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 THE MEMBER ASSOCIATIONS OF FIFA 

Circular no. 1764 

 
Zurich, 9 August 2021 

SG/dch 

 
 

Futsal Laws of the Game 2021/22 

 
 
Dear Sir or Madam, 

 
FIFA is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the Futsal Laws of the Game have been updated and approved by the 
FIFA Council, incorporating certain futsal-specific changes while also bringing the Laws into line with a 
number of modifications recently made in football and beach soccer. Please find enclosed both an 
overview of the main amendments and the full Futsal Laws of the Game 2021/22. The full Futsal Laws 
of the Game 2021/22 are also available at www.fifa.com.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Dominic Chielens, Refereeing 
Manager, at the FIFA Refereeing Subdivision (refereeing@fifa.org). 

 

 
 

Yours faithfully,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atma Samoura 

Secretary General 

 

cc: - FIFA Council 

- Confederations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Strasse 20 P.O. Box 8044 Zurich Switzerland T: +41 (0)43 222 7777 www.FIFA.com 

https://digitalhub.fifa.com/m/10690cc74b6dd26d/original/Laws-of-the-game-Futsal-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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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 五人制足球規則中的主要修訂 

第一章 – 球場 9. 球門 

兩個球門的球門柱與橫木必須為相同的形狀，也就是必須為正方形、長方形、圓形、橢圓形，或上述選項的

混合。 

10. 球門移動 

如果防守球隊球員故意移動或傾倒他們自己的球門以之與球接觸，將判罰罰球點球給對方球隊，且必須黃牌

警告違規球員；或者，假如該違規為阻止對方球隊進球或阻止一個明顯得分機會，則判罰離場。 

如果進攻球隊球員意外地或故意地移動或傾倒對方球隊的球門，則不允許得分，且： 

 如果是意外，以墜球重新開始比賽； 

 如果是故意且球門接觸到球，判罰直接自由球給對方球隊，且必須黃牌警告違規球員； 

 如果是故意但球門未接觸到球，判罰間接自由球給對方球隊，且必須黃牌警告違規球員。 

第四章 – 球員裝備 4. 其他裝備 

 

膝蓋及手臂護具 

使用膝蓋或手臂護具時，它們必須與球衣袖子（手臂護具）或短褲/長褲（膝蓋護具）的主要顏色相同，且
不能過度地突出。 

 
當無法符合上述的護具顏色規定，可在穿著任何顏色的球衣袖子/短褲（或長褲）時，使用黑色或白色的護
具。當護具無法與球衣袖子/短褲（或長褲）匹配時，所有護具必須為相同的顏色（黑色或白色）。 

第五章 – 裁判 2. 裁判的判決 
如果已重新開始比賽，或者裁判們在計時員的聲音信號之後指示上下半場結束（包含加時賽）離開球場及其

周圍，或已中止球賽，裁判們自己，或基於其他執法裁判的協助下意識到判決錯誤，將無法改變與重新開始

比賽有關的判決。 

 

3. 權力及職責 

裁判們： (…) 

 停止比賽，假如 (…) 

o 判罰罰球點球而受傷球員將擔任守門員。 

第六章 – 其他賽事執法 

             人員 

2. 權力及職責

計時員： 

確保比賽時間符合規則第七章的規定 (…)： 

 正確地踢球入場、擲球門球、角球、中場開球、自由球、罰球點球、墜球進入比賽之後，重新開始計

時； 

 在球隊進球之後、裁判判罰罰球點球或自由球，或球員受傷時，停止計時； 

 每當裁判們向計時員發出信號時，停止計時； 

第七章 – 比賽時間 2. 上下半場結束比賽 

任何踢球將被視為完成 (…) 

 
如果防守球隊球員在踢球完成之前違規，裁判們應視情況，依據五人制足球規則指示重新踢球，或者判罰

另一個DFDSAF或罰球點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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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 開始及重新開始

比賽 
2. 墜球 

程序 

• 裁判將墜球給予比賽暫停時最後觸球的球隊球員，於當時足球最後觸及球員、外來人物或賽事執法人員

的位置上開出。除非這是在防守球隊的罰球區內，最後觸球的是進攻球隊。在這種情況下，墜球的地點

是在罰球區線上，最接近比賽停止時球的位置或最後球觸及球員、外來人物或賽事執法人員的位置，在

平行邊線的假想線的罰球區線上（如下圖所示）。 

 
 

 

 
(…) 

 球在接觸到球場後隨即進入比賽，（兩隊的）任何球員皆可開始玩球。 

第十章 – 決定比賽結果 3. 在罰球點踢球 

被判罰離場的球員不允許參與在罰球點踢球；比賽中的口頭警告以及黃牌警告將不計入在罰球點踢球。 

 

(…) 

罰球點踢球過程中

(…) 

 如果守門員的違規導致重踢罰球點球，該守門員將在第一次違規時接受口頭警告，若後續仍有相同的

違規則須黃牌警告。 

 如果踢球球員在裁判已示意開始踢罰球點球之後違規，該次罰球點球將計為失誤，並且黃牌警告該踢

球球員。 

 如果防守守門員與踢球球員同時違規時，該次罰球點球將計為失誤，並且黃牌警告該踢球球員。 

第十二章 –  犯規及不正當 

行為 
1. 直接自由球 

假如一名球員有下列任一違規，亦可能被判罰直接自由球： 

(…) 

 咬，或者對球隊名單中的人員或執法裁判吐口水 

 丟擲/踢擊一物品擊中球、對方球員、執法裁判，手持物體與球接觸，或故意地移動球門使之與球接

觸。 

 

手觸球 

• 在判斷手觸球犯規，腋下作為界定肩膀與手臂最上部份的分界線。 
 

並非所有球接觸到球員手/手臂的情況皆被視為違規。

若球員有以下情況視為違規： 

 蓄意用手/手臂接觸足球，例如移動手/手臂朝著球移動。 
 用手/手臂接觸足球，當手/手臂使球員的身體不自然地變大。如果在特定情況下手/手臂的位置不是

球員的身體移動的結果或不能依據其身體活動證明其合理性，則認為該球員的身體不自然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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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球員的手/手臂處於該位置時，足球觸及到手/手臂是有風險被判罰犯規。 

 
 

 球進入對方球門得分： 

o 直接從他們的手/手臂進入對方球門得分，即使是偶然的，包括守門員； 

o 球觸到他們的手/手臂後立即發生進球，即使是偶然的。 

 
如果球在意外地碰觸到球員的手/手臂後並未立即進入球門，則比賽應繼續，假如他們的手/手臂並沒有不
自然地造成其身體變大。 

 

2. 間接自由球 

若球員有以下情況，應判罰一間接自由球：(…) 

 無論守門員是否用手接觸球，一球員故意使用巧技以頭、胸、膝等部位傳球給守門員（包含自由
球）以規避規則； 若是由守門員策劃使用巧技，則應處罰該守門員； (…) 

 
假如守門員有下列任一違規，亦可能被判罰間接自由球： (…) 

 在同隊隊友故意踢向守門員之後（包含踢球入場），守門員以手或手臂在他們自己的罰球區域內觸球。 

 

 
3. 紀律措施 

球員及替補球員 

 

延誤重新開始比賽以出示紅黃牌 

一旦 (…) 須被執行，除非裁判尚未開始執行紀律處罰的程序，且開自由球的球隊快速開球以取得清楚的得
分機會。如此情況下，該紀律處罰將在下次比賽停止時執行；如果先前的違規為破壞對方球隊一明顯得分
機會，該違規球員將被黃牌警告；如果先前的違規為影響或破壞一個有希望的攻擊，該球員不需被黃牌警
告。 

 
得益 

如果裁判們 (…) 下一次球不在比賽中時執行。然而，如果先前的違規為破壞對方球隊一個明顯得分機會，
該違規球員將因為非運動精神行為被黃牌警告；如果先前的違規為影響或破壞一個有希望的攻擊，該球員
不需被黃牌警告。 

 
警告的違規 

 

非運動精神行為的警告 

球員因非運動精神行為被黃牌警告的不同情況有 (…) 

 當球門被守門員防守時，另一防守球員利用手觸球違規以停止正朝著球門移動的球前進； 

(…) 

 無論守門員是否用手接觸球，一球員故意使用巧技以頭、胸、膝等部位傳球給守門員（包含自由

球）以規避規則； 若是由守門員策劃使用巧技，則應處罰該守門員。 

 

 

破壞進球或明顯進球機會(DOGSO) 

如果守門員在罰球區域外手觸球犯規引致破壞對方進球或一個明顯進球機會，而此時球門是無人防守或僅
有一名在守門員後方的場上防守隊球員在防守，守門員被判定是判罰離場的犯規。 

 

 
如果進攻隊球員的人數等於或多於防守隊球員（守門員除外）而此時球門是沒有守門員在防守，並且符合 
DOGSO 的其他標準，則這應被考慮是 DOGSO 情況。 

 

 
4. 犯規及不正當行為後之重新開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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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替補球員、被判罰離場球員，或球隊職員違規遭判罰直接自由球，該違規亦計入該球隊之累計犯

規次數； 

(…) 

如果裁判們停止比賽是因為球員在場內或場外對外來人物違規，比賽將以墜球重新開始，除非是因為未
經裁判允許離開球場而遭判罰一自由球。 

第十三章– 自由球 5.    上下半場兩隊從第六次累計犯規開始，被判罰直接自由球時(DFKSAF)： 

程序

(…) 

*判斷一球員在重新開始比賽時的位置是依據他們接觸到球場的腳或身體任何部位而定（參照五人制足

球術語）。 

違規及罰則 

 如果，在球尚未進入比賽時 (…) 

o 防守守門員違規： 

- 如果球進入球門，進球有效； 

- 如果踢球球員罰球失誤，或球擊中球門橫木、門柱，則該罰球僅在守門員明顯地影響到踢球球

員時重踢； 

- 如果罰球被守門員守下，則重踢。 

如果守門員的違規導致重踢罰球，該守門員將在第一次違規時接受口頭警告，若後續仍有相同違規則

須黃牌警告。 

 

 防守守門員的隊友違規： 

o 如果球進入球門，進球有效； 

o 如果球未進入球門，重踢罰球；違規球員將在第一次違規時接受口頭警告，若後續仍有相同違規則

須黃牌警告。 

 
 兩隊球員違規時，除非一名球員違反更嚴重的規定（如不合法的假動作），否則重踢；違規球員們將在

第一次違規時接受口頭警告，若後續仍有相同違規則須黃牌警告。 

 
 防守守門員與踢球球員同時違規時，須黃牌警告踢球球員，並判由防守球隊開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

賽。 

第十四章 – 罰球點球 2. 違規及罰則 

如果，在球尚未進入比賽時： (…) 

 防守守門員違規： 

o 如果球進入球門，進球有效； 
o 如果踢球球員罰球失誤，或球擊中球門橫木、門柱，則該罰球點球僅在守門員明顯地影響到踢球

球員時重踢； 
o 如果罰球點球被守門員守下，重踢罰球點球。 

如果守門員的違規導致重踢罰球點球，該守門員將在第一次違規時接受口頭警告，若後續仍有相同的違
規則須黃牌警告。 

 防守守門員的隊友違規： 
o 如果球進入球門，進球有效； 

o 如果球未進入球門，重踢罰球點球。 

 防守守門員與踢球球員同時違規時，須黃牌警告踢球球員，並判由防守球隊開間接自由球重新開始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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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踢球入場 1. 程序 

在踢球入場時：(…) 
 只有開球者能夠離開球場（五人制足球規則另有規定者除外 – 請參照五人制足球裁判與其他賽事執

法人員實務指引中，詮釋與建議裡有關授權離開球場的部分）； 

 
(…) 
如果踢球入場已開出且進入比賽，球在未經其他球員碰觸的情況下從同側的邊線離開球場，將判由對方
球隊於球出界的位置踢球入場。 

 
2. 違規及罰則 

針對其他違規，包含踢球入場未於四秒鐘以內開出，判由對方球隊踢球入場。 

第十六章 – 球門球 2. 違規及罰則 

如果球門球未於四秒鐘以內擲出，判由對方球隊開間接自由球。 

第十七章 – 角球 1. 程序 
 準備開角球時，僅有開球者可以離開球場（五人制足球規則另有規定者除外 – 請參照五人制足球裁

判與其他賽事執法人員實務指引中，詮釋與建議裡有關授權離開球場的部分） 

 

2. 違規及罰則 

針對其他違規，包含角球未於四秒鐘以內開出，或者未在角球區域內開出，判由對方球隊開球門球。 

影響不只一項規則的變更 第四章、第五章及第十二章；詮釋與建議；五人制足球術語 

 

非暴力的不當行為 

部分非暴力但不適當的行為亦可以被認定為「無理、侮辱，或謾罵」並導致判罰離場，並在有關章節的敘述中，
將姿勢/做出姿勢的用詞更改為行為/做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