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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足球規則修改（主要變更/澄清概述）           楊勝苑 2018/8/05 

修改 

•青少年足球的替補人數沒有限制 

•任何未經許可的修改都需要 IFAB 允許 

•暫時驅逐離場 - 系統 B：接受兩次暫時驅逐離場和一次非暫時驅逐離場的警告 

  時（YC），不得被替補/替換 

規則第 1 章 

•澄清球場的測量 

•允許已替補球員在技術領域 

•商業廣告不允許在裁判覆檢區內（RRA） 

•關於影像作業室（VOR）和裁判覆檢區（RRA） 

規則第 3 章 

•競爭規程可允許在加時比賽時使用額外的替補球員（即使不是所有允許的替補 

  球員都已被使用） 

•國際'A'友誼賽最多可以登記 12 名替補球員 

規則第 4 章 

•如果用於指導/戰術或球員福利，技術領域允許使用小型手持式電子或通信設 

  備 

•在比賽期間於技術領域，採用具有 FIFA 質量標誌的 EPTS，並可以從 EPTS 

  中接收數據 

•關於什麼可以和不能出現在球員裝備上的詳細指引 

•由於裝備問題而離開球場在沒有獲得裁判許可重新返回球場並且影響比賽將受 

  到直接自由球（或罰球點球）的懲罰 

規則第 5 章 

•關於影像助理裁判（VARs）和助理 VARs（AVARs）和裁判使用影像錄影重 

  播以做為決定的能力是 VAR 系統的一部分 

•即使比賽已重新開始，也可以查看一些判罰離場的犯規 

•“現場”競賽官員與“影像”比賽官員的區別 

•競賽官員不得佩戴攝錄相機 

•包含 VAR 過程中裁判'檢查'和'覆檢'使用的信號 

規則第 6 章 

•影像助理裁判（VAR）和助理 VAR（AVAR）的職責 

規則第 7 章 

•飲水休息時間不得超過一分鐘 

•必須為飲水中斷和 VAR 檢查/再覆檢所消耗時間“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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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第 10 章 

•在罰球點踢球 - 替補守門員將無法踢球如果原先守門員已經在那一輪踢過罰 

  球 

規則第 11 章 

•越位是在越位位置的球員在玩球/觸球時的第一個接觸點瞬間決定 

規則第 12 章 

•咬人犯規包含在直接自由球和判罰離場的犯規 

•將物體扔到球上或用持有物體擊球時，分別視為直接自由球的犯規（不是手球  

  的一種形式） 

•如果球從門將反彈，這並不妨礙守門員第二次的處理球，即使第一次嘗試抓住 

  /持球是故意的 

•如果裁判對 DOGSO 使用得益規則，犯規者將被警告處分（YC），不管接著是 

  否得分 

•進入 RRA 或過分地顯示電視信號將被警告處分（YC） 

•兩個非常接近但不同的警告（YC）違規必須分別被處分（YCs）; 同樣原則， 

如果其中一個是判罰離場的違規 

•進入 VOR(影像作業室)是判罰離場的違規 

•如果一名球員在比賽場地外（球在比賽中）對自己球隊（包括球隊職員）犯規， 

判罰由對方在邊線上踢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 

規則第 13 章 

•澄清也可以對替補球員，已替補球員或判罰離場球員，或球隊職員的犯規判罰 

自由球 

規則第 15 章 

•球員必須站立擲界外球（跪，坐等皆不允許） 

 

此外，刪除了以下措詞，因為它不再相關： 

規則第 2 章 

•參考以前的球質量標誌： 

  帶有以前質量標誌的球，如“FIFA 批准”，“FIFA 檢查”或“國際 Matchball   

標準”可用於上述比賽直到 2017 年 7 月 31 日。 

所有規則變更的細節（按規則順序） 

以下列出自 2017/18 版本以來對足球規則的所有更改。每個改變，舊的措詞（在

適當的情況下）以及新的/更改的/額外的措辭對後面的改變做解釋。 

 

規則修改 

新增條文 

（...）國家協會，洲聯盟和國際足總現在可以選擇修改全部或部分他們所負責的

以下組織區域足球比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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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最高級別球會一隊及國際‘A’級隊伍賽事外的其他級別賽事: 

•除青少年足球的最多換人名額次數可由各國足球協會、洲聯盟及國際足球總會  

 自行決定外，每隊球隊只可使用最多五名替換球員名額。 

說明 

2017 年國際足總規則理事會批准了對規則的重大修改其目的是增加參與但無意

中減少了一些在青少年足球方面已經允許 7個替補球員的國家; 因此澄清使 5個

以上的替補球員可用於青少年足球。 

規則修改 

核准的其他修改 
                                                                      

新增條文 

各國足球協會可自行在不同的賽事採用不同的改變，而無需在各賽事統一執行。

惟除規則明訂可更改部份外，如未經國際足總理事會批准，不可修改其他規則。 

說明 

澄清，例外，IFAB 可能會允許其他修改。 

 

規則修改 

暫時驅逐離場(暫時離場區域)指引 

臨時驅逐離場制度 - （制度 B） 
                                                                      

新增條文 

•球員在同一場比賽中第二次被判罰暫時驅逐離場，暫時驅逐離場的懲罰仍要執 

  行，之後不能參與同場餘下的比賽。假如該球員球隊的換人名額仍未用完，在 

  第二次暫時驅逐離場時段完畢後，該球員可被替補球員代替，但如球員同時被 

  判罰非暫時驅逐離場的警告(黃牌)時，此球員則不能被代替或替換。 

說明 

被判罰2次暫時驅逐離場的球員可以在第二次暫時驅逐離場時段完畢後被替補。 

但是，一名球員也會收到非暫時驅逐離場的YC（因此有3張YC）就不應該被替換

/替補。 

 

規則第1章–球場 

球場界線的領域 

新增條文 

•所有尺寸是由界線最外部份量起，因界線是球場的一部份。 

•罰球點球是由罰球點中心量起至球門線最外部份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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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第 1 章-球場 

9.技術區域 

新增條文 

比賽場地應根據下列各項規定劃上一個技術區域，讓球隊職員、替補球員及已替

補球員坐在指定的座位觀看球賽：（...） 

 

規則第1章-球場 

12.商業廣告 

新增條文 

任何不論是實體或是虛擬的廣告都禁止放在球場上、球門網圍繞的區域內、技術

區域內、裁判員覆檢區域(RRA)且應與球場四周界線距離至少１公尺（１碼）。  

 

規則第1章-球場 

14. 影像助理裁判（VAR）（新增部分） 

新增條文 

在使用影像助理裁判(VARs)協助執法的比賽中，必須有一個影像作業室(VOR)及

最少一個裁判覆檢區域(RRA)。 

影像作業室 (VOR)  

VOR影像作業室是影像助理裁判(VAR)，副影像助理裁判(AVAR)及重播操作員

(RO)工作的地方。可設於在比賽場館內/附近或較遠離的地點。在比賽期間只准

許有授權的人仕進入影像控制室(VOR)或與VAR,AVAR及重播操作員(RO)溝通。  

球員、替補球員或已替補球員進入影像作業室(VOR)會被驅離出場；而球隊職員

進入影像作業室(VOR)會被驅逐離開技術指導區域。 

裁判覆檢區域 (RRA)  

在使用影像助理裁判的比賽中，比賽場地內必須設置最少一個裁判覆檢區域

(RRA)，讓裁判可作現場覆檢(OFR)。而該裁判覆檢區域(RRA)必須是：  

•在比賽場地外可見到的位置 

•清楚地劃出該區域 

球員、替補球員或已替補球員進入裁判覆檢區域(RRA)內會被警告，而一名球隊

職員進入裁判覆檢區域(RRA)內會被公開地警告(又或被球隊職員專門使用的警

告(黃牌))。 

規則第3章-球員 

2.替補人數 

正式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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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條文 

競賽規程必須陳述： 

•每場賽事中可列多少名替補球員在名單內，由三名起至最多十二名。 

•當比賽進入加時比賽時，便可多加一名額外替補球員換人名額(無論球隊是否 

  已用盡了在正式比賽時的法定替補名額) 

規則第 3 章-球員 

2.替補人數 

其他比賽 

舊條文 

在國家'A'級賽事，最多可以使用 6 名替補隊員。 

新條文 

國家‘A’級賽事，可列十二名替補球員在名單內，而最多可替換 6 名球員。 

規則第 4 章-球員裝備 

4.其他裝備 

電子通訊 

舊條文 

球員（...）。 

禁止球隊職員 使用任何形式電子通訊設備，除非其使用是與球員之福利及安全有直

接關係。 

新條文 

球員（...）。 

禁止球員(包括替補球員/已替補球員及被驅逐離場之球員)佩戴或使用任何形式

電子或通訊設備(除了被批准的電子數據表現及定位系統)。如用途是與球員之福

利及安全、戰術/指導有直接關係時，容許球隊職員使用任何形式電子通訊設備，

但只限於小型、流動、手提等之設備(例如傳聲器、耳機、耳塞、流動電話/智能

電話、智能手錶、平板電腦和手提電腦等)。若球隊職員使用未經授權的設備或

使用電子通訊設備作出不適當行為會被驅逐離開技術指導區域。 

 

規則第 4 章-球員裝備 

4.其他裝備 

電子數據表現及定位系統 (EPTS) 

增加（和修改）條文 

在國際足總、洲聯盟、國家足球協會或競賽組織主辦之正式比賽賽事中容許球員

使用可携帶(WT)的電子數據表現及定位系統(EPTS)，競賽組織必須確保球員身上

佩戴的設備不會構成任何危險及必須有以下的標誌： 

此標誌顯示該設備已正式經過測試，及達到由國際足總發展的

國際比賽最低安全標準及經國際足總批准。而進行測試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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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國際足總批准。 

使用電子數據表現及定位系統(EPTS)(條例由各國家足球協會/競賽組織自行考

慮)，競賽組織必須確保在正式賽事進行期間從電子數據表現及定位系統傳至技

術指導區域內的數據及資料均為可靠及準確的。 

一項由國際足總制訂及得到國際足總理事會批准的專業準則，協助競賽組織就電

子數據表現及定位系統的可靠性及準確性作出批核。 

此項專業準則會由現在直至 2019 年 6 月 1 這過渡期間執行。電子數據及定位系

統如有下列標誌即表示該裝置/系統(EPTS)已通過正式測試及其關於位置的數據

可靠性及準確性已達到所需之要求。 

 

規則第 4 章-球員裝備 

5.口號，陳述，影像和廣告 

新增條文 

原則 

規則第四章適用於所有球員、替補球員、已替補球員穿著的裝備(包括所有衣物)，

其原則亦適用於在技術指導區域內的球隊職員。 

•以下是准許的(通常) 

  •球員號碼、名字、球隊的徽章/標誌、有關推廣足球、互相尊重及誠信而具 

    積極性的口號/圖案，以及競賽規程或國家協會、洲聯盟或國際足總所批準 

    的商業廣告 

  •與比賽相關的資料：球隊、日期、比賽/項目及場地  

  •被局限只可在球衣前面或/及臂章上出現已被批准的口號、陳述及影像 

  •在某些情況，口號、陳述及影像只可在隊長的臂章上出現 

規則詮釋  

當詮釋規則是否容許口號、陳述或影像出現時，裁判員如有需要向因觸犯下列罪

名的球員採取行動，應參照規則第12章(犯規及不正當行為)： 

•使用攻擊性、侮辱性或辱罵性的語言和/或動作 

•使用挑戰性、嘲笑性或煽動性的動作  

任何上述類別的口號、陳述或影像都是不容許的。 

關於「宗教」及「個人」的相對較易介定，而屬於「政治」的則沒有那麼清晰，

但下列有關的口號、陳述或影像是不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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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活著或過世的人仕(若是正式競賽名稱的一部份除外) 

•任何本地、地區、國家或國際的政治政黨/組織/或團體等 

•任何本地、地區或國家政府或其部門、辦公室或機構 

•任何有歧視成份的組織 

•任何組織其目的/或行動或會對相當數目的人仕構成冒犯 

•任何特定政治行為/活動 

 

當紀念一項有意義國家或國際的活動時，應顧及對方球隊(包括其支持者)和大眾

的感受。  

競賽規程應明列進一步的限制/規限，特別是與已被批准的口號、陳述和影像有

關的面積、數量和位置。建議在比賽/賽事開始前解決所有口號、陳述或影像帶

出的爭議。 

規則第 4 章-球員裝備 

6.犯規及罰則 

新增條文 

球員未得到裁判的准許而擅自進入或再次進入比賽場地，必須被警告(黃牌)。如

裁判需要停止比賽去執行警告，應判由對方球隊在球賽停止時球的所在地踢出一

間接自由球來重新開始比賽；如比賽被干擾，則在干擾地點判罰直接自由球(或

罰球點球)來重新開始比賽。 

規則第 5 章 - 裁判 

4.影像助理裁判（VAR）（新增部分） 

新增條文 

只允許賽事/競賽主辦單位已達至所有影像助理裁判(VAR)的協議和實施要求(如

VAR 手冊中所述)，並已獲國際足總理事會及國際足總的書面批准，才可使用影

像助理裁判。 

裁判在以下事件出現「清晣及明顯失誤」或「遺漏嚴重犯規」時，影像助理裁判

(VAR)才會提供協助: 

•進球/不進球  

•罰球點球/非罰球點球 

•直接紅牌(非兩黃一紅情況) 

•裁判錯誤識別球員身份而發出警告(黃牌)或驅逐(紅牌)不正確的球員 

影像助理裁判(VAR)的協助將透過使用事件的重播片段。裁判可只根據 VAR 提供

的資訊及/或裁判直接觀看重播片段(「現場覆檢」)而作出最終決定。 

在所有事件上，裁判(及相關「現場」賽事執法人員)必須時刻作出決定(包括決定

不處罰有潛在可能的犯規情況)﹔除非是「清楚及明顯失誤」的事件，否則其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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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不會改變，但「遺漏嚴重犯規」則例外。 

球賽已重新開始後的覆檢 

如比賽在暫停後已重新開始，裁判只可利用「覆檢」向一些行為採取適當的紀律

處分，包括錯誤確定球員身份或球員觸犯極可能被驅逐離場的犯規如粗魯行為、

吐唾沫 、咬人或作出極度冒犯、侮辱和/或挑釁姿勢等事件。 

規則第 5 章 - 裁判 

裁判裝備 

其他裝備 

新增條文 

裁判及其他「現場」賽事執法人員被禁止佩帶飾物或其他電子儀器，包括攝錄器

材。 

 

規則第 6 章 –其他裁判 

新增（和修改）條文 

每場比賽可委派其他裁判(兩名助理裁判、預備裁判、兩名附加助理裁判、預備

助理裁判、影像助理裁判(VAR)和最少一位副影像助理裁判(AVAR))協助執行規

則。他們要根據規則去協助裁判控制比賽，惟裁判有最終決定權。 

裁判、助理裁判、預備裁判、附加助理裁判及預備助理裁判屬於「現場」賽事執

法人員。 

影像助理裁判(VAR)和副影像助理裁判(AVAR)屬於「影像」賽事執法人員，根據

國際足總理事會訂下的 VAR 協定來協助裁判執法。 

(…) 

除預備助理裁判，當有犯規事件發生時，其他「現場」賽事執法人員若身處之位

置比裁判有更佳視野，應予裁判協助及在有任何發生於裁判和其他賽事執法人員

視線外的嚴重不正當行為或事件，應給予賽會遞交報告。 

其他「現場」賽事執法人員應協助裁判檢察比賽場地(…) 

規則第 6 章 –其他裁判 

5.影像比賽官員（新的部分） 

新增條文 

•影像助理裁判(VAR)屬於賽事執法人員，在有「清楚及明顯失誤」或「遺漏嚴

重犯規」事件，其關乎進球/不進球、罰球點球/非罰球點球、直接紅牌(非兩黃一

紅情況)或當裁判錯誤識別球員身份而發出警告(黃牌)或驅逐不正確的球員離場

(紅牌)時，利用重播片段協助裁判。 

副影像助理裁判(AVAR)屬於賽事執法人員，主要職責是協助 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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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VAR正忙於進行「檢查」或「覆檢」時，繼續觀看電視影片 

•紀錄使用VAR的事件，及一切溝通或技術上的問題 

•特別在VAR處於「檢查」或「覆檢」時，協助VAR與裁判溝通，例如:告知裁 

  判需「暫停」或「延遲重新開始比賽」等等 

•紀錄因「檢查」或「覆檢」進行時流失的比賽時間 

•與有關的單位傳達有關使用VAR決定的訊息 

規則第 7 章 –比賽時間 

2.半場休息時間 

新增條文 

（...）;在加時比賽半場可有短暫補充水份時間(不得超過一分鐘)。 

規則第 7 章 –比賽時間 

3.補回消耗時間 

新增條文 

每個半場在下列情況所消耗的時間必須補回： 

（......） 

•競賽規則核准的補充水份(不得超過一分鐘)或其他醫療理由所消耗的時間 

•有關影像助理裁判的「檢查」和「覆核」引致的延誤 

規則第 10 章 –決定比賽結果的方法 

3.在罰球點踢球 

程序 

新增條文 

•守門員在互踢罰球點球決定勝負開始前或過程中不能繼續比賽，可以被替換  

 （...），如被換出的守門員已經踢過罰球點球，該名入替球員只可在下一輪罰 

 球點球才可主踢罰球點球 

規則第 11 章 –越位 

2. 越位犯規 

新增條文 

若在同隊隊友玩球或觸球時*，身處越位位置的球員只在有參與比賽時才會被判

越位犯規： 

*踢球或觸球應以接觸足球的一刻計算 

規則第 12 章 –犯規及不正當行為 

1.直接自由球 

新增條文 

一名球員向對方作出下列任何一項犯規時，判由對方得一直接自由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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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任何人或向任何人吐口水 

•以手中持有的物件擲中足球、對方球員或球隊職員，或接觸足球 

刪除條文 

手觸球 

•手持物品(例如：球衣、護脛)去觸球，視為犯規 

•手擲物品(例如：球鞋、護脛)去擊打球，視為犯規 

規則第 12 章 –犯規及不正當行為 

2.間接自由球 

修改後的條文 

守門員被認為已控制足球的情況包括： 

•球位於（...）之間或處於手部與任何接觸面之間(如地面、自己身體等)或已用 

  手或手臂的任何部份觸及足球，除非足球從守門員身上或守門員撲救來球後反 

  彈的足球......（...） 

規則第 12 章 –犯規及不正當行為 

3.紀律行動 

得益 

修改後的條文 

如裁判運用得益於一個應被警告(黃牌)/判罰離場(紅牌)的犯規，此紀律行動必須

在緊接的下一個比賽暫停時執行，除非裁判運用得益處理一個破壞明顯入球機會

後而導致成進球情況，則只需以非運動精神行為警告(黃牌)該犯規球員。 

規則第 12 章 –犯規及不正當行為 

3.紀律行動 

警告的犯規 

新增條文 

如以下罪行成立，球員應被(黃牌)警告： 

（......） 

•進入裁判覆檢區域（RRA） 

•激動地做出覆檢「電視訊號」手勢 

如以下罪行成立，替補球員或已替補的球員應被(黄牌)警告： 

（......） 

•進入裁判覆檢區域（RRA） 

•激動地做出覆檢「電視訊號」手勢 

當觸犯兩項分別都需要被警告(黃牌)的犯規時(縱使發生時間十分接近)，應該出

示兩個警告(黃牌)，例如球員在未得裁判許可擅自進入比賽場地範圍後即時觸犯

魯莽攔截或利用犯規/手觸球去停止對方一明顯進攻機會等等。 

 

規則第 12 章 –犯規及不正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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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紀律行動 

判罰離場的犯規 

新增條文 

球員、替補球員或已替補球員觸犯下列任何一項時，應被(紅牌)判罰離場： 

（......） 

•咬任何人或向對方球員或其他任何人吐口水 

•進入視頻操作室(VOR) 

規則第 12 章 –犯規及不正當行為 

4.犯規及不正當行為後重新開始比賽 

判罰離場的犯規 

新增條文 

如果，當球在比賽中： 

（......） 

如球員在比賽場地外侵犯同隊的球員、替補球員、已替補球員或球隊職員，裁判

應在最接近犯規地點的界線上，判對方得一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賽。 

如球員以手中持有的物件(球鞋，護脛..等)接觸足球，判直接自由球(或罰球點球)

重新開始比賽。 

規則第 13 章 –自由球 

1.自由球的種類 

新增條文 

球員、替補球員、已替補球員、被判罰離場球員或球隊職員觸犯規則時，裁判會

判予對方球隊一直接或間接自由球。 

規則第 15 章 –擲球入場 

1.程序 

新增條文 

在擲界外球時，擲球之球員必須： 

•面向站立面向比賽場地 

說明 

澄清一名球員必須站立擲球，坐著或跪姿是不允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