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安排業務合同部分
第一章 總
（適用範圍）

則

第一條 本公司與旅行者之間締結的旅行安排業務合同，將遵照本條款的規定執行。關于在
本條款中未規定的事項，將遵照相關的法令或者一般已經得到確立的慣例執行。
2 本公司在不違反法律，且不給旅行者帶來不利的範圍內以書面方式締結有特別約定的時
候，將不受制約於前項的規定，而優先執行該特別約定。
（用語的定義）
第二條 本條款中的“旅行安排業務合同”是指本公司依據旅行者的委託，通過為旅行者進
行代理、中介、傳達等業務，使旅行者所能夠接受交通運輸或者住宿機關所提供的交通運
輸，住宿及其他與旅行有關的服務（以下簡稱為“旅行服務”），以此為目的承攬安排業
務的合同。
2 本條款中的“國內旅行”，是指限于在我國國內的旅行，“海外旅行”是指國內旅行以外
的旅行。
3 本條款中的“旅行價款”是指本公司為了進行旅行服務的安排業務，向交通運輸、住宿機
關支付的交通運輸費、住宿費等以及本公司所規定的旅行業務辦理費（變更手續費及取消
手續費除外）。
4 在本部分中，“通信合同”是指本公司與結有協作關係的信用卡公司（以下簡稱為“協作
公司”)的信用卡會員之間通過電話、郵件、傳真及其他的通信手段提出預約而締結的旅
行安排業務合同，本公司對于旅行者所負有的基于旅行安排業務合同的的旅行價款等有關
的債權或債務，對于依據該債權或債務的履行日以後另行規定的協作公司的信用卡會員規
約進行的結算，在旅行者事先承諾並且將該旅行安排業務合同的旅行價款等，依據第十六
條第二項或者第五項所規定的方法進行的支付為內容的旅行安排業務合同。
5 在此部分中的“電子承諾通知”，是指通過在利用信息通信技術的方法中，本公司或者代
理推銷本公司旅行安排業務的公司所使用的電子計算機、傳真機、電傳機或者電話機（以
下簡稱為“電子計算機等”）與旅行者使用的電子計算機等通過用于連接的電氣通信線
路，以發送信件的方法所進行的對于合同的預約之承諾的通知。
6 在本條款中，“卡的使用日”是指旅行者或者本公司依據旅行安排業務合同，所應履行的
旅行價款等的支付或者退還債務的日期。
（安排債務的結束）
第三條 當本公司在善良的管理者的注意下進行了旅行服務的安排之後、即可以作為基于旅
行安排業務合同的本公司的債務履行之結束。因此，即使由于滿員、休業、條件不適當等
的事由，與交通運輸、住宿機關等之間就旅行服務的提供未能締結合同的場合下，只要是
本公司已經履行了相關義務的時候，旅行者就必須向本公司支付本公司所規定的旅行業務
辦理費（以下簡稱為“辦理費用”）。當締結了通信合同的場合下，信用卡的使用日即為
將本公司與交通運輸、住宿機關之間未能就旅行服務的提供締結合同之事宜，通知與旅行
者之日期。
（代行安排人）
第四條 本公司在履行旅行安排業務合同的過程中，有時會將安排業務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委
託給我國國內或國外的其他旅遊業同業者、以準備業務為業的人員、及其他的輔助人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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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辦理。
第二章 合同的成立
（合同的申請）
第五條 有意向本公司申請旅行安排業務合同的旅行者，必須在本公司所規定的申請書上填
寫必要的事項之後，與本公司另行規定之金額的申請費一起，提交給本公司
2 有意與本公司締結通信合同的旅行者，則不受前項規定之制約，必須將會員號碼及有意向
進行委託的旅行服務的內容通知本公司。
3 第一項的申請費，將被作為旅行價款、取消費及其他旅行者須向本公司支付的金額之一部
分處理。
（拒絕締結合同）
第六條 本公司在以下列舉事項的場合下，會不接受旅行安排業務合同的締結。
一 當本公司在推進業務方面有必要時。
二 當需要締結通信合同的時候，由于旅行者所持有的信用卡無效，而使旅行者不能按照協作
公司的信用卡會員規則，就旅行價款等有關的債務的一部分或全部進行結算的時候。
（合同成立的時間）
第七條 旅行安排業務合同，在本公司對于合同的締結予以承諾，並且在受理了第五條第一
項的申請手續費的時候，即告成立。
2 通信合同將不受前項所限，當本公司發出第五條第二項的承諾合同締結之通知的時候，即
為成立。但是，在該合同中如果是發送電子承諾通知的場合下，即以該通知到達旅行者的
時候為合同成立。
（合同成立的特別條款）
第八條 本公司在不受第五條第一項的規定所制約的情況下，依據書面的特別規定條款，在
沒有接受申請費支付的條件下，只依據合同締結的承諾，使旅行安排業務合同付諸成立。
2 在前項的場合下，旅行安排業務合同的成立時間，將在前項的文件中予以明確。
（車票及住宿卷等的特別條款）
第九條 本公司在不受第五條第一項及前條第一項規定所制約的情況下，就只以交通運輸或
者住宿服務的安排為目的的旅行安排業務合同，與旅行價款為交換條件，將表示有接受該
旅行服務之權力的文件進行交付之事宜，以口頭的方式接受申請。
2 在前項的場合下，旅行安排業務合同，以本公司的有關合同締結進行承諾的時候，為合同
的成立。
（合同文件）
第十條 本公司在旅行安排業務合同成立之後，將儘快地向旅行者交付記載有旅行日程、旅
行服務的內容、旅行價款及其他旅行條件，以及有關本公司的責任之事項的文件（以下簡
稱為“合同文件”）。但是，在本公司就安排的所有旅行服務，交付寫明有權利接受有關
之車票類、住宿卷及其他旅行服務的合同文件的場合下，本公司有時會不交付該合同文件。
2 在前項的正文中交付了合同文件的場合下，本公司依據旅行安排業務合同承擔進行安排之
義務的旅行服務的範圍，將依據該合同中所記載之內容。
（信息通信技術的利用方法）
第十一條 本公司在事先得到旅行者的承諾的前提下，將企畫文件、準備締結的旅行安排業
務合同時向旅行者交付的記載了旅行日期、旅行服務的內容、旅行價款及其他的旅行條件
以及與本公司的責任有關的事項的文件、合同文件，取而代之以利用信息通信的方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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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件應記載的事項（以下在有關此條內容中稱為“記載事項”）進行了提供的時候，將
確認在旅行者使用的通信設備中備有的文件中記載事項是否已經得到記錄。
2 在前項的場合下，當旅行者使用的通信設備中沒有具備為記錄記載事項的文件的時候，將
在本公司使用的通信設備中所備有的文件（僅限于專門供旅行者用的文件）中記錄記載事
項，並就旅行者是否已經閱覽了記載事項進行確認。
第三章 合同的變更及解除
（合同內容的變更）
第十二條 旅行者可以向本公司提出對于有關旅行日程、旅行服務的內容以及其他旅行安排業
務合同的內容進行變更的要求。在這種場合下，本公司將盡可能地滿足旅行者的要求。
2 當根據旅行者的要求進行旅行安排業務合同內容變更的場合下，旅行者必須負擔取消業已
完成的安排時應該向交通運輸、住宿機關等支付的取消費、違約金及其他變更已安排內容
所需的費用，另外還必須向本公司支付本公司所規定的變更手續費。另外，由于該旅行安
排業務合同的內容之變更所發生的旅行價款的增加或減少，均歸屬於旅行者。
（旅行者的任意解除）
第十三條 旅行者無論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將旅行安排業務合同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予以解除。
2 基于前項的規定當旅行安排業務合同被解除的時候，旅行者必須負擔作為旅行者已經接受
的旅行服務的代價，或者尚未接受的旅行服務有關的取消費，違約金及其他向交通運輸，
住宿機關等支付的或者今後尚需繼續支付的費用，除此之外，還必須向本公司支付本公司
所規定之取消手續費及本公司應該得到的辦理費。
（歸屬與旅行者責任之事由的解除）
第十四條 本公司在如下所記載事項的場合下，可以將旅行安排業務合同予以解除。
一 旅行者在所規定的日期之前未支付旅行價款的時候。
二 當締結了通信合同的場合下，由于旅行者所持有的信用卡無效，而使旅行者無法就旅行價
款有關的債務的一部分或全部，按照協作公司的信用卡會員規則進行結算的時候。
2 當基于前項的規定而使旅行安排業務合同被解除的時候，旅行者必須負擔尚未接受的旅行
服務有關的取消費，違約金及其他向交通運輸，住宿機關等支付的或者今後尚需繼續支付
的費用，除此之外，還必須向本公司支付本公司所規定之取消手續費及本公司應該得到的
辦理費。
（歸屬於本公司責任之事由的解除）
第十五條 當由于歸屬於本公司責任的事由而不能進行旅行服務之安排的時候，旅行者可以
解除旅行安排業務合同。
2 基于前項的規定當旅行安排業務合同被解除的時候，本公司必須負作為旅行者已經接受的
旅行服務之代價，從已經收到的旅行價款中扣除向交通運輸，住宿機關等支付的或者今後
尚需繼續支付的費用之後，退還給旅行者必須。
3 前項的規定，並不意味著對于旅行者向本公司提出損害賠償請求予以制約。
第四章 旅行價款
(旅行價款)
第十六條 旅行者必須在旅行開始前的本公司所規定的日期之前，向本公司支付旅行價款。
2 當締結了通信合同的場合下，本公司則可以通過協作公司的信用卡向所規定的發票在無旅
行者簽字的條件下收取旅行價款。在這種情況下，信用卡的使用日即為本公司將本公司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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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旅行服務內容向旅行者進行通知的日期。
3 當履行開始前由于交通運輸、住宿機關等進行的運輸費、辦理費的重新規定，外匯匯率之
變動以及其他的事由，而使旅行價款發生變動的場合下，本公司有時會進行該旅行價款的
變更。
4 在前項的場合下，旅行價款的增加或減少，均歸屬於旅行者。
5 當本公司於旅行者締結了通信合同的場合下，並且依據第三章或者第四章的規定，而發生
了應該由旅行者負擔費用等的情況時，本公司則可以通過協作公司的信用卡向所規定的發
票在無旅行者簽字的條件下收取旅行價款。在這種情況下，信用卡的使用日即為本公司將
旅行者應向本公司支付的費用等的金額或者本公司應向旅行者退還的金額，進行了通知的
日期。但是，依據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號的規定，本公司將旅行安排業務合同予以解除的
場合下，旅行者必須在本公司規定的日期之前，按照本公司規定的支付方法，向本公司支
付旅行者所應支付的費用等。
（旅行價款的結算）
第十七條 當本公司為進行旅行服務之安排，作為向交通運輸、住宿機關支付的費用中應該
由旅行者負擔之部分以及辦理費（以下簡稱為“結算旅行價款”）與作為旅行價款業已收
取之金額存在不一致的場合下，本公司將在旅行結束之後，儘快地依據次項及第三項的規
定進行旅行價款的結算。
2 當結算旅行價款超過了作為旅行價款已經收取之金額的時候，則旅行者必須向本公司支付
該差額。
3 當結算旅行價款未達到作為旅行價款已經收取之金額的時候，則本公司向旅行者退還該差
額。
第五章 團組合同
（團組合同）
第十八條 本公司對于以同樣的行程同時地進行旅行的兩人以上的旅行者決定負責代表人
（以下稱為“合同負責人”）申請並締結的旅行安排業務合同，將適用於本章的規定。
（合同負責人）
第十九條 除非締結有特別約定以外，本公司將合同負責人視為擁有構成該團體的旅行者（以
下稱為“構成者”）進行旅行安排業務合同締結過程中有關的所有代理權，並且與該合同
負責人進行有關該團組的旅行業務的交易。
2 合同負責人必須在本公司規定的日期以前提交構成者的名單，或者通知人數。
3 本公司對于合同負責人現在承擔的，或者是將來預計會承擔的債務或者義務，不負有任何
的責任。
4 當合同負責人與團組不同行的場合下，本公司將在旅行開始後，將事先由合同負責人任命
的構成者視為合同負責人。
（合同成立的特別條款）
第二十條 在本公司與合同負責人締結旅行安排業務合同的過程中，會不受制約於第五條第
一項的規定，在沒有收到申請費支付的情況下承諾旅行安排業務合同的締結。
2 在基于前項的規定在沒有收到申請費的情況下締結旅行安排業務合同的場合下，本公司將
向合同負責人交付記載有該宗旨的文件，並且旅行安排業務合同，也以本公司交付了該文
件之時，作為合同的成立。
（構成者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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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當合同負責人提出有關構成者的變更的要求的時候，本公司將在盡可能的範圍
內予以滿足。
2 由于前項的變更而發生的旅行價款的增加或減少以及進行該變更所需的費用，則由構成者
負擔。
（陪同服務）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根據合同負責人的請求，有時會安排陪同員與團組同行，以提供陪同服
務。
2 陪同員進行的陪同服務內容，原則上為按照事先制定的旅行日程，為進行團組行動所必要
的業務。
3 陪同員提供陪同服務的時間，原則上為八點至二十點。
4 當本公司提供了陪同服務的時候，合同負責人必須向本公司支付所規定的陪同服務費。
第六章 責任
（本公司的責任）
第二十三條 在本公司履旅行旅行安排業務合同的過程中，由于本公司或者本公司基于第四
條的規定指定的代理安排的人員（以下簡稱為“代行安排人”）的故意或者過失，而給旅
行者帶來損害的時候，則擔負對于該損害予以賠償的責任。但是，僅限于在損害發生的第
二天開始起算的兩年以內向本公司通知的情況下。
2 當旅行者由于天災地變、戰亂、暴動、交通運輸及住宿機關等中止旅行服務的提供、政府
機關的命令以及其他的本公司無法幹預的事由而遭受了損害的時候，除非前項之場合以外
本公司將不承擔賠償該損失的責任。
3 當旅行者的隨身行李發生了第一項中規定之損失的時候，本公司將不受限制於同項的規
定，在從損害發生的翌日開始算起，國內旅行時為十四天以內，國外旅行為二十一天以內
向本公司通知的情況下，本公司將對每一位旅行者提供限度為十五萬日元的賠償（由于本
公司的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場合除外。）。
（旅行者的責任）
第二十四條 當由于旅行者的故意或者過失，而使本公司蒙受損失時，該旅行者必須賠償損
失。
2 旅行者在締結募集型企畫旅行合同之際，必須充分利用本公司提供的信息，並且努力去理
解旅行者的權力及義務及其他有關募集型企畫旅行合同的內容。
3 旅行者在旅行開始以後，應該能夠順利接受合同文件中所記載的旅行服務，但是當萬一認
識到所提供的旅行服務與合同文件不相符的時候，則必須在旅行地儘快地將該事宜向本公
司、本公司的準備代理人或者該項旅行服務的提供者提出。
第七章 營業保證金（如為非旅行業協會保證會員的場合下）
（營業保證金）
第三十五條 與本公司締結了旅行安排業務合同的旅行者或者構成者，可以就根據該交易而
發生的債權，接受本公司按照旅行業法第七條第一項的規定所供託的營業保證金的償還。
2 本公司將營業保證金予以供託的供託所的名稱以及地址如下。
一 名稱
二 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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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償還業務保證金（如為旅行業協會保證會員的場合下）
（償還業務保證金）
第三十六條 本公司為社團法人
旅行業協會（東京都
區
番
號）之保證會員。

町

丁目

2 與本公司締結了旅行安排業務合同的旅行者或者構成者，可以就該項交易所產生的債權，
從前項的社團法人
旅行業協會所供託的償還業務保證金中接受最多至
日元的償還。
3 本公司是按照旅行業法第二十二條的十之第一項的規定，向旅行業協會繳付的償還業務保
證金之分擔金，而並非供託按照同法的第七條第一項之營業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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