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遊條款
※ 申請前請務必閱讀。

1. 國內團體旅遊 旅遊條件
1. YOKOSO Japan Tour 網站中的旅遊產品，

商標為 Club Tourism 株式會社，

商標為近

畿日本旅行個人旅行株式會社(以下兩間公司簡稱為「本公司」)負責策劃，統籌及營運。
2. 旅遊條件除了以下條件之外，還須
依照不同路線相應的條件、旅行指南、確認文檔以及本公司的旅遊行業條款（團體旅遊契約的部分）。對於未
明確規定的事項，遵從法律及一般習俗。

2. 旅遊的申請方法及契約的成立
1. 本公司通過互聯網受理旅遊契約的預約。
2. 旅遊費用，請於旅遊開始日的前一天開始計算的第 21 天﹙一日遊的情況第 11 天﹚前全額付清。
3. 未滿 15 歲需監護人同行。15 歲以上未滿 20 歲單獨參加的，需提交監護人出具的同意書。
4. 旅遊契約在本公司承諾簽訂契約並收取一部分或全額旅遊費用後成立。又、本公司收取團體代表者（代理者）
的部分或全部旅遊費用後，與團體全體成員的旅遊契約成立。
※ 本公司合作信用卡公司（以下簡稱「合作公司」）的持卡人（以下簡稱「會員」），在本公司受理部分旅遊
費用（申請費）後可與我們簽訂無簽名旅遊契約，此種契約將在本公司發出承諾簽訂契約的通知後成立。但也
有本公司與合作公司的加盟契約不包含無簽名處理特約、或由於業務上的理由等的不能受理的情況。
※ 申請通訊契約時，會員需向本公司提供希望參加的團體旅遊的名稱、出發日，及信用卡名、卡號、信用卡有
效期等。
※ 通訊契約中的「信用卡利用日」即會員與本公司基於旅遊契約應當支付或退還旅遊費用的日子。前者為契約
成立之日，後者則為提出解除契約申請之日。
5. 在參加旅遊時，如果您需要特別的照顧，請在申請時提出。在不超出對全體參加者提供平等服務範圍的基礎上，
我們將盡可能地提供幫助。但是如果根據旅客的申請需採取特別措施，費用由旅客負擔。
6. 申請時旅遊日程、住宿、交通設施的名稱尚未確定時，旅行開始日之前將會發出記載有決定內容的確定文檔。
但是在旅行開始日的 7 天內申請的情況，可能將在旅行開始當日告之確定日程。期間如有咨詢，將根據進展情
況進行說明（住宿計劃除外）。

3. 旅遊費用所包括的內容
旅遊日程中明確指出的交通、住宿、就餐、入場觀光等費用及消費稅等各種稅。
※上述各種費用，如因旅客的原因有部分未被使用也將不做退還。

4. 旅遊費用不包括的內容
旅遊日程中没有記載的交通費、就餐費、門票，旅遊中個人的各類費用（電話、乾洗、飲料等）及自選行程的費用。

5. 旅遊契約內容、旅遊費用的變更
如發生自然災害、戰亂、暴動、交通或住宿設施等中止提供服務、政府命令或因其他不可抗拒因素導致的無法按原
定計劃提供服務的情況，將變更旅遊契約內容，並隨之變更旅遊費用。如因顯著的經濟形勢變動導致交通運輸部門
的運輸費用等大幅超過一般預算時，也將相應變更旅遊費用。增額的情況將至少在旅行開始日的前一天開始計算的
15 天前予以通知。

6. 旅客的變更
旅客在得到本公司的同意後，可將契約上的位置出讓給第三方。此時，需支付變更費用。

7. 旅遊開始前由旅客提出解除旅遊契約及退款
1. 旅客在支付如下規定的取消費用後，即能與我公司解除旅遊契約。
國內旅遊
(巴士旅遊除外)

含住宿
巴士旅遊

一日
巴士旅遊

第 20 天〜第 15 天

20%

-

-

第 14 天〜第 11 天

20%

20%

-

第 10 天〜第 8 天

20%

20%

20%

取消日區別

旅遊開始日的前
一天開始計算

第 7 天〜第 2 天

30%

前一天

40%

當天

50%

旅遊開始後或無聯絡缺席

100%

旅遊開始日的

※上述%為占旅遊費用的百分比。
※取消日以旅客在本公司的營業日、營業時間內提出申請為基準。
※「夜行一日游」作為「一日遊」處理。
※如有預定包船的情況，則需根據該船舶規定支付取消費用。
※住宿計劃以旅遊開始後旅遊手冊上記載的登記時間為基準。

2. 如發生以下情況，旅客在旅遊開始前可不支付取消費用解除旅遊契約。已支付的旅遊費用將在契約解除日的次日
開始計算的 7 天內全辦理額退還手續。
•

契約內容發生變更。但是變更內容僅限於根據旅程保證第 13 項規定的「需支付變更補償的變更」的重要事項。

•

按照第 5 項的規定增加了旅遊費用。

•

本公司在旅遊開始前一日還未發送確認文檔（住宿計劃除外）。

•

因本公司原因導致無法按原定旅遊日程實施旅遊。

8. 旅遊開始前由本公司提出解除旅遊契約及退款
1. 如旅客在本公司所規定的期限內未支付旅遊費用的話，本公司將解除旅遊契約。此時，客戶需支付前項所定的
相應金額的違約金。
2. 當參加人數未達到旅遊所必須的最少人數時，有可能會中止旅遊活動。此時，將在旅遊開始日的 14 天（一日遊
的情況為 4 天）前發出中止旅遊通知。所有已收取的費用將全額退還，並解除該旅遊契約。

9. 旅遊開始後的解除旅遊契約及退款
1. 由客戶提出解約及退款

o

視作主動放棄權利，將不予退款。

o

非旅客原因導致旅客未能按最終日程表享受到旅遊服務的，可解除該部分的契約。此時，本公司將向旅客退還
該部分的旅遊費用。

2. 由本公司提出解約及退款
o

如發生以下情況，本公司可解除旅遊契約，並將在旅遊結束日的次日開始計算的 30 天內辦理退還旅客旅遊費用
中未享受到服務的部分的差額手續。
旅客因生病或其他原因無法繼續旅遊的。

o

旅客不聽從由導遊或其他工作人員為了旅遊安全順利而發佈的本公司指示，或對其他旅客施暴、威脅等造成麻
煩，擾亂團體活動的紀律，阻礙旅遊安全順利實施的情況。

o

自然災害、戰亂、暴動、交通或住宿設施中止提供服務、政府命令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導致的旅遊無法繼續的
情況。

10. 本公司的責任
1. 本公司在履行旅遊契約時，如發生因本公司或安排代理者的故意或過失給旅客帶來了損失的情況，本公司將承
擔賠償旅客損失的責任。但時間限定為自損失發生的次日開始計算的 2 年以內。
2. 對於行李損失的賠償，須在自損失發生的次日開始計算的 14 天以內通知我公司，並且有每人 15 萬日元的限額
（本公司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除外）。

11. 旅客的責任
因旅客的故意或過失造成本公司損失的情況，將向旅客提出賠償。旅客請務必充分閱讀並理解本公司提供的各種資
訊、契約文檔上所記載的旅遊者的權利和義務及其他旅遊契約的內容。旅遊開始後，旅客如果認為契約文檔上所記
載的旅遊服務內容等與實際情況不符，請儘快在目的地與本公司或旅遊服務提供者提出。

12. 特別補償
如旅客在旅遊過程中遇到本公司旅遊行業條款特別補償規程中規定的、偶然急劇的外來傷害事故，則不論是否是本
公司責任，都將根據旅客的生命財產受損害程度，予以一定數額的死亡補償金、傷殘後遺症補償金、住院慰問金、
門診慰問金及攜帶物品損失補償金。其中，不包括以下情況。
- 發生細菌性食物中毒。
- 無本公司安排提供旅遊服務之日旅客所受的損失。

13. 旅程保證
1. 本公司若發生如下表「需支付變更補償的變更」所記的契約內容的重要變更，則將在旅遊結束日的次日開始計
算的 30 天以內辦理支付變更補償金手續，金額為旅遊費用乘以下表右欄的百分比。但是，不論交通、住宿設施
服務與否，除預約過剩的情況外，以下的變更不予補償。
o

Ⅰ以下事由導致的變更
(a) 自然災害 (b) 戰亂 (c) 暴動 (d) 政府命令 (e) 交通、住宿設施等中止提供旅遊服務 (f) 提供不在計劃中的
交通運輸服務 (g) 為確保旅遊參加者生命安全而採取的必要措施

o

根據第 6、7、8 項的規定解除旅遊契約時該解除部分相關的變更

2. 本公司應支付的變更補償金額，以每人每次旅遊的旅遊費用的 15%為上限。如對個人的補償總額未滿 1,000 日
元，將不予支付。
3. 如能得到旅客的同意，公司將以提供同等價值以上的物品或旅遊服務來替代支付變更補償金。
4. 本公司根據本項的規定支付了變更補償金之後，如果明確了該變更基於第 9 項規定的責任，本公司將支付應支
付損失賠償金與已支付的變更補償金之間的差額。

每 1 件的比率(%)
需支付變更補償的變更
旅遊開始前

旅遊開始後

1. 旅遊開始日或結束日的變更

1.5

3.0

2. 入場的觀光地或旅遊設施（含餐館）
及其他的旅遊目的地的變更

1.0

2.0

3. 交通設施的等級或配備降級
(僅限於變更後等級和配備的費用總額降低的情況。)

1.0

2.0

4. 交通設施的種類或公司名的變更

1.0

2.0

5. 契約文檔上所記載的國內旅遊出發地的機場、
旅遊結束地的機場不同的航班的變更

1.0

2.0

6. 住宿設施種類或名稱的變更

1.0

2.0

7. 住宿設施的客房種類、配備、景觀或其他客房條件的變更

1.0

2.0

8. 在前面各項變更的範圍內，行程標題中有記載的事項的變更

2.5

5.0

(注 1)
「旅遊開始前」是指該變更在旅遊開始日的前一天之前通知旅客的情況，
「旅遊開始後」是指該變更在旅遊開始當天以後通知旅客的情況。
(注 2)4、6、7 中，有複數次符合的情況，按一次為一個變更處理。
(注 3)符合 8 的變更，則不採用 1 至 7 的標準，而採用 8 的補償標準。

14. 關於個人資訊的處理
1. 本公司與集團公司，對於旅客提供的個人資訊，除了用作與旅客進行聯繫外，為旅客所申請的旅遊提供交通、
住宿設施等服務安排及辦理這些服務的手續時，將在必要範圍內進行利用。
※其他
o

投遞本公司發行的《旅之友》及其他旅遊廣告資訊雜誌

o

介紹本公司及本公司合作公司的商品、服務等

o

發送電子雜誌

o

介紹本公司事業的參與計劃

o

介紹保險、旅行支票、特產、停車場、旅遊住宿設施等

o

參加旅行後的意見及調查問卷

o

製成統計資料
上述情況本公司與集團公司將利用旅客的個人資訊，萬分感謝。

2. 在本公司保有的旅客個人資料內，與集團公司共同利用旅客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郵件地址等聯絡所必須
的最小範圍的資訊。集團公司為各自的公司業務內容介紹、活動介紹、發送購買的商品等目的，將利用這些資
訊。
以上旅行條件以 2010 年 4 月 1 日現在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