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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新修訂足球規則                     楊勝苑 譯 

國際足總通報第 1302 號，蘇黎士，2012 年 5 月 31 日。 

           

國際足總理事會於 2012 年 3 月 3 日，在英國薩里郡召開第126屆年會。 

會中通過新修訂足球規則與其他指示及訓令，詳述如下。 

                                                                                                                        

足球規則及國際足總理事會決議      

1. 第一章   球場 

   

足球規則詮釋及裁判指引－商業廣告 

(國際足總提出) 

 

  現行條文 新條文 

 商業廣告的位置應在球場四周界線 

 外至少 1 公尺(1 碼)。 

 

在地面上的廣告應在球場四周界線外

至少 1 公尺(1 碼)。 

直立的廣告應至少： 

˙距球場邊線外 1 公尺(1 碼) 

˙距球門線位置至少等同球門網的 

  深度，且 

˙距球門網 1 公尺(1 碼) 

 

理由  

在球門網周圍 1 米內區域將沒有直立的廣告,給予裁判一個不受限制的進門得分

的視野。 

此建議對於某些需要作整建工程才能於球門線後方有完整一公尺距離的體育場

可以另行斟酌。 

 

2. 第三章   球員人數 

  (蘇格蘭足球協會修正案由國際足總提出) 

 

  現行條文 新條文 

 如果一位名單上的替補球員在比賽

開始之前進入球場代替先發名單上

的球員，且未告知裁判這個改變。 

˙裁判允許這位名單上的替補球員           

繼續比賽 

˙對這位名單上的替補球員沒有懲  

  戒性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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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球隊允許的替補人數沒有減  

  少 

˙裁判向主辦單位報告此事件 

 

理由  

通常因球員在熱身時受傷，常見的替補情形為⑴比賽之前及⑵裁判得知球員和替

補球員名字後。如果裁判得知此種情況，則可允許。如果裁判未被告知，則應澄

清如何進行。 

 

3. 第四章   球員裝備 

  (足球協會提出) 

 

  現行條文 新條文 

  球襪 球襪－如果在球襪的外部使用貼布

或類似的材料，必須與球襪該部分的

顏色相同 

 

理由  

越來越多的球員使用過多的貼布在球襪外部。這可能有許多顏色且完成改變襪子

的外觀。這可能引起困惑特別是助理裁判，他們可能需要注視襪子來決定在球出

界前誰最後玩球。 

 

4. 第八章   開始比賽及重新開始比賽 

  (足球協會提出) 

 

  現行條文 新條文 

 違規及罰則 

 重新墜球： 

 (…) 

違規及罰則 

重新墜球： 

(…) 

如果球進入球門： 

˙如果墜球被直接踢入對方球門，由 

  對方球隊踢球門球 

˙如果墜球被直接踢入已方球門，由 

  對方球隊踢角球 

  

理由 

曾有一個實例是從"無人爭奪的"墜球中得分。要允許這個得分成立，造成裁判很

大的壓力。然後，為了平衡比賽，會發生的不適當的情形是，就有對方球隊讓該

隊在沒有任何球員阻擋的情況下，從開球得分。 

 

5. 第十二章   犯規及不正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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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規則詮釋及裁判指引－懲戒性處罰 

  (國際足總提出) 

現行條文 新條文 

 懲戒性處罰 

 球員故意手觸球，如果是非運動精 

神行為而予以警告，必須球員有以

下情況： 

 ‧故意而明顯的手觸球，阻止對方  

球員獲得球。 

懲戒性處罰 

球員故意手觸球，如果是非運動精 

神行為而予以警告，必須球員有以下

情況： 

 ‧故意而明顯的手觸球，阻止對方 

   球員獲得球。 

 

理由 

處罰手觸球造成的後果，比起處罰手觸球是否明顯來得重要。事實上，手觸球可

能不顯眼，但是無疑影響深遠。再者，要解釋何為"明顯"，並有一致詮釋相當困

難，(113 頁)，尤其裁判來自各國各洲，經驗迥異。刪除"明顯"字樣，使得詮釋更

為容易(117 頁)。且如果球員手觸球阻止對手獲得球狀況下，必須被警告。 

 

國際足總理事會其他決定 

1. 增加的助理裁判(AARs)  

   (國際足總提出) 

對附加助理裁判(AAR)實驗的最後反應意見在 2012年 5月 31日到期，接著是 2012

年歐足聯(UEFA EURO)錦標賽最終分析。 得出的結論將於 2012 年 7 月 5 日在國

際足總會理事會(IFAB)特別會議上提出。 

 

2. 球門線技術(GLT) 

成員核准這項建議，讓兩家公司，Hawk-Eye 和 GoalRef/ Fraunhofer，進展到第 2

階段測試。 

 

3. 國際足總 2014 足球專門小組 

  (國際足總提出並且在 2011 年 10 月 25 日專門小組第二次會議討論：使用無線  

   電通訊和其他裝備) 

 

  現行條文 新條文 

 其他裝備 

 (…) 

 使用無線電通訊系統在球員間和/

或技術職員間是不被允許的。 

 

其他裝備 

 (…) 

 使用電子通訊系統在球員間和/或技

術職員間是不被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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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目前的用字"無線電通訊系統"不能反映技術的發展。 

 

4.消失的噴霧劑 

  (國際足總提出) 

國際足總在南美洲足球協會的 2011 年美洲杯的過程中更新消失的噴霧實驗上的

成員。據解釋，在國際足總會理事會 (IFAB) 於 2011 年 3 月 5 批准 2011 南美洲

足球協會的美洲杯和其他比賽中實驗性的使用 9.15 米消失的噴霧劑，國際足總

和國際足總理事會(IFAB)在 2011年 10月已收到南美洲足球協會提供的詳細報告,

報告中指出取得的成果。 

 

主要目標 

1.有效的完成現行的規則，使得球和人牆間的 9.15 米距離能夠明白無誤的標示。 

2.由於位置和距離的設置上更明晰, 減少時間的浪費。此外，消失的噴霧劑的使

用，使得防守球員整隊加速，有更多的比賽時間。 

 3.消失的噴霧劑是一種新的工具，這將是一個公平競爭至關重要的因素，從而 

避免在定位球時球員和裁判之間的衝突。 

 4.由於消失的噴霧劑價格低廉，所有職業和業餘聯賽皆可購買. 

 

成員們同意應被允許使用這種噴霧劑。同時應由每個國家協會去決定是否實施噴

霧劑的使用.  

 

5. 第四章   球員裝備 

(國際足總提出) 

成員同意球員配戴頭巾，但會參考國際足總醫藥委員會對於它的安全分析，在 7

月 5 號的會議上作最後的決議。 

 

6. 2014 國際足總巴西世界盃規程－預賽 

  (國際足總提出) 

2014 國際足總巴西世界盃規程解釋： 

“23 名球員可以登錄在球賽名單上(11 名球員和 12 名替補球員)。名列首位的 11

名球員必須先出場比賽，其他的 12 名被指定為替補球員。(規程，23 頁) 

然而，足球規則(第三章)，僅允許最多提名七名替補球員。(足球規則，17 頁) 

 

國際足總因此追溯地尋求允許保持目前形式的規程，並且允許最多提名十二名替

補球員。 

 

    →足球規則將因此必須修訂如下： 

  現行條文 新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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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比賽 

  國際足球總會、各洲足球聯盟或國    

  家足球協會主辦下，所舉辦的任何 

  正式比賽，每一隊最多可替換 3 名 

  球員。 

  比賽的競賽規程必須規定可以提 

  名幾位替補球員。替補球員名單可 

  填 3 人，最多 7 人。 

正式比賽 

 國際足球總會、各洲足球聯盟或國    

 家足球協會主辦下，所舉辦的任何 

 正式比賽，每一隊最多可替換 3 名 

 球員。 

 比賽的競賽規程必須規定可以提 

名幾位替補球員。替補球員名單可 

 填 3 人，最多 12 人。 

 

理由： 

國際足總解釋說該規程不強制性要求十二名替補球員. 教練可以在比賽中從全

組的球員中調度的優勢，而這些球員已經從周末到下個星期中都在一起打球，很

有默契。能解決在首場比賽後球員受傷或技術上的一些決定。球隊也有擁有第三

守門員可用以應付任何的比賽最後一分鐘之前受傷的優勢。最後，年輕球員也能

夠從與有經驗的球員共用休息室及專業環境，獲得很多益處，這也是一個發展的

因素。 

 

這個提案被採納，並指出，此新規定已於 2014 年世界杯巴西預賽中生效。 

 

施行 

國際足總理事會今年年會有關新修訂足球規則將約束各洲協會及會員國協會從 

2012 年 7 月 1 日起實行。但各洲協會及會員國協會現行的球季如果在 7 月 1 日

尚未結束，可以延長規則變更的採用至下一個球季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