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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Facebook上！

烏拉圭大學麥迪遜分校

技術網絡研討會

保存您的家族史 Dorothea Salo是一位傑出的

教師

協理

威斯康星大學信息學院–

麥迪遜 作為共同調查員

由博物館和圖書館服務研究所（Institu

te for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資助的Data Doubles項目，Salo正在

幫助調查本科生

學生對

與學習分析實踐相關的隱私。她

在圖書館擁有文學碩士

和信息研究，以及西澳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另一本西班牙文。

電子技術委員會成員路易斯·羅賓斯

一世 如果您像許多威斯康星州人一樣，您的家庭歷史正逐漸

從模擬（照片，信件，紀念品）轉變為數字（網站，社交媒體

帳戶，雲中的文件）。參加Dorothea Salo的網絡研討會，了解

如何確保數字家族史不會在像素雲中消失。

Salo的“恢復模擬和數字數據”（RADD）項目可從過時或衰

減的載波中恢復音頻，視頻和數字數據。為了使該技術可以

共享，她還開發了PROUD（獨特數據的便攜式恢復）和PR

AVDA（便攜式將音頻和視頻從模擬轉換為數字格式）。 ñ

節省您的數字資料

個人和家族史

如果您對演講者有任何初步疑問，請提前通過電子郵件將它們發送給

計劃協調員Louise Robbins，網址為louise.robby@sbcglobal.net。

 到10月13日，

2020年。

2020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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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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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3958000

您可以致電或發送電子郵件給協會辦公室進行註冊。網絡研討會

鏈接和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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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行上的“打開座位”。郵件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9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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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的話 認識UWRA董事會成員

通過SANDI HAASE

中號 衷心感謝所有抽出寶貴時間在我們的夏季調查中分享您

對協會及其未來的看法和想法的人。完成率持續提高

日常。我很高興分享我們的參與率

達到45％。戰略框架調查組

董事會期待與大家共享結果和發現。

在每年的這個時候，我通常會分享

有關員工福利博覽會的信息。與其他活動一樣，今年的博覽會

即將舉行。提供這些信息實際上將創造更多訪問機會，以與您

的公司或園區資源建立聯繫。公開招募定於2020年9月28日至1

0月23日。訪問 https：//

船上新產品：Jane Dymond

w ^ 當我2001年移居麥迪遜時，最早歡迎我的人是編織者。那

個夏天，我參加了馬什菲爾德（Marshfield）的編織營，在那裡

遇到了來自美國各地的出色編織者。華盛頓島西弗斯纖維藝術學

院是舉辦研討會和課程的好地方。

2010年，我成為Chazen的講師。我們很幸運能在麥迪遜市擁

有這個美術館，我喜歡在那裡度過時光。我也喜歡去各個美術

館參觀特別展覽。最近，我在巴恩斯基金會（Barnes Founda

tion）和費城藝術博物館（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呆了

一段時間。

服務十七年後，我於2018年1月從西澳大學麥迪遜分校的質

量改進辦公室（OQI）退休。在加入OQI之前，我曾在辦公

室擔任活動協調員

人力資源開發部。我還曾擔任多樣性與氣候副教務長。我於20

19年加入UWRA。我目前擔任董事會董事和午餐委員會主席。

我的兩個兒子和他們的家人（包括四個孫子）是我最喜歡的同

伴。 ñ

tinyurl.com/y4oecb78 了解更多信息。

令我感到遺憾的是，我與兩名長期活躍的UWRA成員菲利普·塞

夫和切爾·坎貝爾·吉布森逝世。菲爾（Phil）是化學領域的名譽

教授，曾在2014-15年度擔任董事會成員並擔任UWRA主席。

Chère是人類生態學院的一位名譽教授，曾是UWRA的憲章成

員，前任董事會成員，最近擔任UWRA傳播委員會主席。我們

向他們的家人表示同情。

在我們繼續瀏覽“新常態”的世界時，祝您星期一愉快！週二沒

有障礙；週三沒有壓力，週四也沒有麻煩；星期五很多很多的

笑容；充滿樂趣的星期六；和平的星期日。保重，我的朋友們

。 ñ

新 在網站上 UWRAmadison.org

年度報告

• 委員會

• 協會

2

http://UWRAmadison.org
https://tinyurl.com/y4oecb78
https://tinyurl.com/y4oecb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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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新活動 退休機會委員會

政治組織
和選民教育
EMERITA教授瑪麗·海伍德·梅茨（MARY HAYWOOD METZ）

一世 曾是教育系教授

政策研究，退休

2007年。2008年，我為巴拉克·奧巴馬（B

arack Obama）作畫。他的競選活動引起了

鄰居的注意

有責任感的志願者團隊

為自己的病房。鼓勵他們在一起

，在當地工作

選舉和項目，以便為下一次全國大選做好準備。

2010年8月，我成為了我的社區團隊的主要志願者招募人員。我

希望我一生中的三個月都為此付出努力。相反，一個新的電話找

到了我！我們組織了畫布和電話銀行，鼓勵我們病房中的選民投

票和投票給民主黨。我們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民主

黨人仍然失去了國家。

在第10號法案引發的動盪中，我成為團隊負責人。威斯康星州的

政治從本質上來說是我全年的活動，因為我領導“北側行動小組

”長達6年，一直到2016年。我們參加了2011年和2012年初的罷

工。每次選舉都在我們區打過電話。我們調查並訪問了食品儲藏

室，以向市民介紹《平價醫療法案》。我們參加了區域民主黨團

隊建設講習班，然後成為主持人。

兩年前，我搬到了Oakwood West，那裡的公共活動必須是無黨

派或兩黨的。我為候選人論壇提供便利，並為Oakwood社區撰

寫備忘錄，闡明選民註冊和缺席投票的程序。我獨立參加了由

我們團隊在附近組織的民主黨電話銀行。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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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有關退休中發現的  故事

前柱子協調員瑪麗·海伍德·梅茨（Mary HAYWOOD METZ），退休機

會

Ť 退休機會委員會（ROC）贊助了一系列 篩子 分享退休人員在

退休中發現新的，充實的追求的故事。你有故事要分享嗎？我

們鼓勵您這樣做。該系列旨在讓我們對退休人員退休後如何成

長為新活動有更多見解，並揭示城鎮附近及周邊地區的有趣機

會。

要撰寫文章，請考慮如何以及在何處找到與工作生活不同的方

式。您是否從年輕時就恢復了興趣？您是否發現一個從事吸引

人的工作的非營利組織？您是否拿起了畫筆，記者的記事本或

詩人的筆？您旅行並發現了一些新的探索之處嗎？

寫一則關於退休前在華盛頓大學做過的事情的句子。然後，告

訴我們：您現在要做什麼？您在哪裡有機會與誰合作？您是如

何開始的？其他人又如何？您的新追求有哪些樂趣和弊端？

文章不應超過250個字。將故事的想法或故事的草稿發送到bo

bjokisch@gmail.com的“退休新活動”專欄協調員Bob Jokisch。

編寫故事後，將其發送給Bob。在將問題或編輯內容提交給G

oogle編輯之前，他會及時與您聯繫。 篩子 列入未來一期。 ñ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拉福萊特公共事務學院將提供一系列直播活動，直至11

月3日選舉。訪問https://bit.ly/3hptXW8

https://bit.ly/3hptXW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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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網絡研討會

“這是你的選擇”
2021年更新

2021年，這是您的選擇之選

2020年10月14日，星期三
退休人員財務事項委員會主席凱·羅伊特·科隆（KAY REUTER-KROHN）和

聯合主席傑克·索倫森（Jack Sorenson）

Ø 10月14日的研討會將概述2021年州衛生計劃的變化。我們再

次很高興地歡迎威斯康星州僱員信託基金州戰略健康政策辦  公

室的工作人員參加本次演講，由董事Eileen Mallow領導。研討

會將包括：

• 2021 IYC Medicare，Medicare Advantage和Medicare Plu

s計劃的內容和變更，並對每個計劃的參保人可獲得的利

益，提供者，參保選項和激勵措施進行審查

• 更改輔助保險範圍，即Navitus處方保險，Delta牙科選擇和

威斯康星州福利

• 問答期。 ñ

下午1：00–3：00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10月9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3967179

您可以致電或發送電子郵件給協會辦公室進行註冊。網絡研討

會鏈接和電話信息將包含在註冊確認中，並且

會議提醒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SWIB啟動
每月播客

SWIB通信專家CHRIS PREISLER撰文

Ť 威斯康星州投資委員會（SWIB）已推出“ SWIB播客”系列，

以使威斯康星州退休制度（WRS）成員對SWIB代表州退休金

系統所做的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該播客是WRS成員可以轉向的另一個來源，以獲取有關投資的

相關信息，這些投資正在產生為國家養老金系統提供資金所必

需的回報。該月度系列叢書將重點介紹SWIB正在做的工作，以

幫助確保WRS保持強大並有充足的資金。聽聽強大而多樣的投

資策略如何幫助SWIB和WRS保持成功的地位。

SWIB播客可在SWIB網站上找到，

如果您對發言人有初步問題，請提前通過電子郵件將其發送給計

劃協調員Jack Sorenson，電子郵件為jwsoren1@wisc.edu。 不遲

於2020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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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縮放事件的通知

隨著UWRA會議在今年秋天舉行，虛擬化會改變註冊URL通知/呼叫信息

的方式。與過去一樣，註冊時將得到確認。您還將在網絡研討會召開的前

七天和兩天收到兩次提醒。請特別注意這些提醒。每個提醒的底部將顯示

標題“ ZOOM CALL INFORMATION”。在該標題下將包含您需要鏈接到網

絡研討會的所有信息。

https://www.swib.state.wi.us/podcasts ， 在大多數情況下

主要的播客平台，包括iTunes，Google Play，iHeart Radio和

Spotify。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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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967179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965609 
https://www.swib.state.wi.us/podc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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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網絡研討會

稅收與大流行
保羅·雷切爾（PAUL REICHEL）成員，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

Ë 國會今年通過了一項更廣為人知的CARES法案，旨在加強

由COVID-19大流行引起的沉沒經濟。在這次網絡研討會中，

金融專家Ken Wundrow將：

• 查看CARES法案，SECURE法案和2018年減稅與就業法案

，以顯示這些最新法律如何影響您的稅收狀況和財務計劃

• 討論這些法律，大流行中的經濟以及總統選舉如何相互

影響

• 提供有用的信息以及提出問題和答案的機會。 ñ

體驗諮詢公司的Ken Wundrow是一名經過認證的EA（IRS註冊代理商）和

SCORE導師。他每年向UWRA成員介紹當前的稅收信息。

新常態

如果您對演講者有任何初步疑問，請提前通過電子郵件將它們發送給

計劃協調人Paul Reichel，電子郵件為preichel@wisc.edu 到2020年

10月28日。

CARES法案和COVID-19大流行

的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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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RA，地址為：北公園街21號，麥迪遜市7205室

，威斯康星州53715-1218。

2020年11月4日，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

在線網絡研討會

備註行上的“打開座位”。郵件

報名截止日期：10月30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3965609

您可以致電或發送電子郵件給協會辦公室進行註冊。網絡研討會

鏈接和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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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踪鏈接以放大呼叫信息

H 您是否已註冊幾個UWRA研討會？您的電子郵件收件箱中有

很多物品嗎？無法找到即將開始的研討會的Zoom呼叫信息？

一個有用的建議是在電子郵件中創建一個名為“縮放信息”的文件

夾。當研討會提醒到達您的收件箱時，您可以將電子郵件移至“

縮放信息”文件夾。在Zoom會議/網絡研討會當天，您可以打開

文件夾並輕鬆進行

5

請找到提醒。會議結束後，返回文件夾並刪除該會議提醒。通

過在會議後刪除提醒，您將使文件夾保持最新狀態，僅包含即

將召開的會議的提醒。 ñ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96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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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UWRA會員

天文攝影
和世界旅行

激發了我的許多興趣，包括望遠鏡，技術和計算機，科學，藝

術和攝影。這是一項終生的工作。缺點是傍晚的蚊子和等待晴

朗的天空。另外，我現在有時間來審核UW課程。我還是麥迪

遜天文學會的財務主管。

退休還使我們旅行更多。帶著一些不安，我們退休後不久就預

訂了從紐約經魁北克市到倫敦的遊輪。從此我們就迷上了。我

們參觀的國家，我們遇到的人們以及我們在這些浮動酒店所感

受到的和平都是最有益的。我們還進行了一些以建築主題為主

題的旅行，前往馬丘比丘，東南亞和法國。我們的國內旅行包

括拜訪朋友和讓（Jean）的大家庭在全國各地。

大流行使以後的幾次旅行都擱淺了。我們仍然想去蘇格蘭（我

父親在那兒讀書，德國堂兄去度假了）。我的夢想之旅還包括

從阿根廷烏斯懷亞（Ushuaia）到南大西洋穿越南非的航行，

以及前往智利，新西蘭或澳大利亞的黑暗天空拍攝南半球的天

空。

幾年前，我受邀參加了UWRA的退休財務事務委員會。我學到

了很多東西，並且非常樂意成為這個小組的一員，目前擔任委

員會的聯席主席。今年早些時候，我參加了UWRA戰略框架工

作組。

我們仍然喜歡在麥迪遜校園漫步。我最喜歡的地方包括天文台山

（Mendota湖以北的風景總是很特別），紀念聯盟（特別是在不

太擁擠的時候），從聯盟到

於爾根·帕塔（JURGEN PATAU）

一世 出生於德國柏林。我

們家族

我父親在華盛頓大學接受任命後移

居麥迪遜，

麥迪遜 我們在柏林空運期間離開，

加入了他，麥迪遜一直是我一生的

家。

我參加了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

我的物理學學位。這些研究被軍事草案打斷了。（我在五角大樓

的班次裡看著月亮降落）。然後我的興趣轉向了計算機科學，經

過一些課程的學習，我開始研究編程和信息技術。

我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職業包括：編寫《舊西班牙語詞

典》，在MACC數據管理領域工作了八年，並在Bascom Hall工

作了二十一年，負責管理行政副校長的Bascom辦公網絡。我以

退休名譽高級信息處理顧問的身份從AIMS退休。

我的妻子讓恩（Jean）和我是一名合同程序員，當時我正在讀博

士學位。在德國。我們結婚已有36年了。自從我們21.5歲的貓最

近去世以來，我們的房子一直很寂寞。而且，我們錯過了大流行

之前的社會互動。

不過，我非常享受退休生活。它使我可以睡得晚—我是一隻un

悔的夜貓子。我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旅行，閱讀我在工作中放下

的書，鍛煉略微綠色的拇指以及業餘天文學，尤其是天文攝影方

面。它包括

{ UWRA是您退休的網絡！ }

野餐點（只要蟲子讓你一個人呆著，就總是很愉快的散步）和

紀念圖書館（一個很棒的資源）。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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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反思

只是流浪

瑪麗·巴納德·雷

Ť 謝謝，我們生活在世界季節性變化的地區！由於無法旅行，我

歡迎十月帶給我們院子的風景的變化。像我們附近的許多人一樣

，去年夏天，我們在院子裡的工作比平時更多。

結果，我們將有一些新的樹木要轉彎，有一些新的植物在冬天

休息。我們期待看到葉子如何打開我們新的“ Orange Crush”海

棠樹。我們希望移植的玉host和雛菊能夠在即將到來的冬天倖存

下來。丹尼斯會抱怨整個夏天都在仔細澆水的松鼠在新草上挖

洞。我們將詢問附近的牡丹專家，他明年將要開發什麼新雜種

。感覺呆在家裡，我們尋找可以找到的變化。

如果這是2019年，我們可能會期待留在家裡，讓一切看起來都

一樣。但這是2020年，例行活動的魅力正在減弱。也許對多樣

性的需求已經紮根於我們的基因之中。躁動，好奇心—如果不

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這些當然是我們的遺產。希望這些特

質為我們做好準備，以應對UWRA運作方式的變化，並最終促

使我們邁向今年10月的所有美好事物。 ñ

旅行委員會
2020年虛擬化
TED COLLINS成員，旅行委員會

Ť COVID-19的到來消除了我們親自前往威斯康星州名勝古蹟的

機會，但我們仍然可以虛擬地前往景點。儘管體驗可能不如實際

的滿意，但我們將在公共汽車上花費更少的時間，更少的錢和更

少的時間。同時，我們將提供Internet鏈接，以鏈接到UWRA過

去的旅行或我們計劃訪問的地方，以提供有關其歷史和威斯康星

州發展中位置的更多信息。

多年來，你們中的許多人都曾在威斯康星州公共電視台觀看過

“轉角”，這是由密爾沃基歷史學家約翰·古爾達（John Gurda）

和獲得艾美獎的演員約翰·麥吉文（John McGivern）主持的。

他們是威斯康星州歷史遺蹟的引人入勝且知識淵博的指南。本

月，我們將進行韋德之家和東特洛伊電氣鐵路的“轉角”之旅，以

及St魚灣大湖造船，貝菲爾德（棕石）和拉農的威斯康星採石

場以及密爾沃基北角燈塔的故事。該視頻程序是UWRA出行的

很好的補充。正如約翰·古達（John Gurda）所說，我們希望您

喜歡“為什麼他們……他們是這樣。”

在開始您的威斯康星州之旅 pbs.org/video/season-4-

2020年8月1日至30日

新成員

斯蒂芬·布朗斯基

瑪麗·德維特（Mary Devitt）

特里·德維特（Terry Devitt）

托德·希爾

凱·伊倫費爾特

湯姆·雅各布森

薩莉·洛倫茲（Sally Lorenz）

本洛茲

多麗絲·奧克特（Doris Ockert）

休·施密特（Hugh Schmidt）

帕特里夏·夏普（Patricia Sharp）

古達小時-mkursl /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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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技術

騙局大流行 廣告。惡意軟件會將程序插入您的設備中，以收集個人信息，例

如健康數據，密碼和銀行帳戶。有時，在這些廣告或鏈接的網站

中內置了惡意軟件。抵制“點擊誘餌”，例如尖叫“您不會相信！”

的網絡廣告。如果單擊“誘餌”，則鏈接的站點或視頻可能會將有

害惡意軟件下載到您的計算機或電話中。一種名為“ pharming”

的新策略將誘使您單擊一個似乎受信任的網站的鏈接，但是您登

錄的網站將模仿真實的網站，旨在捕獲登錄名和密碼。仔細查看

URL和電子郵件地址，以發現它們是對真實網站的偽造。

誰擁有我的數據？ 隨著黑客變得越來越狡猾，成千上萬的銀行，

企業和醫療機構經歷了數據洩露。被盜的數據在“黑網”上出售，

該術語描述了普通搜索引擎中隱藏的互聯網站點，並且只能通

過特定軟件訪問。首先要假設您的大多數個人身份信息已經“存

在”。價格範圍從社會安全號碼1美元到每本護照或病歷1000美

元。考慮到小偷入侵您的銀行帳戶所需的全部就是您的電子郵

件地址和密碼。小偷將通過一小筆交易來測試被盜的銀行帳戶

或信用卡，如果不為人所知，將繼續收取更高的費用或提款。

還有什麼要做 為每個帳戶使用唯一的複雜密碼（使用密碼管理器

應用即可輕鬆實現），並在可能時選擇兩因素身份驗證。使用

良好的密碼鎖定手機。定期通過您的銀行網站監視您的信用卡

和銀行交易。切勿使用借記卡進行在線購買。如果您的金融機

構提供，請使用“虛擬信用卡”號碼。 ñ

電子技術委員會委員RACHEL BAKER

w ^ e都在家里花費更多的時間，並且可能會花更多時間在In

ternet上。詐騙者和黑客已經註意到，而我們卻為詐騙電話和

互聯網惡意軟件所困擾。以下是有關如何處理煩惱和避免威脅

的一些技巧。

騙局電話 既煩人又危險。來電顯示可能看起來很熟悉。如果您回

答，您會聽到錄製的聲音在賣東西，威脅您逾期未付的賬單或

貸款，向您獎勵，或者通知您可能的計算機病毒。

不該做什麼 不要回答 如果您回答錯誤，然後掛斷電話，請勿打擾

呼叫者，請勿按按鈕獲取更多信息，也不要“將其從通話清單中

刪除”，尤其是切勿洩露個人信息。只需接聽電話，即可告知詐

騙者您是真實的目標，而呼叫者收集的任何詳細信息將使您的

身份對其他詐騙者更有價值。

該怎麼辦 僅應答已知的呼叫者，讓其他人進入語音信箱。檢查您

的服務提供商的網站是否有呼叫阻止和/或批准的呼叫者功能。

獲取您的國家號碼

致電註冊表 Consumer.ftc.gov/articles/0108-nation-

禁止通話登記 。 更新手機的聯繫人列表並配置隱私設置以忽略未

知呼叫者。

惡意軟件 您的台式機和移動設備系統也是豐富的目標。社交工程

引入了惡意代碼，例如電子郵件消息：“您的朋友標記了您的照

片”或“需要立即進行密碼檢查”或“ COVID-19意識”。繼續懷疑您

不認識的發件人發送的電子郵件附件；刪除這些消息而無需單擊

鏈接。請注意，您下載的任何“免費”應用程序都不是。良性軟件

始終如一

讓我們收到您的來信！UWRA電子技術委員會很高興為您提供有關主

題的技術問題或想法。請通過UWRA.tech@gmail向我們發送電子郵

件。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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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拉新聞

公立學校配對補助金

Ť 他的UWRA每年向麥迪遜公立學校基金會（FMPS）提供高達

1,000美元的捐款，作為我們會員今年對戴恩縣公立學校的所有

捐款的匹配贈款。

請報告您的捐款 任何麥迪遜公立學校的學生，都可以通過retire

assn@mailplus.wisc.edu到UWRA辦公室，以便將其計入協會向

FMPS提供的配套禮物。

感謝您過去的捐款，這使我們能夠繼續提供全部匹配的贈款，

以支持我們當地一流的公立學校。 ñ

安全視頻：避免
大流行期間的騙局

烏拉·總統克里斯·克萊因亨茨（CHRIS KLEINHENZ）

Ø 8月26日，RSVP在麥迪遜市的Triad計劃贊助了關於 新冠肺

炎

詐騙和您需要了解的內容。 提供後

西南地區總監Tiffany Bernhard Schultz在對美國商業改善局

（Better Business Bureau）的任務進行概述的過程中，介紹了

有關大流行期間發生的各種騙局的寶貴信息，包括欺詐網站，

劣質口罩和相關產品的報價，政府援助，慈善機構，假電話和

網絡釣魚電子郵件，已取消活動的退款，“幼犬”和“祖父母”詐騙

等等。

Schultz的演示文稿可以在Dane County Triad的YouTube頻道上

觀看： bit.ly/ TriadsYoutube 以及其他安全視頻。 ñ

作為捐贈的合作夥伴，我們更加
團結

大學通訊JASON GOHLKE

[R 禮儀可以提供各種各樣的回饋方式。合作夥伴運動就是這樣

的機會。在過去的47年中，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威斯康

星大學健康分校和州員工通過競選活動為各種慈善事業籌集了

數百萬美元。作為退休人員，您可以延續威斯康星州慷慨和服

務的傳統。

2020-21年的競選主題是“更加團結”。通過奉獻，我們每個人都

在我們的社區和世界範圍內有所作為。貢獻的人越多，我們的

集體影響就越大。

退休人員可以通過信用卡，支票或IRA分配來供款。（向您的稅

務顧問諮詢有關慈善捐贈的新CARES法案扣除項。）請訪問 給

.wi.gov 以獲得慈善信息並在線捐款。

索取紙質小冊子和質押表 給。

員工福利和資源公平

由於發生了COVID-19大流行，今年在Union South不會舉

行任何個人福利。資源將在“年度福利註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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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gov/about-us/giving-in-retirement/ ， 或發送電子郵件給carli。

freidel@uwdc.org或致電608-246-5482。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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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網絡研討會

進化
數據安全
電子技術委員會成員約翰·赫爾格森（JOHN HELGESON）

2 020充滿挑戰，因為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許多公司和組

織被迫適應遠程工作。這種“新常態”改變了我們工作和保護個人

及公司數據的方式。還沒有結束！

鮑勃·特納（Bob Turner）的演講將探討當我們面對下一個來自

任何地方的工作的革命時，數據安全性將如何發展。 ñ

鮑勃·特納（Bob Turner）是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首席信息安全官兼

網絡安全辦公室主任。他通過協作實施信息安全控制來保護UW-Madison信

息及其基礎架構免受外部或內部威脅，領導了綜合信息安全和隱私計劃的開

發和交付。他的辦公室還確保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符合有關信息訪問，

安全性和隱私的法律和法規要求。

如果您對發言人有初步疑問，請提前通過電子郵件將其發送給計劃協

調員John Helgeson，電子郵件為jphelges@yahoo.com。 到11月4

日，

2020年。

您的未來

數據足跡

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
大學聯盟宣布
2020-2021年計劃

下午1：00–3：00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11月6日
Ë 如果COVID-19限制繼續存在，通風孔和場所可能會更改或取

消。有關更多詳細信息和註冊，請訪問： univleague.wisc。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3963851

您可以致電或發送電子郵件給協會辦公室進行註冊。網絡研討會

鏈接和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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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 /程序

燭光音樂會和晚餐

2020年12月4日，星期五

道爾頓幫女孩四重奏演奏美國歌集和大樂隊收藏

（如果您傾向，請帶上舞鞋！）

春午餐

2021年3月23日，星期二

蓋爾·安布羅休斯（Gail Ambrosius），著名的獲獎麥迪遜巧克力 隨後進行巧克力

品嚐。

年度會議和午餐

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

四季劇院製作藝術總監莎拉·馬蒂（Sarah Marty）撰寫的“漢密爾頓：歷史音樂人

如何創造音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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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963851
http://univleague.wisc.edu/programs 
http://univleague.wisc.edu/programs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娛樂協會| UWRAmadi son.org

從編輯台

1908年流行導致創建了西澳大學學生保健
服務

埃文斯博士大力倡導以校園為基礎

衛生服務，並說服攝政的同胞們投

票支持它，並宣稱：“當大學將一個

社區中的4000名年輕人吸引到一起

時，它有責任幫助他們維持健康。

” ñ

由SHEILA LEARY發表 篩子 編輯

Ť 他的春天，由於COVID-19大流行使我無法自拔，因此我利用

在線資源挖掘了家族史。我的重點是我的曾祖父，拉克羅斯（L

a Crosse）的愛德華·埃文斯（Edward Evans）博士，他從190

2年至1913年在威斯康星州大學董事會任職，並曾擔任威斯康星

州醫學會主席。

毫不奇怪，我發現了足夠的證據證明那個時代醫生在與傳染病作

鬥爭。在

1908年，狂犬病，傷寒和白喉病的流行席捲了威斯康星州。威

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校園內斑疹傷寒猖cases，導致該校於1

910年成立了大學學生健康服務中心。當時，只有加利福尼亞

大學提供這種服務。

麥迪遜（Madison）的一些醫生反對該計劃，認為這將減少他

們的顧客，成為“社會醫學”。

的 2020多樣性論壇 會發生

10月27日至28日，主題演講由著名的暢銷書作者Robin DiAngelo

博士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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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ñ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日曆日期 ñ

繼續監控 UWRAmadison.org 網站以獲取更多更新。

• 10月6日，星期二

• 10月13日，星期二

• 10月14日，星期三

• 10月20日，星期二

• 10月27日至28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一整天

下午1：00–3：00

上午10：00–中午

一整天

大流行COVID-19 與丹尼斯·梅基（Dennis Maki）

由您選擇2021更新 與ETF員工

保存您的數字資料 與Dorothea Salo

虛擬UW利益博覽會

多樣性論壇

• 11月4日，星期三，上  午10:00至中午

• 11月11日，星期三1：00–3：00 PM

• 11月18日，星期三，上  午10:00至中午

新常態 與肯·溫德羅（Ken Wundrow）

數據足蹟的未來 與鮑勃·特納

幸福是一種技能 與理查德·戴維森

• 12月1日，星期二

• 12月16日，星期三，上  午10:00至中午

上午10：00–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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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 ID

威斯康星州麥迪遜

許可證號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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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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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欄作家 • 瑪麗·巴納德·雷（Mary Barnard Ray）

保存您的數字資料網絡研討會 p。1個

來自執行董事 p。2

認識董事會成員Jane Dymond p。2

新活動：瑪麗·梅斯（Mary Metz），政治組織 p。3

這是您的選擇網絡研討會 p。4

CARES法與大流行經濟網絡研討會 p。5

認識成員：於爾根·帕陶（Jurgen Patau） p。6

威斯康星州的虛擬旅行 p。7

新成員 p。7

技術：詐騙大流行 p。8

公立學校配對補助金 p。9

員工福利與資源公平 p。9

您的數據足跡網絡研討會 p。10

大學聯賽活動 p。10

1908年校園傷寒流行 p。11

2020多樣性論壇 p。11

UWRA活動日曆 p。11

列協調器

會見會員 • 黛布·勞德

退休新活動 • 鮑勃·喬基施

威斯康星州麥迪遜退休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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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