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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網絡研討會

10月6日| g 5

虛擬早餐

開始 g 2

UWRA主席：新

一年開始| g 4

我們在Facebook上！

烏拉圭大學麥迪遜分校

金融網絡研討會

您的超級大國是什麼？ Mark T. Johnson是Johnso

n的合夥人

泰根有限責任公司

他在房地產規劃，遺囑認證和

信託管理

老年人和特殊需要法，以及房地

產。他是一位資深的資深律師

（CELA），

由國家老年法律基金會授予，

並且是特殊需求聯盟的成員，

致力於幫助殘疾人及其家人的全國律師組織。

成員RICK DALUGE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

一個 托馬斯·馬克·約翰遜（Mark T. Johnson）將描述如

何使用“授權書”將有關醫療保健和財務的決定委託他人。您

將學習：

• 授權書基礎

• 衛生保健和財務授權書如何運作

• 可以增強授權書的替代性安排。

此外，約翰遜還將回答有關授權書，信託，遺囑和遺囑認證

的問題。

約翰遜目前是美國國家老年法律律師學院威斯康辛分會的主席

。 問

您的超級會員是什麼？

了解力量

律師

2020年9月15日，星期二

$ 食品儲藏室貢獻

上午10：00–中午

在線網絡研討會

應付給UW Foundation的支票，備註行上帶有“ O

pen Seat”。郵件

捐贈給UWRA，北公園街21號會議室

7205，麥迪遜，WI 53715-1218。

報名截止日期：9月10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3903840

您可以致電或通過電子郵件聯繫協會進行註冊。網絡研討會的鏈

接和呼叫信息將包含在註冊確認和會議中

提醒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你知道嗎？ 篩子 被翻譯成西班牙語，苗族和繁體中文。翻譯可以

在資源/篩子/下找到 UWRAmadison.org 。



2020年9月| 卷 1號21

執行董事的話

每月早餐

新面孔，保持聯繫的新方式 虛擬早餐開始
9月22日

密勒德·蘇斯曼（MILLARD SUSMAN）和珍妮·斯圖布拉斯基（Jeanne STUBLASKI）

西側和東側早餐協調員

通過SANDI HAASE

w ^ 歡迎來到2020-21 UWRA年。我

們將從這個秋天開始，這個世界與我們

任何人在1月1日所想像的不同。雖然

我們不知道新常態會是什麼樣，但我們

確實知道UWRA具有彈性。這些委員會

在整個夏天一直在努力

在今年秋天在虛擬世界中計劃相同的高質量演示。查看本期的

最新情況以及網站上即將發布的程序。

UWRA正在尋找保持聯繫和開展業務的新方法。隨著今年春天

所有活動和活動的取消，UWRA變成了虛擬！我們從虛擬董事

會會議和委員會會議開始。6月，我們舉行了第一次虛擬年度

會員會議，隨後召開了虛擬特別會員會議，以討論擬議的章程

修訂案。我要感謝所有花時間參加這些會議的會員，並成為我

們在這種不尋常的時期開展業務的新方式的一部分！

新年伊始，我想歡迎湯姆·布羅曼，簡·戴蒙德，瑪麗安·費舍爾，

勞裡·梅伯里和傑克·索倫森加入董事會。另外，我要特別向成員

希拉·萊里（Sheila Leary）表示特別的歡迎，他接受了2020年

的職位 篩子 編輯。希拉（Sheila）率領新 篩子 設計和格式。希

望您喜歡。展望未來 篩子 這些志願者的重要問題。

回首三月，當我們的世界發生變化時，我為沒有讓危機制止危

機的協會的一部分感到自豪。您弄清了需要做的事情和完成它

的不同方法。威斯康星州的想法還活得很好。在威斯康星州！

問

2

一個 在避開COVID-19的漫長暑假之後，是時候與老朋友們一

起檢查並報告“我如何度過暑假”了。讓我們一起花一個小時，討

論一下我們讀過的書，完成的項目，在流媒體服務上看過的精

彩電影以及可以互相推薦的令人振奮的播客。看起來庇護可能

會持續一段時間，並且您可能會暗示應付我們所面臨的實際問

題，例如購物，醫療保健，房屋維護等。當然，我們可以分享

政治預測。

這將是東區和西區早餐小組的聯合會議。如果您尚未參加我們的

早餐會，請隨時加入我們，參加新的UWRA年的第一次聚會。 問

東和西

虛擬早餐

2020年9月22日，星期二

上午9：00–10

通過縮放在線

報名截止日期：9月18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3929875

您可以致電或通過電子郵件聯繫協會進行註冊。網絡研討會的鏈

接和呼叫信息將包含在註冊確認和會議中

提醒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您完成會員調查了嗎？

還有時間可以分享您的意見並輸入一張價值100美元的禮品卡的

隨機圖。立即完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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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新活動

從計算到
製作木碗

製作一個在樹皮上有樹皮的碗，但是我弄清楚瞭如何做。我發現

這是一種在公眾中流行的利基產品，因此這種風格現在是我的重

點。

UWRA成員塔德·平克頓

ü 從pon退休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計算機

科學部和

信息技術部，我的計劃是旅行更多

，做更多的木工，

不適合與戶外組織合作。在最初的

幾年中，每項工作都包括為兒子建

立一個娛樂中心。

對於可以更快完成的項目，我嘗試了為期一天的木材車削課

程。很有趣，引導我獲得了必要的工具。該課程由當地俱樂

部的一名會員Badger Woodturners授課，並敦促我加入。對

於那些對學習新技能感興趣的人，我強烈推薦班級和俱樂部

。

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裡，我做了很多碗，它們的堆積速度顯然

使我們的房子雜亂無章。我參加了我們村的夏季藝術博覽會，

在那裡我發現朋友們很高興購買或接受它們作為禮物。一開始

我很困惑

我現在已經是木工十三年了，已經完成了2500個碗，每年參加

藝術博覽會，並為慈善拍賣做貢獻。我們仍然在旅行，但是我

在商店裡玩得很開心，幾乎沒有做志願者。沒有人能敲打一項

讓我保持警惕的活動（定期解決挑戰），並且為此付出了回報

！ 問

精選食品儲藏室

瑪麗·辛茲扎克（Mary CZYNSZAK-LYNE）

UWRA即時主席

Ť UWRA董事會，我感謝所有提交食品儲藏提名的成員。我們

對每個提名進行了認真的討論。由於大流行對大學學生的影響

，董事會一致選擇公開席位作為2020-21年唯一的食品捐贈接

受者。開放座位

校園食品儲藏室，旨在減輕學生的食品安全感。這是麥迪遜聯合

學生（ASM）提供的一項至關重要的服務。

考慮向Open Seat捐款，支票抬頭為 華盛頓大學基金會 備忘行

上的“打開座位”。將捐款郵寄給威斯康星大學（UWRA），地

址為：北公園街21號，麥迪遜市7205室，威斯康星州53715-

1218。 問

新 在網站上 UWRAmadison.org

（ asm.wisc.edu/the-open-seat/ ） 是學生辦的

常見問題解答（Kreinhenz）總統歡迎 組織文

件

• 細則（2020.07修訂）

• 2019年5月年度會議紀要

• 21財年批准的預算

• UWRA結構

• 2019–20董事會議案摘要

• 4月，5月，6月的董事會會議記錄

通過您去年的慷慨捐助，UWRA為我們社區的食品儲藏室籌集了

$ 5,5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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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烏拉圭總統的辦公桌

新年開始 協會，我們的使命是為您提供各種愉快而有益的事件和機會。董

事會和UWRA各個委員會很少休息；實際上，他們整個夏天都

很忙，他們著眼於可能實現的各種方式（面對面或虛擬實現）來

計劃活動。

今年夏天分發了一項調查，徵求您對協會可以贊助的活動的意

見和建議。我們感謝那些已經答复的人，並希望收到尚未答复

的你們的意見和想法。

平時，我會報告應在八月份在愛荷華大學舉行的十大退休協會

會議，但由於明顯的原因，會議被取消了。我們將在2023年

8月接待該小組，並且計劃已經在進行中。我期待在來年為我

們的協會服務。在威斯康星州！ 問

克里斯·克萊因茲（CHRIS KLEINHENZ）

一世 在新的UWRA活動開始之初，

向大家致以親切的問候。毋庸置疑，

我們所有人都希望以個人和團體的形

式結束相對不活躍的長期發展。不過

，我很清楚，前進的道路可能仍然很

難

在坑洼（這是威斯康星州！）和其他不確定因素之間導航。

我所知道的是，我們正在很好地應對新的虛擬環境帶來的挑戰

，並希望您能在眾多（目前為在線）計劃中享受協會會員的機

會。舉辦有關個人健康的金融研討會，甚至可能有一些（虛擬

的）旅行機會。即使我們可能還無法一起聚會和享受它們，我

們將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來履行我們提供有趣的活動的聲譽。

過去的一年既充滿收穫又充滿挑戰，我要感謝即將離任的主席

瑪麗·齊恩扎克·萊恩（Mary Czynszak-Lyne）在領導協會制定

戰略規劃計劃方面所付出的精力和精湛的技巧。在接下來的一

年左右的時間裡，Mary慷慨地承擔了協調在戰略規劃過程中開

始的各個項目的任務。

我感謝執行董事Sandi Haase的專業知識，耐心以及持之以恆的

態度，這些才能使協會順利，高效地運作。我鼓勵您訪問我們

的網站， UWRAmadison.org ， 定期發布事件和其他有價值的信

息。

我們邀請您作為成員參加我們的各種委員會和活動。這是你的

4

員工福利與資源公平

由於發生了COVID-19大流行，今年在Union South不會有

任何親人集會。資源將在“年度收益註冊”中在線提供。公

開招募時間為2020年9月28日至10月23日。

訪問 tinyurl.com/yyaxkt7d 有關信息。

“ Dolley Madison”在網上發表演講

d 奧爾利·麥迪遜（olley Madison），“拯救華盛頓的女士”，將於

9月23日星期三上午10點在大學聯盟網上秋季聚會上露面。傑西

卡·米奇娜（Jessica Michna）以其著名的歷史女性魅力而廣為人

知，她將飾演多莉·麥迪遜（Dolley Madison） 。要註冊參加該計

劃或獲得有關該計劃的更多信息，請發送電子郵件至Joan Le＃

er，電子郵件為university.league2017@gmail.com。有關信息

關於大學聯賽，請訪問

univleague.wisc.edu。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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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機會網絡研討會

COVID-19病毒
和大流行

丹尼斯·馬基（Dennis G. Maki）博

士是Ovid O. Meyer醫學部傳染病和

肺危重症治療學教授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醫學

醫學與公共衛生學院。他是UWHC創

傷與生命支持中心和eICU的主治醫

師，並且是1979年以前的傳染病科主

任

直到2007年。

成員：米勒德·蘇斯曼（MILLARD SUSMAN），

退休機會委員會

一個 幾乎從2020年初開始，我們的生活就被一種病原體破壞

了，這種病原體看起來像是一部不太可能的科幻電影中的某種

東西。它潛伏在各處。看來健康的朋友可以成為超級傳播者。

閃亮的門把手上可以覆蓋大量殺手病毒顆粒。該病毒是無色，

無味的，很小，看不到。大多數UWRA成員年齡足夠大，被認

為容易感染這種疾病。我們從官方那裡得到的建議充其量是令

人困惑的。去雜貨店的旅行感覺就像是在礦場加息。類似的時

代激發了我們對專家教育和建議的渴望。

退休機會委員會高興地宣布，丹尼斯·馬基（Dennis G. Maki）

博士將舉辦一場有關破壞我們生活的新型冠狀病毒的研討會。

他是該病毒的一線防御者。Maki博士是世界著名的傳染病專家

，近400篇經同行評審的出版物的作者，並因其在研究，保健

和教學方面的活動而獲得無數榮譽。 問

Cl int Thayer攝

大流行COVID-19

一種新型病毒，疾病，傳播方式，治

療方法，

和大流行控制

2020年10月6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10月1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3895939

您可以致電或通過電子郵件聯繫協會進行註冊。網絡研討會的鏈

接和呼叫信息將包含在註冊確認和會議中

提醒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食品儲藏室貢獻

$ 應付給威斯康星大學基金會的支票，包括

捐贈給北公園街21號的UWRA，

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市7205室，威斯康星州53715-1218。

備註行上的“打開座位”。郵件

保存日期

的 2020多樣性論壇 將於10月27日至28日舉行，並由著名的暢銷書作者Robin DiAngelo博士作主旨演講。 白人脆弱性：為什

麼白人很難談論種族主義。 有關完整的課程表和註冊信息，請訪問

Diversity.wisc.edu/event/diversity-forum-20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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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UWRA會員

義工...
和麻將

大學每年七月享受諸如天文學，獸醫學和生物技術等課程。

最近我一直在看 錦繡與邪惡

和 莫斯科的一位紳士。 奧托和卡爾弗的

是我最喜歡的餐廳。我最喜歡聽的音樂是交響樂和音樂表演曲

。我的下一個旅行計劃包括拜訪馬薩諸塞州塞勒姆，探望親戚

並乘渡輪前往波士頓。 問

UWRA成員PRISCILLA THAIN

一世 於1965年在馬薩諸塞州的馬爾登長大，並與我的配偶杰

拉爾德·塞恩（Gerald Thain）結了婚。海軍派我去學校學習船

舶設計之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波士頓海軍造船廠的製圖室

。1969年，當阿波羅11號登上月球時，我在華盛頓特區的海軍

艦船工程中心工作。

在2007年退休之前，我曾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PROF

S組織工作，負責監督州立立法機構對影響威斯康辛大學教職員

工的問題。退休前我最喜歡的工作是與各個部門的老師互動。

紀念聯合露台是我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校園最喜歡的地

方。

退休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入威斯康星大學運動醫學中心的體

育館，參加橋樑課程，學習打麻將。作為仍在繼續開會的麥迪遜

早餐扶輪社的成員，我寫了他們的每週新聞，並總結了他們的發

言人。我參加大學聯盟已有很多年了，在大流行之前，我是他們

外出就餐小組的協調員，是國際食品部的成員，並致力於為西澳

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學生籌集資金。我與戴恩縣女選民聯盟一起為

選民服務多年。多年來，我和傑里（Jerry）和我參加了在巴塞

羅那，哥本哈根，挪威的特羅姆瑟（Tromsø），新加坡，巴黎

的國際會議和會議，僅舉幾例。

在大流行之前，作為威斯康星州校友會的成員，十年來，我至

少將七個孫子中的一個帶到了祖父母那裡。

2020年5月16日至8月1日

新成員

大衛（泰國）基思

康斯坦斯光束

大衛·比姆（David Beam）

洛里·伯坎（Lori Berquam）

蘭吉·巴希特哈蘭（Ranji Bhaheetharan）

羅伯特·布坎南

琳達·戴維（Linda Davi）

大衛·戴奇

蘇珊·富薩德（Susan Fuszard）

雷蒙娜·加斯珀

布魯斯·哥特

帕蒂·哥特

傑里·漢森

布魯斯·哈維爾

蘇·希爾格曼

琳恩·克蘭納（Lynne Krainer）

羅伯特·克蘭納

戴維·萊克特

帕特里夏·馬丁（Patricia Martin）

基因大師

約翰·馬瑟

莎朗·麥卡比（Sharon McCabe）

芭芭拉·麥克弗森（Barbara Mcpherson）

凱文·麥克弗森

理查德·梅里曼（Richard Merelman）

辛西婭·穆迪（Cynthia Moodie）

羅伯特·穆迪

黛安·諾巴克（Diane Norback）

凱倫·帕特森（Karen Patterson）

吉姆·拉茲（Jim Raatz）

羅納德·拉達諾（Ronald Radano）

邁克爾·羅斯斯坦

蘇珊·薩格（Suzanne Sager）

詹姆斯（Guy）Stalnaker

米歇爾·泰德曼

弗雷德·泰德曼

詹姆斯·范恩斯

安妮·韋斯

羅恩·澤羅夫斯基

ñ UWRA是您退休的網絡！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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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緊急信息
在您的智能手機上

請注意，當前版本的Android提供了一種查找電話設置的簡便方

法。設置應用的頂部是一個搜索欄。搜索“醫療”，將顯示有關

醫療信息的設置。同樣，搜索“緊急情況”將顯示緊急情況的設

置。這就是Android（自2017年以來的版本）所必需的。

另外，一些有趣的是網站 smart911.com 。

Smart911是一項免費服務，可為緊急調度員提供他們所需的信

息，以幫助您快速獲得幫助。但是，該服務並非在所有地區都

可用，並且當前在Dane County中不可用。您可以在以下位置

查看您所在地區的空房情況

成員KAREN LAMERE，

電子技術委員會

一世 如果您擁有智能手機，則可以很容易地在手機中設置緊

急醫療信息：血型，過敏症，緊急情況下應與誰聯繫等等。急

救人員或急診室人員！然後可以訪問這些醫療數據和聯繫人。

無論您使用的是iPhone還是Android手機，此鏈接上的文章都

說明瞭如何執行以下操作：https://tinyurl.com/yyswye fl

可能感興趣的相關文章：

tinyurl.com/y4ogxely。

如果您可以在居住的地方使用Smart911，則可以根據需要添加

或添加盡可能多的配置文件。僅當您實際撥打911時，才會顯示

您的信息。Smart911可以在iPhone和Android手機的應用程序窗

體中使用，但使用筆記本電腦或台式機上的Web瀏覽器進行設置

更容易。

• 蘋果手機 tinyurl.com/y34cvhcy

• 安卓系統 tinyurl.com/y29z9dbz

• 安卓系統 tinyurl.com/y44vt4pf

問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日曆日期 問

繼續監控 UWRAmadison.org 網站以獲取更多更新。

• 9月15日，星期二

• 9月22日，星期二

• 10月6日，星期二

• 10月13日，星期二

• 10月14日，星期三

• 10月27日至28日，星期二

• 11月4日，星期三，上  午10:00至中午

• 11月18日，星期三，上  午10:00至中午

• 12月1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 12月16日，星期三，上  午10:00至中午

上午10：00–中午

9：00–10：00 AM

上午10：00–中午

一整天

下午1：00–3：00

一整天

您的超級大國是什麼？ 與Mark T. Johnson East見面西方

虛擬早餐

大流行COVID-19 Dennis Maki與虛擬UW利益博

覽會

ETF sta是您的選擇！多樣性論壇

所得稅更新 與肯·溫德羅（Ken Wundrow）

幸福是一種技能 與理查德·戴維森

COVID-19挑戰 與Joe Parisi和ADRC

美國經濟狀況 與史蒂夫·里克（Steve 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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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

美國郵費

UWRAmadison.org

華盛頓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

c / o繼續研究部北公園街21號，麥迪遜市7

205室，威斯康星州53715-1218

PA ID

威斯康星州麥迪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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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小號 IFTER 在這個問題上

編輯 • 希拉·利瑞（Sheila Leary）

在線授權書， p。1個

在執行董事的辦公桌上， p。2

虛擬早餐， p。2

2020年食品儲藏室選擇 p。3

從計算機到木工， p。3

網站上的新功能， p。3

多莉·麥迪遜（Dolley Madison）講， p。4

員工福利和資源博覽會， p。4

在總統台上， p。4

COVID-19病毒和大流行網絡研討會， p。5

2020年多元化論壇， p。5

新成員， p。6

志願服務……和麻將， p。6

智能手機上的緊急信息， p。7

UWRA活動日曆， p。7

列協調器

會見會員 • 黛布·勞德

退休新活動 • 鮑勃·喬基施

西部退休協會

網站： UWRAmadison.org

電話： 608-262-0641

電子郵件： 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執行董事 • 桑迪·海絲（Sandi Haase）

董事會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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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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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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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克·索倫森 • 溫迪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