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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也确保了在生产和分配批准
的医用大麻的同时，公众的健康和
安全得到保障。
New York State 的 Medical Marijuana
Program（医用大麻项目）确保某些
患有严重疾病的病人在得倒认证后
能使用医用大麻。
网站：
www.health.ny.gov/regulations/medical_
marijuana/
电子邮箱：
mmp@health.ny.gov
Medical Marijuana Program
1-866-811-7957

病人信息

如果您有其他疑问，请与 NYSDOH 的 Medical
Marijuana Program 联系：

New York State
Medical Marijuana Program
概览：

请访问 NYSDOH 网站，以了解更多 New York
State Medical Marijuana Program 的信息。

哪里可以了解更多信息？

谁有资格获得医用大麻治疗？
法律规定有资格获得大麻医疗的病人是被诊断
为患有特别严重、体质衰弱或危急生命的疾
病，且该疾病伴有以下症状或并发症：

获取医用大麻的流程是怎样的？
1. 咨询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咨询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了解医用大麻是否对您有帮助。您必须获得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认证，才能使用医
用大麻。

• 癌症
• HIV/AIDS
• 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 (ALS)
• 帕金森氏综合症
• 多发性硬化
• 伴有严重痉挛的脊髓神经损伤
• 癫痫
• 炎症性肠病

•您
 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可能判定您的资格状况是否适合使用医用大麻。如果判定适合，您的医疗服务提供
者会为您提供一份已签字的认证表格。在申请注册 ID 卡之前，您需要取得这张表格。
•如
 果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没有在 NYSDOH 注册，且不能为您提供病人认证，那么他或她可能告诉您另一
个已注册的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姓名。
*医疗服务提供者：您必须在 NYSDOH 注册，这样才可以认证您的病人有资格参加 medical marijuana program。
了解更多注册信息，请访问：https://www.health.ny.gov/regulations/medical_marijuana/practitioner/

2. 申请注册 ID 卡

• 神经病
• 亨丁顿舞蹈症
这些伴随的症状或并发症包括：恶病质或消耗
综合症、严重或慢性疼痛、严重恶心、抽搐、
严重或持续的肌肉痉挛。

该项目的费用是多少？

一旦您从医疗服务提供者处取得已签字的认证表格，您将能在网上进行注册。
•访
 问 https://MY.NY.gov 网站，点击“Health Applications（健康申请）”图标，然后点击“Medical
Marijuana Data Management System（医用大麻数据管理系统）”链接进行注册。如果您没有 NY.gov
账号，首先您将需要访问 https://MY.NY.gov 网站，点击“Don’t have an Account（没有帐号）?”按钮来
创建自己的 NY.gov 个人账号。
• 注册时，您需要提供以下信息：
• 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的认证表格右上角上的认证号码。

•如
 果您是未满 18 周岁病人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您必须提交一份由政府颁发的 ID 副本和一份患者的
出生证明副本。

•医
 用大麻药品价格 — 注册的病人或指定看
护者在每次购买医用大麻的时候直接向注
册机构支付购买大麻的金额。所有有资格
的病人都应承担这笔费用。保险公司不必
给付医用大麻的费用。

•身
 份和 New York State 居住证明。可接受的证明信息可在以下链接找到：https://www.health.ny.gov/
regulations/medical_marijuana/patients/registration_prerequsites.htm。

•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NYSDOH) 的注册申请费用为 50.00 美元。

• 	在注册流程中，您可以指定两位能代表您购买医用大麻的照护者。您注册成功后，照护者也必须在
NYSDOH 进行注册，注册网站 https://MY.NY.gov（参见上文）。
• 如果申请批准，NYSDOH 将给您颁发注册 ID 卡。如果需要更多信息，NYSDOH 将与您联系。

3. 亲临医用大麻分发机构
一旦您拥有了自己的注册 ID 证，您将能够在注册组织的分发机构购买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推荐的医用大麻。
• 请携带您的认证表格和注册 ID 卡。
•分
 发机构的地址和注册组织的网站链接列表参见以下：https://www.health.ny.gov/regulations/medical_
marijuana/application/selected_applicants.htm。访问每个注册组织的网站，以了解其详细的营业时间和
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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