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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金融研討會

由Karen霍頓，會員和傑克索倫森，聯合主席，委員會在財務事項退

休

本講座將利用範圍廣泛的議題，如社會保險，包括社會保障的角色

變化; 財務能力和福祉; 保健外的自付費用; 債務，其中包括越來越多

地使用在退休抵押貸款的; 和家庭的方式正在改變他們的方法來全面

的財務和遺產規劃與每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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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邁克爾·柯林斯 是威斯康星大學任教，目J.邁克爾·柯林斯 是威斯康星大學任教，目

前擔任該中心對金融安全的課程主任。他

的專長是在消費決策中的金融市場為地方

，包括公共政策在影響信貸，儲蓄和投資

選擇中的作用。他目前的研究是在財政能

力，並把重點放在低收入家庭的福祉。他

最近被任命為威斯康星州委員會退休。請加入我們什麼應該是

一個娛樂性和知識性的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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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內任何

訪客或非保留失速; 採取電梯到一樓大堂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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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ac- ES）。徒步，進入傳統建築，6205礦點路，在其正門（右側第三

車道，在停車標誌），或直接從下驅動進入禮堂大門。要鏈接到奧克

伍德校園地圖，使用

tinyurl.com/y6zaug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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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向東行駛，或在礦點路從奧克伍德，如果旅行西

風。 

食品儲藏室的貢獻 

現金和支付錫安山浸信會教堂支票將被接受。

註冊 

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org/事件3655729在線註冊。如果你預先登記。訪問 uwramadison.org/事件3655729在線註冊。如果你

還沒有REG-istered，我們不能保證會有足夠的講義可用。如果你或

你的伴侶是寄存器 -  tered參加此研討會，但不能參加，請聯繫UW

RA辦公室。

這還不算太晚註冊

加入我們的時候 喬·梅爾， 財富戰略總監約翰遜金融財富集團，和 公加入我們的時候 喬·梅爾， 財富戰略總監約翰遜金融財富集團，和 公加入我們的時候 喬·梅爾， 財富戰略總監約翰遜金融財富集團，和 公加入我們的時候 喬·梅爾， 財富戰略總監約翰遜金融財富集團，和 公

園莫里斯Drescher的， 副總統，信託的董事和中介服務，BMO銀行園莫里斯Drescher的， 副總統，信託的董事和中介服務，BMO銀行

，約信託和他們的利益，您或您的繼承人幫助答題。

為什麼信任？如何做一個信託受益我或我的

繼承人？

週二，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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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1月7日

在線註冊在 uwramadison.org/event-3592953。在線註冊在 uwramadison.org/event-3592953。

UWRA是在退休網絡

https://UWRAmadison.org
mailto: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http://tinyurl.com/y6zaugvm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55729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655729
http://uwramadison.org/event-3592953


你的機會成為UWRA的未來的一部分

由桑迪·哈澤，執行董事

關於每年這個時候，提名委員會合開發UWRA成員的石板擔任官員和董

事會成員，任期三年。然後，在5月的年度會議上，委員會提供了當選

總統（今年從學術人員），書記候選人名單，和三個董事會成員（各由

退休教師，學術人員和涉密人員之一）。那麼，什麼是董事會成員意味

著什麼？什麼是承諾的時間？董事會開會一次，為期9月至六月每月小

時。此外，董事會MEM-的BER分別受邀擔任一個UWRA委員會的聯絡

人。根據不同的委員會，委員會成員參加了一個和半一個委員會會議每

月兩小時。

你是否在為未來的一部分，有興趣嗎？你認識的人你覺得會是一個資產

董事會是誰？也請花點時間認真考慮提名自己。請在週五，2月7日請與

協會辦公室，如果你需要了解更多信息或有任何疑問發送名稱協會辦公

室。 它留在你的退休協會積極與充實而有趣的方式。室。 它留在你的退休協會積極與充實而有趣的方式。

我們鼓勵您成為我們未來的一部分。該opportuni-關係是無止境的。

新的董事會：保羅·德盧卡

以後5-7年，我想我現在已

經處於向上狀態紐約長大

了中西部去不管。隨著我

們兩個年輕的chil-德倫，

佛羅倫薩和我搬到了麥迪

遜在1971年，我在開始博

士後

放射科的醫學物理部分。幾年後，當部分成為它自己的學術部門，我留

校任教。這樣的安排一直持續到2014年。正如你所猜測的，我是一個堅

定的怪胎。佛羅倫薩得到充分的信貸，儘管為國家工作了15年撫養兩個

可愛的孩子。在任何情況下，我定期分支為學術領導位置，即，系主任

12年，醫學和公共衛生學院的10  -  12年的副院長和副校長兼教務長為

5年。另一個令人不安的特點，這是我一直有，一直通過提高退休年齡

：具體而言，我有一個永久的需要組織和加入！董事UWRA的董事會就

是這樣一個例子。任職於董事會中的很多會員的好處是從我在學術界時

間的同事。這將成為更新這些連接，也許對組織我一直欽佩有積極影響

的機會。

出乎我的意料，也似乎是在退休越來越少的空閒時間作為我的日程表填

滿。我覺得祁門功夫，功夫坦時間表的事情。佛羅倫薩和我喜歡旅行，

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國。如果涉及到船，那是再好不過了！我仍然有錯覺

，以為我可以打高爾夫球，我尋求更多的嘗試阻撓嘍！讀書也是一項重

大活動。事實上，我讀過兩個最近的著作是那些我強烈建議： 突然轉向大活動。事實上，我讀過兩個最近的著作是那些我強烈建議： 突然轉向

：如何在世界成為現代 和G uttenberg的學徒。 在隊列後再考慮是將Sha：如何在世界成為現代 和G uttenberg的學徒。 在隊列後再考慮是將Sha：如何在世界成為現代 和G uttenberg的學徒。 在隊列後再考慮是將Sha：如何在世界成為現代 和G uttenberg的學徒。 在隊列後再考慮是將Sha

rdlake系列CJ桑塞姆近期的貢獻。 

最後，我特別喜歡的工作項目那裡是使命廣泛的承諾，即通過脆弱性

指數，吸引人的活動denced：UWRA是這樣的organiza-重刑。

新成員：11月4日至12月4日

科琳阿爾布雷希肯尼斯

·阿爾布雷希特玫琳凱A

prison羅伯特Bermant莎

莉匠莎莉韓森威廉海斯

邁克爾·霍夫曼琳達·瓊斯

蘭德爾·瓊斯約翰·凱爾露

絲凱爾

瑪莎曼斯菲爾德

迷迭香Neider邁克爾N

eider傑恩魯德斯多夫

拉爾夫·魯索薩利施拉

格帕特里夏Thwaits凱

瑟琳·特魯埃瓦安東尼

Vrtis玫瑰Vrtis芭芭拉W

ollmer德蘭木業蒂莫西

·伍德蒂莫西·吉野

董事會希望大家快樂，健康， 

充滿樂趣的新的一年！

https://www.amazon.com/Swerve-How-World-Became-Modern/dp/0393343405/ref=sr_1_1?hvadid=77927954874256&hvbmt=bb&hvdev=c&hvqmt=b&keywords=swerve+book&qid=1571417898&sr=8-1
https://www.amazon.com/Swerve-How-World-Became-Modern/dp/0393343405/ref=sr_1_1?hvadid=77927954874256&hvbmt=bb&hvdev=c&hvqmt=b&keywords=swerve+book&qid=1571417898&sr=8-1


減稅，關稅和條約

由保羅·賴歇爾，會員，委員會在財務事項退休 

十一月，肯Wundrow，EA，介紹了他的稅收每年更新並補充其他相關主

題，太。六十九人參加他的談話，並給了他自己的評價形式可能的最高

收視率。Wundrow，最近從Mennenga稅務及金融服務，退休繼續給予

稅收上的談判和報稅提供培訓。

Wundrow先生說，2017年的聯邦稅收法案，使之更難以逐項扣減，但

增加了一倍扣除仍可以有效一些人。尋求專業技術慈善扣除繼續是有

利的，特別是對那些誰需要採取所需的最小分發（RMD來）個人。在

國會的一項法案叫做安全法案可能會增加年齡RMD，並且進行其他更

改國稅局代碼。他還確定了“焦油IFFS”，列舉了其優點和缺點，和EX

 plained誰收益，誰支付。最後，他談到了條約的宗旨，化妝理想的投

資組合，和年金。

與會者收到了他的幻燈片演示的講義。他的演講記錄; 您可以訪問UWR

A網站上的視頻和幻燈片他（資源/簡報/ 2019  -  2020）。

退休後的新活動

由卡西復活節，會員，UWRA

退休之前，我是威斯康星大學麥迪

遜分校總務長，對學費和斯圖 - 凹

痕貸款的學生和校園工作。我在2

015年退休後，我感興趣的是做什

麼的differ-耳鼻喉科，因為我可以

從我的長期職業發展找到。我喜歡

野生動物，並聽到了戴恩縣動物保

護協會（DCHS）野生動物保護中

心。

該DCHS野生動物中心平反昭雪

生病和受傷的鳥類，mam- MA

LS，水鳥，爬行動物和蝙蝠。我

註冊了一個

野生動物助理。一個賽季照顧鳴禽後，我訓練與猛龍隊的工作：主要是

鷹，貓頭鷹，和鷹。除了準備食物猛龍和清潔的外殼，我在訓練捕獲並

處理在防止傷害鳥類，醫療提供者，或者我的方式鳥。考慮到這些驚人

的鳥類照顧永遠不會過時。我感到很幸運，能夠處理一切從尖叫貓頭鷹

大雕鴞; 銳shinned鷹紅尾鷹; 和雪鴞到禿鷹，使他們能夠得到醫治，並

得到足夠強的釋放到野外所需的醫療服務。

我已經在野生動物中心享受4年志願服務。工作人員提供良好的培訓，

讓志願者不需要與野生動物的任何以往的經驗。任何有興趣了解更多有

關或在野生動物保護中心志願服務可以到他們的網站的信息： 戴恩縣動關或在野生動物保護中心志願服務可以到他們的網站的信息： 戴恩縣動

物保護協會野生動物中心，在“辦法可以幫助”鏈接。招募新的野生動物

助理是從一月1日至3月30日。

從得非常好（GITD）以科技診所

由凱西克里斯托夫，聯席主席，電子科技委員會

電子技術委員會努力把自己感興趣的節目，以UWRA成員。有些prese

n- tations在普遍關心的話題討論。其他人是非正式和地址更具體的主

題。過去的一年，我們與動手的是解決問題的答案或與經驗提供非正式

會議試行針對性的問題。基於積極接待，委員會決定繼續這種格式，並

重新命名這些會議“科技診所。”敬請期待upcom- ING會議。

還有時間來註冊

由凱西克里斯托夫，聯席主席，電子科技委員會

退房的非正式科技診所會議上就“什麼是播客？我為什麼應該關注？“正

在舉辦由電子技術委員會在週四，1月23日，從2:30到下午4:00詳情及

報名可在uwramadison.org/event-3626871。

UWRA是在Facebook上

由馬西Doelp，會員，董事會

你喜歡社交媒體？在Facebook上以下UWRA感興趣嗎？UWRA麥迪遜是

在Facebook上，讓你有其他來源的有關事件，跳閘，而且除了其他精彩

信息 篩子。 要加入的頁面，搜索UWRA麥迪遜分校，並要求加入。UW信息 篩子。 要加入的頁面，搜索UWRA麥迪遜分校，並要求加入。UW信息 篩子。 要加入的頁面，搜索UWRA麥迪遜分校，並要求加入。UW

RA-Madi-兒子是私人組群。只有會員才能看到誰是該組中，他們張貼的

內容。當該組搜索，一定要包括UWRA和麥迪遜之間的破折號。

https://www.giveshelter.org/wildlife-center
https://www.giveshelter.org/wildlife-center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626871


從執行主任的辦公桌

由桑迪·哈澤，執行董事

當我坐在這個月給我寫的文章，標籤行“倍以上”突然出現在我的腦海。

我開始思考，“你會UWRA樣子，如果我們的會員翻倍？”又會有怎樣的

影響，增加我們的節目奉獻？其他什麼類型的活動，我們可以提供？會

不會找出它是有趣的？

今天，我給你一個挑戰：我挑戰每個成員招募一名新成員，在2020年只

有一個問題。我們從經驗中了解到，個人接觸是成功的關鍵。問一個以

前的同事加入。請你最好的朋友。請記住，成員UWRA是對所有人開放

; 一個人並不需要成為一個UW退休。要約禮物為期一年的會員資格或邀

請他們到下個月的計劃。我們知道，如果一個人出席一個程序，旅行，

或午餐，他們很可能會參加更多。拿起了一本小冊子，在你參加下次會

議，保持與你，並給它一個朋友。有一種激勵！你知道嗎，如果你招募

新成員UWRA，您會收到您的會費一年的豁免？當有新成員加入，完成

他們的會員資料，表示在“，指成員”您的姓名，為感謝您與他人分享UW

RA您將收到一條延長一年到您的會員資格。作為獵頭，你只能得到一個

擴展一次。

滿足會員凱西·萊溫斯基

通過德布勞德，柱協調員

配偶/顯著其他： 理查德配偶/顯著其他： 理查德

退休前， 我曾在教育學術事務處的學校，主要是與學生的教學展示退休前， 我曾在教育學術事務處的學校，主要是與學生的教學展示

位置和老師的許可。

我做了我退役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退休後的遺願清單上的工作，其中我做了我退役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退休後的遺願清單上的工作，其中

第一項是開始學習鋼琴。

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讀書，看電影，看電視，尤其是UW獾排球，男女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讀書，看電影，看電視，尤其是UW獾排球，男女

籃球，足球，綠灣包裝工隊，西雅圖海鷹（羅素·威爾遜，四分衛），

以及其他10大女排的比賽。

頂尚的項目我的遺願清單上是 學西班牙語。頂尚的項目我的遺願清單上是 學西班牙語。

我最喜歡的UWRA活動 在午宴，尤其是當有音樂節目。我最喜歡的UWRA活動 在午宴，尤其是當有音樂節目。

我最喜歡的退休一部分 不必起床，在清晨的某個地方。我最喜歡的退休一部分 不必起床，在清晨的某個地方。

最近我一直在閱讀 加德納拉馬什的 多賽一場。 我的哥哥，誰是高中籃球最近我一直在閱讀 加德納拉馬什的 多賽一場。 我的哥哥，誰是高中籃球最近我一直在閱讀 加德納拉馬什的 多賽一場。 我的哥哥，誰是高中籃球最近我一直在閱讀 加德納拉馬什的 多賽一場。 我的哥哥，誰是高中籃球

教練和朋友的作者，把它給我。它結合了赫爾利，威斯康星州，高中體

育與領先多達赫爾利1949年國家籃球錦標賽的時代事件的歷史：在經濟

大蕭條，世界大戰

二，朝韓衝突，以及採礦當時怎麼回事。 

我最喜歡的餐館在麥迪遜地區 卡爾弗是公司和橄欖園。我最喜歡的餐館在麥迪遜地區 卡爾弗是公司和橄欖園。

我的下一個旅行計劃包括： 訪問我的鐵木樹，密歇根州的家鄉。我的下一個旅行計劃包括： 訪問我的鐵木樹，密歇根州的家鄉。

每月提醒

東城早餐

週四，1月9日; 週三，2月12日; 週二，3月10日上午8:30在埃利的

咖啡廳，909東百老匯，羅娜。

西城早餐

週四，1月9日; 和星期四，2月6日; 週二，3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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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定位記錄UWRA呈現已變得更加容易！我們注意到，加載演示文稿頁

面已經放緩作為演示的數量增加。要解決這個問題，資源/演示頁面已

經被rede-簽署，以提高在尋找視頻的加載速度和易用性。

與2019-20演講開始，影片將分為兩個部分：九月到十二月和一月至六

月。我們也將在頁面頂部添加了標題的鏈接列表，所以你不會在頁面

需要滾動找到你想要觀看的視頻。下面是新的網頁看起來像什麼的快

照。



最後一個字：希望

由瑪麗·巴納德雷編輯器

當你閱讀本專欄中，我從Austra- LIA滿足家庭，所以我們可以在印度拜

訪朋友。在密蘇里州的一個小鎮上長大的，我有很大的夢想，但從來沒

有足夠大到包括在世界的另一邊有家人和朋友！由於生活經常提供超出

想像我的經驗，我已經放棄了新年的決議，選擇能使荷蘭國際集團，而

不是簡單地希望在未來一年最好的，並試圖抓住來我的方式的機會。我

們都需要希望; 我們否則為什麼堅持在看到相當隨意的人師的意義，如生

日或新日曆年？這些慶祝活動幫助我們清除我們的精神壁櫥和重置我們

的意圖。在2020年，我希望你喜歡這個復位：擺脫那些遺憾，希望最好

，抓住出現在你面前的機會！並且知道UWRA將貫穿全年為您提供大量

的機會。請享用！

750000閃爍的燈光魔法！

尼娜·戈德伯格，遊客

這UWRA郊遊，看在旋轉植物園燈光表演開始了，當我們採取了很短的

車到簡斯維爾。我們晚上在一個小餐館開始叫意大利眾議院，在那裡我

們有意大利面，三明治，沙拉，甜點的美餐。晚餐很美味，我們的主持

人是那麼歡迎！店主告訴我們，他們是如何讓所有的調料，烤自己的美

味的麵包。當我們離開時，他給我們的麵包每一個麵包帶回家。

然後，我們去了扶植物園。這是一

個美麗的夜晚散步。一個人搭設的

75％

750000燈！當我們看到所有的燈，我

們意識到了什麼，他已經完成了幅度

。實在太棒了！當第一次走進花園，

這不是很明顯，他們涵蓋盡可能大的

面積

他們這樣做，因為有這麼多的部分。當我們沿著小路繞了路，它開闢了

越來越多的領域。每個區域似乎更錯綜複雜的裝飾比上次。這些樹是從

主幹到覆蓋顏色鮮豔的燈光分支機構，並有從頂部滴落下來的白色燈串

。整個事情是驚人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哇！這是最好的燈光秀我都

看見了。“然後，我轉過一個拐角，發現池塘四周的燈光全部反射到水中

。其效果是令人驚嘆的！

它花了大約一個小時在花園散步，這是每分鐘的價值。我一定會回去看

燈，但我也很樂意看到花園，當他們在盛開在今年夏天。

什麼是黑社會？

瑪麗Stamstad，主席，董事局三合會 

三合會是促進老年志願者，COM的群落，和執法部門來共同評估需求，

並與犯罪預防準則和安全老年人關注的節目。他們開發教育，促進安全

計劃。三合會的使命是通過與執法，高級服務機構合作，通過加強全州

計劃和項目的教育和積極participa-重刑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和老年人，

以幫助減少老年人犯罪受害。

三合會現在非常需要，將更加在未來幾年中老年人口雙打時需要。85歲

以上的年齡組將增加140％，到2040年我們知道，老人被騙子和電話銷

售的目標，他們可以愛上各種各樣的虛假交易。因為很多都是獨自在家

寂寞，他們是小偷的目標。不幸的是，一些害人的可能是家庭照顧者或

。據估計，不法分子竊取每年$ 37十億從美國的老人。

通過黑社會，老年人和普通人群會變得越來越多意識到風險以及如何避

免成為受害者。更多信息請參見：triadofwisconsin.org 和 免成為受害者。更多信息請參見：triadofwisconsin.org 和 

rsvpdane.org。

旅遊協調員蓋爾福爾摩斯分享她與聖誕老人願望清單。

http://triadofwisconsin.org
http://rsvpda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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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四，1月9日 上午8:30 在Sofra西城早餐 

週四，1月9日 上午8:30 東城早餐埃利的咖啡廳 

週二，1月14日 10:00 AM 為什麼信任？如何做一個信託受益我和我的繼承人？

週四，1月23日 下午2:30 技術門診：播客 

週四，2月6日 上午8:30 在Sofra西城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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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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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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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遊，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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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遊，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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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遊，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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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遊，參觀

platomadison.org/page-18561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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