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福心理健康协会 Hong Fook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为亚裔社群提供社区心理健康服务        
http://www.hongfook.ca              
(416) 493-4242

安保诊所 HF Connecting Health Nurse Practitioner-Led Clinic                  
通过跨领域的专业医护团队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  
http://www.hongfook.ca/clinic          
(416) 479-7600

Access CAMH
在精神疾病，包括瘾癖方面，提供集中的信息，接收求助人士
和安排使用大部分瘾癖及精神健康中心的服务
https://www.camh.ca/en/your-care/access-camh
(416) 535-8501 内线 2

Connex Ontario
提供瘾癖、心理健康，以及问题赌博治疗服务
https://www.connexontario.ca/         
1(866) 531-2600

Gerstein Centre 
提供24小时社区心理健康危机服务
http://gersteincentre.org/                     
(416) 929-5200

Good2Talk
24小时全天候免费保密求助热线，为安省大
专生在心理健康、瘾癖和整体健康方面提供
专业辅导、信息和转介。
https://good2talk.ca/                  
1(866) 925-5454

青少年儿童求助热线 Kids Help Phone
为全国任何时候有危机或有需要的年轻人，
通过电话、短讯、手机应用程式或网站，提
供24小时无休的服务
https://kidshelpphone.ca/      
1(800) 668-6868

本小册子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并
非医疗建议。如需控制自身大麻使
用、出现戒瘾反应、或大麻使用影
响正常生活，请寻求医疗专业人士
的帮助。

上述信息取自以下来源：
Canadian Pediatric Society,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 Evidence Exchange Network 
for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s, 
Foundation for a Drug-Free World, 
Government of Ontario, Kids Help 
Phone,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and Pyramid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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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用大麻与
休闲类大麻  

医疗用大麻被用于治疗某些病
痛，须在受过训练的医护专业
人员监督下使用，而休闲类大
麻则不必。 

您必须年满19岁，才可购
买、吸食、持有、或种植休
闲类大麻。

您每次只可购买不多于30克
(约一盎司)的休闲类干大麻
作个人用途。

您可以于任何时间在公众场
所携带最多30克(约一盎司)
干大麻。

每戶最多可以种植4株大麻
(不是每人)。

使用大麻后驾车是违法的，有
可能使当事人受到刑事起诉。
相关法律对于年轻驾驶者(21
岁及以下)、新牌司机(持G1、 
G2、M1或M2驾驶执照)，以
及职业司机更是零容忍。

在工作场所使用休闲类大麻仍
然是非法的。

请参考市政法规，租房合同，
以及雇主和业主规定，了解您
可以在何处使用医疗用以及休
闲类大麻。

安省大麻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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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是什么？ 

大麻 (Cannabis sativa)，又称为汉麻植
物(hemp)，已经被人类培育了几个世纪，
用于工业和医药上，以及用来影响精神状
态，或改变情绪。大麻 (Marijuana)， 俗
称“草”(weed、pot、dope或ganja
等)，哈希什(Hashish，哈希，即大麻的树
脂)，和哈希油(Hash oil，又称大麻油、蜂
蜜油)，都提取自大麻植物。  

资助机构：

简介及风险
大 麻

社区资源和热线 

青少年
青少年服用大麻是为了要“融入”群体、“模仿
成年人”、“逃避或放松”。在安省，约有五分
之一的7至12年级学生表示在过去一年曾使用过
大麻。南亚、东亚、东南亚裔的青少年使用大麻
的比例低于其他种族及混血的青少年。

跟大脑发育完全的成年人相比，青少年在发育期(例如青春期)接触大麻将有更严重
的影响。经常使用大麻会干扰脑神经，影响大脑运作。

青少年与年轻人如每日使用大麻，易患抑郁症。

老年人
相对来讲，老年人使用大麻的情况较少。很
多老年人是出于医疗原因而使用大麻，包括
疼痛和失眠。

老年人使用大麻有其独特风险。已知两种的
副作用是嗜睡和头晕，可能会导致老人摔倒。吸食大麻会增加心律不齐的风险。有
研究显示大麻可能会引发冠心病患者中风。大麻对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可能会有更
为严重的影响。此外，若将大麻与某些药物一起使用，会增加并发症的风险，如出
血、低血压，和血糖水平不稳定。

孕妇
孕妇和在哺乳期的女性应避免使用大麻。

怀孕期间抽大麻会导致婴儿出生时体重过轻，并
损害儿童的专注力、记忆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无论是摄入、吸入，或是涂在皮肤上，大麻所产

生的化学物质对婴儿的健康都会构成严重的威胁。

哺乳期的母亲若吸食大麻，大麻的化学物质会通过母乳传给婴儿，由于四氢大麻酚
(Tetrahydrocannabinol，简称THC) 是会储存在脂肪内慢慢释放出来的，这就意
味着，即使母亲停止吸食大麻，婴儿仍然会受到影响。 



大麻的影响因人而异 

有些人可能会感到放松、充满活力、爱说话、容
易发笑，甚至亢奋，而有些人却会感到紧张、焦
虑、恐惧和混乱。同一个人每次服用大麻的感受
都可能会不同，这通常与服用量、使用方法和使
用大麻的频率有关。

症状和短期影响

大麻影响您的程度取决于：

•	 您服用的剂量
•	 您服用的频率和服用了多长时间
•	 您是吸食、雾化吸取，还是食用
•	 您当时的心情、期望和所处的环境
•	 您的年龄
•	 您有没有患上某些身体或精神疾病
•	 您有没有摄取酒精或服用其他药物
      (包括非法的、处方药、非处方药，或草本植物)

脑部方面 

•	感观改变(例如看见物体的颜色更鲜艳)
•	情绪改变
•	对时间的感觉改变
•	反应较迟钝
•	记忆力受损
•	专注力减弱
•	语言学习能力受损
•	思考及解决问题有困难
•	失去身体协调的能力
    (削弱安全驾驶或运动的能力)
•	丧失个人认同感

心理方面 

•	短暂产生幻觉
•	短暂性变得多疑 
    (偏执和不合理地怀疑别人) 
•	感到恐慌

生理方面
•	眼睛变红
•	心跳加快
•	昏昏欲睡
•	呼吸问题
•	日常咳嗽和有痰
•	性问题(男性)
•	扰乱月经周期(女性)
•	感染性传播疾病的可能性
    比非大麻使用者高7倍(女性)

社交行为
•	难以控制危险的行为
•	无法分辨方向
•	与人相处有更多的问题
•	社交行为表现差
•	有攻击性行为(被触发的时候)
•	抑制冲动的能力减低

10
个

降低
使用大麻

风险
的方法

来源: 2018 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 
Canada’s Lower-Risk Cannabis Use Guidelines (LRC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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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怀孕，或是您或
家人有精神病史或滥用
药物习惯，要避免使用
大麻 。

选择低药力的产品--
低THC（四氢大麻酚，
(Tetrahydrocannabinol）
和/或高CBD(大麻
二酚，Cannabidiol）
含量的产品。

不直接吸食大麻--
选用较低风险如由
雾化吸取或口服的
方式。

远离合成大麻，如K2或Spice 。

如要吸食大麻，应
避免采用深深吸入
或闭气的方式。

偶尔使用大麻比经常
使用为佳，例如一個
星期一次或更少。

您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
是会累积起来的。风险
行为越多，就越有可能
损害您的健康。

完全不使用大麻依然是
保障个人健康的最佳方法
(除非您是因为医疗上的
需要而获建议使用)。 

使用大麻后不要开
车或操作机器，要
等待至少6个小时
后才可进行这些活
动。记住，同时使
用酒精和大麻会
进一步削弱您的
能力。

长期影响

脑部方面
•	智商降低
•	专注力、记忆力和语言学习能力

会长期受损
•	作出决定、控制有危险的行为，

以及完成目标有困难

心理方面
•	抑郁
•	焦虑
•	产生自杀的想法
•	上瘾
•	有可能会发展至滥用鸦片类药物
•	本人或家族有精神疾病的病历会

更易产生精神病。(经常使用大麻
的青少年患精神分裂的风险比其
他人高两倍。) 

生理方面 

•	肺部受损(如吸入大麻)，
    包括慢性咳嗽和支气管炎
•	增加中风的风险
•	增加心脏病发的风险
•	大麻剧吐综合症
    (严重恶心及呕吐剧烈) 

社交行为
•	学习成绩差，辍学的几率较大
•	失业几率较高或无法得到好的

工作
•	生活满足感较低
•	亲密伴侣间的暴力行为
•	反社会行为(例如剽窃或撒谎)
•	财政困难
•	增加对社会福利的依赖

1尽量推迟使用
大麻的年龄，
最理想是在成
年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