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旅客
募集型策劃旅遊條件書
(本條件書是由旅遊業法第12條4所定交易條件說明書面合同以及同法第12條5所定書面合同的部分組成)

１．募集型策劃旅遊合同
(1)此旅行是由日本YOUTH旅遊股份公司企劃並實施的。本公司與參加此次旅遊的旅客之間，
簽訂有關募集型策劃旅遊的合同條款（以下稱“旅遊合同”）。
(2)合約的內容・條件除各行程的記載條件以外，還包括下記條件以及本公司旅行條款募集型策
劃旅遊合同部分條款（以下簡稱「本公司旅遊條款」）。旅遊費用的金額、目的地以及出發
日和其他日程等相關事項、旅客可以享受的本公司提供的旅遊相關的服務內容（運輸、住宿
以及餐食內容）、旅程管理業務人員隨行的有無、最少成團人數，請參照附頁、宣傳冊等。

２．旅遊的預約以及合同的成立
(1)填寫預約書上規定事項，並與預約費一起提交給本公司。預約費將被作為旅遊費用、取消費或者
違約金的一部分使用。
(2)本公司通過電話、郵寄、傳真及其他通信手段（以下簡稱電話等）受理旅遊合同的預約。這種情
況，旅客需在本公司通知受理預約日的次日起算三天以內，提交申請書和申請金。此期間內未能
提交申請書與申請費的情況，本公司作為取消預約處理。
(3)本公司承諾簽訂旅遊合同，受領預約費之後合同視作成立。
(4)申請費(一人)
旅遊費用
25,000日元未滿
50,000日元未滿
50,000日元以上

預約費
5,000日元
10,000日元
20,000日元

(5)如果您在旅途中有需特別照顧的情況，請在預約旅遊時與我們表明。在可能的範圍之內，本公司會
為您做出對應。

３．申請預約條件
(1)不滿20周歲的未成年者單獨參加旅行的時候，需要監護人的同意書。
(2)本公司企劃的特定對象群體的旅遊或者企劃的特定旅遊目的旅遊，其中旅客的性別、年
齡、資格、技能以及與本公司指定的其他條件不一致時，本公司可以拒絕簽訂旅遊合同。
(3)①有慢性疾病的人、②健康方面現在受到損害的人、③孕期中的孕婦、④有殘疾、需要
特別照顧的人，請在預約旅遊時與我們表明。在可能的範圍之內，本公司會為您做出對
應。
對於該情況，本公司可能要求您出示醫生的診斷書。根據當地事情以及關系機關等情況，
為了能夠使旅遊順利地安全實施，本公司可能會拒絕與您簽訂旅遊合同，或者要求同行
者陪同作為前提條件。您會在申請旅遊預約後一周以內，收到參加可否的通知。
(4)旅客在旅遊中因為疾病，殘疾等其他事由，必須要醫生診斷或者治療的狀態的時候，為
了使旅遊能夠順利實施，本公司會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此所需一切費用由旅遊者負擔。
(5)原則上旅遊者不能因自己方便就采取個別行動。但是，根據行程的附加條件也有可以接
受的情況。
(6)本公司判斷該旅客可能給其他旅客造成麻煩，或者可能妨礙團體行動的順利實施時，本
公司可拒絕此旅客參加。
(7)其它本公司業務上的關系，也有可能拒絕旅遊者參加。

４．書面合同以及最終旅行日程表
(1)第二項（3）規定合同成立後，本旅遊條件書成為書面合同的一部分。
(2)本公司將記載集合時間，地點，利用的運輸機關，住宿期間等相關確定事項信息的最終旅遊
行程表，除事先書面合同中記載的情況，最晚在旅行開始日的前一天之前交付給旅遊者。另
外，自駕遊的行程以及不利用巴士的行程，相關信息的最終日程表，我們以住宿票來代替 。
利用巴士行程的相關事項請在出發3天前咨詢我們。我們直接通知住宿地點代替最終日程表。
但是距旅遊開始前日前7天之內申請的預約旅行這種情況，我們將在旅遊開始日之前交付最
終日程表。
(3)本公司對所安排的旅程在旅遊服務範圍之內具有管理義務，其特定範圍由本項(1)書面合同記
載，以及本項(2)最終旅行日程表中記載。

(3)只有希望者參加附加選擇行程(需額外費用的小旅行)的費用
(4)旅客自身希望而產生的其他原本日程中不包含的其他追加費用(參觀費・餐飲費・照相費・交
通費用等)
(5)從家到出發地的往返交通費・住宿費

９．旅遊內容的更改
即使在簽訂合約以後，由於自然災害、氣象問題、暴動、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
政府機構的命令以及等本公司無法幹預的其他事由發生時，導致無法安全而順利地按照宣傳冊
記載的日程實施旅遊或其可能性極大時，本公司不得不取消此旅遊行程，本公司得以預先迅速
向旅客說明無法幹預該事由的理由及與該事由的因果關系，變更旅遊日程、旅遊服務的內容。
但是如果在緊急迫不得已的情況，我們會在變更後再說明其理由。

10．旅遊費用的更改
(1)本公司利用運輸機構所適用的運費和費用，因經濟形勢的明顯變化等原因，大幅度超出預期設
想被改訂的情況，本公司可在其增額範圍之內對旅遊費用進行更改。這種情況，本公司應該
在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十五天之前，將此內容通知給旅客。
(2)由於第9項の事由使規定的旅遊內容受到更改，造成實施旅遊所需的費用增加的時候，盡管運
輸和住宿機構等提供了該旅遊服務，運輸和住宿機構等的座位、房間及其他各種設備不足情
況除外，我們會在其增額的範圍之內更改旅遊費用。
(3)更改旅遊內容導致旅行實施所需費用減少的時候，本公司在其減額範圍之內減少旅遊費用。

11．旅客的替換
(1)旅客在征得本公司同意後，可以將合同上的地位轉讓給第三人。但是，這種情況旅客要按照本
公司規定格式紙上填寫所定事項，並連同所定金額的手續費一起提交本公司。
(2)本項(1)中，合同上的地位轉讓在本公司同意之後生效。

12．旅客的旅遊合同解除權
(1)旅客向本公司支付第14項規定的取消費，可隨時解除旅遊合同。
(2)如下述的情形,旅客無需支付取消費可解除旅遊合同。
a. 合約內容重要部分被變更的時候。
b. 由於第10項內容，旅遊費用被改訂增加費用的時候。
c. 由於自然災害、氣象問題、暴動、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政府機構的命令以
及等其他事由，導致無法安全而順利地實施旅遊或其可能性極大時。
d. 本公司沒有向旅客在指定的日期之內，交付最終旅遊日程表時。
e. 歸咎於本公司責任，導致不可能按照簽訂合同記載的旅遊日程旅遊時。

13．本公司的旅遊合同解除權以及活動的取消
(1)旅客沒有按照本公司所定日期之內支付旅遊費用的情況，本公司可以解除旅遊合同。該情況旅
客需要支付與取消費金額相等的違約金。
(2)與下面某一項情況向符合時，本公司可解除與旅客之間的旅遊合同。
a. 旅客不符合本公司預先明示的性別、年齡、資格、技能以及參加旅客的其他條件時。
b. 由於旅客患病或者其他事由，被認為無法參加該旅遊時。
c. 旅客被認為可能給其他旅客造成麻煩，或者妨礙團體旅遊的順利實施時。
d. 旅客的人數沒有達到合同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最低成行人數時。這種情況，本公司應在旅遊開
始日期的前日起算倒推13天（當天往返旅遊倒推3天）之前通知旅客中止旅遊。
e. 在以滑雪為目的的旅遊中，達不到簽訂合同時明示的必要降雪量等旅遊實施條件的可能性極
大時。
f. 由於自然災害、氣象問題、暴動、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政府機構的命令以
及等其他事由，導致無法安全而順利地實施旅遊或其可能性極大時。
(3)本公司因為本項(1)內容而解除旅行合同的情況，我們會從已經收取的旅遊費用(或者預約費)裏
減去其違約金，並將差額返還給旅客。
因為本項(2)內容而解除履行合同的情況，我們將收取的旅遊費用(或者預約費)的全部金額返還
給旅客。

５．旅遊費用的支付方法

14．取消費

旅遊費用在旅遊出發前日起算，倒推14日，從此日開始可以支付。旅遊出發前日起算，倒推14日，此日

(1)旅遊合同成立以後，由於旅客自身原因而取消旅遊的情況，按照以每人為單位，收取下記旅遊費

以後申請預約旅遊的情況，旅客在旅遊開始日前，在本公司指定的日期之內可以支付。

６．旅遊費用的適用
(1)參加旅客，沒有特別註解的情況下，滿12歲以上的旅客依照成人價格收受費用，滿6歲以上（乘坐
飛機路線的旅客滿3歲以上）未滿12歲的旅客依照兒童價格收受費用。
(2)旅遊費用，按照各路線各自標示。請按照出發日期和利用人數一同確認。

７．旅遊費用包含的內容
(1)旅遊日程中所明確表示的運輸機關的運費 (沒有註釋的情況時經濟艙)、住宿費、 餐飲費、旅行
服務相關手續費以及消費稅等諸多稅金。
(2)有陪同人員同行的行程，還包含陪同人員的費用、帶領團體行動上的謝禮。上記諸費用即使由於
旅客自身的原因沒有利用，本公司也不會對這一部分進行退款 。

８．旅遊費用不包含的內容

旅遊費用是指第7項所述內容。以下是對其不包含內容的一部分舉例。
(1)手提行李超重費用(超出規定的重量・容量・個數的部分)
(2)洗滌費用､電報電話費用､追加餐飲食費等諸多個人性質的費用以及其相伴隨的消費稅･服務費

用百分比的取消費，按照房間為單位參加利用的旅客，需支付由於人數的變更產生的費用差額。

取消日
1)從旅遊開始日期前21天以前取消
(當天往返旅遊為第11天以前)

取消費
免費

2)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20
天（當天往返旅遊為第10天以前）從
該日起取消時(除3至6)

旅遊費用的20%

3)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日起算倒推7天，
從該日起取消時（除4至6）

旅遊費用的30%

4)在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取消時

旅遊費用的40%

5)旅遊開始日期取消時(除6)
6)旅遊開始後解除或者未告知不參加時

旅遊費用的50%
旅遊費用的100%

(2)無關本公司責任，由於貸款處理問題而取消旅遊合同的情況，也需要支付上記取消費。
(3)旅客沒有在本公司規定日期內支付旅遊費用的情況，在該日期之後的第2天，旅行合同被視作被解
除,旅客需支付上記百分比的違約金。

15．旅游开始后的解除
1. 旅客解除合同的情況
(1)旅客因為個人關系而中途離團的情況，看作旅客放棄該旅遊合同權利，不退還任何旅遊
費用。
(2)無關旅客責任的事由，而導致旅客未能接受合同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旅遊服務的時候，本
公司向旅客退還旅遊費用中未能接受的旅遊服務部分的相關費用。
2. 本公司解除合同的情況
(1)如下所述情況，本公司即使在旅行開始之後，可以與旅客說明原由解除與旅客的旅遊合
同。
a. 由於旅客患病及其他事由，被認為無法參加該旅遊時。
b. 旅客不聽從同行人員的指示，擾亂團體秩序，妨礙團體旅遊的順利實施時。
c. 自然災害、氣象問題、暴動、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政府機構的命令
及本公司無法幹預的其他事由，導致旅遊行程不可能繼續的時候。
(2)解除合同的效果以及費用的退還
即使由於本項2(1)內容而導致本公司解除合同，对已經向旅客提供的旅遊相關服務視作
該部分旅遊合同被有效履行。本公司從旅遊費用中旅客還沒有接受的旅遊服務金額裏，
扣除該旅客應支付取消費，違約金以及其他費用，剩余金額退還該旅客。
(3)由於本項2(1)ａ、ｃ內容而導致本公司解除旅游合同的情況，本公司會為旅客返回出發
地做出必要的安排，其費用由旅客承擔。

16．旅遊費用的退還
本公司對因為第10項的規定導致旅行費用減少的情況，以及因為第12項到第15項的規定而
導致旅客解除合同或者使本公司解除旅遊合同的情況，而產生有需要向旅客退款的時候，旅
遊開始前解除合同而導致的退款，自解除合同的第二天起算七天以內進行向旅客退還該金額。
減額或旅遊開始後解除合同導致的退款，書面合同記載的旅遊結束日期的第二天起算三十天
以內向旅客退還該金額。但是，對於由於旅行中止而未能享受的旅遊服務中，旅客需要承擔
其相應的取消費、違約金、和必須支付的費用以及其他已經支付的費用。

17．添乗員等同行人員等
(1)表示領隊同行行程， 領隊全程陪伴同行。領隊的服務內容，原則上是為旅遊合同中規定的旅
遊日程順利實行而執行的所需業務。旅行中，為使所定日程能夠更圓滑的實施以及確保遊客
的生命安全，請大家聽從陪同人員的指示。領隊提供業務服務的時間段原則上為8點至20點。
(2)表示當地陪同人員同行行程，原則上到達旅行目的地之後至從出發之間，有當地的陪同人員
同行。當地陪同人員業務以本項(1)中的領隊業務為基準。
(3)表示當地負責人帶領行程，雖然沒有陪同人員同行，但是當地負責人會為旅行的順利實行，
執行所需的業務。
(4)個人遊行程，沒有陪同人員隨行。為旅客可以享受到旅遊服務，我們準備並將所需優惠卷交
給旅客，旅客需自己去完成接受旅遊服務的手續。
(5)沒有現地同行人員跟隨的區間以及沒有現地從業人員辦理業務的區間，以及由於天氣惡劣而
引起服務內容必須更改的情況，旅客需要自己辦理代替服務的必要手續。

①由下述事由導致的變更，本公司不予支付變更補償金。 (盡管提供了該旅遊服務，但出現了運
輸和住宿機構等的座位、房間及其他各種設備不足的情況，本公司支付變更補償金。)
a. 天氣惡劣，自然災害而導致旅行日程受到影響
b. 戰亂
c. 暴動
d. 政府機構的命令
e. 停航、不通、營業休息等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
f. 延遲、運輸時間表的變更未能依據當初的運輸計劃提供運輸服務
g. 確保旅遊參加者生命或者身體的安全所必要的措施
②因為第12項至第15項的規定而解除旅遊合同，該解除分所涉及變更的情況，本公司不支付變
更補償金。
③如下表格左欄所示，即使合同內同出現重要部分更改的時候，但是｢最終旅行日程表中記載的
日程受到更改，其更改內容在募集宣傳冊記載的旅行服務變更的範圍之內的情況」，本公司也
不予支付變更補償金。
(2) 無論本項(1)如何規定，本公司對一張旅行合同應支付的變更補償金的限度，以旅遊費用乘以本
公司規定的15%的比率所得的金額為限。此外，當本公司對一張旅行合同的變更補償金不到一
千日元時，本公司不支付變更補償金。
(3)本公司經遊客同意，可以把金錢上支付的變更補償金損害補償金，轉換為提供與其有著相同的
經濟利益的補償。
(4)本公司根據本項(1)的規定支付了變更補償金後，當本公司基於第18項(1)的規定明顯對該變更
負有責任時，旅客應將由於此更改而收受的變更補償金退還給本公司。這種情況，本公司應根
據同項規定應支付損害賠償金與旅客應退還的變更補償金抵消之後的余額。
本公司支付補償金的變更
①募集宣傳冊中記載的旅遊開始日或者旅遊結束日
的變更
②募集宣傳冊中記載的預計前往的觀光地或者觀
光設施（包括餐館）等旅遊目的地的變更
③變更後的運輸機關等級或者設備比募集宣傳冊中
記載的費用低的時候（僅限變更後的等級及設備
的費用合計金額比書面合同記載的等級及設備的
費用合計金額低的情況）
④募集宣傳冊中記載的運輸機構的種類或者公司
名稱的變更
⑤募集宣傳冊中記載的住宿機構的種類或者名稱
的變更
⑥募集宣傳冊中記載的住宿機構的客房的種類、
設備、景觀及客房的條件等的變更
⑦上述①～⑥揭示的變更內容是宣傳冊中旅遊標題
中記載的事項的變更

19．旅客的責任
旅客由於故意、過失，做出違反法規條例、公共秩序和良好風俗行為，以及不遵守本公司規定的旅行條
例而造成本公司受到損害的情況，本公司要求旅客對此損失做出賠償。

20．特別補償
(1) 無論第18項(1)本公司是否負有責任，根據本公司旅行條例，旅遊期間旅客由於遭遇偶然急
劇的事故，導致生命、身體受到損害，本公司對此支付補償金和慰問金，對手提行李受到的
損壞，支付損害補償金。
(2) 旅客在參加旅行中遭受到的損害，是由於旅客故意、酒後駕車、患病等其他無關旅行內容的
情況，以及由於自由活動中的跳傘，無舵雪橇，有舵雪橇、乘坐滑翔機，乘坐自轉旋翼機，
乘坐超輕量動力機，登山（使用冰鎬、等使用登山工具的），推車，動力雪橇等其他類似極
限運動中的事故引起的時候，本公司不予支付本項(1)的補償金以及慰問金。
(3) 即使出現本項(1)規定的補償金支付義務與第18項的損害賠償義務重疊的情況，本公司履行
其中一方義務的時候，此賠償金額達到限度額的時候，作為補償金義務與損害賠償義務都被
履行。
推薦加入國內旅遊損害保險
為您能夠安心去旅行，我們推薦旅客給自己加入保險

21．旅程保証

3.0％

1.0％

2.0％

1.0％

2.0％

1.0％

2.0％

1.0％

2.0％

1.0％

2.0％

2.5％

5.0％

註2：④或者⑥所述變的變更中，即使一次乘船變成多次乘船或者住宿一晚中發生了多次變
更，也只將以一次乘船，住宿一晚作為一次變更來處理。
註3：⑦所述的變更不適用①～⑥比率，適用於⑦的比率。

(1) 旅行合同的履行過程中，由於本公司的故意或者失誤而使旅客受到損害時，本公司對遊客所

天開始算14天之內向本公司提出通知的旅客，以每人15萬日元作為賠償限度。
(3) 因為如下所述的情形,使旅客的權益受到損害的時候，本公司原則上不承擔本項(1)中所述的
責任。
a. 自然災害、戰亂、暴動又或者因為這些而導致旅遊日程被更改或者旅遊被中止
b. 運輸和住宿機構等服務的停止以及由於這些而導致旅遊日程被更改或者旅遊被中止
c. 由於政府機關的命令，外國出入境限制以及傳染病而被隔離，或者由於這些而導致旅遊日
程被更改或者旅遊被中止
d. 自由行動中發生了事故
e. 食物中毒
f. 盜竊
g. 運輸機關的延誤，不通，日程變更以及經由路線變更等，以及由於這些而導致的旅遊日
程的更改或者目的地停留時間的短縮

1.5％

註1：一件是指運輸機關中的每一次乘船，住宿機構中的沒住宿一晚，以及其它旅遊服務的
中的一項。

18．本公司的責任事項以及免責事項
受到的損失做出賠償。
(2) 由於本項(1)手提行李而產生的損害，盡管同項(1)中有賠償規定，但是僅限受到損害後的第2

變更補償金金額＝每件的比率×旅遊費用
旅遊開始前日之前
旅遊開始日以後
向旅客通知的情況
向旅客通知的情況

22．旅遊條件、旅行費用的基準
此旅行条件的基准日和旅行费用的基准日，请参照宣传册等表示日期。

23．其他
由於旅客委托的私人導遊、購物等拜托的陪同人員而發生的諸多費用、旅客受傷、患上疾病伴隨
的諸多費用、以及由於旅客自己不註意而丟失行李、遺忘東西在找回過程中伴隨的諸多費用，安
排別的行動產生的諸多費用，這些費用由旅客自己負擔。
(2) 為方便旅客本公司會向旅客介紹有賣特產的店鋪，但是在購買商品的時候，其責任歸屬與旅
客本身。
(1)

(3)

其它的事項，請參照另外交付的書面合同和本公司司旅行條款等。
在旅館以及賓館酒店等地方，旅客追加酒類、菜肴、以及其他服務的情
況，原則上要加(8%)的消費稅。

個人信息的處理
(1)本公司，對於在旅遊預約申請時旅客提交的申請書中記載的旅客個人信息，我們除了用於與
旅客取得聯絡之外，還會利用在旅客申請的旅行服務中的安排上，以及接受此服務所需的必
要手續範圍上。
另外本公司，在以下範圍也可能會用到旅客的個人信息。
①本公司以及本公司的合作公司的商品、服務、活動的介紹
②參加旅行之後，您提供的意見以及感想
③請求填寫問卷調查
④提供優惠服務
⑤制作統計資料的時候
(2)本公司为方便旅客在旅行地方便购物等，有向免税店等的事业者提供本公司所保有的旅客个人信息
的情况。关于这种情况，我们会将旅客的姓名、搭乘飞机便名等相关个人资料，事先通过发送电子
方式等提供。如果您不希望将您的个人信息资料提供给这些事业者，请您在出发前与您申请旅游预
约的店铺取得联系。
(3)上記之外，本公司的處理個人信息的相關方針請參照，各店鋪或本公司網站。
(http://www.nihonyouth-travel.co.jp)

旅遊企劃･實施

(1) 如下表左欄所述合同內容發生重要變更的時候(但是除去①～③規定的變更)，本公司在從旅
遊結束日期的第2天起算30天以內，支付旅遊費用乘以該表右欄記載的比率所得金額以上的
變更補償金。
但是，此變更明顯屬於第18項(1)規定中本公司責任的時候，不是作為變更補償金，作為損害賠
償金的全部或者其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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