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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人有学位

32人无正式学历

13人在读大学或 
TAFE

47人出生在海外

13人出生于中国

4人出生在韩国

4人出生在印度

37人租房，

28人拥有住房 

28人有抵押贷款

22人自主生活

6人住集体住房  

在过去的 
5年里， 
11人从海 
外来澳

16户家庭每周收 
入低于650澳元，

16人家里没 
有接入互联网

35人生活 
在双亲家庭

9人生活在 
单亲家庭

6人未满5岁

30人未满24岁

19人年满60岁

26人提供无 
偿托儿服务

 11人提供无偿养老 
和残障护理

5人因残障问题在 
日常生活中 
需要帮助

94人有工作， 
6人在找工作

48人在家 
里说的语 
言不是英语

51人是女性，

49人是男性

假定City of Ryde有100人 
......，那么其中



《2019—2024年社会规划》—执行纲要

超过1100人对City of Ryde《2019—2024年社会规划》的制定
献力付出。该计划旨在确保我们的社区开放包容，紧密联系。 
发展进步的指标不仅仅是经济繁荣，社会正义和社区福祉也是
衡量标准。

伙伴关系和精诚合作是实现社会福祉的核心。只有通过与市政
府上下一心以及与我们的社区、服务提供商和其他政府及非政
府机构携手合作，才能满足我们不同文化社区的需求和愿景。

本规划提供了一个战略路线图，旨在维持和改善社会福祉， 
支持实施2028年《社区战略规划》以及其他市政府的发展战
略、政策和活动。

通过广泛调研和咨询我们的多元化社区和主要利益相关者以及
最佳实践研究，制定了本《社会规划》的愿景、战略方向和 
目标。 

新问题和新机遇

从所开展的背景调研和社区参与来看，目前已出现的一些问题
和机会促成了战略方向和目标的制定。

社区连接和服务访问：City of Ryde居民对生活质量的预期值
很高。安全措施也超过了悉尼大都市的基准。与大悉尼地区的
平均水平相比，积极参与志愿者的比例也更高。但对进一步发
挥这些优势，增强社区归属感、紧密性和社会参与感还有提升
的空间。社会孤立是全世界城市中一个非常严重但往往不易察
觉的问题，被认为是社区和服务提供机构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
题，对于来自文化和语言多样化社区、新移民、老年人口以及
生活在高密度住宅的人们而言，尤为如此。

社区日益多元化：City of Ryde是一个多元化社区，48.6％的居
民出生在海外。这被认为是City of Ryde的一个主要优势。City 
of Ryde社区突出展现了文化活动、节日、美食、企业和民众
给社区生活带来的活力和特征。但我们需要支持跨文化联系，
在不同群体之间打造更加紧密的交流，增进友谊，促进分享，
为新老社区和新来移民建立联系，帮助他们融入社区，连接相
应的服务。虽然大多数居民在当地获得一般性服务没有任何问
题，但当地缺乏青年服务和LGBTQI+特定服务，这对我们的社
区来说是一个挑战。

在不断变化和日益密集的城市环境中生活：大悉尼地区的生活
成本不断上升，可负担住房是City of Ryde面临的又一个关键问
题。与大悉尼相比，我们所在地区的租赁住房压力略高，而且
我们所咨询的社区和利益相关方都强烈认为缺乏可负担住房。
随着City of Ryde内高密度公寓住房的增加，居民将需要获得居
家以外的社交和娱乐空间，以便相互联系、学习和娱乐。这包
括多功能社区基础设施——集中式服务和社区空间、舒适和安
全的市民广场、城市公园和高密度居民楼中的音乐练习室。

不同的安全体验和归属感：虽然大部分人都感到居住在City of 
Ryde很安全，但根据白天和黑夜的不同时间段或地理位置，人
们对安全的看法各不相同。服务提供机构表示，地方政府辖区
（LGA）内缺乏面向家庭暴力受害者和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是
一项重大挑战，数据显示家庭暴力事件不断增加，特别是在高
密度居民区（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虽然81％的电话调
查受访者表示，并没有看到或经历过因种族、宗教、性别或年
龄而受到歧视的行为，但在Eastwood区，尤其是女性受访者表
示，歧视的发生率最高。

改善医疗和健康成果的坚实基础：总体而言，我们的居民相对
活跃和健康，70％的电话调查受访者表示，一般会参加30分
钟或更长时间的体育活动，且一周至少三次。City of Ryde位于
悉尼北部地方医疗区内，区内居民的肥胖率和饮酒消费率在新
南威尔士州内相对很低，但吸烟率和未满20岁少女的怀孕率较
高。此外，我们还可利用我们的开放空间和自然环境资产来进
一步联系和鼓励居民参与更健康的活动，提升健康水平。 

我们的社区如何定义社会福祉....

社区纽带和归属是社会福祉的基础，也是区域感和归属感的 
源泉。

多样性和跨文化联系优势，我们希望City of Ryde成为一个让每
个人都感到舒适自在的地方，无论原来来自哪里，现在住在什
么地方，收入如何，身份如何，都可表达各自不同见解，分享
彼此的背景故事、传统和信仰。

满足社区需求的服务和计划在支持社会福祉和提高每个人的生
活质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包容性和可及性为社区中的每个人提供支持和繁荣的机会， 
是社区发展壮大的基础。

空间和场所以及我们所处的环境质量与社会福祉密切相关。 
物理空间为人们聚集一堂，互动联系，分享经验，获取服务以
及参与公民和社区生活提供了机会。

健康与安全包括社区成员的身体、心理和情感健康，是社会福
祉的一个关键方面。City of Ryde是一个居家生活的卓越之选，
拥有温馨而安全的环境，有助于打造活跃健康的社区。 



City of Ryde的社区战略计划和交付/运营计划

战略方向和目标

战略方向01一社区融合

目标1.1

通过建立信任、尊重和“互相帮助”的意
愿，加强了个人、团体和机构之间的社会
联系。 

目标1.2

在City of Ryde ，当地人可以相互了解。

目标1.3

随着City of  Ryde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我们的社区在备受支持的环境下，活力四
射，与时俱进。

目标1.4

社区具备提出并实现旨在满足更广泛社区
需求的理念的技能和能力。社区的这种能
力和技能得到支持和加强。 

目标1.5

我们的社区信息畅达，齐心协力提高整个
城市的社会福祉。

战略方向05一个积极健康
的社区

目标5.1

我 们 的 公 园 和 开 放 空 间 包 容 和 健 康 ， 
可兼容所有文化、兴趣、活动和民众。 

目标5.2

包括水道在内的自然环境是我们当地的
资 产 ， 有 助 于 改 善 我 们 社 区 的 健 康 和 
福祉。 

目标5.3

我们的社区可以获得一系列适当且价格
合理的服务，用以改善和支持健康和福
祉。

目标5.4

每 个 人 都 有 机 会 积 极 参 与 公 民 生 活 ， 
并参与到有意义的决策和咨询。

战略方向04一个温馨而安
全的地方

目标4.1

我们社区中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友好和
安全，可以自在的成为自己，拥有强烈
的归属感。

目标4.2

每个人都有居家安全感，并会得到相关服
务机构的支持。

目标4.3

我们新来的居民在当地服务、计划和活动
的支持下感受到欢迎。 

目标4.4

每个人在白天和黑夜的任何时候都感到安
全可靠。

战略方向03一宜居之地

目标3.1

每个人都可以在City of Ryde获得多种住房
选择。

目标3.2

公共空间有助于营造积极的城市体验，
反映当地的特征，为人们聚会提供场所。

目标3.3

City of Ryde的社区和居民联系紧密。

目标3.4

City of Ryde是由相互交织的多元化村落构
成的一个网络。

目标3.5

社会基础设施和空间支持我们不断发展
变化的社区。

战略方向02一个包容多样
的社区

目标2.1

多样性是我们的力量，是打造社区凝聚
力、福祉及和谐的核心。

目标2.2

通过接受和分享各种文化、传统、价值观
和信仰，我们的集体认同感得以加强。 

目标2.3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服务，参加计
划和活动，提高生活质量和福祉。

目标2.4

来自所有年龄和背景的人共同学习和相互
学习的机会。

目标2.5

我 们 的 社 区 包 容 所 有 人 ， 不 论 年 龄 、 
性别、性取向、文化背景、能力、居住地
点或收入多少。

社会规划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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