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麻 
自 2018 年 10 月 17 日起，大麻用於非醫療目的在加拿大屬於合法。 

  

人們對大麻抱有很多不同看法。一些人可能會發現，在卑詩省實現大麻合法化的進程充滿了

挑戰性。您應當了解一些有助保護卑詩省人之安全的事實。如欲了解卑詩省政府發布的有關

大麻立法、法規、對旅行之影響、在家種植等方面的資訊，請訪問清楚認識大麻。 

  

大麻可用於醫療或非醫療目的。人們可能會選擇使用大麻來達到治療效果，但大麻亦可能會

損害健康。多年來，大麻用於醫療目的在加拿大屬於合法。 

  

了解大麻如何影響您和家人的健康。  

 大麻及您的健康  
 醫用大麻  

何謂大麻？  

大麻 (Cannabis) 亦被稱為 marijuana、pot 或 weed。大麻植物含有許多化合物，包括大麻

素。這些化學物質可能會影響大腦及身體神經系統的其他部位。THC 和 CBD 是最知名的大

麻素。 

  

如欲了解大麻植物及其成分的詳情，請參閱：  

 關於大麻，加拿大衛生部  

 大麻：簡介，卑詩省大麻商店  

 大麻，癮癖及精神健康中心 (CAMH)  

 大麻，凱爾蒂心理健康資源中心  

 大麻最新資訊，卑詩省酒品分銷處  

 大麻：重要須知，兒童服務熱線 
 

如欲了解可食用大麻的詳情，請參閱： 

 釐清有關大麻使用的事項，卑詩政府  

 有關可食用大麻的 7 件事，加拿大成癮物質使用與成癮中心 

 大麻對健康的影響，加拿大政府 

 消費者資訊——大麻，加拿大政府 

有關大麻的常見問題 

請參閱有關大麻使用最常見問題的解答。您可以瞭解到大麻對人體的影響，使用大麻的

健康風險以及相關安全考量。 

https://cannabis.gov.bc.ca/
https://www.healthlinkbc.ca/health-topics/cannabis-your-health
https://www.healthlinkbc.ca/medications/medical-cannabis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drugs-medication/cannabis/about.html
https://www.health.gov.bc.ca/library/publications/year/2018/cannabis101_panels.pdf
https://www.camh.ca/en/health-info/mental-illness-and-addiction-index/cannabis
https://keltymentalhealth.ca/cannabis
https://www.bcldbcannabisupdates.com/opportunities/public
https://kidshelpphone.ca/get-info/cannabis-important-things-know/
https://cannabis.gov.bc.ca/
https://www.ccsa.ca/sites/default/files/2019-06/CCSA-7-Things-About-Edible-Cannabis-2019-en.pdf
https://www.canada.ca/content/dam/hc-sc/documents/services/campaigns/27-16-1808-Factsheet-Health-Effects-eng-web.pdf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drugs-medication/cannabis/laws-regulations/regulations-support-cannabis-act/consumer-information.html
https://www.healthlinkbc.ca/health-feature/cannabis-faq


更安全且負責任的使用  

大麻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每個人。了解大麻的健康風險和潛在益處以及更安全使用的指引，

有助您作出適合的決定。 

  

如果您選擇使用大麻，加拿大的《降低大麻使用風險指引》提供了 10 條更安全使用大麻的

建議。這些建議側重於大麻的非醫療用途，但如將大麻用於醫療目的，亦應予以考慮。  

1. 如欲完全避免相關風險，請選擇不使用大麻  

2. 如果您還年輕，請避免使用大麻直到晚年年輕人使用大麻具有較高的健康相關風險  

3. 選擇低強度產品，例如 THC 含量低或 CBD 與 THC 比率較高的產品  

4. 請勿使用合成大麻產品  

5. 請勿吸食大麻。這是使用大麻最為有害的方式  

6. 如果您吸食大麻，請避免深吸氣，請勿屏住呼吸  

7. 限制您的使用量。僅偶爾使用大麻來降低健康風險  

8. 使用大麻後請勿駕駛車輛或操作機器  

9. 如果您有精神病的個人或家族病史、藥物使用、已懷孕或正在哺乳，請避免使用大麻  

10. 請勿將大麻與其他高風險行為結合起來，例如飲酒或服用其他藥物  

 

懷孕期間使用大麻可能會影響胎兒健康。如欲了解懷孕前或懷孕期間使用大麻之健康風險的

資訊，請參閱：  

 懷孕資訊，加拿大婦產科醫生學會  

 考慮在懷孕前或懷孕期間使用大麻？ 加拿大政府  

 女性與大麻，女性健康優化中心  

 

如欲了解健康風險的詳情和更安全使用的指引，請參閱：  

 大麻：家長/監護人和照料者須知，癮癖及精神健康中心 

 大麻對健康的影響，加拿大政府  

 考慮在育兒時使用大麻？ 加拿大政府  

與家人談論藥物使用  

與您的孩子及家人開誠布公地談論藥物使用等複雜問題，有助建立積極關係並提升應變能

力。如欲了解與家人對話的建議，請參閱我們的育兒文章。 

  

如欲了解如何與家人交談的詳情與資源，請參閱：  

 有關更安全使用大麻之方法的真相及有用貼士，癮癖及精神健康中心 

 大麻智商（家庭資源），安省思覺失調早期醫治網絡   

 與青少年交談之貼士，加拿大無毒兒童組織  

 大麻使用與青年（家長指引），HeretoHelp (樂於協助)  

 與青年談論大麻，加拿大藥物使用及癮癖中心  

 與青少年談論毒品，加拿大政府  

 您的大麻問題已回答，加拿大政府  

https://www.camh.ca/-/media/files/pdfs---reports-and-books---research/canadas-lower-risk-guidelines-cannabis-pdf.pdf
https://www.pregnancyinfo.ca/learn-more/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drugs-medication/cannabis/health-effects/before-during-pregnancy.html
http://bccewh.bc.ca/2016/08/women-and-marijuana/
https://www.camh.ca/-/media/files/guides-and-publications/cannabis-information-document-smha-camh-en.pdf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drugs-medication/cannabis/health-effects/effects.html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drugs-medication/cannabis/health-effects/parents.html
https://www.healthlinkbc.ca/substance-use/parenting-articles
http://crismontario.ca/Pages/LRCUG.YouthBrochure.English.Final.pdf
http://mycannabisiq.ca/audience/families/
https://www.drugfreekidscanada.org/prevention/the-importance-of-communication/having-the-conversation-with-your-teen/
http://www.heretohelp.bc.ca/sites/default/files/cannabis-use-and-youth-a-parents-guide.pdf
https://www.ccsa.ca/talking-pot-youth-cannabis-communication-guide-youth-allies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substance-use/talking-about-drugs/talking-with-teenagers-about-drugs.html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health/campaigns/cannabis/health-effects.html


大麻用於醫療目的  

大麻可以用於醫療目的，幫助治療某些疾病的症狀。多年來，大麻用於醫療目的在加拿大屬

於合法。鑑於合法化非醫用大麻之引入，《醫療用大麻》使用規則發生了一些細微變化。 

有關醫用大麻的健康主題提供了有關醫用大麻定義、用途及使用方式的資訊。我們還提供了

有關醫用大麻的一些風險以及如何降低風險的資訊。 

  

如果您身患嚴重疾病或使人衰弱的疾病、居住於加拿大並有獲得醫生的支援，可以向持牌生

產者申請購買醫用大麻。如欲了解詳情，請訪問大麻的醫療用途，加拿大衛生部，請致電 1-

866-337-7705 聯絡醫用大麻辦公室，或與您的醫療保健提供者交談。   

卑詩省使用非醫用大麻之法律法規  

了解加拿大及卑詩省非醫用大麻的法律法規，將有助保持卑詩省人的安全。為提高安全性出

台了新法律。例如，《機動車輛法》之修訂為警方提供了更多工具，阻止駕駛能力受損的司

機駕車上路。如欲了解卑詩省及加拿大法律法規的資訊，請訪問清楚認識大麻。 

  

如欲了解法律法規詳情，請參閱：  

 大麻，卑詩省政府，公共安全  

 大麻與國際旅行，加拿大政府  

 大麻與邊境，加拿大政府  

 大麻損害，加拿大政府  

 消費者資訊 - 大麻，加拿大政府  

 吸食大麻後請勿駕駛，加拿大政府  

 工作場所的藥物使用與損害，卑詩省勞工安全局  

 CBP 關於加拿大大麻合法化及跨境、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之聲明  

有用資源  

酒精與藥物資訊以及轉介服務  

酒精與藥物資訊以及轉介服務 (ADIRS) 向需要支援的卑詩省人提供免費、機密資訊以及轉介

服務，以解決任何藥物使用問題（酒精或其他藥物）。所有人均可轉介至社區藥物使用治療

服務，不受年齡段所限。 

  

請致電免費電話 1-800-663-1441 或 604-660-9382（低陸平原）聯絡 ADIRS。全天候提供免

費、多語言的電話協助。  

卑詩省藥品及毒物資訊中心  

如果您認為有人可能被任何藥物、藥物或化學品毒害，請致電毒物控制中心。毒物控制熱線

全天候開放。請致電 604-682-5050 或 1-800-567-8911（卑詩省內免費電話）電話口譯提供 

150 種以上語言可供選擇。 

加拿大藥物使用及癮癖中心 (Canadian Centre on Substance Use and Addiction)  

加拿大藥物使用及癮癖中心為加拿大藥物使用決定提供了基於證據的指導。了解討論大麻使

用、大麻與青年、最近關於大麻的研究等內容。

https://www.healthlinkbc.ca/medications/medical-cannabis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getting-cannabis-from-licensed-producer/accessing-from-licensed-producer.html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getting-cannabis-from-licensed-producer/accessing-from-licensed-producer.html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topics/cannabis-for-medical-purposes.html
https://cannabis.gov.bc.ca/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safety/public-safety/cannabis
https://travel.gc.ca/travelling/cannabis-and-international-travel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health/campaigns/cannabis/border.html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health/campaigns/cannabis/impairment.html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drugs-medication/cannabis/laws-regulations/regulations-support-cannabis-act/consumer-information.html
https://www.canada.ca/en/campaign/don-t-drive-high.html
https://www.worksafebc.com/en/health-safety/hazards-exposures/substance-use-impairment
https://www.cbp.gov/newsroom/speeches-and-statements/cbp-statement-canadas-legalization-marijuana-and-crossing-border
http://www.dpic.org/
https://www.ccsa.ca/cannabis


如需查找有關更多話題的HealthLinkBC文檔，請瀏覽  www.HealthlinkBC.ca/healthfiles 網頁，或訪問

您當地的公共衛生單位。如需在卑詩省內獲取非緊急健康資訊和建議，請訪問 

www.HealthLinkBC.ca，或致電    8-1-1（免費電話）。失聰和弱聽人士如需協助，請致電7-1-1。若您

需要，我們亦可提供130多種語言的翻譯服務。 

卑詩省危機熱線協會 

卑詩省危機熱線協會 (Crisis Line Association of BC) 是提供卑詩省內會員危機熱線的省級協

會。請致電以獲得情感支援、危機和自殺評估與干預以及資源資訊。  

 1-800-SUICIDE (1-800-784-2433)：如果您有自殺想法或知道某人有自殺想法，請撥打此號

碼。以多達 140 種語言全天候提供該服務。與卑詩省危機干預與自殺預防中心合作開展工 

 310-Mental Health (310-6789)：如果您需要卑詩省心理健康方面的情感支援、資訊及資源，

請撥打此號碼。在卑詩省內的任何地方全天候免費提供該服務（無需撥區號）。  

Foundry  

Foundry 是一個全省範圍的綜合健康與社會服務中心網絡，面向 12-24 歲的人群。Foundry 

中心提供精神健康保健、藥物使用服務、初級保健、社會服務以及青年與家庭同伴支援。請

訪問當地的 Foundry 中心。  

隨時協助  

隨時協助 (HeretoHelp)是卑詩精神健康和癖癮資料合作夥伴的一個項目。七個主要的精神健

康與癖癮非營利機構齊心協力，幫助人們提高生活質素，更好地預防及管理精神健康與藥物

使用問題。  

 大麻使用與青年（家長指引）  

 了解大麻  

 更安全的大麻使用：大麻，哈希，大麻油  

凱爾蒂心理健康資源中心  

凱爾蒂心理健康資源中心 (Kelty Mental Health Resource)為卑詩省的兒童、青年及其家人提供

心理健康與藥物使用資訊、資源，幫助導覽心理健康系統並提供同伴支援。 

  

請以下列方式聯絡凱爾蒂心理健康資源中心：致電 1-800-665-1822，親自前往卑詩省兒童醫

院（心理健康大樓 (Mental Health Building)，4555 Heather Street, Vancouver, BC, Room P3-302 

[3 樓]）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keltycentre@cw.bc.ca。  

 

 
最後審核日期：2019 年 10 月 17 日 

  

https://www.healthlinkbc.ca/healthfiles
https://www.healthlinkbc.ca/
https://www.crisislines.bc.ca/services
https://www.crisislines.bc.ca/services
https://foundrybc.ca/
https://foundrybc.ca/find-a-centre/
https://www.heretohelp.bc.ca/
http://www.heretohelp.bc.ca/sites/default/files/cannabis-use-and-youth-a-parents-guide.pdf
https://www.heretohelp.bc.ca/infosheet/learn-about-cannabis
https://www.heretohelp.bc.ca/infosheet/safer-cannabis-use-marijuana-hash-hash-oil
https://keltymentalhealth.ca/
mailto:keltycentre@cw.bc.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