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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ripGateway APP 等使用章程 

 

第 1 条（章程的适用等） 

乐天通讯株式会社（下称“本公司”。）提供的手机用 APP（下称“本 APP”。）以及通过互

联网提供的 Web 浏览器“J-TripGateway”（与“本 APP”并称为“本 APP 等”。）的用户必

须事先同意本使用章程（下称“本章程”。）。 

2 本公司可能会变更本章程规定的本 APP 等的提供条件。此时，费用及其他提供条件以变

更后的章程为准。 

 

第 2 条（本 APP 等的内容） 

本 APP 等应作为基于本公司另行制定的、J-TripGateway 服务使用章程所提供的 J-

TripGateway 服务（下称“主服务”。）的随附服务予以提供。 

2 本 APP 等是可应用于拥有介绍日本国内旅游胜地等的功能以及主服务规定的充值功能(下

称“充值功能”。)的手机终端用 APP（只要是搭载了 Android OS 或 iOS 的手机终端便可使

用的 APP。可使用的 OS 的版本可在各自 OS 的 APP 用商店内加以确认。）或通过互联网，

作为所使用的 Web 浏览器予以提供。 

3 关于本 APP 等，本公司可能会在未事先通知用户的情况下进行变更。 

4 用户在使用本 APP 前，必须在手机内安装本 APP。 

5 用户必须随时确保本 APP 为最新版本。此外，用户为了更新本 APP，所使用的数据通信

的使用费应由用户承担。 

6 为了开始使用本 APP 等，用户必须创建属于自己的账号。 

 

第 3 条（充值功能） 

关于通过本 APP 等的主服务充值功能的使用，以主服务的使用章程的规定为准。 

2 在进行主服务的使用章程规定的有偿充值操作后，只有在经过用户指定的信用卡公司的审

查，并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本公司会立即进行充值，予以结算。 

3 如果使用了充值功能，由本公司进行结算，无论以任何理由，本公司都将不予以退款。 

 

第 4 条（停用等） 

关于本 APP 等的停用，只有在用户办理账号注销手续后，才能停用。此外，注销的账号

以及与账号相关的充值无法恢复。 

2 在进行主服务的章程规定的有偿充值时，即使用户无法使用指定的信用卡进行结算，也不

得立即停止本 APP 等的使用。但是，如果信用卡公司或本公司认为用户的行为属于第 6 条

的禁止事项，则不在此限。 

3 为了保养、维护本 APP 等，本公司可能会暂时停止 APP 的提供或升级。此外，在发生自

然灾害等紧急情况时，本公司可能会停止通过本 APP 等提供充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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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条（本 APP 等的废除） 

本公司可能会废除本章程规定的本 APP 等的提供。 

2 如果本公司根据前项规定，废除了本 APP 等的提供，即使对签约方造成损失，也将不承担

任何责任。 

 

第 6 条（禁止事项） 

用户不得使用本 APP 等进行以下行为。 

（1）擅自让手机终端用户下载或使用本 APP 等 

（2）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强行要求他人将本 APP 下载到终端 

（3）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用户将本 APP 等用于没有使用权限的终端的使用与管理 

（4）同意第三方使用本 APP 等 

（5）采取侵害关于本 APP 等所使用的本公司或第三方的著作权、商标权及其他一切权

利的行为或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行为 

（6）逆向工程、反编译或反向组译、修正、翻译、其他改造行为 

（7）对通过本 APP 等连接的伺服器或网络造成妨碍或干扰 

（8）非法使用本 APP 等或允许他人使用 

（9）非法利用用户本人以外的姓名及其他信息的行为 

（10）侵害本公司或他人的工业产权（专利权、商标权等）、著作权、企业机密等知识产

权的行为 

（11）侵害本公司或他人的信用或名誉或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肖像权及其他一切权利的行

为 

（12）将本 APP 等用于商业目的行为（但是，本公司另行规定的情况除外） 

（13）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的行为 

（14）采取违反本条规定或违反本章程的行为 

（15）其他本公司判断不适合的内容或行为 

2 如果用户从本 APP 等转为本公司或第三方的 Web 网站或其他 APP（下称“Web 网站

等”。），应遵循该 Web 网站等的使用章程，即使与该 Web 网站等管理者或所有人产生问题，

本公司不得干涉。但是，该 Web 网站等的管理者或所有人为本公司的情况除外。 

 

第 7 条（知识产权） 

关于本 APP 等，本公司或同意本公司使用的第三方拥有该著作权以及商标权等知识产权，

此外，在本 APP 等显示的图片、插图等是在提供方允许的情况下使用的资料，用户不得采取

侵权行为（擅自转载、复印、出售、向公众宣布是自己的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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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条（责任限制） 

关于本 APP 等的完整性、正确性以及本 APP 等针对用户特定目的的适用性，本公司不

做任何保证，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2 关于本 APP 等的使用，本公司不做任何保证，即使在无法使用本 APP 等或无法使用部分

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主服务的问题、Web 网站等的服务问题以及故障。）的情况下，本公司

概不负责。此外，关于因主服务无法使用，从而导致本 APP 等无法使用的情况，以主服务

的使用章程规定为准。 

3 关于因本 APP 等的使用而造成的用户损失或损害以及用户与第三方的纠纷、事故等，本

公司概不负责。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安装本 APP 的手机终端的故障、问题 

（2）手机终端内的个人信息或数据的丢失及泄漏 

（3）手机终端的位置信息的泄漏 

（4）通过本 APP 等购买或取得的商品或服务的内容、数量、性质、可否使用用户的手机

终端 

（5）通过本 APP 等进行的交易或约定的履行可能性 

（6）因用户操作（包括误操作）而造成的一切损失 

（7）通过本 APP 等的个人信息接收而造成的一切损失 

 

第 9 条（损失赔偿） 

除了主服务的章程或本章程规定的情况外，关于因本 APP 等使用而对用户或第三方造成

的损失，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第 10 条（信息发送） 

本公司会在手机终端上以推送通知的方式显示对用户使用本 APP 有用的信息（包括本公

司或第三方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相关广告，与本 APP 相关的信息，下称“通知等”。）。 

2 包括前项的情况在内，本公司可向用户注册的电子邮箱地址发送与本 APP 等或主服务应

用相关的信息。 

3 除了前项的情况以外，本公司可能会向用户注册的电子邮箱地址发送本公司提供的其他服

务信息。 

 

第 11 条（用户信息处理） 

本公司按照另行公布的隐私权方针，处理用户的个人信息。 

2 为了使用本 APP 等，关于由本公司获得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手机邮箱

地址、国籍、护照号码、其他与联系方式相关的信息、出生日期、性别、信用卡信息，用户

的管理、通过本 APP 等的提供以及主服务的提供、第 10 条规定的信息发送、有偿充值费

用的请款以及使用状况的分析，将其用于本 APP 等质量提升，用户应予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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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获得用户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会对用户的手机设备上的浏览器历史记录及书签、手机

设备上安装的所有应用及其启动情况、GPS 位置信息等进行采集。用户可随时撤销授予本

公司的信息使用许可。此情况下的使用目的为以下条目。 

 （1）改善本应用使用体验、提升服务质量 

（2）分析统计数据，将分析结果运用于营销工作 

（3）向第三方出售分析结果。  

4 上一项第 3 条所列出的向第三方提供信息的方式如下所示。 

 （1）信息收集模块（本应用中包含的功能）。我们会向模块的提供方企业提供本公司获取的

个人信息。具体方式为，向提供方企业的服务器传输加密信息。 

 （2）本公司会对分析结果进行处理，然后向业务合作伙伴提供无法用于识别个人身份的信

息。 

第 12 条（准据法以及协议管辖法院） 

本章程的准据法为日本法。此外，关于用户与本公司之间就本章程产生的一切纠纷，均以

东京地方法院作为一审专属协议管辖法院。 

 

第 13 条（优先语言） 

尽管将本章程翻译成其他语言，但本章程的正本为日语版本，优先于其他语言。 

 

附则 

（实施日期） 

本章程从 2018 年 1 月 22 日开始实施。 

 

（实施日期） 

本修正规定从 2018 年 7 月 6 日开始实施。 

 

（实施日期） 

本修正规定从 2019 年 3 月 18 日开始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