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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讓您的金融更新

凱路透社 - 克羅恩，成員，委員會在退休財務事項

全年ETF和SWIB更新週二，4月16日上午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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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4月9日

超過632,000人看向威斯康星州退休系統（WRS），以幫助為自己的

退休生活。威斯康星州投資委員會的國家（SWIB）是國家機構，負

責投資的退休系統的資產。 比利亞， SWIB的新執行董事兼首席投資責投資的退休系統的資產。 比利亞， SWIB的新執行董事兼首席投資責投資的退休系統的資產。 比利亞， SWIB的新執行董事兼首席投資

官，並 

羅謝爾克拉斯， 副執行主任兼首席行政官，將解釋SWIB和WRS面臨羅謝爾克拉斯， 副執行主任兼首席行政官，將解釋SWIB和WRS面臨

的挑戰，影響投資市場波動都可能對WRS參與者，SWIB的投資策略

，並SWIB正在實施保護WRS投資的舉措。 

員工信託基金的威斯康星州（ETF）管理退休，保險，以及為活動狀

態和本地員工和參與WRS其他退休福利計劃。 羅伯特·康林，態和本地員工和參與WRS其他退休福利計劃。 羅伯特·康林，

ETF秘書，將分享未來的核心和可變年金基金調整預測，將談論保持

近100％的資助，能夠支付承諾的福利的WRS的重要槓桿。 

停車處

在港島驅動器和礦點路的交通燈輸入奧克伍德。就以進入訪客地下停

車場右左叉，然後第二個車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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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直接從下驅動進入禮堂大門。

如果乘坐公共汽車，地鐵麥迪遜巴士路線14和 

67，停止對礦點路奧克伍德的面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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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和應付檢查山 錫安浸信會教堂與“食品儲藏室”的備註行會被接受

。

註冊

預先登記。如果可以的話，請在uwramadison.org/event-3273118在

線註冊。另外，您也可以聯繫該協會辦公室（見刊頭）。如果您沒有

提前註冊，您可能不會收到講義。如果你或你的伴侶註冊的本次研討

會，但不能參加，請發送電子郵件或致電UWRA辦公室。

每月提醒

在埃利氏，4102羅娜驅動器，麥迪遜，東區早餐早上8:30 週在埃利氏，4102羅娜驅動器，麥迪遜，東區早餐早上8:30 週

三，4月17日星期二，5月7日，珍妮聯繫為Stublaski位置。

（埃利氏正在關閉。）

西城早餐Sofra，7457埃爾姆伍德大道，米德爾頓上午

8:30在週四，4月4日，和週三，5月15日。

不需要預訂，歡迎你是否住在東區或西區參加一個或兩個

早餐。

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車次信息，請訪問platomadison.org

/page-18561。

https://UWRAmadison.org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273118
http://platomadison.org/page-18561


知識是對騙子和盜賊最好的防守

通過米勒德蘇斯曼，會員，委員會在退休財務事項

在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建議您閱讀 聰明的錢為老年人：資源指南， 消費在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建議您閱讀 聰明的錢為老年人：資源指南， 消費在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建議您閱讀 聰明的錢為老年人：資源指南， 消費

者金融保護局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的出版物。我們已經下令小

冊子，我們將提供給在下次CFMR研討員的數量有限，但你可以通過訪

問以下網站，現在下載一個數字拷貝：tinyurl.com/yyqzh4no。

據專家介紹，有欺騙活動的老年人，誰被認為是軟目標為竊賊攻擊的流

行。這些攻擊都通過電話，電子郵件，普通郵件，並送貨上門聯繫。詐

騙者可以算得上是慈善機構，彩票，執法，國稅局，或其他受尊敬的組

織的代表。有時甚至是信任的家庭成員或朋友利用各種機會用我們的錢

來充實自己。人，我們聘請來管理我們的資金，修復我們的家園，或提

供支持服務有時會想辦法從我們這裡偷走。長輩們常發現很難或不可能

挽回損失。

保護自己免受這種剝削的最好辦法就是要了解的，其中在我國金

融資源的攻擊者可以來多種形式。該

聰明錢 手冊規定，我們可能每天都會遇到詐騙的例子很多。這本小聰明錢 手冊規定，我們可能每天都會遇到詐騙的例子很多。這本小

冊子給出了如何保護自己免受這種詐騙以及如何尋求幫助，如果我

們發現自己受到金融欺詐者的受害者的意見。

所以，下載 聰明錢 為保護你自己。這就像注射流感疫苗。它並不所以，下載 聰明錢 為保護你自己。這就像注射流感疫苗。它並不所以，下載 聰明錢 為保護你自己。這就像注射流感疫苗。它並不

能保證對金融寄生蟲的免疫力，但它會降低你的屈服的機會。

五十出席 生活萊傑 研討會五十出席 生活萊傑 研討會五十出席 生活萊傑 研討會

費薩爾A. Kaud和米勒德蘇斯曼，成員，委員會在退休財務事項 

該財務事項委員會和電子技術委員會主辦的3月5日會議上慶祝推出的2

019版本UWRA 生活台賬， 全面的文檔設計UWRA成員和他們的家庭。019版本UWRA 生活台賬， 全面的文檔設計UWRA成員和他們的家庭。019版本UWRA 生活台賬， 全面的文檔設計UWRA成員和他們的家庭。

實質上， 生活萊傑 為幫助會員編譯他們的個人信息，財務信息和健康信實質上， 生活萊傑 為幫助會員編譯他們的個人信息，財務信息和健康信實質上， 生活萊傑 為幫助會員編譯他們的個人信息，財務信息和健康信

息通過他們的繼承人，並在發現重要文件，並在需要時查找個人聯繫指

定的私人代表使用的工具。除了上述提到的成員，杰拉爾德Kulcinski，

三迪·哈澤和Karen霍頓是誰參與了本次修訂的特遣部隊的一部分 生活總三迪·哈澤和Karen霍頓是誰參與了本次修訂的特遣部隊的一部分 生活總

帳。

該工作組的五名成員解釋了如何 生活萊傑 可以從UWRA網站上下載，並該工作組的五名成員解釋了如何 生活萊傑 可以從UWRA網站上下載，並該工作組的五名成員解釋了如何 生活萊傑 可以從UWRA網站上下載，並

介紹了文檔的概述講解的每個部分的價值 生活總帳。 他們指出，數字性介紹了文檔的概述講解的每個部分的價值 生活總帳。 他們指出，數字性介紹了文檔的概述講解的每個部分的價值 生活總帳。 他們指出，數字性

質 生活萊傑 有兩個值：（1）輕鬆共享個人代表及家庭成員和（2）容易質 生活萊傑 有兩個值：（1）輕鬆共享個人代表及家庭成員和（2）容易質 生活萊傑 有兩個值：（1）輕鬆共享個人代表及家庭成員和（2）容易

更新的文件。 

該工具的目的是盡可能全面的，因此，可能包含可能是無關的任何給

定用戶的需求部分; 儘管如此，填寫完所有的相關部分應該提供助手和

倖存者需要在用戶的死亡或傷殘的情況下，所有信息。發言者指出，

需要保護中包含的信息的保密性 生活分類帳; 用戶不應該分配太多的副需要保護中包含的信息的保密性 生活分類帳; 用戶不應該分配太多的副需要保護中包含的信息的保密性 生活分類帳; 用戶不應該分配太多的副

本，並應保持一定的信息，如Internet口令，在一個單獨的地方。除了

一般性介紹，他們給用戶有機會提出任何技術幫助下，他們可能需要

在下載

生活萊傑 和填充了空白。生活萊傑 和填充了空白。

在提問和答問大會上，與會者對生產這一重要和有關文件表示感謝

工作組成員，並要求車間進行開發和提供給會員。如果會員在參加

這樣的研討會有興趣，請聯繫協會辦公室。

要下載數字模板，去UWRAmadison.org資源/生活總帳。如果您不希望

打印機上打印的總賬，您可以通過訪問“我們的店”在UWRAmadison.or

g購買紙質副本（$ 10只）。

http://tinyurl.com/yyqzh4no
UWRAmadison.org


探索通過新的眼睛威斯康星州歷史

由帕特里夏·卡羅爾，共同主席，退休的挑戰和機遇委員會

威斯康星州發現女性的內戰著作

週三，5月1日下午1：30-3：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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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4月24日

在2014年5月， 喬·安·卡爾 參加節目為特色的四本書從士兵來自威斯康在2014年5月， 喬·安·卡爾 參加節目為特色的四本書從士兵來自威斯康在2014年5月， 喬·安·卡爾 參加節目為特色的四本書從士兵來自威斯康

星州的突出內戰時代的字母。根據計劃，她問揚聲器“凡來自威斯康星

州的婦女的信嗎？”他對她的問題嚇了一跳響應領著她上一個五年的任

務去尋找那些被遺忘的女性，其中八個會透露的心聲 這種焦慮營業時間務去尋找那些被遺忘的女性，其中八個會透露的心聲 這種焦慮營業時間

：威斯康星州女子從南北戰爭的聲音， 威斯康星州大學出版社的書在：威斯康星州女子從南北戰爭的聲音， 威斯康星州大學出版社的書在

2019年秋季發布喬安將提供她的書先睹為快。 

與會者將陪伴喬安為她剔除通過數以千計的內戰著作的記錄; 細讀並且

解密脆，衰落在威斯康星州歷史學會檔案文件; 和旅行內戰的女性經常

在街上和小道。喬安將分享追求歷史研究的挑戰後四十年的職業生涯中

教育學院花了領先的圖書館和技術服務。她將揭示為什麼威斯康星州的

內戰女性的作品已被隱藏，以及如何北方婦女在內戰歷史已經被那個時

代的其他賬戶遮蔽。喬安也將分享她即將出版的新書，以及那些她在追

求過程中遇到的其他女人的特色八個女人的簡要事蹟。

停車處

在港島驅動器和礦點路的交通燈輸入奧克伍德。就以進入訪客地下停車

場右左叉，然後第二個車道。按下按鈕尋求幫助。園區內任何訪客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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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直接從下驅動進入禮堂大門。

如果乘坐公共汽車，地鐵麥迪遜巴士路線14和 

67，停止對礦點路奧克伍德的面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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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和應付檢查山 錫安浸信會教堂與備忘錄線“食品儲藏室”將被接受

。

註冊

預先登記。如果可以的話，請在uwramadison.org/event-uwramadiso

n在線註冊。組織/事件3295083。另外，您也可以聯繫該協會辦公室

（見刊頭）。如果您沒有提前註冊，您可能不會收到講義。如果你或你

的伴侶註冊的本次研討會，但不能參加，請發送電子郵件或致電UWR

A辦公室。

從執行主任的辦公桌

由桑迪·哈澤，執行董事

你知道每年舉行兩次$ 1,000個資助捐款是UWRA預算？第一個授權是學

生危機基金的院長和純粹捐贈，以幫助有需要的人。二是配對補助金基

金會麥迪遜的公立學校。配對補助金的設立是為了鼓勵會員捐贈為Fou

ndation麥迪遜公立學校或自己喜歡的當地公立學校。一旦達到了自我報

告捐款$ 1,000個門檻，UWRA發送支票。配對補助金是基於我們的會員

任何戴恩縣公立學校在這一年所做的所有捐款。

各位，請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透露您的公立學校捐贈給協會

的辦公室，以便他們可以應用到我們的配套資金。該UWRA再次能夠

在今年符合滿$ 1,000個資助，感謝你的貢獻。無論UWRA補助最近郵

寄，我們有來自梅林達收到感謝信

五Heinritz，執行董事，基金會麥迪遜的公立學校，和Mike Knetter，總

裁兼首席執行官，UW基金會，為我們捐款。感謝您過去的捐款，這使

我們能夠繼續提供支持我們的夢幻般的公立學校的全額我們的配對補助

金的。

http://uwramadison.org/event-uwramadison.org/event-3295083
http://uwramadison.org/event-uwramadison.org/event-3295083
mailto: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這是怎麼回事用熟練的護理設施？

費薩爾A. Kaud和米勒德蘇斯曼，成員，委員會在退休財務事項

2月19日“轉型，新興家庭護理機構和醫療監督專業護理機構”：五

位專家對老年人護理提出了關於這個問題的CFMR研討會。 發言者位專家對老年人護理提出了關於這個問題的CFMR研討會。 發言者

討論了各種因素，目前行駛在專業護理服務的變化。 

LeadingAge威斯康星州的約翰·索爾，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確定變革的

五大原因。

1.威斯康星州的人口正在老齡化。個人的超過85的數量預計12

0％，多年來2015至2040年增加。

2.護理員隊伍正在迅速下降。據估計，有五分之一的照顧員工的崗

位是空缺目前。這種可怕的情況，主要的原因是，護理人員離

開醫療保健領域獲得更好的工資和工作條件。

而門診活動正在迅速擴大3.醫院住院部停留在下降。

4.熟練的護理服務設施的經營成本大幅增加，以及服務的償還

一直呈下降趨勢。

5.監管負擔大幅增加。

總之，這些部隊已迫使醫院和長期護理設施，進入到整個保健連續新的

合作安排，積極患者的治療效果。 

瑪麗安Drescher的，閣樓天使社區主席解釋說，認真審閱後，天使董事

會決定關閉該專業護理機構，並強調社會互動，同時提供優質的醫療服

務，像家一樣的環境取代它。因此，閣樓天使與醫療保險/醫療認證的

家庭健康服務機構簽訂合同，為居民提供必要的照顧。該模型提供長期

護理，這是越來越多在家服用管理式醫療的形式更廣泛的主題。她闡述

家居照顧服務如何交付和評估。為閣樓天使變化的主要動機是它的專業

護理服務的有限產床和管理它的成本高，這是不可持續的長期。

凱爾西亞伯，恢復健康的管理，通過描述衛生恢復，這是醫療保險/醫療

認證的家庭保健機構，提供已在閣樓天使已啟動的服務所提供的服務。

這些措施包括對需要照顧的短期或長期殘疾患者提供全方位的家庭服務

。

服務是一個星期，每天24小時，7天交貨。該機構是由中心醫療保險和

醫療補助規定和定期調查，以確保符合服務規範。主隊由RN / LPN，

治療師，家庭健康援助，和藥劑師。恢復健康接受來自醫療保險部分A

，醫療，私營機構的薪酬和長期護理保險金。

蒂姆·康羅伊，國會湖的執行董事，解決專業護理服務是如何被覆蓋以及

如何在醫療保健費用和政府監督的增加被管理。他解釋說，門診手術有

所增加，但熟練的護理服務有所減少。國會湖區已與UW健康ACO（問

責護理組織）合作，以接受更複雜的內科患者。國會湖致力於繼續管理

專業護理服務，並提供護理的完整統一體。

扎克Grabot，奧克伍德村大學伍茲希伯倫橡樹護理院管理員，詳細介

紹他們的密鑰管理問題：（1）不足以償還提供的服務，（2）護理人

員嚴重短缺，（3）高敏度的患者，以及（4）具有挑戰性的監管環境

。扎克提出了強烈的情況下，為保持熟練的護理服務和護理的連續性

。

在此次研討會上，與會者開始意識到在熟練的護理服務環境的變化，向

他們提供醫療服務的選擇。在問答環節中，一名成員詢問長期護理保險

是否支付熟練的護理服務。這種變化。發言者強烈建議參加者完全熟悉

的內容和他們的政策的覆蓋面。該計劃錄像，是可用來觀看uwra.wilda

pricot.org/Presentations-20182019。

你知道嗎 …

那您的會員續約日期是在你收到的電子郵件稱呼上面列

出 篩子 鏈接？如果您選擇接收的文件拷貝 篩子， 您的會出 篩子 鏈接？如果您選擇接收的文件拷貝 篩子， 您的會出 篩子 鏈接？如果您選擇接收的文件拷貝 篩子， 您的會出 篩子 鏈接？如果您選擇接收的文件拷貝 篩子， 您的會出 篩子 鏈接？如果您選擇接收的文件拷貝 篩子， 您的會

員續約日期打印只是你的名字的郵寄標籤上的權利。

http://uwra.wildapricot.org/Presentations-20182019


拉爾森的著名Clydesdales，葡萄及葡萄酒衝轉，GOP的出生地

週三，2019年5月29日

報名截止日期：週一，5月13日

費用：每人$ 72.00

如果有可用空間（包括旅遊費，品酒，吃午飯，大客車，稅和小費）大學聯賽和柏拉圖的

成員可以註冊。

什麼Clydesdales，耐寒葡萄美酒，以及GOP的發源地有什麼共同點？它們都位於裡彭，威斯康星州，只是一個從麥迪遜小時和一個半的車程

。 拉爾森的著名Clydesdales， 其在中西部地區唯一的表演，是一個90分鐘的導遊在中間很短的看台性能。看到這些溫柔的巨人零距離接觸寵。 拉爾森的著名Clydesdales， 其在中西部地區唯一的表演，是一個90分鐘的導遊在中間很短的看台性能。看到這些溫柔的巨人零距離接觸寵。 拉爾森的著名Clydesdales， 其在中西部地區唯一的表演，是一個90分鐘的導遊在中間很短的看台性能。看到這些溫柔的巨人零距離接觸寵

物最近的新生兒（200磅出生）。參觀牧場，看到陪表演馬術表演的卡車，拖車，吊帶和設備。

然後參觀 共和黨的誕生地， 其中一組Riponites在1854年聚集在一個寒冷的夜晚，形成這成為共和黨新的反奴隸制黨。發源地，也被稱為白色的然後參觀 共和黨的誕生地， 其中一組Riponites在1854年聚集在一個寒冷的夜晚，形成這成為共和黨新的反奴隸制黨。發源地，也被稱為白色的然後參觀 共和黨的誕生地， 其中一組Riponites在1854年聚集在一個寒冷的夜晚，形成這成為共和黨新的反奴隸制黨。發源地，也被稱為白色的

小校舍，已經恢復到代表，盡可能密切，它會如何出現在那個歷史性的夜晚。遊覽這個國家歷史遺址和參與的解釋程序，回顧了創建國家政治

歷史導致了裡彭的作用，19世紀50年代的地方和國家的活動。

藤蔓和衝轉葡萄園和酒廠 位於裡彭四英里以北。它著重於成長，並使用冷能倖存威斯康星州的嚴酷的寒冬，使優質葡萄酒的寬容葡萄品種。我藤蔓和衝轉葡萄園和酒廠 位於裡彭四英里以北。它著重於成長，並使用冷能倖存威斯康星州的嚴酷的寒冬，使優質葡萄酒的寬容葡萄品種。我

們將參觀葡萄園和釀酒廠，然後有一個品酒與那不勒斯風格的燃木比薩自助餐。工藝啤酒或啤酒根將可用於那些不希望參加品酒（表明登記表

上）。

時間表

8:15 AM  - 離開西城拾起點（西區 - 共葡萄酒（原西爾斯）地塊上午9:00  - 離開東邊拾起點（東區 - 西爾斯/星球

健身 - 燈柱＃10） 。下午5:00  - 到達東邊拾起點至下午5:45  - 到達西城拾起點。

問題： 請致電262-0641 UWRA辦事處或埃絲特·奧爾森在335-3207。問題： 請致電262-0641 UWRA辦事處或埃絲特·奧爾森在335-3207。

註冊： 我們鼓勵您進行網上註冊。要進行註冊，請訪問uwramadison.org/event-3311685。或者使用下面的檢查形式在您預訂的郵件。註冊： 我們鼓勵您進行網上註冊。要進行註冊，請訪問uwramadison.org/event-3311685。或者使用下面的檢查形式在您預訂的郵件。

拉爾森的著名Clydesdales，葡萄及葡萄酒衝轉，GOP的出生地

週三，5月29日

姓名（正楷） 客車 - 東   

| 西方

所屬：UWRA，柏拉圖，大學。聯賽品酒    

是    |   沒有                   

午餐包括比薩自助，綠色沙拉和調味品，甜點，咖啡和水。 

費用：$ 72.00每人。所附的數量____________。截止5月13日。費用：$ 72.00每人。所附的數量____________。截止5月13日。

交付過程： 填寫表格。支票抬頭UWRA檢查。郵件到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退休副教授，21 N.聖園，7205室，麥迪遜，WI 53交付過程： 填寫表格。支票抬頭UWRA檢查。郵件到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退休副教授，21 N.聖園，7205室，麥迪遜，WI 53

715-1218。

退款政策： UWRA退款之前的報名截止日期，如果取消了活動費。退款報名截止之後才會處理。如果等待上市的註冊人可以參加。退款通過退款政策： UWRA退款之前的報名截止日期，如果取消了活動費。退款報名截止之後才會處理。如果等待上市的註冊人可以參加。退款通過

用於原登記接收到的相同投標製成。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311685


滿足會員唐礦工

由黛布拉勞德，柱協調員

伴侶： 凱西礦工伴侶： 凱西礦工

退休前， 我是助理副校長商務服務。退休前， 我是助理副校長商務服務。

我做了我退役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前往參觀我的孩子和孫子，誰在美我做了我退役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前往參觀我的孩子和孫子，誰在美

國維爾京群島的聖約翰生活。如果你去那裡，參觀他們的餐廳：the

terracestjohn.com。

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作為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奧德賽項目的朋友現在，我把我的時間 作為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奧德賽項目的朋友

們和紅衣主教日報傳媒集團的財務主管。我還保持奧克伍德基金會和素

養網絡數據庫。對於貝斯以色列中心，我是退休的財務副總裁，目前志

願者簿記員。我在麥迪遜和丹麥人縣的馬丁·路德·金聯盟。我在華盛頓

大學植物園金融委員會的朋友和訓練有素的志願者所得稅援助（VITA

）報稅。另外，我唱的麥迪遜大學社區合唱團，並把我的殘疾哥哥，在

 - 法律和年邁的母親照顧。對於UWRA，我的電腦安裝了的人在退休財

務安排的事項由委員會報告。

頂尚的項目我的遺願清單上是 看到世界各地的人們慶祝的差異，而不頂尚的項目我的遺願清單上是 看到世界各地的人們慶祝的差異，而不

是從那些誰不喜歡自己轉身離開。

我加入UWRA因為 我喜歡被周圍的人UW。我加入UWRA因為 我喜歡被周圍的人UW。

退休的我最不喜歡的是 以我的身體。我想這是不是真的退休的結果。退休的我最不喜歡的是 以我的身體。我想這是不是真的退休的結果。

它只是似乎是一個全職工作，因為我們變老。

我現在還不能扔掉 稅務虛寒的$ 81.5萬請注意，從國稅局收到了UW在1我現在還不能扔掉 稅務虛寒的$ 81.5萬請注意，從國稅局收到了UW在1

990年基礎上，我們並沒有從助理研究員預扣稅款的方式。經過六年的

官司，我們不欠任何東西，但我們基於法律的變化改變了我們的做法。

東西會令你感到驚訝關於我的 我在我的右眼失明，一直以來我三歲。我東西會令你感到驚訝關於我的 我在我的右眼失明，一直以來我三歲。我

認為有適應一直在我生活的其他方面得到力量的源泉我。

我最喜歡聽的音樂是 民間音樂。我的妻子是只需WPR民間志願者館員我最喜歡聽的音樂是 民間音樂。我的妻子是只需WPR民間志願者館員

，我們前往民俗節日收集的音樂庫中，除了享受音樂。

我的旅行計劃包括參觀 每年兩次聖約翰採取在學校放假照顧我們的孫我的旅行計劃包括參觀 每年兩次聖約翰採取在學校放假照顧我們的孫

子。此外，我們還採取了在佛羅里達州停了一個星期回來的路上。不

是總雪鳥，我們住了最寒冷的天氣，當你變老，這是很好的。今年，

我們還將前往皇家島與自然資源基金。

一錘定音

由瑪麗·巴納德雷編輯器

啊，春天！雖然我喜歡雪，是的，真的，我愛轉移到春季為好。更陽光

，更環保，更節能！我們確實很幸運地生活在一個地方，四季分明。對

我來說，季節的這種變化與它帶來的動力，或藉口，改變我的生活節奏

和活動。一些沉悶的跑步機行走可以變身成在花園裡挖。長天讓晚上的

活動更具吸引力，一般我覺得有力氣了，我看我的水仙花的第一個綠色

的提示。

如果你還覺得激增，並希望把一些能源的一種新的方式來使用，考慮讓

更多地參與UWRA一點。如果你喜歡做的佈局，考慮是做助理佈局編輯

器 篩子。 想結交一些新朋友？加入委員會之一。喜歡攝影？拍照在你參器 篩子。 想結交一些新朋友？加入委員會之一。喜歡攝影？拍照在你參器 篩子。 想結交一些新朋友？加入委員會之一。喜歡攝影？拍照在你參

加的每UWRA事件，並將它們發送給我可能列入 篩子。 就像寫？寫下你加的每UWRA事件，並將它們發送給我可能列入 篩子。 就像寫？寫下你加的每UWRA事件，並將它們發送給我可能列入 篩子。 就像寫？寫下你

在UWRA事件的經驗。要一個月的貢獻只是一個小時？與我聯繫，要為

此承擔責任的內容檢查我們的通訊，如檢查，以確保所有的網絡鏈接的

工作之一。準備好一個更廣泛的承諾？聯繫我協調，我們正在考慮為即

將到來的問題幾個新的一列。也許你只是想這個月參加了幾個活動。無

論你的願望，在UWRA有東西給你！

歡迎來到協會，2月15日的這些新成員 -  3月10日

尼爾·巴尼雅各Blasczy

k艾琳·卡拉漢恭切法盧，摩

西

辛西婭Hasz沙龍K

luender

約翰摩西伊麗莎

白UHR

http://theterracestjohn.com


幫助維持草原附近花園 

由傑克Blasczyk，會員，UWRA

西南通勤自行車道從威斯康星大學校園延伸，並加入了首都足跡的腰

線前向北通過幾個街區去。由於線索於2001年開業，志願者們已經改

變了雜草和入侵物種的地區進入多姿多彩的草原花園。這些草原加強

人力連接，提供自然棲息地，尤其是對帝王蝶，和減少雨水徑流。

這些是威斯康星大學的退休人員和我一樣特別的地方。我展望花園，靠

近展望大道和福克斯大道的乘務長。志願者工作來美化我們的鄰居給我

帶來太多的喜悅。了解更多關於展望花園在gardensprospect。blogspo

t.com/。其他西南路徑大草原是聯邦大道與腰線之間，包括麗晶附近授

粉花園，達真 - 夢露鄰里協會，Glenway草原和野花領域，Midvale的高

地草原和自然區域。這些草原依靠志願者和那些人自願參加不同的原因

; 陪伴，回饋社會，創造綠色空間，並與鄰居園藝的樂趣是很重要的激

勵因素。草原的知識不是必需的。

如果您有興趣幫助維持任何這些草原的花園，給我發電子郵件在jacob8

4@charter.net，我將你與區域協調相連接。

你喜歡寫作嗎？

戴恩縣的RSVP正在尋找志願者的作家。如果你有經驗寫文章或曾經擔

任的位置上寫的是你的工作的一個關鍵部分，然後再利用這一經驗，以

幫助促進志願服務作為巡迴記者。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聯繫戴安娜喬斯

特，RSVP助理。董事，djost@rsvpdane.org或441-1393。

RSVP開房

你怎麼能幫助你的社區？我在哪裡可以自願？我想怎麼辦？戴恩縣的R

SVP也許能夠幫助你回答這些問題。找出戴恩縣可在我們的年度開放日

4月11日在眾多的志願服務機會的開放日為1:30至下午3:30在戴恩縣辦

公室，6501瓦路，250套房，麥迪遜的RSVP。

特雷西A. Schroepfer，博士，將有關社會隔離和志願服務的健康益處

說話。Schroepfer教授是哈特福德老年社會工作系學者和社會工作的

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學校工作。快來品嚐小吃，並與我們的

義工協調員一個約一種方法可以有所作為。

閣樓天使計劃

閣樓上的天使協會的繼續教育項目，向公眾開放，在每個星期一的早晨

，在閣樓天使廣場，8301老索克路，米德爾頓，WI舉行。咖啡是在上

午10點送達; 該計劃開始於上午10:30是不收費的，並且不需要預訂。

週一，4月8日，“現代醫學和阿米甚社區，”LEA康奈爾大學，

MD

週一，4月15日，“威斯康星預測天氣”加里Cannalte，首席Meterolo

gist，WISC-TV。

週一，4月22日，復活節後的星期一，沒有計劃。

週一，4月29日，“踢了成功，”泰勒·梅夫，特別隊助理，威斯康星獾足

球節目的大學。

大學生座談會

你被邀請參加21 ST 年度本科研討會，ugradsymposium.wisc.edu/，由你被邀請參加21 ST 年度本科研討會，ugradsymposium.wisc.edu/，由你被邀請參加21 ST 年度本科研討會，ugradsymposium.wisc.edu/，由

700多名學生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本科特色的創意，成就，研

究，服務學習和社區為基礎的研究，從研究的所有區域的陣列。大學

的成員，周圍的社區，家庭和朋友都邀請到上週五，4月12日參加此次

免費活動，從上午9:00至下午1:15在聯盟南方。

親朋好友接待和第六屆年度獎指導本科生的研究，學術和創造性活動

的演講將開始下午1:30隊打廳。接待處將與由史蒂夫·克拉默，副教務

長的言論對教學，和學生舞蹈表演開始。

http://gardensprospect.blogspot.com/
http://gardensprospect.blogspot.com/
mailto:djost@rsvpdane.org
https://ugradsymposium.wisc.edu/


五月午宴和會議年會

週二，2019 5月14日，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植物園禮堂，1207塞米諾爾公路入住開始於9:30，計劃10:00，屆

年會11:00，午餐11:45

報名截止日期：週二，5月7日

費用每人$ 17.00

“這是這麼多歌更好！”今天上午我們請來欣賞的音樂才華 馬西海姆， 誰擔任發展的農業和生命科學學院第一主任，院長利奧沃爾什於1983年“這是這麼多歌更好！”今天上午我們請來欣賞的音樂才華 馬西海姆， 誰擔任發展的農業和生命科學學院第一主任，院長利奧沃爾什於1983年“這是這麼多歌更好！”今天上午我們請來欣賞的音樂才華 馬西海姆， 誰擔任發展的農業和生命科學學院第一主任，院長利奧沃爾什於1983年

聘請了在她23年的威斯康星大學基金會，給人以學院暴漲和提供獎學金，園林，建築，教授職位，並這麼多。有喜悅給予，和馬西要大家來

體驗吧！在CALS幕後，馬西也有她自己的樂隊， 馬西和高光區域， 超過35年。馬西繼續與樂隊和世界各地的總統執行 狡猾的提問者， 全方位體驗吧！在CALS幕後，馬西也有她自己的樂隊， 馬西和高光區域， 超過35年。馬西繼續與樂隊和世界各地的總統執行 狡猾的提問者， 全方位體驗吧！在CALS幕後，馬西也有她自己的樂隊， 馬西和高光區域， 超過35年。馬西繼續與樂隊和世界各地的總統執行 狡猾的提問者， 全方位體驗吧！在CALS幕後，馬西也有她自己的樂隊， 馬西和高光區域， 超過35年。馬西繼續與樂隊和世界各地的總統執行 狡猾的提問者， 全方位體驗吧！在CALS幕後，馬西也有她自己的樂隊， 馬西和高光區域， 超過35年。馬西繼續與樂隊和世界各地的總統執行 狡猾的提問者， 全方位

服務的籌款諮詢。她所有的演講都撒了她原來的籌款歌曲。她分享了一些她的所有時間的最愛，以及在她的籌款會談用她的原創音樂與加入馬

西音樂之旅。笑，享受，一起唱！

我們將通過其主任和我們的午餐揚聲器歡迎到植物園， 卡倫Oberhauser。 經過35年的研究帝王蝶生物學和保護，她搬到了威斯康星大學麥我們將通過其主任和我們的午餐揚聲器歡迎到植物園， 卡倫Oberhauser。 經過35年的研究帝王蝶生物學和保護，她搬到了威斯康星大學麥我們將通過其主任和我們的午餐揚聲器歡迎到植物園， 卡倫Oberhauser。 經過35年的研究帝王蝶生物學和保護，她搬到了威斯康星大學麥

迪遜分校明尼蘇達。她講的題目是“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植物園蝴蝶生態學家。”雖然君主和恢復生態學領域的發源地之間的連接可能

看起來脆弱，有物種保護和植物園的工作之間的緊密聯繫。突出這些鏈接後，莫文蔚將介紹如何植物園的工作人員，志願者和合作者在恢復

生態學，環境教育，土地管理等領域建設86年的領導。她的演講將在植物園應對新的舉措和未來的發展方向，著眼於與UW研究人員和更廣

泛的社區連接。

此事件的儲藏室收件人將打開座椅食品儲藏室。我們可以接受現金並在備註行支付給UW基金與開放式座椅食品儲藏室檢查。該自助午餐

主菜自製肉餅（比媽媽的好！）與奶汁土豆，或與大蒜醬奶酪餛飩。兩種膳食都包括拌醬，混合威斯康星州蔬菜（胡蘿蔔，青豆和玉米）

，麵包卷和黃油，咖啡，檸檬，牛奶和水的飲料沙拉。自助將由蓋洛德的受到照顧。

午宴委員會：達雷爾 - 巴特，馬克·芬克，帕特Henrikson，莎拉波茨， 

恭迅達，霍埃爾·什科尼卡，倒鉤威利和蓋爾霍姆斯（主席）。

我們鼓勵您在uwramadison.org/event-3321270在線註冊。郵寄預訂和檢查也是可以接受的。

五月早晨節目，年會和午宴週二，5月14日

姓名（正楷） 

出席早間節目肉餅 奶酪餛飩

是    否

    沒有

飲食限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我是一個客人，因為我擔任一個

UWRA委員會。委員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新成員免費的午餐。每個新成員可以在你的會員的第一年享受一份

免費午餐。如果選擇此選項，不支付。您的註冊將採取的行政服務。

費用：$ 17.00每人。所附的數量__________。截止5月7日。費用：$ 17.00每人。所附的數量__________。截止5月7日。

交付過程： 填寫表格。支票抬頭UWRA檢查。郵件到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副教授。21 N.聖園，7205室，麥迪遜，WI 53715-121交付過程： 填寫表格。支票抬頭UWRA檢查。郵件到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副教授。21 N.聖園，7205室，麥迪遜，WI 53715-121

8。

退款政策： UWRA退款之前的報名截止日期，如果取消了活動費。退款報名截止之後才會處理。如果等待上市的註冊人可以參加。退款通過退款政策： UWRA退款之前的報名截止日期，如果取消了活動費。退款報名截止之後才會處理。如果等待上市的註冊人可以參加。退款通過

用於原登記接收到的相同投標製成。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3321270


（請打印）

名稱 配偶/伴侶名稱

電子郵件 配偶/伴侶的電子郵件

地址（街道，城市，州，郵政編碼+ 4）

家庭電話 移動電話 你退休了嗎

？

0 是  0 沒有0 是  0 沒有0 是  0 沒有0 是  0 沒有

年退役 從退休（部門）

會員級別 所有成員都收到每月通訊電子。每年，討價還價，終身會員可以選擇接收硬拷貝通訊。請注意，硬拷貝到

電子版是分佈式的，可在網上後7〜10天。

作為一個年度，討價還價，或終身會員，我選擇收取以硬拷貝的通訊。 

0 是  0 沒有0 是  0 沒有0 是  0 沒有0 是  0 沒有

年度 -  $ 20討價還價

 -  $ 100 獲得6年的5價格！

LIFE  -  $ 300 一位家庭成員必須接受威斯康星州退休系統年金。

出區 -  $ 10 生活在比其他郵政編碼535，537，539通訊通過電子郵件發送只。

OUT AREA討價還價 -  50 $ 得到6年的5價格，如果住在超過535，537，539通訊等郵政編碼只通過電子郵件發送。

尚未退休 -  $ 10 通訊只通過電子郵件發送。

我們鼓勵您加入線上！訪問UWRAmadison.org。

• 加入和在線支付

• Ĵ OIN在線和用支票付款Ĵ OIN在線和用支票付款

• 通過郵寄此應用程序與支票支付給UWRA和郵件UWRA，21北園大街，7205室，麥迪遜，WI 53715-1218加入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會員

年金的威斯康星聯盟“（WCOA）年會

桑迪·德魯，會員和WCOA總裁

WRS退休人員有機會見面ETF和SWIB領袖，了解他們的養老保險制度，並在年金的WI聯盟“（WCOA）詢問他們的福利問題年度會議

將於5月10日，

2019年，在美國家庭總部，麥迪遜。該WCOA是是僅用於WRS參與者的利益的代表已退休的州和地方政府的僱員，並作為監督，以保證退休

基金組織組成的全州組。除了ETF部長羅伯特·康林和SWIB執行董事大衛·比利亞在會議上發言，年金也將聽到來自：蒂莫西·M.（TIM）Smee

ding，公共事務和公共事務的經濟學LaFollette學院的李雨水特聘教授，關於潛在未來我們的孩子和孫子們面臨著沒有退休金和儲蓄不足退休;

 律師道格拉斯波蘭關於訴訟處理威斯康星州的gerrymandered立法區; 和海倫·馬克斯迪克斯，州宣傳主任AARP-WI，在擬議的立法給予照顧者

稅收抵免照顧朋友或家庭成員。轉到www.wicoa.org有關會議以及如何註冊的詳細信息。

http://UWRAmadison.org
http://www.wicoa.org/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日曆

篩子

https://UWRAmadison.org威斯康星大學麥迪

遜分校退休協會的C /ö進修21北園大街，720

5室麥迪遜，WI 53715-1218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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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4月1日 下午1:30 沒有愚人節 - 蟲子會來

週四，4月4日 上午8:30 在Sofra早餐

週二，4月9日 1:00 PM 谷歌工具日常任務

週二，4月16日 10:00 AM 年度SWIB，ETF更新

週三，4月17日 上午8:30 在埃利的早餐

週三，5月1日 下午1:30 威斯康星州發現女性的內戰著作

週二，5月7日  上午8:30 在Sofra早餐

週五，5月10日  9:00 AM 年金領取“年度會議的美國威斯康星聯盟

週二，5月14日 10:00 AM 本次年會，程序，午餐（登記開始於上

午9:30）

週三，5月15日 上午8:30 東城早餐（地點另行通知）

週二，5月21日 10:00 AM 最後讓你的錢退休

週三，5月29日 一整天  裡彭隱藏的珍寶

有關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期限信息 篩子， 看到UWRAmadison.org的UWRA網站。有關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期限信息 篩子， 看到UWRAmadison.org的UWRA網站。有關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和期限信息 篩子， 看到UWRAmadison.org的UWRA網站。

http://UWRAmadis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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