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利用規約 

總則 

TOMARERU 株式會社（以下、稱作“當社”）是利用在線平台運營的網絡網站「STAY JAPAN」（以下、電腦版・手機版・移動設備

用的應用等，總稱為“本網站”）是提供設施使用等、是為匹配（將設施使用等提供者與希望利用者匹配）係統提供服務（以下、稱作

“本服務”）、本網站以及本服務、依據以下的利用規約（以下、稱作“本規約”）予以提供。 

第一條（本規約的適用） 

本規約、當社運營的本服務的全部、STAY JAPAN 都適用於會員和當社、兩者之間均適用。凡是利用本服務本サービス的 STAY 

JAPAN 會員，將被視作同意包含個別規定在內的本規約的所有的條目。 

第二條（使用用語的定義） 

1.「STAY JAPAN 會員」會員是指同意本規約並在本網站登錄了會員的個人或團體。 

2.「房東」房東是指 STAY JAPAN 會員里提供登錄服務者。 

3.「旅行者」是指 STAY JAPAN 會員里利用登錄服務者。 

4.「登記服務」是指房東對旅行者提供的本網站里登錄內容的服務。 

5.「交易」是指通過本網站，在房東和旅行者之間達成的有關登錄服務的利用契約。 

第三條（會員資格・會員登錄手續） 

1. 同意本規約、登錄辦理了當社所定的會員登錄手續的個人以及團體，依據該手續的完結，STAY JAPAN 也就具有了作為會員的資

格。會員登錄手續、STAY JAPAN 需要成為會員的本人辦理登錄。去除當社認可的情況、不認可代理辦理會員登錄。還有、18 歲未

滿者不可以成為本網站的會員。再有、依據當社的裁量、判斷不符合的情況會有拒絕其成為會員登錄的情況。 

2. 其它、當社對依據上記申請的登陸者、有符合以下其中任一條的情況、會有拒絕會員登錄或是凍結其登錄賬號。 

(1) 做了本規約所禁止的行為 

(2) 違反本規約以及當社判斷可能違反本規約 

(3) 給當社提供的登錄事項全部是虛假的或部分虛假、有誤記或漏記的 

(4) 以前有過被本服務取消過的利用者 

(5) 未成年者、成人智障者、無行為能力的精神智障者以及缺乏判斷能力的精神智障者、沒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保護人同意的各

類智障人等 

(6) 反社會勢力等（暴力團夥、暴力團成員、暴力團預備成員、股東大會上的混混、社會運動等無賴、特殊職能暴力團夥，或類似

此類人等）、還有，通過提供資金或其他支持反社會勢力的、通過運營或經營參與或協助反社會勢力的，依據當社的判斷有參與與

此等反社會勢力並與其有交流的 

(7) 其它、當社判斷的不適當的登錄 

第四條（會員信息的輸入） 

辦理會員登錄手續時請正確輸入必要的沒有虛假的信息。日本沒有居住住所的外國人在利用設施時要求出示護照加以確認是否是本

人、日本人及在日本有住所的外國人要求出示護照或汽車駕駛執或照身份證等加以確認是否是本人。 

第五條（密碼的管理） 

密碼要做到不為他人所知、STAY JAPAN 會員本人有責任保管好並請定期地做適當的變更以確保安全。當輸入的 Email 地址以及密

碼等與會員登錄時的一致時即被視作會員本人的利用。由於出現了密碼等被盜用不正確使用以及其他的情況等 STAY JAPAN 即使是



非會員本人的利用對於其所發生的損害等當社概不予負責。但是對於密碼的洩露或是誤認，當社有意或應視同為有意的重大過失的情

況除外。 

第六條（會員登錄信息變更） 

所登陸的信息如有所變更、請會員本人按當社所定的方法、STAY JAPAN 馬上輸入登錄內容的變更。登錄內容的變更、STAY 

JAPAN 因會員本人的操作不當而發生的損害等當社概不予負責。還有、即便是登錄內容已變更過了、變更之前的所有交易依然是按

變更前的信息對待。 

第七條（本服務的利用方法） 

STAY JAPAN 會員、STAY JAPAN 作為會員限於在有效登錄期間內、在本規約的目的的範圍之內並且沒有違反本規約、按照當社的

規定的方法、能夠利用本服務。 

第八條（STAY JAPAN 會員退會） 

STAY JAPAN 會員如想退會、請用當社所規定的方法迅速辦理退會手續。辦完所定的退會手續、STAY JAPAN 也就失去了作為會員

的資格。 

第九條（免責事項） 

關於以下各項規定的事由，限於當社有意或是能夠視同有意的重大過失沒有的情況下，不予負責。 

1. 本服務、STAY JAPAN 因是會員之間的關於設施使用的信息共享是會員通過本網站的系統共享彼此的信息。再有就是在登記服務

的條件里不包含和房東和旅行者之間的交涉。服務登記里登記的信息內容房東有責任、其信息的真偽性本社不予保證。 

2. STAY JAPAN 會員利用本服務、對有沒有違反法令違反業界團體的內部規則等要依據自己的責任和費用做調查，當社 STAY 

JAPAN 對於會員之於本服務的利用是否適合法令適合業界團體的內部規則等不予以保證。 

3. 從當社的当社網站鏈接其它的網站、又或是從其他的網站鏈接當社的網站、當社對於從當社以外的網站以及由此獲取的信息的真

偽性、當社不予以保證。 

4. 當社 STAY JAPAN 對於會員在使用機械、設備以及軟件利用有不是合理不適當的使用，當社沒有改變以及修正本服務的義務。 

5. 由於出現通訊線路、軟件、硬件等的處理能力下降、障碍、非法訪問等，產生了本服務的系統中斷、延遲、終止等情況，因此類

情況所導致的損害當社不予負責。 

6. 當社對於與本服務相關聯從當社發出的電子郵件以及網站內容里、不保證裡面不包含電腦病毒。 

7. 當社 STAY JAPAN 會有給會員提供適宜信息以及建議，但是不据此負有責任。 

8. 當社 STAY JAPAN 對於會員利用本服務時所產生的設備使用費以及通訊線路費用等不予負擔。 

9. STAY JAPAN 對於會員違反本規約等所產生的損害以及 STAY JAPAN 因會員的責任而產生的損害以及因不可抗拒力而產生的損害

等這些不屬於與當社責任的是由，當社不予負責。 

10. 當社對於會員通過本服務{site}所進行的交易、當社不保證其內容 STAY JAPAN 會員都滿意或是都有用。 

11. 除去上述各項目以外、會員在利用本服務之際 STAY JAPAN 所產生的一切損失、當社對本條另列有條文的情況除外，不予負

責。對於適用於本條另列的條文之情況下、當社 STAY JAPAN 對會員所產生的直接的以及通常的損失,當社按該損失交易對價的上限

承擔損失責任。 

第十條（禁止事項） 

STAY JAPAN 會員在使用本服務時,不能有以下的各種行為。 



1. 違反本規約、法令、以及其它公司制定的規約等行為 

2. 侵害當社或是第三方的權利、利益，名譽等、或是有可能會侵害的行為 

3. 冒充他人向當社發送信息的行為 

4. 本網站原本用途之外的目的利用本網站的行為 

5. 有反公序良俗的行為亦或是可能有反公序良俗的行為 

6. 發送有害的計算機程序・數據以及改寫程序數據等行為 

7. 將密碼轉借轉賣給第三者的行為亦或是與第三者共用的行為 

8. 1STAY JAPAN 會員反復的申請登記会員的申請行為 

9. 未獲得權限登記他人物件（房屋）的行為 

10. 無意義的連續投稿行為 

11. 在房東・旅行者間的留言里設置病毒網站以及惡意軟件 URL、以及誘導使用的行為 

12. 依據當社的判斷與本服務無關的對團體以及服務、活動的勸誘行為 

13. 以登載於本服務的信息為依據的不通過本服務 STAY JAPAN 從事的會員之間的直接交易行為 

14. 通過本服務所得到的其他 STAY JAPAN 會員的房屋信息・個人信息，以及其它的信息、沒有獲得該其他 STAY JAPAN 會員的明

確許可、用於本服務之外的目的或是想第三者提供的行為 

15. 其它，依據當社的裁量、當社認為的所有的不適當行為 

第十一條（會員資格的取消） 

STAY JAPAN 當社判斷會員有以下任一條的情況、不允許使用本服務。還有不必事前通知有權處置其會員 STAY JAPAN 資格的取

消、退會，有權停止其本服務的部分或是全部本的利用。另外、當社判斷如有必要有權採取應對措施、由此 STAY JAPAN 引起的會

員損失亦或利益的不當侵害、當社不承擔一切責任。再有、STAY JAPAN 會員不可以對當社實施的措施要求理由公示以及其他的異

議申述等。 

(1) 包括過去在內違反本規約或是法令的時候 

(2) 未正確及非法使用密碼以及本服務或被非法使用的時候 

(3) 當社判斷會員登記的信息里有不真實亦或是不正確內容的時候 

(4) 信用卡信貸出現問題的時候 

(5) 當社判明是反社會勢力等亦或是隸屬於搞反社會活動的團體或是與此類有瓜葛的時候 

(6) 其他 STAY JAPAN 會員的信息以及內容等未征得許可、向第三者提供的時候 

(7) 其它，依據當社的裁量、當社判斷所採取的措施符合本條的規定的時候 

第十二條（服務的停止・中止・廢止） 

當社對發生了以下各條事項的情況下、可以全部或部分停止・中止・廢止本服務。會員或第三者因此類起因 STAY JAPAN 導致的損

失、當社不予負責。還有，當當社要停止・中止・廢止本服務的時候、會事前在本網站上登載有此類主旨的通知、但不包括緊急情況

下。 

(1) 定期地或是為緊急提供本服務進行系統維護以及維修檢查的時候 

(2) 因天災、火災、停電等本服務不可能運營的時候 

(3) 因有第三者對本服務的非法訪問以及有害程序植入而不能提供本服務的時候 



(4) 依據法令等實施措施而無法提供本服務的時候 

(5) 其它、當社判斷沒辦法不得不的時候 

第十三條（糾紛的處理） 

1. 通過本網站登記服務的有關交易、房東和旅行者之間直接交易的、兩者之間當發生糾紛的時候、其糾紛由雙方當事者自行解決，

不管其與本服務的運營有無關係否、當社對其兩者間的糾紛概不予以負責。 

所謂房東和旅行者之間糾紛是指，比如、房東提供的房屋、房屋裡的家具、器皿・備品類等，因旅行者的故意或是過失損壞等情況。 

2. 在前項里加入 STAY JAPAN 當會員收到與本服務關聯的其他的 STAY JAPAN 會員亦或是其他的第三者的索賠投訴或是與他們之

間產生糾紛的時候、在馬上通知當社其內容的同時、STAY JAPAN 就會員的費用和責任處理該索賠或是糾紛、要依據當社的要求、

向當社報告其經過以及結果。 

3. 關於提供 STAY JAPAN 會員本服務的方針，當社規定如下：倘若受到其他 STAY JAPAN 會員或其它第三者的侵權，或因其他的

理由受到索賠的話，STAY JAPAN 須向第三者支付所定金額的賠償金。 

4. 為避免當事者間的糾紛、建議房東把貴重品等在設施之外保管或是採取加入保險等措施。 

第十四條（信息的保存） 

當社、STAY JAPAN 對會員收發的留言以及其他的信息即便在運營上曾有過一定期間的保存、當社不負有保存此類信息的義務、可

以隨時刪除此類信息。再有、當當社依據本條實施措施 STAY JAPAN 時之於會員產生的損失當社不予負責。 

第十五條（權利的歸屬） 

關於本網站以及本服務的所有權以及知識產權，其他的權利以及法律上的利益全部歸屬當社亦或是當社的授權者，本規約規定的本服

務的使用許可、與當社網站或是本服務相關的，當社或是當社授權的許可者，不意味著知識產權的使用許諾。STAY JAPAN 會員無

論是何種理由都不可做有侵害或是有可能侵害當社或是當社授權者的知識產權的行為（包含 disassembler、Decompiler、著作権契

约、且不限於這些。）。 

第十六條（個人信息） 

根據當社另行規定的個人信息保護方針 STAY JAPAN 管理會員的個人信息、STAY JAPAN 會員對此同意。當社 STAY JAPAN 以會員

的個人信息為基礎、能夠依據不特定的形式製作個人的統計數據和利用此數據。 

第十七條（廣告的登載） 

當社依據當社的裁量、能夠在本網站登載判斷認為合適的廣告。因本網站里所登載的廣告、STAY JAPAN 會員或是第三者產生的損

失問題等當社不予以負責。 

第十八條（本規約的改定） 

當社 STAY JAPAN 可以不經會員的同意修訂規約或確定補充規約。變更后的本規約、當社另行規定的場合除外、由提供本服務的本

網站所揭示的時算點起產生效力。STAY JAPAN 會員在本規約的變更效力產生之後利用本服務的場合、或是在當社規定的期間內沒

有履行取消手續的場合、均被認作該 STAY JAPAN 會員同意變更后的規約。 

當然，對受民法消費者契約法等法令強行規定的受保護的會員權利的內容，當社不進行修改。 

第十九條（依據本規約之地位的讓渡等） 

1. STAY JAPAN 會員若事前沒有當社的書面許可、依據本規約當社和 STAY JAPAN 會員之間的契約上的地位或是依據本規約上的權

利或是義務條款，不能向第三者讓渡、轉移、以及擔保設定等。 



2. 當社對本服務里的這種業務向其他公司讓渡的話、伴隨著該業務的讓渡、依據本規約當社在契約上的地位、依據本規約上的權利

或是義務條款以及 STAY JAPAN 會員的登記事項，可以向該業務的受讓人讓渡其他顧客的信息、STAY JAPAN 就本項的這種讓渡視

為會員事前同意。再有、在本項所規定的業務讓渡里、不止是通常的業務讓渡，也包含公司的分拆以及其它業務的轉移等所有情況。 

第二十條（分離可能性） 

本規約的任意一條或是其中一部分、依據消費者契約法以及其它的相關法令，即便是無效或是判斷不能執行、本規約的其它規定繼續

執行且完全有效。當社以及 STAY JAPAN 會員對合法的條款以及那些部分合法的條款，為保持它們能被繼續執行在必要的範圍內進

行修正，努力確保其條款宗旨以及條款的部分的宗旨具有法律上的以及經濟上的同等效果。 

第二十一條（基準法、管轄裁判所） 

本規約法的基準是日本法。STAY JAPAN 會員和當社有關本規約的訴訟、歸屬東京地方法院第一審判廳的專屬協議裁判所管轄受

理。 

當社認為個人的意見反應是提高本服務重要動力和資源。有關本服務的各種問題推薦您去客服支撐團隊咨詢。 

 

向旅行者的個別規定 

關於旅行者、除本規約之外、"面向旅行者的個別規定"也適用。 

1. 服務 

當社在可能的範圍內確認房東所提供的信息・合法性。不過，因為本網站只是向房東和旅行者之間提供了個交易系統、因此不保證房

東提供的信息的準確性、真實性、交易內容的妥當性、合法性，還有、不約定交易的成立，旅行者與房東的交易責任自負。旅行者在

接受了設施的使用以及其它的登記服務之時如遇到以下情況（明顯罹患上了傳染病，賭博以及其它的違法行為以及可能的違法亂紀行

為等）、請告知房東知曉。房東、旅行者按預約時登記服務的對價，對在其信用卡里請求按本網站所標記的對價交易手續費之事（以

下、稱作“交易手續費”。），房東、旅行者對此知曉並同意。 

2. 交易的成立 

房東認可接受了旅行者的預約要求、在該信息發送到當社的時點該交易即可成立。在本網站用作交易結算的信用卡也可用作代理決算

公司以及其它公司指定的服務。 

3. 交易的變更・取消 

已成立的交易因旅行者取消的話、對應取消的時機、房東遵照規定的取消政策、收取由此可能產生的取消費用。 

因交易的取消或中止需要返還交易費用的話、旅行者按照當社規定的方法在手續完結了之後、原則上當社是在取消交易月的第二個月

月末之前辦理返還手續、因各信用卡公司的情況關係、返還金有可能晚到賬、對此情況旅行者事前了解并理解。再有、辦理返還金所

涉及的手續費由旅行者負擔。 

旅行者事前了解、即使在交易成立后、房東也有可能通過本服務解除交易。對於因房東的取消交易、當社一概不予不負責。 

因房東的原因旅行者遭受損失的話、返還金超過了該交易支付的交易費用、旅行者事先知曉有不能向房東要求損失賠償的情況。 

4. 稅金的處理方法 

關於本服務旅行者的消費稅以及其他的稅項、按消費者的費用和責任辦理、當社一概不予參與。 

5. 讓渡・轉賣的禁止 



依據交易成立后的權力及義務、以及有關交易契約上的地位、禁止向第三者讓渡或是轉賣。當社判斷在從事此類行為或是可能要從事

此類行為時、會有停止本服務的利用。對於交易的讓渡或是轉賣的相關問題當社不負任何責任。 

6. 本服務利用之際旅行者的誓約事項 

旅行者在利用本服務之際、要保證所填寫的內容符合“面向旅行者個別規定”里規定的事項以及利用本服務時申請內容的真實性、因上

述所填寫的內容不准或不真實、當社、STAY JAPAN 會員以及其他的第三者受到損失的話、旅行者對其損失負有全部的賠償義務。 

7. 關於保險 

當社在可能的範圍內確認房東所提供的信息・合法性。不過，因為本網站只是向房東和旅行者之間提供了個交易系統、因此不保證房

東提供的信息的準確性、真實性、交易內容的妥當性、合法性，還有、不約定交易的成立，旅行者與房東的交易責任自負。旅行者在

接受了設施的使用以及其它的登記服務之時如遇到以下情況（明顯罹患上了傳染病，賭博以及其它的違法行為以及可能的違法亂紀行

為等）、請告知房東知曉。房東、旅行者按預約時登記服務的對價，對在其信用卡里請求按本網站所標記的對價交易手續費之事（以

下、稱作“交易手續費”。），房東、旅行者對此知曉並同意。旅行者在利用本服務之際、同意當社為其辦理國內旅行受害保險。還

有、因為當社是契約者所以有關旅行者（被保險者）的國內旅行傷害保險的賠償責任危險擔保特約部分的保險金請求的行使權，由旅

行者委託當社。 

 

面向房東的個別規定 

關於房東、除本規約之外、“面向房東的個別規定”也適用。 

1. 服務 

本網站只是向房東和旅行者之間提供了個交易系統、因此不保證旅行者提供的信息的準確性、真實性、交易內容的妥當性、合法性，

還有、不約定交易的成立，房東與旅行者的交易責任自負。 

2. 房源的刊載 

(1) 房東上傳到本網站的註冊登記服務,符合以下的任意以一條都可。 

a) 房東登記的服務須是旅館業法第三條規定許可的住宿設施的住宿服務 

b) 除前號規定的設施之外、提供的該房屋須是旅館業法規定的依法(含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許可的房屋的住宿服務 

c) 接受農山漁村的生活體驗等服務（房東收取的等價費用只限於是在農山漁村生活體驗的指導費、膳食的實際費用、消耗品

的實際費用、住宿不是以盈利為目的、並且不收取住宿費）。還有、關於住宿在農林漁家里的操作指南、實施方針、操作綱

要以及其他的指導準則（以下稱為“民泊指導準則”）對各都道府縣提出的申請、註冊批復的條件是要看是否具備滿足該“民泊

指導基準”的規定、是否是按該規定辦的、是否採取了措施等為條件。） 

d) 除前號規定的之外、所提供的住宿服務須在不抵觸旅館業法以及其他的法令的範圍之內（含搞大型活動時的因住宿設施不

足而認可的公共性高的住宿服務） 

(2) 依據當社規定的手續有向房東要求登載登記服務的話、當社要求該登記服務須滿足前號規定的條件、另外還要審查該登錄服

務在本網站上登載是否合適。審查的結果適合的話、該登記服務方可在本網站登載。 

(3) 房東對於按前號規定當社的審查結果不能要求公示理由、以及一切的異議申請訴求、房東由此造成的損失或是利益侵害不能

向當社請求賠償以及一切其他的請求。 

3. 登記計劃 

房東在向本網站提出登記服務的登載要求時，選擇另外提示的某一登記計劃，在當社同意的情況下，適用於該登記計劃。 

4. 會員資格的取消 



除本規約第 11 條規定的情況之外、當社判斷房東有以下任一條的情況,不允許使用本服務。還有,對該 STAY JAPAN 會員的會員

資格取消,退會,以及中止其本服務的部分或是全部的利用進行處置可以不用事先通該會員。此外,當社判斷有必要可以实施应对措

施,由此造成的房東的損失或是利益侵害，當社一概不予不負責。房東不可以對當社實施的措施要求理由公示以及其他的異議申述

等。 

(1) 判明登記在本網站上的登記服務不滿足第 2 項第 1 號規定的時候。 

(2) 對當社的支付義務出現怠慢的時候。 

(3) 房東和旅行者之間的交易、受到旅行者強烈投訴的時候。 

5. 關於保險 

房東在利用本服務之際、房東（被保險人）同意當社為其加入的保險（旅館業者賠償責任保險、動產綜合保險） 

以上 

 

改定・適用 平成 28 年 6 月 15 日 TOMARERU 株式會社 

咨詢窗口 

開示等申請提出、意見、提問、苦衷不滿、以及其他的個人信息使用的相關問題的各類咨詢、資訊平台會為您受理。 

 

 

https://stayjapan.com/info/contact/new?categories_type=info_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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