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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手册简要介绍“盖尔女子足球”的比赛规则。《比赛
规则》全文请见《官方指南》。 

 

本手册旨在努力确保所有球员和官员都能阅读和学习这
些规则。教师和教练必须确保所有球员均拥有该手册。
由此能提高球员对赛事的理解，并帮助其接受赛场官员

的判决而不持异议。 
 

本手册强调，协会十分重视提高球员对比赛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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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场 

1. 对于14周岁以下年龄组（U14）及更年长的盖尔女子
足球，使用的是“盖尔体育协会（GAA）”的全尺寸
球场。而13周岁以下年龄组（U13）及更年小的盖尔
女子足球队则可使用较小的球场。 

 

2. 如果比赛双方的球员人数均少于15人，则组委会可对
球场面积、得分空间和比赛持续时间予以缩减。 

 

 

球员 

1. 可能已怀孕、患有脑震荡等情况的球员不应参加盖尔
女子足球比赛。但是，如果该球员坚持参加，则须完
全自担风险，且盖尔女子足球协会对可能产生的任何
后果均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球员着装 

1. 盖尔女子足球运动员的着装是球衣、短裤、袜子和
球鞋。在参加盖尔女子足球比赛时，球员不得佩戴
首饰、耳环、发夹发簪或其他可能会对人身 
造成伤害的物品。在人造场地上比赛时，只要能保持球队
颜色的一致性，球员可以穿戴保护性的腿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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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有球员在参加盖尔女子足球比赛时均须佩戴护嘴，
有合格的医生或牙医出具书面文书，说明相关球员
无需佩戴护嘴的除外。如果球员违反该规定，主裁
判应命令该球员离开球场，直至情况得到纠正。 

 

3. 这不意味着任何主裁判、边裁、计分裁判、边线官员、
团队官员或部门负有任何法律上的注意义务或法律责
任。这一义务仍应由个人球员承担，或根据实际情况，
应由球员的父母、监护人或对其负有法律责任的其他
人承担。 

 

4. 对于任何需要戴眼镜参加盖尔女子足球比赛的球员，
应使用配镜师建议的耐用、不易破损的聚碳酸酯镜片
和耐用、不易破损的镜框。 

 

 

比赛持续时间 

1. 从14周岁以下年龄组开始(含U14)，所有竞争性比
赛的持续时间为每个半场30分钟——共1个小时。 

 

2. 正常比赛时，中场休息时间不超过15分钟，在加时
赛中，中场休息时间不超过5分钟。 

 

3. 每队7人的比赛和闪电赛（Blitz）则不受上述限制—
—其各项时间均由组委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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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13周岁以下年龄组及更年小的年龄组，可根
据组委会的决定缩短比赛持续时间。 

 

 

球队 

1. 除非组织机构另有规定，否则每队应由15名球员
组成。 

 

2. 在每队拥有15名球员的比赛中，每队必须先发11名
球员才能开始比赛。可以以11名或更少的球员人数
结束比赛。 

 

3. 在比赛前，必须向主裁判提供球员名单。名单必须
列明球员全名，如果是县际比赛，还应列明球员所
属的俱乐部。 

 

4. 从12周岁以下年龄组开始及至更大年龄组的球队均
使用4号足球参加比赛。对于较小年龄段的球队，可
使用较小尺寸的3号足球或推荐尺寸的Go Games足球。 

 

5. 每位球员的球衣号码必须与该球员在球队名单上
的名字相一致。 

 

6. 如果球队名单包括15人以上，则应将该名单上的前15
人视为该队的实际成员，另有明确说明的除外。 

 

7. 俱乐部、县或省必须向组委会或理事会提供包括其首
发的15名球员及各替补球员的名单，以供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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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补和加时 

1. 在县际比赛中，在全国联盟（National League）联
赛中直到四分之一决赛阶段之前及在省级青少年锦标
赛的小组赛阶段，对替补队员的数量不做限制。 

 

但是，在全国联盟联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和决赛
以及省级青少年锦标赛的半决赛和决赛中，只允许有
5名替补球员，然而，在14周岁以下年龄组的比赛中，
仍对替补队员的数量不做限制。 

 

在成人省级和全国锦标赛中，只允许有5名替补球员。 
 

如果有加时赛（上下场各10分钟），则允许多加5名替
补。 

 

2. 在县内俱乐部级别的比赛中，替补队员的数量是不受
限制的。县委员会有权确定替补队员的数量。但是，
该数量不得少于5。 

 

3. 在比赛中被主裁判罚下场的球员不得由替补队员代替
上场。但是，如果一名球员在正常比赛时间内被罚下
场，则在加时赛时可以被替补出场。 

 

4. 当比赛进行加时赛时，若球员之前在正常比赛时间内
被出示第一次黄牌警告并被判暂时离场，则可在加时
赛中由替补队员替换，直至该球员完成其十分钟的暂
时离场处罚。如果被罚暂时离场的球员在加时赛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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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补队员替补，且在其处罚时间结束后重新进场加入球赛，
则其球队应被视为使用了两次替补队员。 

 

在正常比赛时间因2次黄牌警告而被罚下场的球员可以
在加时赛中由替补队员替补。 

 

 

有关流血和疑似头部受伤的规则 

1. 在比赛期间因受伤而流血，或导致在身体或球衣上
出现血迹时，须在主裁判的指示下，立即离开赛场
并接受治疗。该规则同样适用于疑似头部受伤的球
员。 

 

球员在已经止血、身上所有血迹得到清除、染有血
迹的球衣在被洗干净或更换之前，不得返回赛场。 

 

任何被怀疑头部受伤的球员均须在主裁判的指示下，
暂时离开球场接受进一步评估，直至确定适合返回球
场。 

 

2. 受伤部位如果出血，应尽可能将其覆盖。受伤的球员
可以由专门负责替换流血/疑似头部受伤球员的替补
进行替换，但该替补球员应书面通知主裁判，说明本
人是专门负责替换流血/疑似头部受伤球员的替补球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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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或当受伤的球员重新回到场上，并直接换下曾 
经替换过她的球员，则该专门负责替换流血/疑似头
部受伤球员的替补不得算作一名在正常替补规则下
的替补队员。 

 

4. 当受伤的球员返回场上，并代替除了直接替补过她的
专门负责替补流血/疑似头部受伤球员的替补队员以
外的任何其她球员时，她的球队应被视为使用了一名
正常替补。 

 

5. 当专门负责替补流血/疑似头部受伤球员的替补队员
被罚下场时，如果其球队希望由原来的球员重回球
场，则该球队须将另一名球员替换下去。这不应视
为一次正常替补。 

 

6. 当球队在正常比赛或加时赛中均用完了全部的正常
替补名额时，若有球员出现流血或疑似头部受伤，
则可以用专门负责替换流血/疑似头部受伤球员的替
补队员进行替换。 

 

7. 当流血/疑似头部受伤的球员准备好重新上场时，必
须在比赛暂停期间向主裁判报道。主裁判应确保该球
员已停止出血，更换或清洁了球衣，且专门负责替换
流血/疑似头部受伤球员的替补队员已离场。如果受
伤球员换了一件具有不同编号的球衣，则主裁判应记
录该新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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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规则》 

1. 当球员处于站立姿势时，可以用脚尖、一只手或
两只手将球从地面上捡起。 

 

2. 当球员躺在地上时，可将球踢开或打开，但不能将球
捡起。 

 

3. 当球员抓住球后，可以对其：踢、用拳头或手掌击
打；用一只或两只手投至地面并弹起一次，或将球
释放至脚尖并重新颠回手上。 

 

4. 当球员仍未抓住球时，则可用一只或两只手在地上
连续运球多次。 

 

5. 球员可将球从一只手换至另一只手一次，但前提是
该球员一开始握球的手一直与球保持接触，直至完
成换手。 

 

6. 当一名球员即将捡起或拿到球时，对手球员不得踢球。 
 

7. 持球时间不应超过移动4步并在第5步踢开球所
需的时间。 

8. 球员不得用手掷球。 

9. 不得故意进行身体接触。 

10. 不得用肩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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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果主裁判因球员受伤而暂停比赛，则叫停时持球的
球队在重新开赛时仍应持球。比赛重新开始时，由先
前持球的球队踢球便可复赛。但是，该球队不能以该
次踢球直接进球得分，而且在比赛恢复时，所有球员
都必须离球13米远。 

 

如果主裁判暂停比赛时两队均未持球，则应在代表两个
球队的两名球员之间掷球，以恢复比赛。 

 

12. 当球员用手传球时，必须有一个明显的击打动作。 
 

13. 在遵守4步规则的前提下，做假动作或带球转身两
次不是犯规。 

 

14. 球员可用一只手将球抛起，并用同一只手将其打出。 

15. 在县际赛事中，青少年球员只能参加自己所属年龄组的
比赛和高于自己年龄组一个级别的比赛。(例如，14周
岁以下年龄组的县际球员可以参加14周岁以下和16周岁
以下年龄组的比赛，但不能参加17周岁以下及以上年龄
组的比赛。15或16周岁以下年龄组的县际球员不能参加
初级、中级或高级比赛)。 

18周岁以上的球员被视为成人。 

在俱乐部级别，青少年球员只能参加自己所属年龄组和
超过自己年龄组两个级别的比赛。青少年年龄组的级别
分为12周岁以下、14周岁以下、16周岁以下和18周岁以
下。所有10周岁以下的年龄组只能参加超过自己年龄组
一个级别的比赛。8周岁以下年龄组的球员可以参加8周
岁以下和10周岁以下年龄组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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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岁以下年龄组的球员可以参加10周岁以下和12周岁
以下年龄组的比赛。12周岁以下年龄组的球员可以参加 
12周岁以下、14周岁以下和16周岁以下年龄组的比
赛。14周岁以下年龄组的球员可以参加14周岁以下、
16周岁以下和18周岁以下年龄组的比赛。16周以下
年龄组的球员可以参加16周岁以下、18周岁以下和
成人的比赛。 

 

16. 未具名人员则不被视为球员，不得包含在比赛计划
或球队名单中。违反此规定者将由委员会或理事会
酌情处以罚款。 

 

 

铲球 

1. 当一名球员抱着球时，若对手将球抢走便会犯规。
任何试图抢球的行为都会为持球球员及其球队赢得
一次任意球的机会。 

 

2. 球员在铲球时，则持球球员在用脚尖颠球回手、运
球、踢球或传球时的动作均需计时。打球时，必须
用张开的（一只或两只）手掌将球从对手手中击出。 

 
 

优势规则 

1. 优势规则适用于盖尔女子足球。然而，该规则并
不是让犯规者逍遥法外的通行证。在应用了优势
规则后，裁判可对违规者采取必要的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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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持球球员可以且有能力利用优势，即优势必须是显
而易见的，则此时就应该适用优势规则。 

 

3. 发生犯规时，主裁判如果认为对被冒犯的球队有利，
便可允许比赛在犯规后持续5秒钟。如果不存在任何
优势，则主裁判可以判罚由被冒犯的球队在犯规发生
的地方发射任意球。如果先前犯规的球队在第一次犯
规后持续的5秒内再次犯规，则会获罚由对手球队从
最有利的位置发射任意球。如果持球球员在享受优势
规则期间做出技术犯规或非技术犯规，则应改回在对
方第一次犯规的位置发射任意球。 

 

如果持球球员在享受优势规则期间犯规并收到黄牌或
红牌警告，则该球员将失去所能享有的优势。该球员
将收到一张黄牌或红牌警告。重新开始比赛时，应在
黄牌或红牌警告发生的位置，在代表两个球队的两名
球员之间掷球，以恢复比赛。 

 

如果犯规发生在13米线内，除罚点球外，主裁判须
判罚由对方在犯规发生地点对面的13米线发射任意
球。如果有必要，可以对犯规者采取纪律处分，在
任何情况下，主裁判应在下一次比赛休息时将情况
告知犯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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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开始 

在比赛开始和下半场比赛开始时，由主裁判吹哨，并
在双方各出的两名（即总共四名）中场球员之间掷球，
以宣布开赛。其余球员均须在45米线后方，并分别处
于各自的攻击和防御位置。 

 

 

球在赛场中 

1. 当主裁判发出开始比赛的信号后，球一旦被掷或
被踢，便说明球已在赛场中。 

 

2. 除了出现整个球越过球门线、底线、边线或当主裁
判发出暂停信号的情形之外，应视为球一直在赛场
中。 

 

3. 如果球撞到主裁判，在一般情况下，应判掷球。但是，
若之前持球的球队在主裁判被球撞到后重新持球，则
主裁判应允许比赛继续进行。如果任意球撞到主裁判，
则应重踢该任意球。 

 

4. 对于已耽搁的时间或踢任意球所花的时间，主裁判
必须在每个半场做相应的补时。如果主裁判表示，
某任意球为该半场的最后一个球，则仅当该任意球
直接进球或被防守队员挡至横梁下或横梁上时才能
得分。 

 

5. 当球被双方同时击中并越过底线时，应被视为偏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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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不在场 

1. 当整个球越过球场边界线时，球即已不在场上了。 
 

2. 当球撞到任何一个旗帜，则球即已不在场上了。当
球撞到角球区旗帜或边线旗，则是边线球。 

 
 

得分 

1. 当球被进攻队员用身体的任何部位踢、弹、以拳击
打、以掌击打并在飞行中越入得分线时便可得分，
但抱着球越过得分线或将球抛入得分线的除外。 

 

2. 如果球员直接用拳或掌从手上将球击入球门线，则不
算进球。 

 

3. 任何持球球员在跌倒或被撞倒在地时，可在地上用
拳或掌将球打开，并可由此得分。 

4. 如果防守队员以任何方式将球送入得分区，则应算
作得分。 

5. 如果进攻队员抱着球越过球门线或将球抛入球门线， 
则不算进球。 

6. 当球击中立柱或横杆，并反弹回球场时，则认为球
仍在赛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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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一名进攻球员位于“小长方形”禁区内且球从上
方越过横梁时，只要未干扰防守，且球不在任何球
员的接触范围内，则允许得一个点数。 

 

8. 若球高过立柱，则无法得点——球必须在立柱之间
才可得点数。 

 

9. 如果加时赛后需互射点球，则须按主裁判指示，在2
5米处进行，位置应在2个杆之间，但14周岁以下年
龄组及更小年龄组的须在20米线处进行。每队将踢5
次点球并按结果计点数。如果每队踢完5个点球后仍
为平局，则启用“突然死亡”程序，由球队中的其
余球员继续踢点球，直至分出胜负。只有在加时赛
结束时仍在场上的球员才有资格踢点球。球员凡在
加时赛结束前被判暂时离场或被罚下场的，便没有
资格参加点球互射。球必须在直接越过横梁后，或
接触并越过横梁后，或接触立柱再越过横梁后，才
可以算作得一点。 

 

如果球在球门前落地然后弹起再越过横梁，则不算得
点。 

 

任何球员若在踢点球时越过了25米线的标记，便会
被禁止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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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裁判应将两队的点球点数与加时赛结束时的分数分
别相加，以获得最后分数。 

加时赛每场为10分钟。 

 

 

暂时离场 

“暂时离场”规则适用于14周岁以下年龄组及更大年龄组的
所有级别。  

当球员收到第一次黄牌警告时，会被记名，并被罚暂时
离场。如果比赛总长为1小时，则该暂时离场时间为比赛
时间的10分钟。被罚暂时离场者可以与同队的替补队员
坐在一起。 

 

对于14周岁以下年龄组及更大年龄组的球队，如果比赛一
个半场的时间少于30分钟，则该暂时离场时间为比赛时间
的5分钟。如果因加时赛而致使总赛时超过1小时，则为方
便实施起见，暂时离场时间仍统一定为5分钟。 

 

如果比赛一个半场的时间为15分钟或更短，则暂时离场时间
为3分钟。 

 

被罚暂时离场的球员可在比赛期间的3、5或10分钟的被
罚时间过后重新出场入赛，但须先获得主裁判或指定官
员的同意。 

“暂时离场”的持续时间以“正常比赛时间”为基础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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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规 

在确定三种犯规类别时，即普通犯规、黄牌警告和红牌警
告，最关键的因素是犯规者的意图。 

红牌警告 

1. 当球员出现以下犯规行为时，将被判罚让对方球队
赢得一次任意球机会，而犯规的球员则会被出示红
牌，并在比赛期间被罚离球场，包括加时赛及点球
大战(如适用)。 

 

(a) 用手、拳头、胳膊、肘、头、膝关节或物体击打
对手或同事或做出击打动作 

(b) 踢对手或同事 

(c) 对比赛官员进行攻击威胁，使用辱骂语言或
干扰其工作 

 

(d) 故意冲撞对手、同事或官员，包括正面冲
撞或跳起冲撞 

(e) 故意高姿截球 

(f) 故意铲球犯规 

(g) 向对手、同事或官员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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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故意拉对手或同事的头发 

(i) 咬对手或同事 

(j) 踩在对手或同事身上 

(k) 对对手、同事、导师、比赛官员或观众使用种
族主义、宗派或歧视同性恋类的语言或手势 

 

(l) 煽动同事或对手在球场上引起或参与任何类型的
打架斗殴。 

黄牌警告——暂时离场 

2. 对于14周岁以下年龄组及更大年龄组的球队，当
球员出现下列犯规行为时，将被判罚让对方球队
赢得一次任意球机会，犯规球员将被记名并出示
黄牌，同时被罚暂时离场。 

如果该球员重返球场后再次出现下述应注意的犯规行
为，便会被出示第二张黄牌，接着被出示红牌，并被
罚离场，不得再参加本次比赛，包括加时赛和点球大
战(如适用)。 

 

在任何比赛中，若参赛者为13周岁以下年龄组及更
小的年龄组，则不适用“暂时离场”规则。 

在由13周岁以下年龄组及更小年龄组进行的比赛中，当
球员出现下列犯规行为时会被出示黄牌，当再次出现此
类应注意的犯规行为时，便会被出示第二张黄牌，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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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出示红牌，并将被罚离场，不得再参加本次比赛，
包括加时赛或可能的点球大战。 

(a) 故意用手或脚往下拉或绊倒 

(b) 高姿截球 

(c) 用肩膀冲撞对手上半身 
 

(d) 向对手或同事进行威胁或使用辱骂性语言或手
势 

 

(e) 在对手即将从自己的手上踢球时，用球鞋阻挡或
试图阻挡 

(f) 铲球犯规 

(g) 当对方球员即将把球捡起时，故意将球踢开 
 

(h) 让拳头与对手的身体接触，致使其失球 
 

(i) 反对或质疑比赛官员的权威 

(j) 持续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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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假装受伤或假摔，以获得任意球/点球机会，或
让对手被警告或被罚下场。 

 

3. 当球员出现下列犯规行为时，将被罚让对方球队赢
得一次任意球的机会。重复此类犯规行为将构成黄
牌警告，并将按上文第2条所述予以处罚。 

(a) 推或抓住对手 

(b) 让自己的手与对手的身体接触，致使其失球 
 

(c) 第三方铲球，包括挡住对手的身体 

(d) 妨碍对手 

(e) 在另一名球员即将捡起球时俯冲踢球 
 

(f) 持球球员以肘部外突 

(g) 从正面推其她球员 

(h) 以大力将对手手臂向下切压 

(i) 通过口头或身体动作激怒或恐吓球员 

(j) 阻碍对手从地上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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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拉对手的球衣 

(l) 故意延迟踢球门球或任意球 

(m) 故意不向后移动，以此阻碍球员踢边球或任意
球 

 

(n) 当未持球一方获得任意球机会时，持球者将球踢
开 

 

(o) 当未持球一方获得任意球机会时，持球者不松手
放球 

(p) 使用粗言秽语或不当语言 

(q) 通过上下跳跃、挥手、拍手或任何其他肢体或言
语方式干扰正要踢任意球的球员，从而分散其注
意力。若当进攻方在对手的球门区获得13米线处
的任意球时发生该犯规行为，则应被罚点球。球
员可将双手竖直抬起。 

(r) 向对手冲撞 

4. 技术犯规 

(a) 过度带球 

(b) 扔球 

(c) 躺在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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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当不处于站立位置时将球从地面捡起 
 

(e) 躺于地面时将球带到自己手里 
 

(f) 连续多次将球换手 
 

(g) 接球后，连续运球多次 

(h) 在没有明显击打动作时用手传球 

(i) 用手将球向上传，在球触地之前或在另一位球员
触碰球之前，将球抓住。 

 

 
任意球 

1. 大多数违反比赛规则的判罚结果都是任意球。例外情
况——出现以下情况时改判为掷球：有报复行为；同
时犯规；故意针对对方快发任意球；持续违反任意球
规则。 

 

2. 一旦主裁判吹哨示意踢任意球，球员就可以在主裁
判所指示的位置从手上或地上将球踢出。但是，良
好的做法是允许留出最多4米的距离，以便快速发出
任意球，并防止或帮助克服“不惜代价犯规综合
症”。如果从不正确的位置踢了任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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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应从主裁判指示的位置重新踢。若持续违反此规则，
则会导致任意球被取消，并改为在两队各出的一名球
员间掷球，且其余球员均应离所掷球13米。 

 

3. 对于14周岁以下年龄组,在45米线处的任意球可从手
上或从地面踢。对于15周岁以下年龄组及更大年龄
组的球队，则必须从地上踢。 

 

从地上踢45米球时，若球直接越过横梁或在防守队员
碰触后越过横梁，则得两点。 

 

如果踢45米球的球员出现踢球失误，例如，在踢之
前球不是静止的，或从不正确的位置踢球等等， 
则应重新踢45米球。如球员出现两次踢球失误，则
须判掷球。 

 

如果对方球员对45米球犯规，在正规尺寸的球场上，
应将该45米球前移13米，让球员以更有利的位置踢球。 

 

在这种情况下，若球是从地上踢的，当球直接越过横梁，
或由防守方触碰后越过横梁时，则应计为2点。计分裁判
应挥动白旗，同时举起另一只手指向正上方，便可表示得
2点。 

 

如果获45米球机会的球队成员以任何方式再次踢球，
并且球越过了横梁，则应再计1点。如果射门，则应
计射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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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球员可以选择从手上或从地上踢所有类型的任意
球。 

 

5. 在所有级别的比赛中，点球都必须从地上踢。 
 

6. 从地上踢任意球、边球和45米球之前，球应静止不动，
如果违反该规定，则需重踢。但若持续违反该规则，
则会导致任意球被取消，并以掷球的方式恢复比赛。 

 

7. 发生犯规时，主裁判可允许比赛在犯规后持续5秒钟，
前提是其认为这样做对被冒犯的球队是有优势的。 

 

8. 为了确保比赛的连续性，所有任意球(除点球和13米
任意球外)均可快发。在适用优势规则的前提下，主
裁判可以允许最多4米的距离，以实现任意球的快发。 

 

9. 踢任意球或边球时，所有对方球员必须离球13米。 
 

10. 如果快发任意球的球员为了获得某种优势，做出故
意针对一名对手球员的动作，则该球员会被取消任
意球，并改为在代表两队的两名球员之间掷球。 

 

11. 当一方球员在踢任意球、边球或45米球时，若有对
方球员站在离球小于13米的位置，或以违规方式冲
撞正在踢任意球或边球的球员，则需判罚让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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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着违规方的球门前移13米的地方踢任意球。 
 

12. 如果赢得任意球的球员将球传给了一名离球少于13
米的队友，则对方球队将在接球者所在位置获得一
次任意球的机会。 

 

13. 一名球员踢了任意球后，除非球从横梁或立柱弹回，
否则，在另一位球员触球之前，该球员便不能再触
碰球。如果该球员违规触球，主裁判应判罚让对方
球队在犯规发生的地方踢任意球。如果犯规发生在
13米线内，则任意球须在犯规发生地点对面的13米
线罚出。 

 

14. 当一名球员踢球后，如果遭到其她球员的犯规对待； 

(a) 则她将在球落地的位置获得一次任意球的机会。 

(b) 如果她的球已得分，则应保留该分数。 

(c) 如果球越过底线，或落在13米线内，则她将在球
落地或越过底线处对面的13米线获得一次任意球
的机会。 

 

(d) 如果球越过边线，则她将在球越过边线的位置获
得一次任意球的机会。 

 

(e) 如果球越过了13米线和底线之间的边线，则她将
在该13米线处获得一次任意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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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果双方各有一名球员同时犯规，主裁判须将球掷在
代表双方的两名球员上空。剩余球员均应离开掷球点
13米。 

 

16. 一经主裁判判罚任意球，球员在踢任意球之前，如果
获得任意球的球队中有球员为了报复而犯规，则任意
球将被取消，由主裁判在球员最初犯规的地方，将球
掷到代表两支球队的两名球员上空复赛。 

 

17. 如果球员对主裁判判给对方球队任意球的决定表示异
议，则主裁判应宣判，将踢任意球的位置朝更有利的
方向移动13米，直至13米线。如果原来踢任意球的位
置靠近边线，且在13米线上或以内，则主裁判应将球
置于13米线上，并朝更靠近球门中心的方向移动13米。 

 

 

点球 

1. 在下列情况下，应判罚点球： 

(a) 防守方在球门前的小长方形内做出任何犯规行为。 

b)防守方在大长方形内对进攻方做出的侵人犯规。 

(c)如果在大长方形内的进攻球员已将手放在球上，
而防守球员在此时踢球，即使其球鞋并未碰触进攻
球员的手，主裁判也应判罚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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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防守球员直接在球门前以违规的方式冲幢正在踢
13米任意球的球员，则会被罚点球。 

 

3. 踢点球的位置是球门正前方的11米处，点球应从
地上踢出。除守门员外，其余球员均应位于20米
线外。 

 

4. 守门员可以沿着其球门线移动，但在球被踢之前，不
能越出球门线。 

 

5. 如果守门员在球被踢之前越出了球门线，则当球射
偏，或她将球挡出，或将球碰起并越过横梁时，应
重新罚点球。 

 

6. 只有穿着独特球衣的球员才享有守门员的权利和特
权。 

 

 

长方形禁区 

1. 在比赛中，如果一名进攻球员在球进入小禁区前已
经位于小禁区内，且并非所有球员都无法触及球，
则防守队员将获得一次在小禁区内的任意球机会。 

 

2. 如果在球进入小禁区之后，进攻球员在不犯规的情
况下也进入了小禁区，但球接着离开了小禁区，并
在进攻球员有时间离开前又返回小禁区，则只要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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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球员不打球、踢球或干预防守，就应被视为没
有犯规。 

 

 

球门球 

1. 在所有比赛中，射门得分或射偏后，应在球门正前
方的20米线处从手上或地上踢球门球。除踢球者及
守门员之外，其余球员均须在20米线以外，并须在
球被踢之前距离球至少13米。 

 

2. 球必须先越过20米线，然后另一名球员才可以触碰球。
如一名球员犯规，则对方球队将获得在犯规位置对面
的20米线上罚任意球的机会。 

 

3. 若球员决定从地上踢球门球，便可选择使用球座。 
 

4. 如果主裁判认为球员从错误位置踢了球门球，则该球
员应在主裁判指示的位置重新踢。若持续违反此规则，
则会导致球门球被取消，并改为由两队各出一名球员
站在20米线处，然后在这两名球员间掷球。其余所有
球员均须位于距离掷球点13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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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裁判 

1. 主裁判应穿专门的运动衣。 

2. 主裁判应配备：口哨，表，硬币，铅笔/钢笔，笔记
本，铅笔磨刀器，红牌和黄牌。 

3. 主裁判必须： 

(a) 准时到达球场。 

(b) 全面了解盖尔女式足球的规则。 

(c) 身体和精神健康。 

(d) 公平、勇敢。 

(e) 清晰传达所做的决定。 

(f) 定期与计分裁判和边线裁判一起进行讨论。 

(g) 运用常识。 

4. 除《比赛规则》所述的职责和权力外，主裁判的
其它职责和权力应是： 

 

(a) 保护在比赛中遵守规则的球员，并惩罚违反规则
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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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比赛开始前，签署并向对方团队提供一份团队
名单副本。若未收到名单，则应向主管委员会报
告。 

 

(c) 查看球员的穿着是否得当，并做出相应的情况
报告。 

 

(d) 当球队队长或官员提出要求时，应取得正式名
单上任何球员和任何替补的签名、地址和所属
俱乐部。 

(e) 允许得分，或不允许得分。 

(f) 在必要时，咨询计分裁判、边线裁判或第四裁判
的意见，并在上述官员提前退场的情况下任命替
换者。 

 

(g) 处理未经授权者擅自入场等事宜。 
 

(h) 将干扰比赛进程的任何球员或官员的姓名记录下
来。 

 

(i) 主裁判须决定，球场是否适合进行球赛，是否因
太黑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应终止比赛。 

 

(j) 主裁判不能对比赛作出裁决，但可以根据要求
给出最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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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基于换替补上场及向球员发出黄牌或红牌警告所花
的时间，做出补时安排。但是，当出现纪律问题时，
应在事故发生后的48小时内将事故情况转发给相关
的CODA。 

 

5. 当一名（或多名）球员或球队拒绝继续进行比赛时，
主裁判应给予球队队长约三分钟时间，以确定球队的
最终意图。 

 

6. 如果球队仍然拒绝比赛，任何愿意继续比赛的
球员都应将自己的姓名告知主裁判。 

 

7. 上报受伤球员的姓名和受伤的性质。 
 

8. 主裁判须严肃对待侵人犯规。当球员的行为粗野或构
成危险时，则须视乎犯规的严重程度向球员发出警告
或罚下场。 

 

9. 主裁判有权推翻边裁或计分裁判的决定。 
 

10. 如果球队未能/无法参与比赛，主裁判应确保在场
的球队有11名球员，并获得队员名单。 

 

11. 比赛结束后，主裁判应将队员名单和比赛各方面的
详细报告提交给负责的委员会。 



《LGFA比赛规则2022》 31 

 

 

计分裁判和边裁 

1. 计分裁判和边裁应以团队的形式与主裁判合作，并
提请主裁判注意任何可能会被忽略的情况。计分裁
判和边裁有权对可能发生的任何事件采取纠正措施，
并对任何不持球犯规的球员发出警告。 

 

 

第四裁判 

1. 第四裁判位于球场中线的边线沿线。第四裁判可由县
委会、省议会或中央委员会或其小组委员会任命。 

第四裁判的职责是： 

(a) 接收换替补的文件，确保上面给出了替补队员或
临时替补队员的姓名和编号，以及被替补或更换
的队员的姓名和编号。 

 

(b) 记录比赛期间发生的所有替补和临时替补，并将
其报告给主裁判，以便纳入比赛报告中。 

 

(c) 以电子或手牌方式显示被替补球员的编号。 

(d) 记录被罚暂时离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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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针对未持球球员的犯规事件或有争议的得分情
况（球落在立柱内或外），向主裁判或边裁提
供意见。 

 

(f) 防止任何未经授权的人员擅自走近边线。 
 

(g) 在比赛中断时，向主裁判报告团队官员
或替补人员的任何滥用行为 

 

(h) 在离开赛场前，按规定向主裁判做出报告，并由
主裁判将该等报告纳入有关比赛期间违反边线规
则的总报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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