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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執行主任的一個特殊郵件

我希望，這 篩子 發現您一切都好，並調整到我們發現自己每天都面我希望，這 篩子 發現您一切都好，並調整到我們發現自己每天都面我希望，這 篩子 發現您一切都好，並調整到我們發現自己每天都面

臨著前所未有的變化。 

在從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總督的辦公室，大學和相關COVID-19的謹

慎豐富的最新準則輕，許多UWRA事件被取消。取消活動的決定是不

容易的。委員會試圖找到替代方式為客戶提供演示，並找到替代設施

。最後，我們的成員的健康和福利是取消活動的決定的決定性因素。

這是希望取消簡報會時的生活恢復正常改期。

在UWRAmadison.org首頁上以橫幅具有取消消息，並直接鏈接到

取消的完整列表。隨著變幻無窮的情況，你是鼓勵監控更新網站。

請繼續採取一切預防措施，以保持自己的安全，並知道我祝您和您的

家人在這個困難的時候一切順利。很好，保持健康，

- 三弟

取消通知

下面的程序將被取消。

• 週四4月2日，10：00-11：30，下午與幕後花絮“據

我們所知，的”奧克伍德。

• 週一，4月6日，在Sofra上午8:30西

城早餐。

• 週二，4月14日上午10:00，中午現代基因組學和監視狀態：

利用DNA識別和跟踪人，奧克伍德。

• 週三，4月15日，在埃利的咖啡廳上午8:

30東城早餐。

• 週二，4月21日上午10:00，中午年度SWIB和ETF

更新，奧克伍德。

• 週四，4月23日2：30-4：00旅遊應用程序的高

科技診療，奧克伍德。

• 週三，4月28日，10-11：30是一個政治漫畫家，資

本湖的生活。

• 週四，4月30日8:00 AM-5：30 PM密爾沃基釀酒，華盛頓國

民隊的比賽。

• 週二，5月12日，中午3點30分年會，午餐會，演講者

和旅遊。

• 週二，5月19日上午10點，中午給予律師權威的力量，

奧克伍德。以下委員會會議被取消。

• 週五，4月3日10:00，金融上午，中午委員會在退休事宜

。

• 週一，4月13日，下午1：30-3：30 PM合作和參與委員會。

• 週四，4月16日，下午1：30-3：董事時30分委員會。

• 週四，4月23日，1：00-2：30下午電子技術委員會。

每月提醒

東城早餐，上午8:30埃利的咖啡廳，909東百老匯，羅

娜。週四，5月14日; 週三，6月10日; 和週三，7月15

日

西城早餐，上午8:30 Sofra，7457埃爾姆伍德大道，米德

爾頓。週五，5月8日; 週四，6月4日; 週二，7月7日。

不需要預訂，歡迎你來參加任一或無論你住這兩個早餐。

https://UWRAmadison.org
mailto: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http://UWRAmadison.org


SWIB響應於COVID-19

由大衛·比利亞，執行董事/首席投資官

近期市場走勢一直起伏不定，並顯著。在過去的幾個星期裡，COVID-

19的蔓延已經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SWIB繼續監測，分析和

市場情況作出反應。我們的投資和貿易業務繼續像往常一樣，我們可以

在公共衛生危機期間，遠程操作。

重要的是要記住，SWIB是一個長期不變擬-TOR是非常重要的。雖然沒

有投資策略可以防止損失，我們的目標是產生在長期回報，以幫助確保

WRS依然強勁。SWIB的定位是把運算portunities現在和最終的市場反

彈。它仍然是在年初。世界各國政府正在採取前所未有的努力，都包含

病毒和幫助穩定經濟。因為我們的許多利益相關者都知道，市場上的得

失核心信託基金的搪塞過去五年。去年的19.33％的淨回報率和SWIB的

高度多元化的投資組合使我們處於一個穩健，能夠承受這個目前的低迷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不得不應對市場的壓力，也不會是最後一次。這些

是創建一個圍繞什麼可能發生下一次的不確定性了空前的經濟時代。但

是，正如我們通過前面的市場挑戰一樣，我們將繼續努力適應，工作，

監督我們的投資，並採取在那裡我們看到他們代表我們管理的信託基金

的機會。

代表受託人的SWIB董事會和我們的commit-泰德的工作人員，住宿安全

，因為我們通過今後的日子裡航行的。

取消：週二，5月19日是什麼意思給律師的人的力量？

里克Daluge，會員，委員會在財務事項退休

這項計劃被推遲，將改在今年秋天。 

閣樓天使計劃取消

閣樓天使的繼續教育課程被取消，直至另行通知。 

週二，5月12日的年度會議取消

瑪麗Czynszak  - 萊恩，UWRA總裁

通知已經收到，通過5月15日所有校園活動都被取消。這會影響我們

計劃在紀念聯盟週二，5月12日舉行年度會議，我們希望重新安排這

次會議上，當世界恢復正常。退款將被頒發給誰已經註冊並付費成

員。

很好地利用你的時間

安·華萊士，特別項目

下面是使用一些你現在，你的日曆上有較少的項目額外的時間富有

成效的方式：完整的或更新您的 生活總帳。 你的繼承人，尤其是你成效的方式：完整的或更新您的 生活總帳。 你的繼承人，尤其是你成效的方式：完整的或更新您的 生活總帳。 你的繼承人，尤其是你

的個人代表，會感謝你在一個地方，更重要的是，目前收集的這些

信息。 

生活萊傑 是識別和定位個人文檔處理金融資源，真實的或虛擬財產生活萊傑 是識別和定位個人文檔處理金融資源，真實的或虛擬財產

，並最終OF-生活問題時，繼承人，遺囑執行人，並與委託書代理可

能需要的電子工具。該文件由在退休財經事務委員會的一個小組委

員會，編譯。電子版 生活萊傑 可在“資源”選項卡下的UWRAmadiso員會，編譯。電子版 生活萊傑 可在“資源”選項卡下的UWRAmadiso員會，編譯。電子版 生活萊傑 可在“資源”選項卡下的UWRAmadiso

n.org網站上。因為它是在一個安全的唯一會員區，成員將需要登錄

到您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的網站。2019年的硬拷貝版本 生活萊傑到您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的網站。2019年的硬拷貝版本 生活萊傑

是提供給成員從“商店”購買鏈接的網頁UWRAmadison.org或通過發

送請求和支票抬頭請寫UWRA到協會辦公室。費用是$ 10

WCOA會議取消

通知已經接收到年金的威斯康辛聯盟（WCOA）為5月15日的會議組

被取消。這次會議是在2020年3月公佈 篩子。被取消。這次會議是在2020年3月公佈 篩子。

UWRA。。。你的網絡中退
休！

https://uwramadison.org
https://uwramadison.org


UWRA戰略框架開發

瑪麗Czynszak  - 萊恩，總統，UWRA

今年二月，一小群與我們的主持人和UWRA成員，莫里科特召開沿專用

UWRA成員制定了協會第一戰略框架。其結果是2020  -  2025年框架，

包括成功和戰略重點和行動的指標。

董事會收到發展中國家在其2月份的會議框架的過程的介紹。特設委員

會建議通過戰略框架和優先事項。董事會接受了戰略框架，並批准任命

工作組進行的前三個優先舉措。工作組已經開始滿足於完成任務。三個

優先舉措

• 調查成員，了解他們的願望和我們如何最好地服務於他們。

• 探索學生實習和項目，要想方設法讓學生參與既受益協會和大

學項目; 和

• 朝為UWRA核心管理人員職位提供的薪酬移動。

經過這些優先事項完成後，協會將優先考慮另一套的舉措。要在網站上

找到的UWRA戰略框架和戰略舉措，進入“關於”，然後選擇“組織文件”

，然後“戰略框架”。我們將在我們2020年5月年會上有一個更新。

如果你有興趣在戰略框架的工作，請讓我知道，我們將會把你與點的人

感興趣的接觸面積。

許多要感謝鮑勃染料，瑪麗Czynszak  - 萊恩，瑪麗安費舍爾，瓊·吉爾

曼，桑迪·哈澤，卡倫霍頓，克里斯Kleinhenz，傑里Kulcinski，於爾根

·帕塔，和Rob塞爾策為他們在這個項目上的工作。和衷心的感謝也去莫

里考特的指導我們的過程和結果。

調整退休

通過Ruthi杜瓦爾，會員，UWRA

當從Wiscon-罪的大學我的退休，

現在是時候弄清楚下一章在我的

生活。（我是一個專業的會議籌

辦者。）我的朋友一直encour-歲

的我開始了自己的諮詢業務，但

我一直在努力任何地點從威斯康

星州聯盟每週工作40到50小時協

調會議和學術

會議。夏天是我最忙的時候，由於斯圖 - 凹痕所有未來世界各地，以滿

足和網絡與關心他們的學科的人。我想成立一個小企業做的事情，比我

我長期以來的職業生涯中做了完全不同的。從很多朋友的鼓勵下，我看

著威斯康星網站的國家，並建立了自己的小生意。我現在做的計費，有

被裁員的律師應答服務，並幫助那些誰只需要偶爾在寫字樓援助。我最

喜歡的工作是那些在那裡我得到是一個選擇器，去二手店和跳蚤市場尋

找家具，從50年代的物品。室內設計師往往沒有時間去尋找這些，但想

從那個時期的原始。

到目前為止，一切進展順利。我從不做廣告; 這是大家口口相傳，所以

不落入太忙陷阱。我鼓勵任何人去探索開始自己的小生意，並成為自己

的老闆的選擇！威斯康星州有一個美好的網站，以協助這樣做：

wisconsin.gov/Pages/business.aspx。

新成員2月6日至3月8日

安貝克伯吉斯迪克·伯吉

斯特倫斯·巴里·邁克爾·加

利亞多邁克·克恩克里Kr

esse馬喬裡·馬里昂

彼得·馬里昂凱瑟琳·麥

克爾羅伊凱西·奧利裡霍

華德·斯坦伯格斯蒂芬百

樂百樂溫迪珍妮·威廉姆

斯

您足不出戶從UWRA感覺斷開？

由馬西Doelp，UWRA Facebook的管理員

UWRA麥迪遜是在Facebook上，是一個很好的來源對新聞和事件，取

消等發生的事情等成員也，這是與其他成員進行溝通的安全方式。我

們的Facebook頁面是“關閉”，這意味著只有獲得核准的成員（僅限於

UWRA成員）可以看到誰是該組中，什麼是張貼。要加入的頁面，搜

索UWRA麥迪遜在頁面左上角的搜索欄，然後請求“加入”。

http://wisconsin.gov/Pages/business.aspx


突出金融委員會在退休事項（CFMR）

CFMR提供的編程相關的財務狀況主題和有趣的華盛頓大學退休協會的會員。該方法是通過五月每月提供研討會，九月，設有外接音箱知識淵

博的有關主題。每年的主題涵蓋包括

• “由你選擇”覆蓋面的變化;

• 更改為新的一年的聯邦和州所得稅法;

• 從領導報告，ETF和SWIB關於各自董事會的保險行為，投資結果，以及對員工的年金預期影響;

• 在法律專題演講 - 如指定受益人，遺囑，遺產計劃，信託，受託人的責任和費用等; 和

• 美國經濟的狀態。

通過CFMR計劃參加者的年度投票，委員會標識的興趣和認定揚聲器的其他議題。覆蓋在過去幾年的主題包括投資，資產保護，以及退休儲蓄

。CFMR並不局限於引進揚聲器研討會。在過去幾年中，感興趣的特定主題已導致通過CFMR研討會創作小組委員會研究，編成法典，和現在

的信息。這樣的情況下，已被UWRA成員，其中提到個人CFMR成員的奉獻精神十分熱烈。兩個例子如下。

• 老年公寓和社區護理（SLCCs）的研究。小組委員會研究了更大的麥迪遜地區最全面的SLCCs。所選SLCCs被要求提供答案的類型和可

用的房屋單位，服務水平，通過水平的服務和住宿，專業和非專業的工作人員比對居民等費用數問題小組委員會的研究結果在研討會上連

續兩年，並在電子表格中的結果提供比較各種SLCCs的一個方法的文件作了介紹。在2017年3月呈現的視頻和講義，並從2018年1月介紹

講義正在可用資源/的UWRAmadison.org網站上的演示文稿。

• 更新 生活總帳。 2019年 生活萊傑 是識別和定位個人文檔處理金融資源，真實的或虛擬的財產，和最終的生活問題時，繼承人，遺囑執行更新 生活總帳。 2019年 生活萊傑 是識別和定位個人文檔處理金融資源，真實的或虛擬的財產，和最終的生活問題時，繼承人，遺囑執行更新 生活總帳。 2019年 生活萊傑 是識別和定位個人文檔處理金融資源，真實的或虛擬的財產，和最終的生活問題時，繼承人，遺囑執行更新 生活總帳。 2019年 生活萊傑 是識別和定位個人文檔處理金融資源，真實的或虛擬的財產，和最終的生活問題時，繼承人，遺囑執行更新 生活總帳。 2019年 生活萊傑 是識別和定位個人文檔處理金融資源，真實的或虛擬的財產，和最終的生活問題時，繼承人，遺囑執行

人，並與委託書代理可能需要的電子工具。這個版本是一個更新到2007年 生活台賬， 也CFMR成員承擔。2019年的硬拷貝版本 生活萊傑 可人，並與委託書代理可能需要的電子工具。這個版本是一個更新到2007年 生活台賬， 也CFMR成員承擔。2019年的硬拷貝版本 生活萊傑 可人，並與委託書代理可能需要的電子工具。這個版本是一個更新到2007年 生活台賬， 也CFMR成員承擔。2019年的硬拷貝版本 生活萊傑 可人，並與委託書代理可能需要的電子工具。這個版本是一個更新到2007年 生活台賬， 也CFMR成員承擔。2019年的硬拷貝版本 生活萊傑 可人，並與委託書代理可能需要的電子工具。這個版本是一個更新到2007年 生活台賬， 也CFMR成員承擔。2019年的硬拷貝版本 生活萊傑 可

以從“商店”購買鏈接的網頁UWRAmadison.org或由協會辦事處聯繫。費用是$ 10

我們期待著您在我們的節目。而且，如果你有財務問題的興趣，考慮志願的時間與金融委員會在退休事宜！CFMR滿足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五

（9月6月），10：00，中午在威斯康星大學信用社，3500大學路。所有委員會會議都列在UWRA委員會日曆。歡迎客人參加。

就座：（LR）唐礦工，凱西克里斯托弗，克倫霍頓，瓊吉爾曼，卡倫Stauffacher

站立：（LR）米勒德蘇斯曼，凱絲歐文，傑克·索倫森（聯合主席），凱路透社 - 克羅恩，傑里Kulcinski（聯合主席），瑪麗安費舍爾，於爾根·帕塔，保羅·賴歇爾 

缺少：里克Daluge，保羅·德盧卡，鮑勃染料，費薩爾Kaud，凱西茲威費爾，湯姆埃蓋特

http://UWRAmadison.org
http://UWRAmadison.org


滿足會員凱西·克里斯托弗

由黛布拉勞德，柱協調員

配偶/顯著其他： 吉姆·克里斯托夫配偶/顯著其他： 吉姆·克里斯托夫

之前退休， 我曾是 學術技術總監，事業部信息技術（DOIT）。之前退休， 我曾是 學術技術總監，事業部信息技術（DOIT）。之前退休， 我曾是 學術技術總監，事業部信息技術（DOIT）。

退休前我的工作最喜歡的部分是 學習別人的新事物。退休前我的工作最喜歡的部分是 學習別人的新事物。

我做了我退役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購買意大利咖啡機。我做了我退役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購買意大利咖啡機。

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運動，社交，志願服務，在家做項目，和旅行。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運動，社交，志願服務，在家做項目，和旅行。

我最喜歡的UWRA活動 在委員會或其他會議的其他成員共享信息我最喜歡的UWRA活動 在委員會或其他會議的其他成員共享信息

。

我最喜歡的退休一部分 設置我自己的速度。我最喜歡的退休一部分 設置我自己的速度。

音樂我最喜歡聽IS 爵士樂。音樂我最喜歡聽IS 爵士樂。

關於我是會令你感到驚訝 我已經VIS-資訊科技教育七大洲，76個國家和關於我是會令你感到驚訝 我已經VIS-資訊科技教育七大洲，76個國家和

美國50個州。我最近走過的最有趣的地方是烏茲別克斯坦。最奇怪的地

方是土庫曼斯坦。

我的下一個旅行計劃包括： 訪問烏克蘭，羅馬尼亞，土耳其和保加利我的下一個旅行計劃包括： 訪問烏克蘭，羅馬尼亞，土耳其和保加利

亞。

兔子和狐狸和鷹...哦，我的天！ 

由蘇珊·菲舍爾，共同主席，退休的挑戰和機遇委員會

2月11日，退休的挑戰和機遇委員會主辦的“威斯康星州的野生動物康復

：照顧生病和受傷的動物”一個生動翔實的談話在戴恩縣慈善協會的野生

動物保護中心由成龍桑德伯格，野生動物培訓主管。戴恩縣慈善協會的

野生動物保護中心提供安慰和照顧，超過

3800人受傷或每年孤立的野生動物與釋放健康動物回到其自然棲息地

的目標。該野生動物中心只對捐贈和補助資金依賴。有關戴恩縣野生

動物保護中心的更多信息可以在這裡找到 giveshelter.org/野生動物中動物保護中心的更多信息可以在這裡找到 giveshelter.org/野生動物中

心。

成龍分享了我們在我們的場發現，在公園和小動物的超級信息圍繞麥迪

遜地區; 這些動物從時，他們已經受傷的人類物種場合需要幫助，都生

病倒下或被遺棄的年輕人。重要的是，成龍與我們分享的時候不要打擾

動物，我們認為可能會被放棄，但都沒有了，寶寶東部棉花尾巴就是一

個例子。該計劃錄像，可供瀏覽的網站上; 訪問資源/簡報/ 2019  -  202

0（16月）。

最後一個字：內存

由瑪麗·巴納德雷編輯器

我承認：我的日期和時間的記憶是不可靠了，而且我的名字，當壓力記

下他們，從來沒有美好的回憶。但是我在我的生活，快樂或創傷性瞬間

的記憶，依然強勁。這是自然的，因為經驗是不是抽象的知識，以便強

得多。此外，關係聚類的回憶，它們編織成一個強大的網絡更易於保留

且難以破壞。總而言之，我承擔了存儲系統。記住一個事件或者一個人

的本性是如此的對我來說比具體名稱和日期要重要得多。

該UWRA提供了這麼多的機會來建立這些記憶，我們迎來了老朋友，

在各種場合結交新朋友。蔓延的擔憂現在正在破壞的機會，但這種情

況不會永遠持續下去。當這個時期的社會隔離的推移，記得拿的UWR

A機會。同時，充分利用我們的網絡資源，並記錄演講，打電話給朋友

，並期待我們的活動在未來。當你準備重建的回憶網頁，可以考慮加

入該準備這些機會的眾多委員會之一。

新網站

遊行 篩子遊行 篩子

資源 - 演示

威斯康星州的野生動物康復聲音和自然的目擊應用程式金融

安全什麼樣的未來？關於組織文件 - 戰略框架

https://www.giveshelter.org/wildlife-center
https://www.giveshelter.org/wildlife-center


金融安全和退休福利：什麼樣的未來？

由Karen霍頓，會員和傑克索倫森，在退休財務事項聯席主席委員會

今年二月，J。邁克爾·柯林斯（P 公共事務的rofessor和消費者科學，U今年二月，J。邁克爾·柯林斯（P 公共事務的rofessor和消費者科學，U

W-麥迪遜中心金融安全主任， 公共成員通過面向威斯康星州目前和未W-麥迪遜中心金融安全主任， 公共成員通過面向威斯康星州目前和未

來的退休職工的挑戰，數據豐富，全面觀為指導約80觀眾省長埃弗斯

“課題組對退休保障）。他的演講涵蓋了許多的問題向專案組進行審議

，與教訓，為觀眾。

這反映了對低金融知識的全國關注和類型的增加金融功能的程序的理解

，威斯康星州在2017年的國家規定學區 在所有級別K-12“，在金融知識，威斯康星州在2017年的國家規定學區 在所有級別K-12“，在金融知識

納入課程一體化教學”。由於這個動作，威斯康星州的2021應屆高中畢

業生都經歷包括有關資金管理，債權債務，儲蓄和投資，風險管理，收

入和教育之間的關係信息的課程。毫不奇怪，老年人（“沉默”和“嬰兒潮

”一代）有更好的理解金融術語，定義，經濟概念，並知道何時以及如何

提出問題。研究表明，有更好的金融知識的個人尋求債務，稅收和保險

理財的建議，這意味著財務顧問不是金融知識的替代品。

柯林斯教授還澄清說，不能夠支付任何福利意義上的社會保障計劃不會

破產。然而，如果沒有國會改革的好處，覆蓋，或捐款，以解決資金短

缺問題預計2040年，只有80的當前立法的好處每$ 1毛錢將由項目的收

益覆蓋。

一個修復計劃在醫保醫院保險（部分 

A）信託基金，其被投射到由2026資助間隙被耗盡將由國會撥款或其他

來源填充。醫療保險費用預計將增長到

國內生產總值的5.9％，到2040年在POL-冰冷的修復社會保障和醫療保

險資金的問題來看，柯林斯教授強調，有沒有簡單的答案。對於超出此

部分的摘要信息，請參閱柯林斯教授的精彩演講的錄像帶。這盤錄像帶

和他的幻燈片可於下資源/演示2019  -  2020（1-6月）的UWRA網站。

與來訪的國際學生項目（VISP）機會

由馬丁·勞斯，院長助理，主任成人職業和特殊的學生服務，持續學部

夥伴關係和參與與來訪的國際學生項目（VISP），由威斯康星大學麥迪

遜分校繼續教育學院合作管理委員會，提供新的和令人興奮的機會UW

RA成員。VISP（ visp.wisc.edu） 歡迎所有學生在誰在威斯康星大學麥RA成員。VISP（ visp.wisc.edu） 歡迎所有學生在誰在威斯康星大學麥RA成員。VISP（ visp.wisc.edu） 歡迎所有學生在誰在威斯康星大學麥

迪遜分校感興趣的短期信貸和非信貸研究世界。除了他們的課程，鼓勵

學員VISP探索課外活動，以滿足其他學生，並了解生活中的獾。的VIS

P體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參加由VISP人員每學期把對社會和教育活

動。通過這些活動，參與者都能夠滿足其他VISP學生，與大學和社區連

接，和忙碌的學期內放鬆。過去的事件包括獾田徑，參觀麥迪遜的農貿

市場，節日聚會等。VISP正在接受有意與VISP學生安排社會活動參與

，單對單，或小團體活動的志願者。實例包括充當麥迪遜的引導及周邊

地區; 讓學生練習英語提供機會; 在布魯爾的比賽中解釋棒球; 並且是對

美國文化和傳統見解的資源。對於其非信貸計劃，將VISP團隊也經常找

專家給短一到兩小時的講座在自己的領域，有時還跨越天。節目最近的

例子包括數據科學，遺傳學和業務領導。VISP將很樂意討論的酬金為訓

，如果有一個很好的匹配。在VISP團隊也經常找專家給短一到兩小時的

講座在自己的領域，有時還跨越天。節目最近的例子包括數據科學，遺

傳學和業務領導。VISP將很樂意討論的酬金為訓，如果有一個很好的匹

配。在VISP團隊也經常找專家給短一到兩小時的講座在自己的領域，有

時還跨越天。節目最近的例子包括數據科學，遺傳學和業務領導。VIS

P將很樂意討論的酬金為訓，如果有一個很好的匹配。

請考慮這些機會，特別是如果你有特殊專長或流利的英語以外的語言。

你可以找到表達通過使用這種直接的形式鏈接利益的一種形式：go.wis

c.edu/7u454c。填妥的表格將被轉發到VISP和個人將適當的志願者或有

償機會相匹配。

麥迪遜老人中心 

勞拉·亨特，項目協調員，麥迪遜老人中心

MSC被取消的計劃和活動，直至另行通知。本中心將繼續開放，也將在

人群聚集的一頓網站，包括吃飯去和送貨上門選項。

大學聯盟 

在楓崖5月6日年度會議被取消。

http://visp/wisc.edu
http://go.wisc.edu/7u454c


從執行主任的辦公桌

由桑迪·哈澤

在過去的一個月裡，我收到了關於如何找到UWRA網站，為什麼有些

事件不會出現在網站上的日曆即將發生的事件的幾個問題。有幾種方

法可以找到事件。在主頁上，有一個名為“UWRA程序”塊。見圖片1。

所有的節目預告中列出並鏈接到從中可以註冊事件的信息頁面。同樣，

通過點擊任何題為“委員會會議”和“社交活動”的塊下的房源，你會被直接

帶到該事件的信息頁面。第二個選擇是從工具欄中選擇“事件”。你會看

到一個下拉菜單，這將是一個不同的視圖列表。見圖片2。

前兩個視圖（一個月按月份和歷年視圖）中列出的每個事件的標題。標

題是熱鏈接，事件信息的網頁。為了更容易地找到一個事件，我們已經

破裂的曆法轉換成不同的看法。該“UWRA事件的名單”，除了程序/研討

會所有UWRA事件的時間順序列表。接下來的意見只是委員會會議，或

只是程序，或者只是社交活動（早餐），或只是旅遊/一日遊。例如，如

果你正在尋找下一次的早餐是在東邊還是西邊，選擇“社會”的觀點，或

者如果你正在尋找下一個金融委員會會議中，選中“委員會”的看法。

找到事件的最後一個選項是可以作為您正在閱讀 篩子 線上。為了方便找到事件的最後一個選項是可以作為您正在閱讀 篩子 線上。為了方便找到事件的最後一個選項是可以作為您正在閱讀 篩子 線上。為了方便

訪問，所有的事件都熱直接鏈接到網站上的節目信息。只需點擊文章中

的信息登記在印刷中的註冊鏈接，你將採取的程序公告。一旦信息頁面

上，你可以為程序註冊。見下圖3。

五種方式來擺脫不打開你的門

由瑪麗·巴納德雷編輯器

在做檸檬水出檸檬的精神，我給你提供這些改道，而你的自我隔離。

 

1。 前往參觀12家世界著名的博物館1。 前往參觀12家世界著名的博物館

https://tinyurl.com/qkl4mdk

2。 退房的北極光，海灘和野生動物2。 退房的北極光，海灘和野生動物

在explore.org實時性。

3。 流行些玉米，抓住你最喜愛的飲料，並期待3。 流行些玉米，抓住你最喜愛的飲料，並期待

通過你的老度假照片。你知道你有他們！

4。 服務窗口墊圈做你的窗戶外面，然後4。 服務窗口墊圈做你的窗戶外面，然後

看著他們，因為他們的工作。

5。 找到您最長壽的朋友打電話或寫信至5。 找到您最長壽的朋友打電話或寫信至

他們，告訴他們你的最新冒險。

有更多的想法？發送給我的 mbray@wisc.edu ，我將它們包括在五月號有更多的想法？發送給我的 mbray@wisc.edu ，我將它們包括在五月號有更多的想法？發送給我的 mbray@wisc.edu ，我將它們包括在五月號

 篩子。 篩子。

https://tinyurl.com/qkl4mdk
http://explore.org
mailto:mbray%40wisc.edu?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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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監視UWRAmadison.org網站進一步取消更新。

週一，4月6日 上午8:30 

週三，4月15日 上午8:30 

週二，4月21日 10:00 AM 

週四，4月23日 下午2:30 

週二，4月28日 10:00 AM 

週四，4月30日 上午8:30 

週五，5月8日 上午8:30 

週二，5月12日 12:00 PM 

週四，5月14日 上午8:30 

週二，5月19日 10:00 AM 

週四，6月4日 上午8:30 

週三，6月10日 上午8:30 

週三，6月10日 5:00 PM 

在Sofra西城早餐取消東城早餐埃利的咖啡廳取消SWIB並取消

高科技診療ETF年度更新：旅行應用取消菲爾手，政治漫畫家

取消對釀酒華盛頓國家取消

在Sofra年度會員大會西城早餐取消東城早餐律師權威

的埃利的咖啡廳權力取消

在Sofra東城早餐西城早餐埃利的咖啡廳總理的新退休人員接待

（UWRA共同主辦）

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遊，參觀platomadison.org/page-18561信息。有關本篩董事會及委員會會議和期限的信息，請參閱

UWRAmadison.org的UWRA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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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