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ripGateway 服务使用章程

乐天通讯株式会社（下称“本公司”
。）制定了“J-TripGateway 服务”
（下称“本服务”。
）相
关的使用章程（下称“本章程”。
）
，并按照本章程，向使用本服务的人（下称“用户”。
）提供
本服务。
第１条（本服务）
本服务是由基于手机服务商（株式会社 NTT Docomo）的电话批发服务合同条款的本公
司提供的数据 SIM 服务（下称“数据 SIM 服务”。）与介绍日本国内旅游胜地等的服务（下
称“APP 服务”。）构成。
２ 除了本章程规定的内容外，APP 服务应适用于 J-TripGatewayAPP 等使用章程。
３ 用户在申请本服务时，需要同意本章程以及 J-TripGatewayAPP 等使用章程（以下统称
为“服务章程”。）。此外，开始使用本服务的人士视为已同意服务章程。
４ 本公司无需事先获得用户同意，便可变更服务章程。此时，本服务的提供条件以变更后
的章程为准。
５ 为了使用数据 SIM 服务，用户必须登录账号，接受本公司出借的“J-TripGateway SIM”
（下称“SIM 卡”。）。此外，本服务不包括终端设备的提供。
第２条（术语）
在本章程中，以下术语的意思如下所示。
术语

术语的意思

账号

用户为了使用 APP 服务而登录，并拥有以下功能。
（１）个人信息的管理
（２）支付信息的管理
（３）各服务及各功能的管理

账号的使用期

账号的使用期从用户登录账号到办理注销手续的这段期间。

SIM 的有效期限

SIM 卡带有有效期限，与用户是否开始使用无关。有效期限附加
在 SIM 卡上。

SIM 的使用期

初始的使用期、延长的使用期从账号附属 SIM 卡的有效日开始到
自动结束。

终端设备

是指手机终端，必须是对应本公司出借的 SIM 卡大小、类别的终
端设备。

第３条（本服务的通信区域）
本服务的通信区域是手机服务商在日本国内的通信区域。
第４条（申请条件）
申请使用本服务的人士应同意以下所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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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遵守本章程的所有条款，不利用本服务采取非法行为等
（２）为了确认身份，应提交本公司要求的必要资料（目前居住在日本国外的人士需提交
日本国外的护照）
（３）遵守电波法及其他在日本国内适用的法律、规则等
（４）不属于第 26 条（反社会势力的排除）第 1 项规定的人士
２ 本公司为了加快在终端设备画面上的显示速度，可能会另行进行通信的优化。
第５条（账号）
用户在使用 APP 服务时，应根据用户的邮箱地址，创建账号。
２ 未成年人（不满 20 周岁的人士）无法创建账号。
３ 账号的创建及维护不会产生使用费。
４ 账号拥有对第 20 条规定的用户信息以及第 11 条及第 12 条规定的已充值通信容量进行综
合管理的功能。
５ 在用户办理注销手续时，账号的试用期结束。在注销手续办理过后，无论以任何理由，
该时点未使用的数据通信容量都无法分配给 SIM 卡。
６ 如果是在账号的使用期内，所使用 SIM 卡的数量、时期没有限制。
第６条（申请的批准）
本公司将前条的账号创建视为本服务的申请，在经过规定审查，并办理相关手续后，在
本公司批准的时点，合同宣告成立。
２ 如果无法创建账号，则无法退还为使用本服务而接受的 SIM 卡所需费用，也无法延长使
用期或更换新品。但是，如果本公司存在故意或严重过失，则不在此限。
第７条（SIM 卡）
用户获得本公司出借的 SIM 卡，并连接上账号后，可使用本公司提供的 J-TripGateway
服务。获取 SIM 卡所需的费用另行产生。
２ SIM 卡带有有效期限。该有效期限与 SIM 卡的使用期、账号的使用期不同。用户在获得
SIM 卡时，可确认 SIM 卡的有效期限。
３ 为了开始使用 SIM 卡，必须通过用户登录的账号办理开始使用手续。
４ 关于使用期开始的 SIM 卡，在使用期结束后，无法重新使用。
第８条（ID 及密码）
用户应承担 SIM 卡随附电话号码、密码信息（以下统称为“ID 等”。）的管理责任，不
得让第三方使用。
２ 本公司在用户行使本服务在合同上的权利时，可能会要求用户提交 ID 等。
３ 关于因 ID 等或 SIM 卡被窃用而对用户造成的损失或用户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失，本公司概
不负责。
第９条（权利等的转让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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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不得将基于本章程的接受本服务的权利以及 SIM 卡转让或出借给第三方。
２ 用户不得让第三方使用本服务，例如重新出售本服务等。
第１０条（SIM 卡的使用期）
每个 SIM 卡都带有使用期（与 SIM 卡的有效期限不同。）。使用期是将用户设定的日期
作为开始日，在第 7 天或第 8 天结束（下称“最初使用期”。）。该最初使用期由用户选择
的费用配套方案决定。
２ 尽管有前项的规定，
如果用户在最初使用期结束之前，
根据第 11 条的规定进行有偿充值，
按照第 11 条第 3 项的规定，将最终充值成立之日作为起算日，使用期可延长至第 7 天（但
是，以 SIM 卡的有效期为限度）。
３ 用户在最初使用期（如果进行了有偿充值，则为延长后的使用期）结束后，无法使用任
何 SIM 卡。
第１１条（有偿充值）
进行有偿充值的用户在该 SIM 卡的最初使用期结束之前，根据本公司规定的方法进行申
请，本公司予以批准后，会延长使用期，在该延长后的使用期结束之前，依然可以继续使用
该 SIM 卡。此外，在最初使用期结束后进行的有偿充值不会延长使用期，而是追加该 SIM 卡
的数据通信容量。
２ 为了进行有偿充值，必须支付本公司另行规定的费用。有偿充值的费用支付方法只能使
用本公司另行指定的信用卡公司发行的信用卡进行结算。
３ 关于有偿充值，在本公司批准第 1 项的申请（关于该批准，以第 6 条第 1 项的规定为准。）
后，根据信用卡公司的审查结果，在批准使用信用卡进行支付时成立。如果未通过批准，
则第１项的申请无效。
４ 如果 SIM 卡的使用期结束或本服务在 SIM 卡的使用期内被废除，本公司不会退还已经支
付的有偿充值费用。
５ 只要在最初使用期结束前，前项规定的有偿充值 1 天最多可进行 5 次。在最初使用期结
束后，即使通过有偿充值，延长了使用期，也无法进行有偿充值。
６ 在延长后的使用期过后，无法使用有偿充值。
７ 由于每张 SIM 卡都会进行有偿充值，因此在 SIM 卡的有效期限到来或最初使用期、延长
后的使用期结束时，未使用的数据通信容量无法转移到其他 SIM 卡。
第１２条（免费充值）
进行免费充值的用户可以在最初使用期内使用自己账号内的容量。免费充值是在账号内
追加数据通信容量。但是，在 SIM 卡使用期内进行的免费充值不会延长使用期，会向使用中
的 SIM 卡追加数据通信容量。
２ 免费充值以本公司另行规定的 J-TripGateway APP 等使用章程的规定为准。
３ 在免费充值中累计的数据通信容量的有效期，是从用户创建账号之日或开始使用 SIM 卡
之日中较迟一方的时间开始后的 1 年。但是，在最初使用期或延长的使用期结束后，免
费充值的有效期也将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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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如果将在免费充值中累计的数据通信容量分配给 SIM 卡，在 SIM 卡的有效期限到来或最
初使用期、延长后的使用期结束时，未使用的数据通信容量无法转移到其他 SIM 卡。
第１３条（提供的停止、合同的解除）
如果用户出现以下任意一种情况，本公司无需通知该用户，便可停止提供本服务或解除
合同。
（１）发现对本公司申报了虚假事项的
（２）违反或可能违反本章程规定的
（３）采取对用于提供本服务的设备或线路施加过大负荷的行为及其他对该设备或线路的
运用造成影响的行为的
（４）发现使用本公司指定的终端设备或符合法律规定的技术标准的终端设备以外的终端
设备，进而使用本服务的
（５）除了前号规定的情况外，采取了本公司判断会在技术方面或本公司的业务执行方面
造成影响影响的行为的
（６）本公司获悉用户是第 26 条（反社会势力的排除）第 1 项规定的人士
２ 即使因基于前项规定停止提供本服务或解除合同而导致用户遭受损失，本公司概不负责。
第１４条（提供中止）
在本公司对用于提供本服务的设备或线路进行保养或施工、线路发生故障或其他不得已
的情况下，可能会在未通知用户的情况下，中止提供本服务。
２ 即使因前项规定的中止提供本服务而导致用户遭受损失，本公司概不负责。
第１５条（用户的义务）
用户不得使用本服务，采取以下各项行为。
（１）侵害或可能侵害本公司或他人的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行为
（２）侵害或可能侵害他人财产、隐私权或肖像权的行为
（３）歧视、诽谤中伤、侮辱他人、助长对他人的歧视或破坏该名誉或信用的行为
（４）与欺诈、儿童卖淫、存款账户及手机的违法交易等犯罪有关或可能有关的行为
（５）发送或显示与猥亵、儿童色情或虐童相关的图片、视频、语音或文字等的行为、收
录并出售给媒体的行为、显示或发送会联想到相关发送、显示、销售的广告的行为
（６）与药物犯罪、限制药物等的滥用有关或可能有关的行为、宣传未批准或使用期限已
过的医药品等的行为或在互联网上出售禁止销售的医药品的行为
（７）以销售或颁布为目的，宣传属于广告限制对象的珍稀野生动植物个体等的行为
（８）未进行放贷经营的注册，擅自宣传放贷的行为
（９）开设传销（老鼠会）或诱导传销的行为
（１０）非法更改或删除保存在本公司或手机服务商设备上的信息的行为
（１１）冒充他人使用本服务的行为
（１２）发送或发布病毒等有害计算机程序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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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擅自向他人发送广告、宣传或诱导的邮件、或发送在社会常识上令他人感到厌恶
或可能导致他人感到厌恶的邮件的行为
（１４）对他人的设备等或互联网连接服务用设备的使用或运营造成影响或可能造成影响
的行为
（１５）进行违法赌博、赌钱或诱导他人参加违法赌博、赌钱的行为
（１６）承包、介绍、诱导（包括委托他人）违法行为（枪支等的转让、爆炸物品的非法
制造、儿童色情信息的提供、公文伪造、杀人、胁迫等）的行为
（１７）向公众发送杀人现象图片等残忍信息、残杀或虐待动物的图片等信息或其他在社
会常识上令他人深感厌恶的信息的行为
（１８）引诱或诱导他人自杀的行为或介绍很可能会伤及他人的自杀手段等的行为
（１９）明知该行为属于上述各号任意一种行为，却以助长该行为为目的采取的行为
（２０）助长向公众发布与犯罪或非法行为相关或可能相关的信息、非法诽谤中伤、侮辱
他人、侵害隐私权的信息的行为
（２１）为了获取自身利益，转卖本服务或 SIM 卡的行为
（２２）其他本公司判断违反公序良俗或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
２ 用户必须对本服务的使用以及结果承担一切责任。如果以因本服务的使用而导致第三方
（包括本服务的其他用户。）遭受损失为理由，该用户受到该第三方提起诉讼或其他请
求等（也包括对本公司发出请求。），应自行负责解决该请求等，费用由自身承担，不
得对本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及负担。
３ 用户只有在使用本公司指定的终端设备或符合法律规定的技术标准的终端设备时，才能
使用本服务。如果使用其他终端设备，则无法使用本服务。
４ 用户不得让第三方使用本服务或将本服务用语自身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
第１６条（本服务的使用费）
用户可以按照获得 SIM 卡时规定的计划，进行充值。此外，该使用费由本公司另行规定。
第１７条（SIM 卡）
用户获得的 SIM 卡是本公司借给用户的物品，并非转让的物品。
２ 用户在管理 SIM 卡时，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３ 用户不得让用户以外的第三方使用 SIM 卡或出借、转让、转卖 SIM 卡
４ 因用户对 SIM 卡的管理不足、使用失误、第三方的使用等造成的损失应由用户承担，本
公司概不负责。
５ 只有在因不归责于用户的事由导致 SIM 卡发生故障的情况下，由本公司承担对 SIM 卡进
行修理或更换（类别不同的 SIM 卡无法更换。下同。）的义务。
６ 用户在 SIM 卡的使用期结束后，应在本公司规定的日期前向本公司归还 SIM 卡，如果在
截止日期之前未归还 SIM 卡或 SIM 卡受损，应向本公司支付由本公司另行规定的 SIM 卡
损失赔偿金。
７ 除了在事先获得本公司同意的情况下，用户不得拆解、破坏 SIM 卡、对软件进行逆向工
程或用于作为 SIM 卡的正常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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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除了在事先获得本公司同意的情况下，用户不得将 SIM 卡带出日本国外。
第１８条（责任限制）
用户在使用本服务时，应自行承担责任。
２ 本公司在提供数据 SIM 服务的情况下，在因不归责于本公司的理由而未提供时，从本公
司得知数据 SIM 服务处于完全无法使用的状态下（包括因合同相关电信设备对所有通信
造成严重影响，处于与完全无法使用相同程度的状态下的情况。下文与该条相同。）的
时刻起算，只有在该状态持续 24 小时以上时，才赔偿用户的损失。
３ 在前项情况下，关于在本公司得知数据 SIM 服务处于完全无法使用的状态下的时刻以后
该状态的持续时间（仅限于 24 小时倍数的部分。），本公司根据 24 小时计算天数，将
对应该天数的数据 SIM 服务相关用户已经支付的费用视作已产生的损失，并赔偿相应金
额。
４ 在因本公司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导致未能提供数据 SIM 服务时，前 2 项的规定不适用。
５ 在本章程明确记述的内容以外的其他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用户承担任何义务，也不
承担任何责任。
第１９条（无保证）
关于本服务以及 SIM 卡，本公司不做适用于用户使用目的的保证，关于通信速度相关保
证，本公司不做任何保证。
２ 本服务并不保证最大通信速度，根据通信设备、用户的终端设备、配线等状况、与其他
线路的干扰、线路的逼迫状况、终端设备的所在地点等，实际可使用的通信速度可能会
降低。
３ 如果用户在一定时间内，持续产生超过本公司规定标准的通信量，并在必须确保用户之
间公平性的情况下，本公司可能会限制通信量或通信速度。
第２０条（用户信息处理）
本公司应根据“关于个人信息以及特定个人信息的处理”以及隐私权政策，对用户相关
信息（在申请时或提供本服务的过程中，本公司取得的关于用户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
邮箱地址、国籍、护照号码、关于其他联系方式的信息、出生日期、性别、信用卡信息、本
服务的提供、第 21 条规定的信息发送、有偿充值费用的请款等。下称“用户信息”。）进行
妥善处理。
２ 本公司在“关于个人信息以及特定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定的使用目的范围内处理用户信
息。
３ 本公司可在前项使用目的实施所需的范围内，向委托方委托用户信息的处理。
第２１条（信息发送）
本公司会向用户的邮箱地址发送对用户使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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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前项信息以外，本公司可能会向用户的邮箱地址发送本公司提供的其他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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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２条（本服务的变更或废除）
本公司可变更、追加或废除本服务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此时，以第 1 条的规定为准。
２ 即使因前项规定的变更、追加或废除本服务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而导致用户遭受损失，
本公司概不负责。
第２３条（终端设备处理）
用户必须自行负责对用于本服务的终端设备进行维护与管理，确保其正常运作，且费用
由自己承担。
第２４条（准据法以及法院管辖）
本章程的准据法为日本法。此外，关于就本服务产生的一切纠纷，均以东京地方法院作
为一审专属协议管辖法院。
第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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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６条（反社会势力的排除）
用户发表声明称目前不是暴力团体、暴力团体成员、暴力团体准成员、暴力团体相关企
业、流氓股东、社会运动等标榜流氓或特殊智力暴力集团等其他类似组织（下称“反社会势
力”），也不是隶属于反社会势力实际参与经营的法人等的人士，并明确约定将来也不会成
为上述人士或组织。
２ 如果用户属于以下各号任意一种情况，本公司无需任何催告，便可解除合同，无需对用
户造成的损失进行任何赔偿。
（１）发现用户属于反社会势力的
（２）发现反社会势力实际参与用户经营的
（３）发现用户利用反社会势力的
（４）发现用户向反社会势力提供资金等或提供便利等的
（５）董事或实际参与经营的人士与反社会势力存在应该遭受社会谴责的关系的
（６）自己或利用第三方，采取暴力要求行为、超出法律责任的非法要求行为、胁迫举动、
暴力以及通过散布流言、使用诡计与威吓的破坏信誉、妨碍业务及其他类似行为的
附 则
本章程从 2017 年 9 月 19 日开始实施。
（实施日期）
本修正规定从 2018 年 1 月 15 日开始实施。
（实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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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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
（实施日期）
本修正规定从 2018 年 12 月 1 日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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