最近的 印度超過2019年聖誕節期間前往那裡的歷史

（這是一個偉大的，但震撼人心，行程）。

mailto:uwra.tech@gmail.com
mailto:uwra.tech@gmail.com
http://tinyurl.com/y6zaugvm
http://tinyurl.com/y6zaugvm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79567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79567


特殊利益集團？

通過米勒德蘇斯曼，會員，退休的挑戰和機遇

你有沒有希望，你可以找到志趣相投誰可以與你加息，追逐蝴蝶，發

現有害雜草，打羊頭，聽戲，手練花招，樣本區啤酒屋，或在內戰討

論的書？退休挑戰與機遇委員會從UWRA成員聽到，他們希望在形成

特殊利益集團的幫助，委員會願意幫助，但有這麼多的利益在那裡等

少數成員對我們的委員會！所以，我們試圖想辦法在UWRA可以幫助

成員共同利益，以找到彼此不會產生壓倒性的行政負擔。

這裡有一個想法：該協會網站上的UWRA會員資料提供了一個空間，在

其中你可以列出“無利益的形式”。雖然這一信息被視為機密材料，它是

由執行董事和系統管理員，誰可以提供具有共同利益，如園藝，讀書俱

樂部，體育健身，或觀鳥的成員名單進行搜索。你有特別的興趣？您是

否在尋找其他UWRA成員誰可以加入你有沒有興趣？您已將利益，這種

自由形態輪廓項目？讓我們知道您的想法。在一封電子郵件給您可以將

您的想法msusman@wisc.edu 與主題行“UWRA檔案”。

從得非常好（GITD）以科技診所

電子技術委員會努力把自己感興趣的節目，以UWRA成員。有些是演示

解決普遍關心的話題。其他人是非正式和地址更具體的主題。在過去的

一年中，我們嘗試用提供非正式會議提供實際操作經驗來解決問題或回

答問題的針對性。基於積極接待，我們決定繼續這種格式，並重新命名

屆“科技診所。”敬請期待為請即將召開的會議。

從執行主任的辦公桌

由桑迪·哈澤，執行董事

您認為，我們傾聽。在一些成員的建議，我們增加了一個新功能 篩子您認為，我們傾聽。在一些成員的建議，我們增加了一個新功能 篩子

。 該功能將列出網站上進行發布的新項目或修訂。一定要看看這個月。 該功能將列出網站上進行發布的新項目或修訂。一定要看看這個月

的排名。

大家都知道，我們很幸運，有一個志願者攝影師，弗蘭克·伯爾我們的會

員之內。弗蘭克帶很多我們的節目奉獻的。我經常收到有關的研討會是

否將錄像查詢。有時也有最後一分鐘取消和成員認識到，程序錄像，使

他們能夠趕上在網站上重新運行。在一些成員的建議，幫助我們的讀者

，並再次，我們將開始包括在該計劃公佈一份聲明，如果本次研討會會

或不會進行錄像。

你有什麼建議嗎？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更好？我們真誠地感謝您的反饋

 - 好的和壞的。請分享你的想法。給我發電子郵件或打電話給我，我們

可以討論您的想法。這是您的關聯

- 網絡中的退休！

每月提醒

東城早餐

週三，2月12日; 週二，3月10日; 和週三，4月15日; 上午8:3

0在埃利的咖啡廳，909東百老匯，羅娜。

西城早餐

週四，2月6日; 週二，3月3日; 和週一，4月6日; 上午8

:30在Sofra，7457埃爾姆伍德大道，米德爾頓。

不需要預訂，歡迎你來參加任一或無論你住這兩個早餐。

閣樓天使計劃

閣樓天使繼續教育項目是向公眾開放，並在每個星期一早晨閣樓天使廣

場，8301老索克路，米德爾頓舉行。咖啡是在10:00和供應計劃開始於

上午10:30是不收費的，並且不需要預訂。

週一，2月3日，“誰是創始人？我們應該聽他們的？“約翰·P·卡明斯基，

主任，中心美國憲法的研究。

週一，2月10日，“麥迪遜社區基金會，”鮑勃·佐爾格，總裁，麥迪遜社

區基金會。

週一，2月17日，“重新為垃圾食品，”戴夫海德，創始人/執行董事，小

約翰 -  501（C）（3）非營利組織，成立於2018年。

週一，2月24日，“功能醫學：21世紀的流行疾病的一個新興模式，”羅伯

特盧比MD，為研究所的功能醫學醫學教育的執行董事。

mailto:msusman@wisc.edu


美國經濟相當健康：我們的年度體檢結果

通過米勒德蘇斯曼，會員，委員會在財務事項退休

在12月17日的UWRA介紹，CUNA相互首席經濟學家史蒂夫里克比作

美國經濟有生命的東西。正如人體健康可通過體溫，血壓，好膽固醇

的水平，這樣的測量結果來判斷，經濟的健康可以通過檢查的幾個關

鍵數字來判斷。我們的經濟理想的年通貨膨脹率為2％; 我們目前在1.

8％。一個理想的失業率為5％; 我們在3.5％。聯邦基金利率應該是2.

3％; 它是1.6％。十年期國債債券應繳納4％; 他們為此付出了1.8％。

而我們的經濟產出率目前在2％以上的理想的水平，這意味著生產力的

運行有點太高，這在歷史上是一個不好的兆頭。庫存值不大大膨脹。

房地產價格都沒有認真過大。在史蒂夫的眼神，

史蒂夫期待美國經濟增長放緩一定程度上在2020年，然後從2021年至二

○二三年回升到目前的水平在此期間。這種下降將超過一個鴻溝坑洞。

如果你正在尋找的事情擔心，當你躺在清醒凌晨3:00，史蒂夫為我們提

供了值得您的關注十個項目的清單。這些措施包括經濟上的不平等，貿

易衝突，一萬億美元的每一年的預算赤字，以及房地產泡沫在澳大利亞

和加拿大。

信息不只是史蒂夫·里克流動; 它爆發。所以，你可能想看看他的講座，

這是可以在資源UWRA網站上的視頻錄製。史蒂夫的活力和清晰的講課

風格使他成為最流行的我們對財務事項復發音箱之一。如果你看他的演

講，你會離開更好地理解許多力量和複雜的相互作用，影響美國經濟，

並在其開展業務的全球經濟環境。

你知道嗎？

有沒有想過關於UWRA的歷史嗎？當被UWRA形成的呢？誰應該對此負

責？它是怎麼來呢？誰是創始母親和父親（創始成員）？是否有任何的

創始成員仍然會員？你知道誰是第一個執行董事？回答這些問題，現在

可以在網站上在工具欄上的“關於”中找到。對於身份安全起見，創始成

員的名字都在一個安全的唯一成員區，將為了查看需要登錄到你的密碼

的網站。

最後一個字：交通

由瑪麗·巴納德雷編輯器

我不是關於交通新手。我可以在芝加哥和聖路易斯，乘坐出租車駕駛沒

有經過北達科他州（慢，很慢）野牛牧群在巴黎和聖地亞哥，路口退縮

徒步在北京和悉尼，和驅動器。但是，印度是在另一個聯賽。它擴大了

我的什麼是可能的意識。定向信號，像你的闌尾，都從來沒有使用過。

路牌是懦夫。車道線，充其量，僅僅是建議。在相反方向流動的流量之

間的分界線變得有點多考慮，但數量不多。喇叭與頻率和微妙的使用，

他們的聲音從三輪摩托車的短鳴，以城市公交車的顫音，這聽起來像在

水中短號演奏起床號。

鐵路地役權的規則是一致的，無論是在十城萬美元，或村莊。牛有辦

法絕對權利，即使他們停在一個繁忙的十字路口的平均咀嚼，他們知

道這一點。狗，雞和豬也有優先通行權，但他們得到的，如果他們不

待著按喇叭。行人預計行使比動物更加謹慎，因此也給出更低的餘地

。更大的車輛往往有超過較小的與喇叭的優先通行權，但自信和熟練

的時間可以彌補這一點。摩托車和踏板車可以做，適合在兩者之間或

車輛旁邊任何狹小的空間。

有些不同的規則適用於農村地區，在大排檔附近。路過路邊的小攤時，

必須減速。這並不難做到，因為通常會有在這些領域半打“睡警察”（又

名交通顛簸），都擠在一起像燈芯絨。我不知道哪個先睡覺的警察或小

吃攤。當通過小米領域收穫期間路過，你必須小心駕駛通過淺樁馬路對

面的種子頭傳播，因為你是在幫助農民從穀殼分離的穀物。當然，你必

須通過在路的另一邊時，農民處於車道重新安排糧食或添加更多的樁。

這是什麼都與UWRA辦？當你看到節目未來的路在2020年，你可能會

像我在印度的交通的確感到了一點。會有這麼多美好的郊遊取，主題

的這樣的宴會，探索，和這麼多新的學習！你將不得不做一些認真的

規劃，得到所有你想要在你的生活，包括非凡的機會。剛剛扣上，映

射出你的路線，並準備去探索！



亨利·維拉斯動物園尋求志願者

亨利·維拉斯動物園期間2020賽季（三月至十月）尋求熱心社區成員的

志願者。這對於那些希望得到外界，繼續參與一個極好的機會，只是有

樂趣！

需要以下職位志願者：火車與旋轉木馬，山羊院子*，園藝*，發現*導

賞員，接待員門*，保育日和事件船員*和動物富集項目*。

最小承諾是每月兩班（取決於所選擇的角色每月約4至6小時）。調度

靈活。提供所有培訓。志願者享受優惠政策，如：在我們的冰川格柵

折扣和禮品店，只有志願者午餐和獲悉，動物園通訊和志願者升值的

夜晚。

為了與信息會話開始，或疑問，請聯繫我們的志願者協調員volunteer

@henryvilaszoo.gov 或283-1612。我們期待您的回音！

* 機會也可用於10-13歲的志願者與祖父母/父母/監護人。

大學圓桌午餐會 

大學圓桌會議即將整裝待發，準備提供從UW-麥迪遜社區中的推薦每月

午餐演講。所有項目將在特里普下議院以紀念聯盟舉行。每個午宴下午

1:00每個午餐的費用是$ 12開始，在上午11:45和結束。更多信息可在

//acstaff.wisc.edu/圓桌會議上找到。下面是本學期的日程表。

週三，2月12日，“住房，健康和家庭幸福感：證據，政策方針和新

方向”的瑪拉·柯蒂斯博士，維拉斯傑出貢獻教授，社會工作學院。

報名截止日期：2月4日註冊鏈接：//go.wisc.edu/us7189。

週三，3月11日，“樹木園：什麼是威斯康星州生活展覽，它是什麼

，它希望成為什麼”由Karen Oberhauser，植物園主任。報名截止

日期：3月3日註冊鏈接：//go.wisc.edu/de4os9。

週三，4月8日，“生活在目的”的Shilagh Mirgain博士，在骨科和康復

部傑出的心理學家。報名截止日期：3月31日報名鏈接：//go.wisc.e

du/o6khu1。

查找高級/獨立生活資源

費薩爾Kaud和桑迪·哈澤，成員，委員會在財務事項退休

最近的一項計劃提出了關於高級居住社區，獨立生活資源在連續照護的

社區的一些問題，以及UWRA演講。第一UWRA介紹的是2017年三月覆

蓋此所提供的四個層次的護理社區：獨立，協助，技術和內存。第二個

介紹的是2018一月和覆蓋所提供三四級的這些社區。轉至UWRA網站

（資源/演示文稿）可查看講義和視頻錄製。

其他資源可以在老齡化和殘疾資源中心（ADRC），它提供了關於對有

關老齡化和殘疾人居住生活各方面的資源和支持，相關資料中找到。的

信息的另一個來源是出版物， 老齡化之旅， 這對於護理人員和中南部威信息的另一個來源是出版物， 老齡化之旅， 這對於護理人員和中南部威信息的另一個來源是出版物， 老齡化之旅， 這對於護理人員和中南部威

斯康星州老年成年人的指導。每年出版一次，它是可用的，免費的，在

商場等商業設施。該網站還為高級和獨立生活的信息來源。

大學聯賽的春天午餐：被監禁父母的子女

大學聯賽的邀請您參加社會工作的UW學院Pajarita查爾斯教授的演講。

她的主要興趣在於促進受刑事司法系統中的兒童和家庭的積極成果預防

性干預研究。加入我們在週四，3月19日，在Nakoma高爾夫俱樂部。社

會時間開始於上午11:00，午餐在11:30，之後呈現。非會員的歡迎。預

訂截止日期：3月11日沒有在此日期之後的退款。欲了解更多信息，並

下載報名表，請訪問： univleague.wisc.edu/programs。下載報名表，請訪問： univleague.wisc.edu/programs。

mailto:volunteer@henryvilaszoo.gov
http://acstaff.wisc.edu/roundtables
http://acstaff.wisc.edu/roundtables
http://go.wisc.edu/us7189
http://go.wisc.edu/de4os9
http://go.wisc.edu/o6khu1
http://univleague.wisc.edu/programs


篩子

https://UWRAmadison.org威斯康星大學麥迪

遜分校退休協會的C /ö繼續學部21北園大街，

客房7205麥迪遜，WI 5371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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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的日曆日期

週四，2月6日 上午8:30 在Sofra西城早餐

週二，2月11日 10:00 AM 野生動物康復 

週三，2月12日 上午8:30 東城早餐埃利的咖啡廳

週三，2月19日 10:00 AM 金融安全和退休福利

週四，2月27日 下午2:30 科技診所：谷歌照片II

週二，3月3日 上午8:30 在Sofra西城早餐

週三，3月4日 10:00 AM 大自然的應用程序的聲音

週二，3月10日 上午8:30 東城早餐埃利的咖啡廳

週二，3月17日 10:00 AM 身份盜竊：保護和防止

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遊，參觀platomadison.org/page-18561信息。有關為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最後期限信息 篩子 ， 看到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遊，參觀platomadison.org/page-18561信息。有關為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最後期限信息 篩子 ， 看到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遊，參觀platomadison.org/page-18561信息。有關為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最後期限信息 篩子 ， 看到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遊，參觀platomadison.org/page-18561信息。有關為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最後期限信息 篩子 ， 看到

UWRAmadison.org的UWRA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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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