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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条 个人信息的保护
　　对个人信息，系统管理员以及有必要利用这些信息的相关业务负责
人（包括受托方），有责任在处理过程中保护这些信息不会被泄漏、篡
改和非法使用，做到严格运营和严格管理。另外，除以下各项的场合，
未经本人同意，一律不得向第三者披露。
（1）遵守法令时。
（2）为了保护人身安全，或者为了保护财产不受侵犯而有必要，同时
很难得到本人同意时。
（3）对国家机关或者地方公共团体，或者受其委托者在执行法令规定
的业务过程中，有必要与其合作，同时征得本人同意的话有可能对该事
务的执行造成妨碍时。

第18条 个人信息的披露、勘误和删除
　　当您联系本中心，我们会受理您对个人信息的披露、勘误和删除的
要求。届时，请告知可核实您本人的个人信息。

第四章 其他

第19条 本服务的更改和结束
　　本公司根据本公司的具体情况，有权决定部分或全部结束本服务。
在这一场合下，除非本公司向会员明确通知、告知或者公布，否则随着
本服务的结束，会员将丧失与使用本服务有关的所有权利。

第20条 免责事项
1.由于会员使用本服务而给第三者带来麻烦或损害时，应由当事者之间
负责解决，本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
2.由于通信状态等原因，导致会员不能正常使用本服务而导致产生某些
不便或损害时，本公司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21条 适用法令
　　将日本法作为与本章程有关的适用法令。

第22条 管辖法院
　　在会员和本公司之间发生诉讼时，以东京地方法院作为第一审专属
的协议管辖法院。

关于会员卡相关咨询和设施预约相关咨询窗口
有关本服务、会员卡和章程等方面的咨询，可在下述窗口办理。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会员专用网站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

4. The Member shall manage his/her Membership Card with due care of a prudent 
manager. The use of the Membership Card shall be limited to the member 
himself/herself, and it is not allowed to transfer or lend the Membership Card to 
others.  
5. A Membership Card will be issued to a Member (no Member is allowed to apply for, 
or have, multiple Membership Cards under the same name).
6. Fujita Kanko Group Membership Card Poin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oints”) 
across multiple Membership Cards shall not be combined and transferred to any one of 
the Membership Cards of the Member, even when it is the Membership Cards under 
his/her own name.

Article 6 Change in Registered Information
　When your name or e-mail address is changed, please notify the Center of said 
change. After identification, the Center makes changes in your registered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a Member can make changes in his/her registered information on his/her 
own via the “Fujita Kanko Group Membership Card Members-Only Websit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Members-Only Website”)” and “Fujita Kanko Group Membership Card 
Members-Only Mobile Websit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Members-Only Mobile 
Website”).” If you fail to inform the Center of any changes, the point program may 
become unavailable. Furthermore, our company cannot send you various notifications, 
and you may be disqualified for membership.

Article 7 Reissuance of the Membership Card
1. If your Membership Card is lost or stolen, please notify any of our hotels. After 
identification, the notified hotel will revoke the lost or stolen Membership Card and 
then issue a new Membership Card. Our company will ask you to pay 300 yen (tax 
included) for the reissuance of the Membership Card.
2. All the Points accumulated in a lost or stolen Membership Card at the time of its 
cancellation will be transferred to a new Membership Card; provided, however, that if a 
third party uses the Points accumulated in a lost or stolen Membership Car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a loss or theft of the Membership Card to its cancellation, compensation for 
or restitution of such Points will not be provided.

Article 8 Cancellation of Membership
　If a Member falls under any of the following cases, the Member will be disqualified 
from membership:
(1) A Member dies
(2) A Member applies for withdrawal from membership
(3) A Member requests deletion of his/her personal information (after identifica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Member will be deleted).
(4) A Member fails to abide b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Accommodation Contract 
of our Facilities, the Facility Usage Regulations and the like.
(5) A Member is disqualified from membership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4 of Article 3
(6) For other reasons related to any of the above cases

Article 9 Change in These Regulations
1. Our company may revise these Regulations by notifying the Member of details on 
said revision via our website. When these Regulations are revised, any items pertaining 
to the Services provided shall b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vised Regulations.
2. Due to management considerations, or in case of natural disasters or other emergen-
cies, or the like, the Services provided may be temporarily suspended or stopped 
without advance notice.
3. In case of Sections 1 and 2 of this article, our company will assume no responsibility.

Chapter 2  Regarding Various Services
Article 10 Membership Benefits
　The following services will be offered to the Member in the Services:
(1) The point program specified in Article 11
(2)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on our Facilities via direct mail and e-mail
(3) Provision of members-only complimentary rates: Please see the members-only 
webpage for details.

Article 11 Point Program
1. Details of point addition
(1) Points are added the next day of usage or later,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an 
accommodation fee, payments of food and drink, green fees at our golf courses, 
entrance fees, or payments at in-hotel shops in any of our Facilities that offer the 
Services.
(2) For every 100 yen you spend, you will get 4 Points.
*When you make a reservation through a travel agent (including online agents), you will 

Article 1 Name and Purpose of the Card
　The Fujita Kanko Group Membership Car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Membership Card”) is a card with which members defined in Article 3 can receive 
various membership services including the membership benefits specified in 
Article 10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ervices”) when they use any of the 
facilities of Fujita Kanko Group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our Facilities”).

Article 2 Operating Body
　The operating body of the Membership Card is Fujita Kanko Inc.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our company”). The management of the Membership Card is 
performed by Fujita Kanko Group Membership Card Center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enter”).

Article 3 Definition of the Member
1. A member is an individual who has agreed with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users of 
Fujita Kanko Group Membership Car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se 
Regulations”), applied for membership with the membership card application form 
specified by our compan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Application Form”) or via 
the online application window in our websit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Application Window”), and been qualified for membership by our compan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Member”).
2. All the mandatory fields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or the Application Window for 
the Membership Card shall be filled out. If any mandatory fields are left blank, 
registration may be rejected. In addition, registration is limited to applicants with 
addresses outside Japan.
3. The Member shall be individuals at the age of 16 or over, and registration by legal 
entities, groups, or the like is not acceptable.
4. If an applicant falls under any of the following cases, his/her application for the 
registration for the Membership Card will be rejected. If it is proved after registra-
tion that an applicant falls under any of the following cases, our company will 
immediately proceed with membership cancellation:
(1) An applicant provides false information at the time of registration
(2) An applicant is a gangster, a member or related person of an organization 
affiliated with any organized crime group or other antisocial forces, and a member 
of any legal entities or other organizations of which business activities are governed 
by an organized crime group or members of an organized crime group
(3) An applicant commits acts involving violence, injury, insistence, intimidation, 
blackmail, fraud and other acts equivalent to the foregoing, or makes demands 
beyond a reasonable scope, at any of our Facilities
(4) An applicant is deemed to be likely to commit acts against the law or offensive 
to public order and morals, or give language or behavior that is a considerable 
nuisance to other customers, at any of our Facilities
(5) An applicant causes trouble due to deferred payment or the like at any of our 
Facilities
(6) An applicant violates these Regulations
(7) It is concluded that an applicant is not eligible for membership due to any other 
reasons

Article 4 Registration Fee and Annual Membership Fee
　Neither a registration fee nor an annual membership fee is charged; provided, 
however, that each and every Member is required to pay 300 yen (tax included) for 
the issuance of the Membership Card. The issuance fee will not be refunded for 
whatever reason.

Article 5 Regarding the Membership Card
1. When you become a member at a hotel, we will issue a member's card for you as 
a membership card.
2. If you become a member through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hotel, the QR code 
displayed on "My Page" will function as a membership card.(A member's card will 
not be issued.)  
3. When using our service, please be sure to show your member's card or membership 
QR code to our staff in charge.If you do not show them, this service will not be offered.

equally get 50 Points (per night) regardless of the amount of payment.
(3) Amounts of payment subject to point addition include service charges and 
taxes such as consumption tax, bath tax and hotel tax.
(4) Payment methods subject to point addition include cash, credit cards, electron-
ic money “WAON”, and cash voucher (restaurant tickets for our hotel restaurants, 
and gift certificates issued by credit card companies).
(5) There is no maximum limitation of adding Points.
(6) If you do not show your member's card or membership QR code, new points 
will not be added.
2. Services subject to point addition

3. Payment not subject to point addition
　You cannot get any Points in the following cases:
(1) A fraction of less than 100 yen
(2) Room charges such as charges for refrigerators, phone calls, pay televisions and 
massage, and any charges other than booking plan fees, as well as taxes and 
service charges associated with the charges
(3) Payments of food and drink, charges for private room usage, and any charges 
other than booking plan fees, as well as taxes and service charges associated with 
the payments and charges, at affiliated restaurants
(4) Payments of wedding ceremonies (including restaurant weddings and 
wedding after-parties)
(5) Payment made by any customer other than a qualified member
(6) Payment made by a tour conductor who has multiple Membership Cards and 
uses them
(7) Addition of Points to multiple Membership Cards for a single payment
(8) Post payment such as wire transfer
(9) Payment made by legal entities
(10) Payment made with complimentary tickets or Fujita Kanko Facilities using 
tickets, or through the payment-with-points program, or the like
(11) Payment made before membership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of an applicant 
is completed when our company receives the applicant’s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An applicant can get Points for payment made at the time of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4. Annual earned Points and Points you can get the next year (Membership 
Upgrading Program)
(1) You can save up Points the next year, according to the Points you earned for a 
year (bonus points, campaign points, online booking points, and group points are 
not subject to the Upgrading Program). The period of calculation of Points earned 
for a year is from January 1 to December 31, regardless of the date of membership 
registration.
(2)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you can save up Points starts on February 1 the next 
year and ends on January 31 in the year after the next year.
(3) For a year when you can save up Points, you can get Points according to the 
Points you earned in the previous year.
(4) The number of Points you will get in the year after the next year is changed 
according to the Points you earned from January 1 to December 31 in the year 
before the subject year.

5. Details of the payment-with-points program
(1) You can redeem your Points by 1.5 times the money and use the Points to make 
payment at any of our Facilities that offers the payment-with-points program. 
(2) Starting from 500 Points (worth 750 yen), you can use your Points in 1-yen 
increments.
(3) When Points are redeemed to amounts available for payment, fractions are 

rounded off.
(4) Fractions of Points used for payment are rounded up. Any Points used do not have 
fractions.
(5) Points used for payment cannot be cancelled for whatever reason.
(6) Conditions of conversion rates, usage increments, and the like may be changed 
without advance notice. In addition, the payment-with-points program may be 
temporarily suspended or stopped without advance notice.
(7) You cannot get any Points for payment made with your Points.
(8) Points cannot be redeemed to cash.
(9) Facilities that offer the payment-with-points program
Please see here.　https://fujita-kanko.com/fgmc/hotels_list.html
(10) If you fail to present your membership card or membership QR code, you cannot 
pay with points.
6. Services subject to payment with points

7. Payment not subject to the payment-with-point program
　 You cannot make payment with your Points in the following cases:
(1) Payments less than 750 yen
(2) Payment with Points less than 500 Points
(3) Room charges such as charges for refrigerators, phone calls, pay televisions, and 
massage and any charges other than booking plan fees, as well as taxes and service 
charges associated with the charges
(4) Payments of food and drink, charges for private room usage, and any charges other 
than booking plan fees, as well as taxes and service charges associated with the 
payments and charges, at restaurants that accept payment with points
(5) Payment made at Facilities that do not offer the payment-with-point program
(6) Payments of wedding ceremonies (including restaurant weddings and wedding 
after-parties)
(7) Payment made by legal entities
(8) Payment made at tenants, some in-hotel shops or the like
(9) Payment made with the Membership Card not presented
(10) Payment made before usage of the Facilities, such as advances received and 
deposits received
(11) Payment made after usage 
(12) Payment made with the Membership Card not yet delivered due to the reissuance 
of the Card or the like
8. When you cannot redeem your Points and when you cannot use the payment-with-points 
program
　You cannot redeem your Points and use the payment-with-points program in the 
following cases:
(1) The Membership Card is damaged
(2) Natural disasters, power outages, system troubles, failure in terminals, or any other 
compelling circumstances occur
(3)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for the Member is suspended due to system considerations 
such as system maintenance
(4) A Member violates, or is likely to violate, these Regulations
(5) A Membership Card is counterfeited or falsified, or Points are illegally created
9. Conversion to WAON points
Even when you redeem your Points to WAON points, you cannot redeem your Points to 
electronic money “WAON.”
Please refer to the “WAON” official website for details on WAON points and electronic 
money “WAON.”
http://www.waon.net/index.html
10.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vious section, if a Member cannot redeem his/her Points 
or use the payment-with-point program and any inconvenience or damage is incurred 
thereby, our company shall assume no responsibility.
11. Period of validity of Points
Points will remain valid for maximum of 3 years from the day when you earn the Points 
(they will be valid until December 31 two years after you acquire them).
12. Cancellation of Point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8, if a Member is disqualified from membership, the Member 
will lose all Points he/she collected.

13. Facilities that offer the Services
Please see here.  https://fujita-kanko.com/fgmc/hotels_list.html

Chapter 3  Regarding the Handling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rticle 12 Handler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Our company will specify the basic policy for protect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handled in the Service, campaigns and questionnaires related to the Service, etc. 
and the Center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policy of the Fujita 
Kanko Group is available in the website of our company. 
http://www.fujita-kanko.co.jp/policy/ 

Article 13 Purpose of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received at the time of registration (including the 
information after the revision to notified items), the dates of member’s use, used 
facilities, usage points, and accumulated poin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ersonal Information”) shall be used for the following purposes: 
(1)To check in and offer services while users stay at facilities
(2)To communicate necessary information for the Service and the business of 
facilities 
(3)To send notification emails in the email distribution service 
(4)To identify users when reissuing cards after the loss of the cards or the like
(5)To answer inquiries from customers with reference to related information 
(6)To deliver gifts, necessary related documents, etc. to users
(7)To survey the trend of use of the Service
(8)To improve the services of facilities with reference to provided information  

Article 14 Notifications to members 
1.When you register your email address via the members-only website for PCs or 
cell phones at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facilities may send emails for advertisement, 
etc. 
2.If you want to change registered information after application, please access the 
members-only website for PCs or cell phones and change the information by 
yourself. 

Article 15 Sharing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described in Article 13 will be shared in the Fujita 
Kanko Group within the necessary range for attaining the following purposes of 
use. 
(1)To offer services to customers, such as the notifications on the use, etc. of 
facilities (for wedding, banquets, restaurants, accommodation, leisure, golf 
courses, etc.) of the Fujita Kanko Group, the dispatch of products, and the 
settlement of bills, and conduct related tasks
(2)To send notifications, questionnaires, etc. about the business and facilities 
(wedding, banquets, restaurants, accommodation, leisure, golf courses, etc.) of the 
Fujita Kanko Group
(3)To do statistical surveys and analysis using a computer or the like, in order to use 
their results for grasping the usage situation of the facilities, products, services, etc. 
of the Fujita Kanko Group, improve and develop them. 
(4)To manage and operate the membership organizations of the Fujita Kanko 
Group (including the organizations for the users of Fujita Kanko Group Member’s 
Card, etc., the members of Wisterian Life Club and Club Fujita, and those who hold 
wedding ceremonies), offer services to members, and conduct related tasks 

Article 16 Outsourcing 
　Our company will outsource all or part of the following tasks and provide 
outsourcees with necessary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conduct business 
smoothly. 
(1)Receipt of application forms and check of their contents
(2)Tasks related to the issuance of membership cards
(3)Tasks related to the forwarding of inquiries regarding the subscription to and 
use of the Service 
(4)Tasks related to the receipt and registration of notifications on the loss and theft 
of membership cards and changes to notified items 
(5)Tasks related to the accumulation, use, etc. of points
(6)Tasks accompanying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computation of the 
Service 
(7)Other tasks designated by the Center among the tasks related to the Service and 
membership cards 
* Members shall agree that the Center will add or change the above-mentioned 

tasks if necessary.

Article 17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System administrators and those who engage in tasks that require personal informa-
tion (including outsourcees) shall handle personal information responsibly, and 
manage it strictly to protect it from leak, falsification, and unauthorized use. Our 
company will never disclose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a third party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each user who has provided said personal information, except the following cases. 
(1)A law or regulation requires disclosure.
(2)Disclosure is required for protecting the life, body, or assets of a person, and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the consent of a user who has provided personal information.
(3)Our company needs to cooperate with a domestic institution, a local government, or 
a person entrusted by said organization in conducting a clerical task specified by a law 
or regulation, and the consent of a user who has provided personal information might 
hinder said clerical task.

Article 18 Disclosure, correction, and dele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f you want to disclose, correct, or delete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the Center. At that time, please provide your information for identifying you.

Chapter 4  Others
Article 19 Change and termination of the Service 
　Our company may terminate part or all of the Service for a reason attributable to our 
company. In this case, all rights of members related to the use of the Service shall 
become invalid when the Service is terminated, unless our company explicitly notifies, 
informs, or announces that said rights are handled differently. 

Article 20 Disclaimer 
1.If a member causes any inconvenience or damage to a third party by using the Service, 
said matter shall be settled between the parties concerned on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and our company will not take any responsibility for said matter. 
2.Even if the poor state of communications or the like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a member 
to use the Service and causes any inconvenience or damage, our company will not take 
any responsibility for said matter. 

Article 21 Governing law
　These regulations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Japanese law. 

Article 22 Jurisdictional court
　The first trial of any lawsuits between a member and our company shall be held 
exclusively at Tokyo District Court. 

Regarding the contact point for dealing with inquiries about membership cards and 
facility booking 
Please access the following site to ask about the Service, cards, regulations, etc. 

Members-only website for Fujita Kanko Group Member’s Card 
https://fujita-kanko.com/fgmc/

（日本国外居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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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 会员卡的名称和目的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以下称“会员卡”），是一张用来提供给
根据第3条中定义的会员，在藤田观光集团的各家设施（以下称“设
施”）使用服务时，让会员可享受第10条规定的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
的会员优惠等各类会员服务（以下称“本服务”）的卡片。

第2条 运营主体
　　会员卡的运营主体，为藤田观光株式会社（以下称“本公司”）。
同时，会员卡的运营业务由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中心（以下称“本中
心”）承担。

第3条 会员的定义
1.所谓会员，是指同意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会员章程（以下称“本章
程”），并在本公司规定的会员卡入会申请书（以下称“入会申请
书”）或在本公司网站的申请画面（以下称“申请画面”）进行入会申
请，并经本公司承认入会的个人（以下称“会员”）。
2.会员卡入会申请书或申请画面的必填项目都必须填写。如果没有填
写必要的信息，我们可以拒绝入会。同时，仅限日本国外居民可以
申请。
3.会员原则上应为16岁以上的个人，法人或团体等不属于可入会对
象。
4.凡符合以下各项中任何一项的都将被拒绝入会。同时，如入会后发
现相关事实时，我们会立即办理会员资格取消手续。
（1）入会时做虚假申请。
（2）属于暴力团体、暴力团相关团体或其他反社会势力的组成人员
及相关人员，以及暴力团或暴力团员支配下的事业活动法人及其他
团体的成员。
（3）在设施内，实施暴力、伤害、强迫、威胁、恐吓、诈骗以及类
似行为，或者提出不合理要求。
（4）认定在施设内有可能做出违反法令或公共秩序的行为，或有可
能对其他客人带来显著骚扰的言行时。
（5）在设施内发生拖欠费用支付等情况而产生纠纷时。
（6）违反本章程时。
（7）其他被认为不适合会员身份时。

第4条 入会费及年度会费
　　入会费和年度会费免费。但需要支付会员卡发行费300日元（含
消费税）。同时，发行费无论何种理由均不予退还。

第5条 关于会员卡
1.在酒店申请并获得会员资格的客人，我们将为其发行会员卡以作会
员证使用。
2.在酒店官方网站申请并获得会员资格的客人，我们将为其在“我的
页面”设置QR 码以作会员证使用。（不发行会员卡）
3.当您到访使用设施时，请务必向设施的有关服务人员出示会员卡或
会员QR码。若未能出示上述证明，我们将无法提供本服务。
4.会员应以善良管理者的注意义务妥善保管会员卡。会员卡只限会员
本人使用，不可转让或出借他人。

5.我们为每位会员发行一张会员卡（不得以相同名义申请或持有两张以
上的会员卡）。
6.即使会员卡确实属于会员本人，也不可将两张以上的会员卡所拥有的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积分（以下称“积分”）统合为1张。

第6条 申报事项的变更
　　当姓名、电子邮箱地址出现变更时，请联系本中心。我们将在核实
会员身份后，变更注册内容。另外，会员本人也可在“藤田观光集团•会
员卡会员专用网站（以下称‘会员专用网站’）”以及“藤田观光集团•会员
卡会员专用手机网站（以下称‘会员专用手机网站’）”自行更改。如无有
关变更的申报，将不能继续使用积分服务。同时，我们也不能继续发送
各种通知等指南，并有可能丧失您的会员资格。

第7条 会员卡再发行
1.当会员卡遗失或被盗时，请与酒店联系。我们将在核实会员身份之
后，使旧卡失效并发行新的会员卡。此时，会员需支付会员卡再发行费
300日元（含消费税）。
2.办理失效手续时会员卡里的累计积分将直接移至新的会员卡，但从会
员卡遗失和被盗发生，至办理失效手续这段时间里，第三者使用了会员
卡里的累计积分时，我们将不作填补和赔偿。

第8条 会员资格失效
　　凡符合以下各项中任何一项的会员，将被视为丧失会员资格。
（1）会员死亡时。
（2）会员申请退会时。
（3）会员请求删除个人信息时（在核实会员身份之后删除）。
（4）不遵守设施的住宿条款或设施使用规则等情况下。
（5）根据第3条第4项的规定，会员资格被取消时。
（6）其他与上述各项事项类似的情況。

第9条 本章程的更改
1.本公司通过在本公司网页通知会员更改内容的方式，可以更改本章程
的内容，当本章程更改后，与提供本服务有关的所有事宜，将按照更改
后的本章程执行。
2.基于营运中的具体情况和天灾及其他紧急情况发生所带来的故障发生
等情况，有可能未经预告就暂时中断或停止本服务的提供。
3 .在本条第1项、第2项的情况下，本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

第二章 关于各种服务

第10条 会员优惠
　　本服务为会员提供以下各项服务。
（1）第11条中规定的积分方案。
（2）将设施的信息通过直接邮寄和电子邮件方式发送。
（3）提供会员限定的优惠价格…在会员专用网页刊登指南。

第11条 积分方案
1.积分加算内容
（1）针对您在本服务对象设施的住宿费、餐饮费、高尔夫球场的打球
费、门票、商店购物时的支付，将根据金额在使用日的次日加算积分。
（2）积分加算，按每支付100日元加4个积分计算。
*如通过旅行代理店（互联网）进行预约时，将不计金额一律加算50个
积分（每住一宿）。
（3）积分加算对象金额中，包括服务费和消费税、沐浴税、酒店税等
诸税。
（4）关于积分加算对象金额的支付方法，规定应为会员本人支配使用

的现金、信用卡、电子钱“WAON”和商品券（本公司酒店的餐厅券
和信用卡公司发行的商品券）。
（5）积分加算不设上限。
（6）若无法出示会员卡或会员QR码、则不能加算积分。
2.可加算积分的对象服务

3.积分加算对象外
以下场合排除在积分加算对象外。
（1）使用金額中，不到100日元的金额。
（2）住宿期间的冰箱使用费、电话费、收费电视费和按摩费等客房
费及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3）在对象饮食设施使用的餐饮费、包厢使用费、方案费以外的费
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4）婚礼（包括餐厅婚礼和婚礼余兴派对）使用的金额部分。
（5）会员本人以外的人员所支付的使用费部分。
（6）由旅行代理店的导游持有多张会员卡使用的场合。
（7）使用某项服务时向两张以上的卡片加算积分的场合。
（8）通过转账等在日后支付的使用金额部分。
（9）由法人使用的部分。
（10）通过招待券和藤田观光设施使用券以及积分付款服务等使用
的金额部分。
（11）入会申请之前的使用部分（当本公司接到申请时，才作为入
会申请对待。申请时的使用部分将视作积分加算对象办理）。
4.全年所赚取的积分和下年度的积分加算方案（会员等级提高服
务）。
（1）根据一年所赚取的积分，次年一年的积分加算将获得优惠（奖
励积分、活动积分、在线预约积分以及团体积分不属于等级提高服
务对象）。一年中所赚积分的计算对象期限，不计入会日期，一律
为1月1日～12月31日。
（2）第二年的积分优惠期限，从第二年2月1日开始到后年1月31日
为止）。
（3）在积分优惠期间的一年中，将根据前一年的积分赚取情况加
算。
（4）后年的积分加算，将根据前一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积分赚取
情况相应变更。

5.积分付款服务的内容
（1）积分将按1.5倍换算，可在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设施用于费用
支付。
（2）使用积分付款时，限500积分（750日元）以上，以1日元作为
最小单位使用。
（3）所持有的积分换算成可付款金额时，小数点以下舍去。
（4）用于付款的积分按小数点以下进位处理。积分不产生尾数。

（5）用于付款后的积分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取消。
（6）换算率、使用单位等各种条件可不经预告即做变更。另外，有可
能不经预告就暂时中断或停止积分付款服务。
（7）使用积分付款的金额部分不能作积分加算。
（8）积分不能交换现金。
（9）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设施
请在此确认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hotels_list.html
（10）如无法出示会员卡或会员QR码，则不能使用积分付款。
6.积分付款对象服务

7.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外
以下情况属于积分付款服务对象外。
（1）使用金額中，不到750日元的金额部分。
（2）不到500积分的积分付款。
（3）住宿期间的冰箱使用费、电话费、收费电视费、按摩费等客房费
及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4）在对象饮食设施的餐饮费、包厢使用费、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
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5）积分付款服务对象设施以外的使用金额。
（6）婚礼（餐厅婚礼・婚礼余兴派对）费用。
（7）法人使用部分。
（8）在部分租店和部分商店等的使用部分。
（9）未出示会员卡时的使用部分。
（10）预付金、代收款等在使用日之前的支付部分。
（11）使用日之后的支付部分。
（12）会员卡再发行等情况下新卡未送达期间的使用部分。
8.不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的场合
以下场合不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
（1）会员卡出现破损时。
（2）自然灾害、停电、系统障碍、终端故障或其他不得已的场合。
（3）系统维护等，由于系统上的理由而暂时停止提供会员服务时。
（4）会员违反本章程或存在违反的可能时。
（5）会员卡经过伪造或是改变，或者通过不正当手段制做积分时。
9.WAON积分交换
即使将积分交换成WAON积分，也不能交换成电子钱“WAON”。
有关WAON积分和电子钱“WAON”的详细情况，请访问“WAON”官方网
站作确认。
http://www.waon.net/index.html
10.根据前款的规定，即使因为会员未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而
造成某些不利或损害时，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11.积分的有效期限
积分的有效期从获得积分之日起最长三年有效（从获得积分之日起至两
年后的12月31日为止有效）。
12.关于积分失效
根据第8条的规定，会员在会员资格失效时，之前所获得的所有积分将
失效。
13.本服务对象设施
请在此确认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hotels_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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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个人信息处理

第12条 个人信息运用的主体
　　对本服务以及与本服务有关的宣传活动、问卷调查等实施中所
处理的个人信息，本公司除了制定有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方针外，
还确定保护个人信息的管理部门为本中心。另外，藤田观光集团的
个人信息保护方针公布于本公司网页上。
http://www.fujita-kanko.co.jp/policy/

第13条 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
　　入会时所搜集的个人信息（包括申报变更事项后的信息），以
及会员的使用日期、使用设施、使用积分、累积积分（以下称“个人
信息”），将用于下列各项的目的。
（1）为了向客人提供入住和住宿期间的服务。
（2）为了进行本服务及设施业务上必要的联系。
（3）为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服务发送各种指南邮件。
（4）在会员卡遗失等情况下再发行会员卡时，对客人做本人核实。
（5）在收到来自客人的咨询时，对相关内容做照会以便作答。
（6）向客人送达各种优惠商品及相关的必要信息。
（7）为了进行本服务的利用动向调查。
（8）为提高设施服务水平作参考。

第14条 向会员发送的指南
1.在申请入会时，或使用会员专用网站、会员专用手机网站注册电子
邮箱地址时，会收到来自设施的广告宣传等电子邮件。
2.在入会申请之后，需变更注册内容时，请在会员专用网站或会员
专用手机网站由会员本人进行更改。

第15条 个人信息的共同利用
　　对第13条所规定的个人信息，在以下使用目的的必要范围内，
可在藤田观光集团内共同利用。
（1）与藤田观光集团的营业设施（婚礼、宴会、餐厅设施、住宿设
施、娱乐设施、高尔夫球场等）的使用等有关的联系、商品发送、
费用结算等，用于为客人提供服务及其相关事宜的实施。
（2）介绍与藤田观光集团的营业及营业设施（婚礼、宴会、餐厅设
施、住宿设施、娱乐设施、高尔夫球场等）有关的通知、问卷等。
（3）为了把握、改善和提高藤田观光集团的设施及商品服务等使用
状况，也为了更好的开发，使用电脑等进行统计和分析。
（4）用于藤田观光集团各会员组织（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等各种卡
片会员；紫藤生活俱乐部会员；藤田俱乐部会员；婚礼会场的会员
等会员组织等）的管理和运营以及对会员提供服务及其附带业务。

第16条 业务委托
　　本公司为了顺利地执行业务，对以下各项业务的一部分或全部
作委托，并对受托单位提供必要范围的个人信息。
（1）申请书受理和申请书记载内容核实。
（2）会员卡交付相关业务。
（3）与本服务的入会及使用有关的咨询的传呼相关业务。
（4）会员卡遗失和被盗时的联系与受理、归档以及与各种申报事宜
的变更受理及归档有关的业务。
（5）积分加算和使用等相关业务。
（6）本服务的信息处理和电脑处理所附带的业务。
（7）其他服务及会员卡相关业务中由本中心指定的业务。
※会员应预先同意本中心对上述各项委托业务内容在必要时进行的
补充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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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条 个人信息的保护
　　对个人信息，系统管理员以及有必要利用这些信息的相关业务负责
人（包括受托方），有责任在处理过程中保护这些信息不会被泄漏、篡
改和非法使用，做到严格运营和严格管理。另外，除以下各项的场合，
未经本人同意，一律不得向第三者披露。
（1）遵守法令时。
（2）为了保护人身安全，或者为了保护财产不受侵犯而有必要，同时
很难得到本人同意时。
（3）对国家机关或者地方公共团体，或者受其委托者在执行法令规定
的业务过程中，有必要与其合作，同时征得本人同意的话有可能对该事
务的执行造成妨碍时。

第18条 个人信息的披露、勘误和删除
　　当您联系本中心，我们会受理您对个人信息的披露、勘误和删除的
要求。届时，请告知可核实您本人的个人信息。

第四章 其他

第19条 本服务的更改和结束
　　本公司根据本公司的具体情况，有权决定部分或全部结束本服务。
在这一场合下，除非本公司向会员明确通知、告知或者公布，否则随着
本服务的结束，会员将丧失与使用本服务有关的所有权利。

第20条 免责事项
1.由于会员使用本服务而给第三者带来麻烦或损害时，应由当事者之间
负责解决，本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
2.由于通信状态等原因，导致会员不能正常使用本服务而导致产生某些
不便或损害时，本公司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21条 适用法令
　　将日本法作为与本章程有关的适用法令。

第22条 管辖法院
　　在会员和本公司之间发生诉讼时，以东京地方法院作为第一审专属
的协议管辖法院。

关于会员卡相关咨询和设施预约相关咨询窗口
有关本服务、会员卡和章程等方面的咨询，可在下述窗口办理。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会员专用网站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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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 会员卡的名称和目的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以下称“会员卡”），是一张用来提供给
根据第3条中定义的会员，在藤田观光集团的各家设施（以下称“设
施”）使用服务时，让会员可享受第10条规定的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
的会员优惠等各类会员服务（以下称“本服务”）的卡片。

第2条 运营主体
　　会员卡的运营主体，为藤田观光株式会社（以下称“本公司”）。
同时，会员卡的运营业务由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中心（以下称“本中
心”）承担。

第3条 会员的定义
1.所谓会员，是指同意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会员章程（以下称“本章
程”），并在本公司规定的会员卡入会申请书（以下称“入会申请
书”）或在本公司网站的申请画面（以下称“申请画面”）进行入会申
请，并经本公司承认入会的个人（以下称“会员”）。
2.会员卡入会申请书或申请画面的必填项目都必须填写。如果没有填
写必要的信息，我们可以拒绝入会。同时，仅限日本国外居民可以
申请。
3.会员原则上应为16岁以上的个人，法人或团体等不属于可入会对
象。
4.凡符合以下各项中任何一项的都将被拒绝入会。同时，如入会后发
现相关事实时，我们会立即办理会员资格取消手续。
（1）入会时做虚假申请。
（2）属于暴力团体、暴力团相关团体或其他反社会势力的组成人员
及相关人员，以及暴力团或暴力团员支配下的事业活动法人及其他
团体的成员。
（3）在设施内，实施暴力、伤害、强迫、威胁、恐吓、诈骗以及类
似行为，或者提出不合理要求。
（4）认定在施设内有可能做出违反法令或公共秩序的行为，或有可
能对其他客人带来显著骚扰的言行时。
（5）在设施内发生拖欠费用支付等情况而产生纠纷时。
（6）违反本章程时。
（7）其他被认为不适合会员身份时。

第4条 入会费及年度会费
　　入会费和年度会费免费。但需要支付会员卡发行费300日元（含
消费税）。同时，发行费无论何种理由均不予退还。

第5条 关于会员卡
1.在酒店申请并获得会员资格的客人，我们将为其发行会员卡以作会
员证使用。
2.在酒店官方网站申请并获得会员资格的客人，我们将为其在“我的
页面”设置QR 码以作会员证使用。（不发行会员卡）
3.当您到访使用设施时，请务必向设施的有关服务人员出示会员卡或
会员QR码。若未能出示上述证明，我们将无法提供本服务。
4.会员应以善良管理者的注意义务妥善保管会员卡。会员卡只限会员
本人使用，不可转让或出借他人。

5.我们为每位会员发行一张会员卡（不得以相同名义申请或持有两张以
上的会员卡）。
6.即使会员卡确实属于会员本人，也不可将两张以上的会员卡所拥有的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积分（以下称“积分”）统合为1张。

第6条 申报事项的变更
　　当姓名、电子邮箱地址出现变更时，请联系本中心。我们将在核实
会员身份后，变更注册内容。另外，会员本人也可在“藤田观光集团•会
员卡会员专用网站（以下称‘会员专用网站’）”以及“藤田观光集团•会员
卡会员专用手机网站（以下称‘会员专用手机网站’）”自行更改。如无有
关变更的申报，将不能继续使用积分服务。同时，我们也不能继续发送
各种通知等指南，并有可能丧失您的会员资格。

第7条 会员卡再发行
1.当会员卡遗失或被盗时，请与酒店联系。我们将在核实会员身份之
后，使旧卡失效并发行新的会员卡。此时，会员需支付会员卡再发行费
300日元（含消费税）。
2.办理失效手续时会员卡里的累计积分将直接移至新的会员卡，但从会
员卡遗失和被盗发生，至办理失效手续这段时间里，第三者使用了会员
卡里的累计积分时，我们将不作填补和赔偿。

第8条 会员资格失效
　　凡符合以下各项中任何一项的会员，将被视为丧失会员资格。
（1）会员死亡时。
（2）会员申请退会时。
（3）会员请求删除个人信息时（在核实会员身份之后删除）。
（4）不遵守设施的住宿条款或设施使用规则等情况下。
（5）根据第3条第4项的规定，会员资格被取消时。
（6）其他与上述各项事项类似的情況。

第9条 本章程的更改
1.本公司通过在本公司网页通知会员更改内容的方式，可以更改本章程
的内容，当本章程更改后，与提供本服务有关的所有事宜，将按照更改
后的本章程执行。
2.基于营运中的具体情况和天灾及其他紧急情况发生所带来的故障发生
等情况，有可能未经预告就暂时中断或停止本服务的提供。
3 .在本条第1项、第2项的情况下，本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

第二章 关于各种服务

第10条 会员优惠
　　本服务为会员提供以下各项服务。
（1）第11条中规定的积分方案。
（2）将设施的信息通过直接邮寄和电子邮件方式发送。
（3）提供会员限定的优惠价格…在会员专用网页刊登指南。

第11条 积分方案
1.积分加算内容
（1）针对您在本服务对象设施的住宿费、餐饮费、高尔夫球场的打球
费、门票、商店购物时的支付，将根据金额在使用日的次日加算积分。
（2）积分加算，按每支付100日元加4个积分计算。
*如通过旅行代理店（互联网）进行预约时，将不计金额一律加算50个
积分（每住一宿）。
（3）积分加算对象金额中，包括服务费和消费税、沐浴税、酒店税等
诸税。
（4）关于积分加算对象金额的支付方法，规定应为会员本人支配使用

的现金、信用卡、电子钱“WAON”和商品券（本公司酒店的餐厅券
和信用卡公司发行的商品券）。
（5）积分加算不设上限。
（6）若无法出示会员卡或会员QR码、则不能加算积分。
2.可加算积分的对象服务

3.积分加算对象外
以下场合排除在积分加算对象外。
（1）使用金額中，不到100日元的金额。
（2）住宿期间的冰箱使用费、电话费、收费电视费和按摩费等客房
费及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3）在对象饮食设施使用的餐饮费、包厢使用费、方案费以外的费
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4）婚礼（包括餐厅婚礼和婚礼余兴派对）使用的金额部分。
（5）会员本人以外的人员所支付的使用费部分。
（6）由旅行代理店的导游持有多张会员卡使用的场合。
（7）使用某项服务时向两张以上的卡片加算积分的场合。
（8）通过转账等在日后支付的使用金额部分。
（9）由法人使用的部分。
（10）通过招待券和藤田观光设施使用券以及积分付款服务等使用
的金额部分。
（11）入会申请之前的使用部分（当本公司接到申请时，才作为入
会申请对待。申请时的使用部分将视作积分加算对象办理）。
4.全年所赚取的积分和下年度的积分加算方案（会员等级提高服
务）。
（1）根据一年所赚取的积分，次年一年的积分加算将获得优惠（奖
励积分、活动积分、在线预约积分以及团体积分不属于等级提高服
务对象）。一年中所赚积分的计算对象期限，不计入会日期，一律
为1月1日～12月31日。
（2）第二年的积分优惠期限，从第二年2月1日开始到后年1月31日
为止）。
（3）在积分优惠期间的一年中，将根据前一年的积分赚取情况加
算。
（4）后年的积分加算，将根据前一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积分赚取
情况相应变更。

5.积分付款服务的内容
（1）积分将按1.5倍换算，可在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设施用于费用
支付。
（2）使用积分付款时，限500积分（750日元）以上，以1日元作为
最小单位使用。
（3）所持有的积分换算成可付款金额时，小数点以下舍去。
（4）用于付款的积分按小数点以下进位处理。积分不产生尾数。

（5）用于付款后的积分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取消。
（6）换算率、使用单位等各种条件可不经预告即做变更。另外，有可
能不经预告就暂时中断或停止积分付款服务。
（7）使用积分付款的金额部分不能作积分加算。
（8）积分不能交换现金。
（9）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设施
请在此确认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hotels_list.html
（10）如无法出示会员卡或会员QR码，则不能使用积分付款。
6.积分付款对象服务

7.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外
以下情况属于积分付款服务对象外。
（1）使用金額中，不到750日元的金额部分。
（2）不到500积分的积分付款。
（3）住宿期间的冰箱使用费、电话费、收费电视费、按摩费等客房费
及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4）在对象饮食设施的餐饮费、包厢使用费、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
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5）积分付款服务对象设施以外的使用金额。
（6）婚礼（餐厅婚礼・婚礼余兴派对）费用。
（7）法人使用部分。
（8）在部分租店和部分商店等的使用部分。
（9）未出示会员卡时的使用部分。
（10）预付金、代收款等在使用日之前的支付部分。
（11）使用日之后的支付部分。
（12）会员卡再发行等情况下新卡未送达期间的使用部分。
8.不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的场合
以下场合不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
（1）会员卡出现破损时。
（2）自然灾害、停电、系统障碍、终端故障或其他不得已的场合。
（3）系统维护等，由于系统上的理由而暂时停止提供会员服务时。
（4）会员违反本章程或存在违反的可能时。
（5）会员卡经过伪造或是改变，或者通过不正当手段制做积分时。
9.WAON积分交换
即使将积分交换成WAON积分，也不能交换成电子钱“WAON”。
有关WAON积分和电子钱“WAON”的详细情况，请访问“WAON”官方网
站作确认。
http://www.waon.net/index.html
10.根据前款的规定，即使因为会员未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而
造成某些不利或损害时，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11.积分的有效期限
积分的有效期从获得积分之日起最长三年有效（从获得积分之日起至两
年后的12月31日为止有效）。
12.关于积分失效
根据第8条的规定，会员在会员资格失效时，之前所获得的所有积分将
失效。
13.本服务对象设施
请在此确认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hotels_list.html

一年中所赚取的积分数
※奖励积分、活动积分、在线预约积分和团体积分除外

一年里所赚取的积分数不到4,000点时
一年里所赚取的积分数达到4,000点以上时
一年里所赚取的积分数达到20,000点以上时

第二年积分加算方案

每100日元4个积分
每100日元4+1个积分
每100日元4+2个积分

住宿

饮食费
高尔夫球场
入场设施
小卖部

住宿费和方案费
（冰箱使用费、电话费、收费电视费和按摩费等除外）

餐点费、饮料费、包厢使用费和方案费
高尔夫球场打球费、餐饮费
门票
部分商店和部分租户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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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个人信息处理

第12条 个人信息运用的主体
　　对本服务以及与本服务有关的宣传活动、问卷调查等实施中所
处理的个人信息，本公司除了制定有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方针外，
还确定保护个人信息的管理部门为本中心。另外，藤田观光集团的
个人信息保护方针公布于本公司网页上。
http://www.fujita-kanko.co.jp/policy/

第13条 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
　　入会时所搜集的个人信息（包括申报变更事项后的信息），以
及会员的使用日期、使用设施、使用积分、累积积分（以下称“个人
信息”），将用于下列各项的目的。
（1）为了向客人提供入住和住宿期间的服务。
（2）为了进行本服务及设施业务上必要的联系。
（3）为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服务发送各种指南邮件。
（4）在会员卡遗失等情况下再发行会员卡时，对客人做本人核实。
（5）在收到来自客人的咨询时，对相关内容做照会以便作答。
（6）向客人送达各种优惠商品及相关的必要信息。
（7）为了进行本服务的利用动向调查。
（8）为提高设施服务水平作参考。

第14条 向会员发送的指南
1.在申请入会时，或使用会员专用网站、会员专用手机网站注册电子
邮箱地址时，会收到来自设施的广告宣传等电子邮件。
2.在入会申请之后，需变更注册内容时，请在会员专用网站或会员
专用手机网站由会员本人进行更改。

第15条 个人信息的共同利用
　　对第13条所规定的个人信息，在以下使用目的的必要范围内，
可在藤田观光集团内共同利用。
（1）与藤田观光集团的营业设施（婚礼、宴会、餐厅设施、住宿设
施、娱乐设施、高尔夫球场等）的使用等有关的联系、商品发送、
费用结算等，用于为客人提供服务及其相关事宜的实施。
（2）介绍与藤田观光集团的营业及营业设施（婚礼、宴会、餐厅设
施、住宿设施、娱乐设施、高尔夫球场等）有关的通知、问卷等。
（3）为了把握、改善和提高藤田观光集团的设施及商品服务等使用
状况，也为了更好的开发，使用电脑等进行统计和分析。
（4）用于藤田观光集团各会员组织（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等各种卡
片会员；紫藤生活俱乐部会员；藤田俱乐部会员；婚礼会场的会员
等会员组织等）的管理和运营以及对会员提供服务及其附带业务。

第16条 业务委托
　　本公司为了顺利地执行业务，对以下各项业务的一部分或全部
作委托，并对受托单位提供必要范围的个人信息。
（1）申请书受理和申请书记载内容核实。
（2）会员卡交付相关业务。
（3）与本服务的入会及使用有关的咨询的传呼相关业务。
（4）会员卡遗失和被盗时的联系与受理、归档以及与各种申报事宜
的变更受理及归档有关的业务。
（5）积分加算和使用等相关业务。
（6）本服务的信息处理和电脑处理所附带的业务。
（7）其他服务及会员卡相关业务中由本中心指定的业务。
※会员应预先同意本中心对上述各项委托业务内容在必要时进行的
补充和更改。



第17条 个人信息的保护
　　对个人信息，系统管理员以及有必要利用这些信息的相关业务负责
人（包括受托方），有责任在处理过程中保护这些信息不会被泄漏、篡
改和非法使用，做到严格运营和严格管理。另外，除以下各项的场合，
未经本人同意，一律不得向第三者披露。
（1）遵守法令时。
（2）为了保护人身安全，或者为了保护财产不受侵犯而有必要，同时
很难得到本人同意时。
（3）对国家机关或者地方公共团体，或者受其委托者在执行法令规定
的业务过程中，有必要与其合作，同时征得本人同意的话有可能对该事
务的执行造成妨碍时。

第18条 个人信息的披露、勘误和删除
　　当您联系本中心，我们会受理您对个人信息的披露、勘误和删除的
要求。届时，请告知可核实您本人的个人信息。

第四章 其他

第19条 本服务的更改和结束
　　本公司根据本公司的具体情况，有权决定部分或全部结束本服务。
在这一场合下，除非本公司向会员明确通知、告知或者公布，否则随着
本服务的结束，会员将丧失与使用本服务有关的所有权利。

第20条 免责事项
1.由于会员使用本服务而给第三者带来麻烦或损害时，应由当事者之间
负责解决，本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
2.由于通信状态等原因，导致会员不能正常使用本服务而导致产生某些
不便或损害时，本公司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21条 适用法令
　　将日本法作为与本章程有关的适用法令。

第22条 管辖法院
　　在会员和本公司之间发生诉讼时，以东京地方法院作为第一审专属
的协议管辖法院。

关于会员卡相关咨询和设施预约相关咨询窗口
有关本服务、会员卡和章程等方面的咨询，可在下述窗口办理。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会员专用网站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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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 会员卡的名称和目的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以下称“会员卡”），是一张用来提供给
根据第3条中定义的会员，在藤田观光集团的各家设施（以下称“设
施”）使用服务时，让会员可享受第10条规定的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
的会员优惠等各类会员服务（以下称“本服务”）的卡片。

第2条 运营主体
　　会员卡的运营主体，为藤田观光株式会社（以下称“本公司”）。
同时，会员卡的运营业务由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中心（以下称“本中
心”）承担。

第3条 会员的定义
1.所谓会员，是指同意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会员章程（以下称“本章
程”），并在本公司规定的会员卡入会申请书（以下称“入会申请
书”）或在本公司网站的申请画面（以下称“申请画面”）进行入会申
请，并经本公司承认入会的个人（以下称“会员”）。
2.会员卡入会申请书或申请画面的必填项目都必须填写。如果没有填
写必要的信息，我们可以拒绝入会。同时，仅限日本国外居民可以
申请。
3.会员原则上应为16岁以上的个人，法人或团体等不属于可入会对
象。
4.凡符合以下各项中任何一项的都将被拒绝入会。同时，如入会后发
现相关事实时，我们会立即办理会员资格取消手续。
（1）入会时做虚假申请。
（2）属于暴力团体、暴力团相关团体或其他反社会势力的组成人员
及相关人员，以及暴力团或暴力团员支配下的事业活动法人及其他
团体的成员。
（3）在设施内，实施暴力、伤害、强迫、威胁、恐吓、诈骗以及类
似行为，或者提出不合理要求。
（4）认定在施设内有可能做出违反法令或公共秩序的行为，或有可
能对其他客人带来显著骚扰的言行时。
（5）在设施内发生拖欠费用支付等情况而产生纠纷时。
（6）违反本章程时。
（7）其他被认为不适合会员身份时。

第4条 入会费及年度会费
　　入会费和年度会费免费。但需要支付会员卡发行费300日元（含
消费税）。同时，发行费无论何种理由均不予退还。

第5条 关于会员卡
1.在酒店申请并获得会员资格的客人，我们将为其发行会员卡以作会
员证使用。
2.在酒店官方网站申请并获得会员资格的客人，我们将为其在“我的
页面”设置QR 码以作会员证使用。（不发行会员卡）
3.当您到访使用设施时，请务必向设施的有关服务人员出示会员卡或
会员QR码。若未能出示上述证明，我们将无法提供本服务。
4.会员应以善良管理者的注意义务妥善保管会员卡。会员卡只限会员
本人使用，不可转让或出借他人。

5.我们为每位会员发行一张会员卡（不得以相同名义申请或持有两张以
上的会员卡）。
6.即使会员卡确实属于会员本人，也不可将两张以上的会员卡所拥有的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积分（以下称“积分”）统合为1张。

第6条 申报事项的变更
　　当姓名、电子邮箱地址出现变更时，请联系本中心。我们将在核实
会员身份后，变更注册内容。另外，会员本人也可在“藤田观光集团•会
员卡会员专用网站（以下称‘会员专用网站’）”以及“藤田观光集团•会员
卡会员专用手机网站（以下称‘会员专用手机网站’）”自行更改。如无有
关变更的申报，将不能继续使用积分服务。同时，我们也不能继续发送
各种通知等指南，并有可能丧失您的会员资格。

第7条 会员卡再发行
1.当会员卡遗失或被盗时，请与酒店联系。我们将在核实会员身份之
后，使旧卡失效并发行新的会员卡。此时，会员需支付会员卡再发行费
300日元（含消费税）。
2.办理失效手续时会员卡里的累计积分将直接移至新的会员卡，但从会
员卡遗失和被盗发生，至办理失效手续这段时间里，第三者使用了会员
卡里的累计积分时，我们将不作填补和赔偿。

第8条 会员资格失效
　　凡符合以下各项中任何一项的会员，将被视为丧失会员资格。
（1）会员死亡时。
（2）会员申请退会时。
（3）会员请求删除个人信息时（在核实会员身份之后删除）。
（4）不遵守设施的住宿条款或设施使用规则等情况下。
（5）根据第3条第4项的规定，会员资格被取消时。
（6）其他与上述各项事项类似的情況。

第9条 本章程的更改
1.本公司通过在本公司网页通知会员更改内容的方式，可以更改本章程
的内容，当本章程更改后，与提供本服务有关的所有事宜，将按照更改
后的本章程执行。
2.基于营运中的具体情况和天灾及其他紧急情况发生所带来的故障发生
等情况，有可能未经预告就暂时中断或停止本服务的提供。
3 .在本条第1项、第2项的情况下，本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

第二章 关于各种服务

第10条 会员优惠
　　本服务为会员提供以下各项服务。
（1）第11条中规定的积分方案。
（2）将设施的信息通过直接邮寄和电子邮件方式发送。
（3）提供会员限定的优惠价格…在会员专用网页刊登指南。

第11条 积分方案
1.积分加算内容
（1）针对您在本服务对象设施的住宿费、餐饮费、高尔夫球场的打球
费、门票、商店购物时的支付，将根据金额在使用日的次日加算积分。
（2）积分加算，按每支付100日元加4个积分计算。
*如通过旅行代理店（互联网）进行预约时，将不计金额一律加算50个
积分（每住一宿）。
（3）积分加算对象金额中，包括服务费和消费税、沐浴税、酒店税等
诸税。
（4）关于积分加算对象金额的支付方法，规定应为会员本人支配使用

的现金、信用卡、电子钱“WAON”和商品券（本公司酒店的餐厅券
和信用卡公司发行的商品券）。
（5）积分加算不设上限。
（6）若无法出示会员卡或会员QR码、则不能加算积分。
2.可加算积分的对象服务

3.积分加算对象外
以下场合排除在积分加算对象外。
（1）使用金額中，不到100日元的金额。
（2）住宿期间的冰箱使用费、电话费、收费电视费和按摩费等客房
费及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3）在对象饮食设施使用的餐饮费、包厢使用费、方案费以外的费
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4）婚礼（包括餐厅婚礼和婚礼余兴派对）使用的金额部分。
（5）会员本人以外的人员所支付的使用费部分。
（6）由旅行代理店的导游持有多张会员卡使用的场合。
（7）使用某项服务时向两张以上的卡片加算积分的场合。
（8）通过转账等在日后支付的使用金额部分。
（9）由法人使用的部分。
（10）通过招待券和藤田观光设施使用券以及积分付款服务等使用
的金额部分。
（11）入会申请之前的使用部分（当本公司接到申请时，才作为入
会申请对待。申请时的使用部分将视作积分加算对象办理）。
4.全年所赚取的积分和下年度的积分加算方案（会员等级提高服
务）。
（1）根据一年所赚取的积分，次年一年的积分加算将获得优惠（奖
励积分、活动积分、在线预约积分以及团体积分不属于等级提高服
务对象）。一年中所赚积分的计算对象期限，不计入会日期，一律
为1月1日～12月31日。
（2）第二年的积分优惠期限，从第二年2月1日开始到后年1月31日
为止）。
（3）在积分优惠期间的一年中，将根据前一年的积分赚取情况加
算。
（4）后年的积分加算，将根据前一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积分赚取
情况相应变更。

5.积分付款服务的内容
（1）积分将按1.5倍换算，可在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设施用于费用
支付。
（2）使用积分付款时，限500积分（750日元）以上，以1日元作为
最小单位使用。
（3）所持有的积分换算成可付款金额时，小数点以下舍去。
（4）用于付款的积分按小数点以下进位处理。积分不产生尾数。

（5）用于付款后的积分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取消。
（6）换算率、使用单位等各种条件可不经预告即做变更。另外，有可
能不经预告就暂时中断或停止积分付款服务。
（7）使用积分付款的金额部分不能作积分加算。
（8）积分不能交换现金。
（9）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设施
请在此确认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hotels_list.html
（10）如无法出示会员卡或会员QR码，则不能使用积分付款。
6.积分付款对象服务

7.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外
以下情况属于积分付款服务对象外。
（1）使用金額中，不到750日元的金额部分。
（2）不到500积分的积分付款。
（3）住宿期间的冰箱使用费、电话费、收费电视费、按摩费等客房费
及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4）在对象饮食设施的餐饮费、包厢使用费、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
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5）积分付款服务对象设施以外的使用金额。
（6）婚礼（餐厅婚礼・婚礼余兴派对）费用。
（7）法人使用部分。
（8）在部分租店和部分商店等的使用部分。
（9）未出示会员卡时的使用部分。
（10）预付金、代收款等在使用日之前的支付部分。
（11）使用日之后的支付部分。
（12）会员卡再发行等情况下新卡未送达期间的使用部分。
8.不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的场合
以下场合不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
（1）会员卡出现破损时。
（2）自然灾害、停电、系统障碍、终端故障或其他不得已的场合。
（3）系统维护等，由于系统上的理由而暂时停止提供会员服务时。
（4）会员违反本章程或存在违反的可能时。
（5）会员卡经过伪造或是改变，或者通过不正当手段制做积分时。
9.WAON积分交换
即使将积分交换成WAON积分，也不能交换成电子钱“WAON”。
有关WAON积分和电子钱“WAON”的详细情况，请访问“WAON”官方网
站作确认。
http://www.waon.net/index.html
10.根据前款的规定，即使因为会员未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而
造成某些不利或损害时，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11.积分的有效期限
积分的有效期从获得积分之日起最长三年有效（从获得积分之日起至两
年后的12月31日为止有效）。
12.关于积分失效
根据第8条的规定，会员在会员资格失效时，之前所获得的所有积分将
失效。
13.本服务对象设施
请在此确认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hotels_list.html

一年中所赚取的积分数
※奖励积分、活动积分、在线预约积分和团体积分除外

一年里所赚取的积分数不到4,000点时
一年里所赚取的积分数达到4,000点以上时
一年里所赚取的积分数达到20,000点以上时

第二年积分加算方案

每100日元4个积分
每100日元4+1个积分
每100日元4+2个积分

住宿

饮食费
高尔夫球场
入场设施
小卖部

住宿费和方案费
（冰箱使用费、电话费、收费电视费和按摩费等除外）

餐点费、饮料费、包厢使用费和方案费
高尔夫球场打球费、餐饮费
门票
部分商店和部分租户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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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个人信息处理

第12条 个人信息运用的主体
　　对本服务以及与本服务有关的宣传活动、问卷调查等实施中所
处理的个人信息，本公司除了制定有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方针外，
还确定保护个人信息的管理部门为本中心。另外，藤田观光集团的
个人信息保护方针公布于本公司网页上。
http://www.fujita-kanko.co.jp/policy/

第13条 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
　　入会时所搜集的个人信息（包括申报变更事项后的信息），以
及会员的使用日期、使用设施、使用积分、累积积分（以下称“个人
信息”），将用于下列各项的目的。
（1）为了向客人提供入住和住宿期间的服务。
（2）为了进行本服务及设施业务上必要的联系。
（3）为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服务发送各种指南邮件。
（4）在会员卡遗失等情况下再发行会员卡时，对客人做本人核实。
（5）在收到来自客人的咨询时，对相关内容做照会以便作答。
（6）向客人送达各种优惠商品及相关的必要信息。
（7）为了进行本服务的利用动向调查。
（8）为提高设施服务水平作参考。

第14条 向会员发送的指南
1.在申请入会时，或使用会员专用网站、会员专用手机网站注册电子
邮箱地址时，会收到来自设施的广告宣传等电子邮件。
2.在入会申请之后，需变更注册内容时，请在会员专用网站或会员
专用手机网站由会员本人进行更改。

第15条 个人信息的共同利用
　　对第13条所规定的个人信息，在以下使用目的的必要范围内，
可在藤田观光集团内共同利用。
（1）与藤田观光集团的营业设施（婚礼、宴会、餐厅设施、住宿设
施、娱乐设施、高尔夫球场等）的使用等有关的联系、商品发送、
费用结算等，用于为客人提供服务及其相关事宜的实施。
（2）介绍与藤田观光集团的营业及营业设施（婚礼、宴会、餐厅设
施、住宿设施、娱乐设施、高尔夫球场等）有关的通知、问卷等。
（3）为了把握、改善和提高藤田观光集团的设施及商品服务等使用
状况，也为了更好的开发，使用电脑等进行统计和分析。
（4）用于藤田观光集团各会员组织（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等各种卡
片会员；紫藤生活俱乐部会员；藤田俱乐部会员；婚礼会场的会员
等会员组织等）的管理和运营以及对会员提供服务及其附带业务。

第16条 业务委托
　　本公司为了顺利地执行业务，对以下各项业务的一部分或全部
作委托，并对受托单位提供必要范围的个人信息。
（1）申请书受理和申请书记载内容核实。
（2）会员卡交付相关业务。
（3）与本服务的入会及使用有关的咨询的传呼相关业务。
（4）会员卡遗失和被盗时的联系与受理、归档以及与各种申报事宜
的变更受理及归档有关的业务。
（5）积分加算和使用等相关业务。
（6）本服务的信息处理和电脑处理所附带的业务。
（7）其他服务及会员卡相关业务中由本中心指定的业务。
※会员应预先同意本中心对上述各项委托业务内容在必要时进行的
补充和更改。



第17条 个人信息的保护
　　对个人信息，系统管理员以及有必要利用这些信息的相关业务负责
人（包括受托方），有责任在处理过程中保护这些信息不会被泄漏、篡
改和非法使用，做到严格运营和严格管理。另外，除以下各项的场合，
未经本人同意，一律不得向第三者披露。
（1）遵守法令时。
（2）为了保护人身安全，或者为了保护财产不受侵犯而有必要，同时
很难得到本人同意时。
（3）对国家机关或者地方公共团体，或者受其委托者在执行法令规定
的业务过程中，有必要与其合作，同时征得本人同意的话有可能对该事
务的执行造成妨碍时。

第18条 个人信息的披露、勘误和删除
　　当您联系本中心，我们会受理您对个人信息的披露、勘误和删除的
要求。届时，请告知可核实您本人的个人信息。

第四章 其他

第19条 本服务的更改和结束
　　本公司根据本公司的具体情况，有权决定部分或全部结束本服务。
在这一场合下，除非本公司向会员明确通知、告知或者公布，否则随着
本服务的结束，会员将丧失与使用本服务有关的所有权利。

第20条 免责事项
1.由于会员使用本服务而给第三者带来麻烦或损害时，应由当事者之间
负责解决，本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
2.由于通信状态等原因，导致会员不能正常使用本服务而导致产生某些
不便或损害时，本公司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21条 适用法令
　　将日本法作为与本章程有关的适用法令。

第22条 管辖法院
　　在会员和本公司之间发生诉讼时，以东京地方法院作为第一审专属
的协议管辖法院。

关于会员卡相关咨询和设施预约相关咨询窗口
有关本服务、会员卡和章程等方面的咨询，可在下述窗口办理。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会员专用网站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

10｜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11

第1条 会员卡的名称和目的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以下称“会员卡”），是一张用来提供给
根据第3条中定义的会员，在藤田观光集团的各家设施（以下称“设
施”）使用服务时，让会员可享受第10条规定的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
的会员优惠等各类会员服务（以下称“本服务”）的卡片。

第2条 运营主体
　　会员卡的运营主体，为藤田观光株式会社（以下称“本公司”）。
同时，会员卡的运营业务由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中心（以下称“本中
心”）承担。

第3条 会员的定义
1.所谓会员，是指同意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会员章程（以下称“本章
程”），并在本公司规定的会员卡入会申请书（以下称“入会申请
书”）或在本公司网站的申请画面（以下称“申请画面”）进行入会申
请，并经本公司承认入会的个人（以下称“会员”）。
2.会员卡入会申请书或申请画面的必填项目都必须填写。如果没有填
写必要的信息，我们可以拒绝入会。同时，仅限日本国外居民可以
申请。
3.会员原则上应为16岁以上的个人，法人或团体等不属于可入会对
象。
4.凡符合以下各项中任何一项的都将被拒绝入会。同时，如入会后发
现相关事实时，我们会立即办理会员资格取消手续。
（1）入会时做虚假申请。
（2）属于暴力团体、暴力团相关团体或其他反社会势力的组成人员
及相关人员，以及暴力团或暴力团员支配下的事业活动法人及其他
团体的成员。
（3）在设施内，实施暴力、伤害、强迫、威胁、恐吓、诈骗以及类
似行为，或者提出不合理要求。
（4）认定在施设内有可能做出违反法令或公共秩序的行为，或有可
能对其他客人带来显著骚扰的言行时。
（5）在设施内发生拖欠费用支付等情况而产生纠纷时。
（6）违反本章程时。
（7）其他被认为不适合会员身份时。

第4条 入会费及年度会费
　　入会费和年度会费免费。但需要支付会员卡发行费300日元（含
消费税）。同时，发行费无论何种理由均不予退还。

第5条 关于会员卡
1.在酒店申请并获得会员资格的客人，我们将为其发行会员卡以作会
员证使用。
2.在酒店官方网站申请并获得会员资格的客人，我们将为其在“我的
页面”设置QR 码以作会员证使用。（不发行会员卡）
3.当您到访使用设施时，请务必向设施的有关服务人员出示会员卡或
会员QR码。若未能出示上述证明，我们将无法提供本服务。
4.会员应以善良管理者的注意义务妥善保管会员卡。会员卡只限会员
本人使用，不可转让或出借他人。

5.我们为每位会员发行一张会员卡（不得以相同名义申请或持有两张以
上的会员卡）。
6.即使会员卡确实属于会员本人，也不可将两张以上的会员卡所拥有的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积分（以下称“积分”）统合为1张。

第6条 申报事项的变更
　　当姓名、电子邮箱地址出现变更时，请联系本中心。我们将在核实
会员身份后，变更注册内容。另外，会员本人也可在“藤田观光集团•会
员卡会员专用网站（以下称‘会员专用网站’）”以及“藤田观光集团•会员
卡会员专用手机网站（以下称‘会员专用手机网站’）”自行更改。如无有
关变更的申报，将不能继续使用积分服务。同时，我们也不能继续发送
各种通知等指南，并有可能丧失您的会员资格。

第7条 会员卡再发行
1.当会员卡遗失或被盗时，请与酒店联系。我们将在核实会员身份之
后，使旧卡失效并发行新的会员卡。此时，会员需支付会员卡再发行费
300日元（含消费税）。
2.办理失效手续时会员卡里的累计积分将直接移至新的会员卡，但从会
员卡遗失和被盗发生，至办理失效手续这段时间里，第三者使用了会员
卡里的累计积分时，我们将不作填补和赔偿。

第8条 会员资格失效
　　凡符合以下各项中任何一项的会员，将被视为丧失会员资格。
（1）会员死亡时。
（2）会员申请退会时。
（3）会员请求删除个人信息时（在核实会员身份之后删除）。
（4）不遵守设施的住宿条款或设施使用规则等情况下。
（5）根据第3条第4项的规定，会员资格被取消时。
（6）其他与上述各项事项类似的情況。

第9条 本章程的更改
1.本公司通过在本公司网页通知会员更改内容的方式，可以更改本章程
的内容，当本章程更改后，与提供本服务有关的所有事宜，将按照更改
后的本章程执行。
2.基于营运中的具体情况和天灾及其他紧急情况发生所带来的故障发生
等情况，有可能未经预告就暂时中断或停止本服务的提供。
3 .在本条第1项、第2项的情况下，本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

第二章 关于各种服务

第10条 会员优惠
　　本服务为会员提供以下各项服务。
（1）第11条中规定的积分方案。
（2）将设施的信息通过直接邮寄和电子邮件方式发送。
（3）提供会员限定的优惠价格…在会员专用网页刊登指南。

第11条 积分方案
1.积分加算内容
（1）针对您在本服务对象设施的住宿费、餐饮费、高尔夫球场的打球
费、门票、商店购物时的支付，将根据金额在使用日的次日加算积分。
（2）积分加算，按每支付100日元加4个积分计算。
*如通过旅行代理店（互联网）进行预约时，将不计金额一律加算50个
积分（每住一宿）。
（3）积分加算对象金额中，包括服务费和消费税、沐浴税、酒店税等
诸税。
（4）关于积分加算对象金额的支付方法，规定应为会员本人支配使用

的现金、信用卡、电子钱“WAON”和商品券（本公司酒店的餐厅券
和信用卡公司发行的商品券）。
（5）积分加算不设上限。
（6）若无法出示会员卡或会员QR码、则不能加算积分。
2.可加算积分的对象服务

3.积分加算对象外
以下场合排除在积分加算对象外。
（1）使用金額中，不到100日元的金额。
（2）住宿期间的冰箱使用费、电话费、收费电视费和按摩费等客房
费及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3）在对象饮食设施使用的餐饮费、包厢使用费、方案费以外的费
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4）婚礼（包括餐厅婚礼和婚礼余兴派对）使用的金额部分。
（5）会员本人以外的人员所支付的使用费部分。
（6）由旅行代理店的导游持有多张会员卡使用的场合。
（7）使用某项服务时向两张以上的卡片加算积分的场合。
（8）通过转账等在日后支付的使用金额部分。
（9）由法人使用的部分。
（10）通过招待券和藤田观光设施使用券以及积分付款服务等使用
的金额部分。
（11）入会申请之前的使用部分（当本公司接到申请时，才作为入
会申请对待。申请时的使用部分将视作积分加算对象办理）。
4.全年所赚取的积分和下年度的积分加算方案（会员等级提高服
务）。
（1）根据一年所赚取的积分，次年一年的积分加算将获得优惠（奖
励积分、活动积分、在线预约积分以及团体积分不属于等级提高服
务对象）。一年中所赚积分的计算对象期限，不计入会日期，一律
为1月1日～12月31日。
（2）第二年的积分优惠期限，从第二年2月1日开始到后年1月31日
为止）。
（3）在积分优惠期间的一年中，将根据前一年的积分赚取情况加
算。
（4）后年的积分加算，将根据前一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积分赚取
情况相应变更。

5.积分付款服务的内容
（1）积分将按1.5倍换算，可在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设施用于费用
支付。
（2）使用积分付款时，限500积分（750日元）以上，以1日元作为
最小单位使用。
（3）所持有的积分换算成可付款金额时，小数点以下舍去。
（4）用于付款的积分按小数点以下进位处理。积分不产生尾数。

（5）用于付款后的积分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取消。
（6）换算率、使用单位等各种条件可不经预告即做变更。另外，有可
能不经预告就暂时中断或停止积分付款服务。
（7）使用积分付款的金额部分不能作积分加算。
（8）积分不能交换现金。
（9）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设施
请在此确认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hotels_list.html
（10）如无法出示会员卡或会员QR码，则不能使用积分付款。
6.积分付款对象服务

7.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外
以下情况属于积分付款服务对象外。
（1）使用金額中，不到750日元的金额部分。
（2）不到500积分的积分付款。
（3）住宿期间的冰箱使用费、电话费、收费电视费、按摩费等客房费
及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4）在对象饮食设施的餐饮费、包厢使用费、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
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5）积分付款服务对象设施以外的使用金额。
（6）婚礼（餐厅婚礼・婚礼余兴派对）费用。
（7）法人使用部分。
（8）在部分租店和部分商店等的使用部分。
（9）未出示会员卡时的使用部分。
（10）预付金、代收款等在使用日之前的支付部分。
（11）使用日之后的支付部分。
（12）会员卡再发行等情况下新卡未送达期间的使用部分。
8.不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的场合
以下场合不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
（1）会员卡出现破损时。
（2）自然灾害、停电、系统障碍、终端故障或其他不得已的场合。
（3）系统维护等，由于系统上的理由而暂时停止提供会员服务时。
（4）会员违反本章程或存在违反的可能时。
（5）会员卡经过伪造或是改变，或者通过不正当手段制做积分时。
9.WAON积分交换
即使将积分交换成WAON积分，也不能交换成电子钱“WAON”。
有关WAON积分和电子钱“WAON”的详细情况，请访问“WAON”官方网
站作确认。
http://www.waon.net/index.html
10.根据前款的规定，即使因为会员未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而
造成某些不利或损害时，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11.积分的有效期限
积分的有效期从获得积分之日起最长三年有效（从获得积分之日起至两
年后的12月31日为止有效）。
12.关于积分失效
根据第8条的规定，会员在会员资格失效时，之前所获得的所有积分将
失效。
13.本服务对象设施
请在此确认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hotels_list.html

住宿

饮食费
高尔夫球场
入场设施
小卖部

住宿费和方案费
（冰箱使用费、电话费、收费电视费和按摩费等除外）

餐点费、饮料费、包厢使用费和方案费
高尔夫球场打球费、餐饮费
门票
部分商店和部分租户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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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个人信息处理

第12条 个人信息运用的主体
　　对本服务以及与本服务有关的宣传活动、问卷调查等实施中所
处理的个人信息，本公司除了制定有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方针外，
还确定保护个人信息的管理部门为本中心。另外，藤田观光集团的
个人信息保护方针公布于本公司网页上。
http://www.fujita-kanko.co.jp/policy/

第13条 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
　　入会时所搜集的个人信息（包括申报变更事项后的信息），以
及会员的使用日期、使用设施、使用积分、累积积分（以下称“个人
信息”），将用于下列各项的目的。
（1）为了向客人提供入住和住宿期间的服务。
（2）为了进行本服务及设施业务上必要的联系。
（3）为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服务发送各种指南邮件。
（4）在会员卡遗失等情况下再发行会员卡时，对客人做本人核实。
（5）在收到来自客人的咨询时，对相关内容做照会以便作答。
（6）向客人送达各种优惠商品及相关的必要信息。
（7）为了进行本服务的利用动向调查。
（8）为提高设施服务水平作参考。

第14条 向会员发送的指南
1.在申请入会时，或使用会员专用网站、会员专用手机网站注册电子
邮箱地址时，会收到来自设施的广告宣传等电子邮件。
2.在入会申请之后，需变更注册内容时，请在会员专用网站或会员
专用手机网站由会员本人进行更改。

第15条 个人信息的共同利用
　　对第13条所规定的个人信息，在以下使用目的的必要范围内，
可在藤田观光集团内共同利用。
（1）与藤田观光集团的营业设施（婚礼、宴会、餐厅设施、住宿设
施、娱乐设施、高尔夫球场等）的使用等有关的联系、商品发送、
费用结算等，用于为客人提供服务及其相关事宜的实施。
（2）介绍与藤田观光集团的营业及营业设施（婚礼、宴会、餐厅设
施、住宿设施、娱乐设施、高尔夫球场等）有关的通知、问卷等。
（3）为了把握、改善和提高藤田观光集团的设施及商品服务等使用
状况，也为了更好的开发，使用电脑等进行统计和分析。
（4）用于藤田观光集团各会员组织（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等各种卡
片会员；紫藤生活俱乐部会员；藤田俱乐部会员；婚礼会场的会员
等会员组织等）的管理和运营以及对会员提供服务及其附带业务。

第16条 业务委托
　　本公司为了顺利地执行业务，对以下各项业务的一部分或全部
作委托，并对受托单位提供必要范围的个人信息。
（1）申请书受理和申请书记载内容核实。
（2）会员卡交付相关业务。
（3）与本服务的入会及使用有关的咨询的传呼相关业务。
（4）会员卡遗失和被盗时的联系与受理、归档以及与各种申报事宜
的变更受理及归档有关的业务。
（5）积分加算和使用等相关业务。
（6）本服务的信息处理和电脑处理所附带的业务。
（7）其他服务及会员卡相关业务中由本中心指定的业务。
※会员应预先同意本中心对上述各项委托业务内容在必要时进行的
补充和更改。



第17条 个人信息的保护
　　对个人信息，系统管理员以及有必要利用这些信息的相关业务负责
人（包括受托方），有责任在处理过程中保护这些信息不会被泄漏、篡
改和非法使用，做到严格运营和严格管理。另外，除以下各项的场合，
未经本人同意，一律不得向第三者披露。
（1）遵守法令时。
（2）为了保护人身安全，或者为了保护财产不受侵犯而有必要，同时
很难得到本人同意时。
（3）对国家机关或者地方公共团体，或者受其委托者在执行法令规定
的业务过程中，有必要与其合作，同时征得本人同意的话有可能对该事
务的执行造成妨碍时。

第18条 个人信息的披露、勘误和删除
　　当您联系本中心，我们会受理您对个人信息的披露、勘误和删除的
要求。届时，请告知可核实您本人的个人信息。

第四章 其他

第19条 本服务的更改和结束
　　本公司根据本公司的具体情况，有权决定部分或全部结束本服务。
在这一场合下，除非本公司向会员明确通知、告知或者公布，否则随着
本服务的结束，会员将丧失与使用本服务有关的所有权利。

第20条 免责事项
1.由于会员使用本服务而给第三者带来麻烦或损害时，应由当事者之间
负责解决，本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
2.由于通信状态等原因，导致会员不能正常使用本服务而导致产生某些
不便或损害时，本公司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21条 适用法令
　　将日本法作为与本章程有关的适用法令。

第22条 管辖法院
　　在会员和本公司之间发生诉讼时，以东京地方法院作为第一审专属
的协议管辖法院。

关于会员卡相关咨询和设施预约相关咨询窗口
有关本服务、会员卡和章程等方面的咨询，可在下述窗口办理。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会员专用网站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

10｜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11

第1条 会员卡的名称和目的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以下称“会员卡”），是一张用来提供给
根据第3条中定义的会员，在藤田观光集团的各家设施（以下称“设
施”）使用服务时，让会员可享受第10条规定的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
的会员优惠等各类会员服务（以下称“本服务”）的卡片。

第2条 运营主体
　　会员卡的运营主体，为藤田观光株式会社（以下称“本公司”）。
同时，会员卡的运营业务由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中心（以下称“本中
心”）承担。

第3条 会员的定义
1.所谓会员，是指同意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会员章程（以下称“本章
程”），并在本公司规定的会员卡入会申请书（以下称“入会申请
书”）或在本公司网站的申请画面（以下称“申请画面”）进行入会申
请，并经本公司承认入会的个人（以下称“会员”）。
2.会员卡入会申请书或申请画面的必填项目都必须填写。如果没有填
写必要的信息，我们可以拒绝入会。同时，仅限日本国外居民可以
申请。
3.会员原则上应为16岁以上的个人，法人或团体等不属于可入会对
象。
4.凡符合以下各项中任何一项的都将被拒绝入会。同时，如入会后发
现相关事实时，我们会立即办理会员资格取消手续。
（1）入会时做虚假申请。
（2）属于暴力团体、暴力团相关团体或其他反社会势力的组成人员
及相关人员，以及暴力团或暴力团员支配下的事业活动法人及其他
团体的成员。
（3）在设施内，实施暴力、伤害、强迫、威胁、恐吓、诈骗以及类
似行为，或者提出不合理要求。
（4）认定在施设内有可能做出违反法令或公共秩序的行为，或有可
能对其他客人带来显著骚扰的言行时。
（5）在设施内发生拖欠费用支付等情况而产生纠纷时。
（6）违反本章程时。
（7）其他被认为不适合会员身份时。

第4条 入会费及年度会费
　　入会费和年度会费免费。但需要支付会员卡发行费300日元（含
消费税）。同时，发行费无论何种理由均不予退还。

第5条 关于会员卡
1.在酒店申请并获得会员资格的客人，我们将为其发行会员卡以作会
员证使用。
2.在酒店官方网站申请并获得会员资格的客人，我们将为其在“我的
页面”设置QR 码以作会员证使用。（不发行会员卡）
3.当您到访使用设施时，请务必向设施的有关服务人员出示会员卡或
会员QR码。若未能出示上述证明，我们将无法提供本服务。
4.会员应以善良管理者的注意义务妥善保管会员卡。会员卡只限会员
本人使用，不可转让或出借他人。

5.我们为每位会员发行一张会员卡（不得以相同名义申请或持有两张以
上的会员卡）。
6.即使会员卡确实属于会员本人，也不可将两张以上的会员卡所拥有的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积分（以下称“积分”）统合为1张。

第6条 申报事项的变更
　　当姓名、电子邮箱地址出现变更时，请联系本中心。我们将在核实
会员身份后，变更注册内容。另外，会员本人也可在“藤田观光集团•会
员卡会员专用网站（以下称‘会员专用网站’）”以及“藤田观光集团•会员
卡会员专用手机网站（以下称‘会员专用手机网站’）”自行更改。如无有
关变更的申报，将不能继续使用积分服务。同时，我们也不能继续发送
各种通知等指南，并有可能丧失您的会员资格。

第7条 会员卡再发行
1.当会员卡遗失或被盗时，请与酒店联系。我们将在核实会员身份之
后，使旧卡失效并发行新的会员卡。此时，会员需支付会员卡再发行费
300日元（含消费税）。
2.办理失效手续时会员卡里的累计积分将直接移至新的会员卡，但从会
员卡遗失和被盗发生，至办理失效手续这段时间里，第三者使用了会员
卡里的累计积分时，我们将不作填补和赔偿。

第8条 会员资格失效
　　凡符合以下各项中任何一项的会员，将被视为丧失会员资格。
（1）会员死亡时。
（2）会员申请退会时。
（3）会员请求删除个人信息时（在核实会员身份之后删除）。
（4）不遵守设施的住宿条款或设施使用规则等情况下。
（5）根据第3条第4项的规定，会员资格被取消时。
（6）其他与上述各项事项类似的情況。

第9条 本章程的更改
1.本公司通过在本公司网页通知会员更改内容的方式，可以更改本章程
的内容，当本章程更改后，与提供本服务有关的所有事宜，将按照更改
后的本章程执行。
2.基于营运中的具体情况和天灾及其他紧急情况发生所带来的故障发生
等情况，有可能未经预告就暂时中断或停止本服务的提供。
3 .在本条第1项、第2项的情况下，本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

第二章 关于各种服务

第10条 会员优惠
　　本服务为会员提供以下各项服务。
（1）第11条中规定的积分方案。
（2）将设施的信息通过直接邮寄和电子邮件方式发送。
（3）提供会员限定的优惠价格…在会员专用网页刊登指南。

第11条 积分方案
1.积分加算内容
（1）针对您在本服务对象设施的住宿费、餐饮费、高尔夫球场的打球
费、门票、商店购物时的支付，将根据金额在使用日的次日加算积分。
（2）积分加算，按每支付100日元加4个积分计算。
*如通过旅行代理店（互联网）进行预约时，将不计金额一律加算50个
积分（每住一宿）。
（3）积分加算对象金额中，包括服务费和消费税、沐浴税、酒店税等
诸税。
（4）关于积分加算对象金额的支付方法，规定应为会员本人支配使用

的现金、信用卡、电子钱“WAON”和商品券（本公司酒店的餐厅券
和信用卡公司发行的商品券）。
（5）积分加算不设上限。
（6）若无法出示会员卡或会员QR码、则不能加算积分。
2.可加算积分的对象服务

3.积分加算对象外
以下场合排除在积分加算对象外。
（1）使用金額中，不到100日元的金额。
（2）住宿期间的冰箱使用费、电话费、收费电视费和按摩费等客房
费及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3）在对象饮食设施使用的餐饮费、包厢使用费、方案费以外的费
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4）婚礼（包括餐厅婚礼和婚礼余兴派对）使用的金额部分。
（5）会员本人以外的人员所支付的使用费部分。
（6）由旅行代理店的导游持有多张会员卡使用的场合。
（7）使用某项服务时向两张以上的卡片加算积分的场合。
（8）通过转账等在日后支付的使用金额部分。
（9）由法人使用的部分。
（10）通过招待券和藤田观光设施使用券以及积分付款服务等使用
的金额部分。
（11）入会申请之前的使用部分（当本公司接到申请时，才作为入
会申请对待。申请时的使用部分将视作积分加算对象办理）。
4.全年所赚取的积分和下年度的积分加算方案（会员等级提高服
务）。
（1）根据一年所赚取的积分，次年一年的积分加算将获得优惠（奖
励积分、活动积分、在线预约积分以及团体积分不属于等级提高服
务对象）。一年中所赚积分的计算对象期限，不计入会日期，一律
为1月1日～12月31日。
（2）第二年的积分优惠期限，从第二年2月1日开始到后年1月31日
为止）。
（3）在积分优惠期间的一年中，将根据前一年的积分赚取情况加
算。
（4）后年的积分加算，将根据前一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积分赚取
情况相应变更。

5.积分付款服务的内容
（1）积分将按1.5倍换算，可在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设施用于费用
支付。
（2）使用积分付款时，限500积分（750日元）以上，以1日元作为
最小单位使用。
（3）所持有的积分换算成可付款金额时，小数点以下舍去。
（4）用于付款的积分按小数点以下进位处理。积分不产生尾数。

（5）用于付款后的积分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取消。
（6）换算率、使用单位等各种条件可不经预告即做变更。另外，有可
能不经预告就暂时中断或停止积分付款服务。
（7）使用积分付款的金额部分不能作积分加算。
（8）积分不能交换现金。
（9）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设施
请在此确认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hotels_list.html
（10）如无法出示会员卡或会员QR码，则不能使用积分付款。
6.积分付款对象服务

7.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外
以下情况属于积分付款服务对象外。
（1）使用金額中，不到750日元的金额部分。
（2）不到500积分的积分付款。
（3）住宿期间的冰箱使用费、电话费、收费电视费、按摩费等客房费
及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4）在对象饮食设施的餐饮费、包厢使用费、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
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5）积分付款服务对象设施以外的使用金额。
（6）婚礼（餐厅婚礼・婚礼余兴派对）费用。
（7）法人使用部分。
（8）在部分租店和部分商店等的使用部分。
（9）未出示会员卡时的使用部分。
（10）预付金、代收款等在使用日之前的支付部分。
（11）使用日之后的支付部分。
（12）会员卡再发行等情况下新卡未送达期间的使用部分。
8.不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的场合
以下场合不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
（1）会员卡出现破损时。
（2）自然灾害、停电、系统障碍、终端故障或其他不得已的场合。
（3）系统维护等，由于系统上的理由而暂时停止提供会员服务时。
（4）会员违反本章程或存在违反的可能时。
（5）会员卡经过伪造或是改变，或者通过不正当手段制做积分时。
9.WAON积分交换
即使将积分交换成WAON积分，也不能交换成电子钱“WAON”。
有关WAON积分和电子钱“WAON”的详细情况，请访问“WAON”官方网
站作确认。
http://www.waon.net/index.html
10.根据前款的规定，即使因为会员未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而
造成某些不利或损害时，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11.积分的有效期限
积分的有效期从获得积分之日起最长三年有效（从获得积分之日起至两
年后的12月31日为止有效）。
12.关于积分失效
根据第8条的规定，会员在会员资格失效时，之前所获得的所有积分将
失效。
13.本服务对象设施
请在此确认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hotels_list.html

住宿

饮食费
高尔夫球场
入场设施
小卖部

住宿费和方案费
（冰箱使用费、电话费、收费电视费和按摩费等除外）

餐点费、饮料费、包厢使用费和方案费
高尔夫球场打球费、餐饮费
门票
部分商店和部分租户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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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个人信息处理

第12条 个人信息运用的主体
　　对本服务以及与本服务有关的宣传活动、问卷调查等实施中所
处理的个人信息，本公司除了制定有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方针外，
还确定保护个人信息的管理部门为本中心。另外，藤田观光集团的
个人信息保护方针公布于本公司网页上。
http://www.fujita-kanko.co.jp/policy/

第13条 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
　　入会时所搜集的个人信息（包括申报变更事项后的信息），以
及会员的使用日期、使用设施、使用积分、累积积分（以下称“个人
信息”），将用于下列各项的目的。
（1）为了向客人提供入住和住宿期间的服务。
（2）为了进行本服务及设施业务上必要的联系。
（3）为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服务发送各种指南邮件。
（4）在会员卡遗失等情况下再发行会员卡时，对客人做本人核实。
（5）在收到来自客人的咨询时，对相关内容做照会以便作答。
（6）向客人送达各种优惠商品及相关的必要信息。
（7）为了进行本服务的利用动向调查。
（8）为提高设施服务水平作参考。

第14条 向会员发送的指南
1.在申请入会时，或使用会员专用网站、会员专用手机网站注册电子
邮箱地址时，会收到来自设施的广告宣传等电子邮件。
2.在入会申请之后，需变更注册内容时，请在会员专用网站或会员
专用手机网站由会员本人进行更改。

第15条 个人信息的共同利用
　　对第13条所规定的个人信息，在以下使用目的的必要范围内，
可在藤田观光集团内共同利用。
（1）与藤田观光集团的营业设施（婚礼、宴会、餐厅设施、住宿设
施、娱乐设施、高尔夫球场等）的使用等有关的联系、商品发送、
费用结算等，用于为客人提供服务及其相关事宜的实施。
（2）介绍与藤田观光集团的营业及营业设施（婚礼、宴会、餐厅设
施、住宿设施、娱乐设施、高尔夫球场等）有关的通知、问卷等。
（3）为了把握、改善和提高藤田观光集团的设施及商品服务等使用
状况，也为了更好的开发，使用电脑等进行统计和分析。
（4）用于藤田观光集团各会员组织（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等各种卡
片会员；紫藤生活俱乐部会员；藤田俱乐部会员；婚礼会场的会员
等会员组织等）的管理和运营以及对会员提供服务及其附带业务。

第16条 业务委托
　　本公司为了顺利地执行业务，对以下各项业务的一部分或全部
作委托，并对受托单位提供必要范围的个人信息。
（1）申请书受理和申请书记载内容核实。
（2）会员卡交付相关业务。
（3）与本服务的入会及使用有关的咨询的传呼相关业务。
（4）会员卡遗失和被盗时的联系与受理、归档以及与各种申报事宜
的变更受理及归档有关的业务。
（5）积分加算和使用等相关业务。
（6）本服务的信息处理和电脑处理所附带的业务。
（7）其他服务及会员卡相关业务中由本中心指定的业务。
※会员应预先同意本中心对上述各项委托业务内容在必要时进行的
补充和更改。



第三章 關於個人資料處理
第12條 個人資料運用之主體
針對本服務及本服務關聯的宣傳活動、問卷調查等執行中所處理的個
人資料，本公司除了製定有個人資料保護的基本方針外，還確定保護
個人資料的管理部門為本中心。另外，藤田觀光集團的個人資料保護
方針公佈於本公司網頁上。
http://www.fujita-kanko.co.jp/policy/

第13條 個人資料之使用目的
入會時所蒐集的個人資料（包括申報變更事項之後的資料），以及會
員的使用日期、使用設施、使用積分、累積積分（以下稱「個人資
料」），將用於下列各款之目的。
（1）為了向您提供入住和住宿期間的服務。
（2）為了進行本服務及設施業務上必要的聯絡。
（3）為了透過電子郵件發送服務發送各種指南郵件。
（4）在會員卡遺失等情形下再發行會員卡時，對客人做本人核實。
（5）在收到來自客人的詢問時，對相關內容做照會以便作答。
（6）向客人送達各種優惠商品及相關的必要資料。
（7）為了進行本服務的利用動向調查。
（8）為提高设施服務水平作參攷。

第14條 向會員發送的指南
1.在申請入會時，或使用會員專用網站、會員專用手機網站註冊電子
郵箱地址時，會收到來自設施的廣告宣傳等電子郵件。
2.在入會申請之後，需變更註冊內容時，請在會員專用網站或會員專
用手機網站由會員本人進行變更。

第15條 個人資料之共同利用
針對第13條所規定的個人資料，在以下使用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可在
藤田觀光集團內共同利用。
（1）與藤田觀光集團的營業設施（婚禮、宴會、餐廳設施、住宿設
施、娛樂設施、高爾夫球場等）的使用等有關的聯絡、商品發送、費
用結算等，用於為客人提供服務及其相關事宜的實施。
（2）介紹與藤田觀光集團的營業及營業設施（婚禮、宴會、餐廳設
施、住宿設施、娛樂設施、高爾夫球場等）有關的通知、問卷等。
（3）為了把握、改善和提高藤田觀光集團的設施及商品服務等使用
狀況，也為了更好的開發，使用電腦等進行統計和分析。
（4）用於藤田觀光集團各會員組織（藤田觀光集團會員卡等各種卡
片會員；紫藤生活俱樂部會員；藤田俱樂部會員；婚禮會場的會員等
會員組織等）的管理和運営以及對會員提供服務及其附帶事宜。

第16條 業務委託
本公司為了順利地執行業務，對以下各款之業務的一部分或全部作委
託，並對受託單位提供必要範圍的個人資料。
（1）申請書受理和申請書記載內容確認。
（2）會員卡交付關聯業務。
（3）與本服務之入會及使用有關的諮詢之傳呼相關業務。
（4）會員卡遺失和被盜時的聯絡受理、歸檔以及與各種申報事宜的
變更受理及歸檔有關的業務。
（5）積分加算和使用等相關業務。
（6）本服務的資訊處理和電腦處理所附帶的業務。
（7）其他服務及會員卡相關業務中由本中心指定的業務。
※會員應預先同意本中心對上述各款委託業務內容在必要時進行的補
充和變更。

第17条 个人信息的保护
　　对个人信息，系统管理员以及有必要利用这些信息的相关业务负责
人（包括受托方），有责任在处理过程中保护这些信息不会被泄漏、篡
改和非法使用，做到严格运营和严格管理。另外，除以下各项的场合，
未经本人同意，一律不得向第三者披露。
（1）遵守法令时。
（2）为了保护人身安全，或者为了保护财产不受侵犯而有必要，同时
很难得到本人同意时。
（3）对国家机关或者地方公共团体，或者受其委托者在执行法令规定
的业务过程中，有必要与其合作，同时征得本人同意的话有可能对该事
务的执行造成妨碍时。

第18条 个人信息的披露、勘误和删除
　　当您联系本中心，我们会受理您对个人信息的披露、勘误和删除的
要求。届时，请告知可核实您本人的个人信息。

第四章 其他

第19条 本服务的更改和结束
　　本公司根据本公司的具体情况，有权决定部分或全部结束本服务。
在这一场合下，除非本公司向会员明确通知、告知或者公布，否则随着
本服务的结束，会员将丧失与使用本服务有关的所有权利。

第20条 免责事项
1.由于会员使用本服务而给第三者带来麻烦或损害时，应由当事者之间
负责解决，本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
2.由于通信状态等原因，导致会员不能正常使用本服务而导致产生某些
不便或损害时，本公司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21条 适用法令
　　将日本法作为与本章程有关的适用法令。

第22条 管辖法院
　　在会员和本公司之间发生诉讼时，以东京地方法院作为第一审专属
的协议管辖法院。

关于会员卡相关咨询和设施预约相关咨询窗口
有关本服务、会员卡和章程等方面的咨询，可在下述窗口办理。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会员专用网站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

12｜简体中文

第1条 会员卡的名称和目的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以下称“会员卡”），是一张用来提供给
根据第3条中定义的会员，在藤田观光集团的各家设施（以下称“设
施”）使用服务时，让会员可享受第10条规定的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
的会员优惠等各类会员服务（以下称“本服务”）的卡片。

第2条 运营主体
　　会员卡的运营主体，为藤田观光株式会社（以下称“本公司”）。
同时，会员卡的运营业务由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中心（以下称“本中
心”）承担。

第3条 会员的定义
1.所谓会员，是指同意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会员章程（以下称“本章
程”），并在本公司规定的会员卡入会申请书（以下称“入会申请
书”）或在本公司网站的申请画面（以下称“申请画面”）进行入会申
请，并经本公司承认入会的个人（以下称“会员”）。
2.会员卡入会申请书或申请画面的必填项目都必须填写。如果没有填
写必要的信息，我们可以拒绝入会。同时，仅限日本国外居民可以
申请。
3.会员原则上应为16岁以上的个人，法人或团体等不属于可入会对
象。
4.凡符合以下各项中任何一项的都将被拒绝入会。同时，如入会后发
现相关事实时，我们会立即办理会员资格取消手续。
（1）入会时做虚假申请。
（2）属于暴力团体、暴力团相关团体或其他反社会势力的组成人员
及相关人员，以及暴力团或暴力团员支配下的事业活动法人及其他
团体的成员。
（3）在设施内，实施暴力、伤害、强迫、威胁、恐吓、诈骗以及类
似行为，或者提出不合理要求。
（4）认定在施设内有可能做出违反法令或公共秩序的行为，或有可
能对其他客人带来显著骚扰的言行时。
（5）在设施内发生拖欠费用支付等情况而产生纠纷时。
（6）违反本章程时。
（7）其他被认为不适合会员身份时。

第4条 入会费及年度会费
　　入会费和年度会费免费。但需要支付会员卡发行费300日元（含
消费税）。同时，发行费无论何种理由均不予退还。

第5条 关于会员卡
1.在酒店申请并获得会员资格的客人，我们将为其发行会员卡以作会
员证使用。
2.在酒店官方网站申请并获得会员资格的客人，我们将为其在“我的
页面”设置QR 码以作会员证使用。（不发行会员卡）
3.当您到访使用设施时，请务必向设施的有关服务人员出示会员卡或
会员QR码。若未能出示上述证明，我们将无法提供本服务。
4.会员应以善良管理者的注意义务妥善保管会员卡。会员卡只限会员
本人使用，不可转让或出借他人。

5.我们为每位会员发行一张会员卡（不得以相同名义申请或持有两张以
上的会员卡）。
6.即使会员卡确实属于会员本人，也不可将两张以上的会员卡所拥有的
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积分（以下称“积分”）统合为1张。

第6条 申报事项的变更
　　当姓名、电子邮箱地址出现变更时，请联系本中心。我们将在核实
会员身份后，变更注册内容。另外，会员本人也可在“藤田观光集团•会
员卡会员专用网站（以下称‘会员专用网站’）”以及“藤田观光集团•会员
卡会员专用手机网站（以下称‘会员专用手机网站’）”自行更改。如无有
关变更的申报，将不能继续使用积分服务。同时，我们也不能继续发送
各种通知等指南，并有可能丧失您的会员资格。

第7条 会员卡再发行
1.当会员卡遗失或被盗时，请与酒店联系。我们将在核实会员身份之
后，使旧卡失效并发行新的会员卡。此时，会员需支付会员卡再发行费
300日元（含消费税）。
2.办理失效手续时会员卡里的累计积分将直接移至新的会员卡，但从会
员卡遗失和被盗发生，至办理失效手续这段时间里，第三者使用了会员
卡里的累计积分时，我们将不作填补和赔偿。

第8条 会员资格失效
　　凡符合以下各项中任何一项的会员，将被视为丧失会员资格。
（1）会员死亡时。
（2）会员申请退会时。
（3）会员请求删除个人信息时（在核实会员身份之后删除）。
（4）不遵守设施的住宿条款或设施使用规则等情况下。
（5）根据第3条第4项的规定，会员资格被取消时。
（6）其他与上述各项事项类似的情況。

第9条 本章程的更改
1.本公司通过在本公司网页通知会员更改内容的方式，可以更改本章程
的内容，当本章程更改后，与提供本服务有关的所有事宜，将按照更改
后的本章程执行。
2.基于营运中的具体情况和天灾及其他紧急情况发生所带来的故障发生
等情况，有可能未经预告就暂时中断或停止本服务的提供。
3 .在本条第1项、第2项的情况下，本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

第二章 关于各种服务

第10条 会员优惠
　　本服务为会员提供以下各项服务。
（1）第11条中规定的积分方案。
（2）将设施的信息通过直接邮寄和电子邮件方式发送。
（3）提供会员限定的优惠价格…在会员专用网页刊登指南。

第11条 积分方案
1.积分加算内容
（1）针对您在本服务对象设施的住宿费、餐饮费、高尔夫球场的打球
费、门票、商店购物时的支付，将根据金额在使用日的次日加算积分。
（2）积分加算，按每支付100日元加4个积分计算。
*如通过旅行代理店（互联网）进行预约时，将不计金额一律加算50个
积分（每住一宿）。
（3）积分加算对象金额中，包括服务费和消费税、沐浴税、酒店税等
诸税。
（4）关于积分加算对象金额的支付方法，规定应为会员本人支配使用

的现金、信用卡、电子钱“WAON”和商品券（本公司酒店的餐厅券
和信用卡公司发行的商品券）。
（5）积分加算不设上限。
（6）若无法出示会员卡或会员QR码、则不能加算积分。
2.可加算积分的对象服务

3.积分加算对象外
以下场合排除在积分加算对象外。
（1）使用金額中，不到100日元的金额。
（2）住宿期间的冰箱使用费、电话费、收费电视费和按摩费等客房
费及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3）在对象饮食设施使用的餐饮费、包厢使用费、方案费以外的费
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4）婚礼（包括餐厅婚礼和婚礼余兴派对）使用的金额部分。
（5）会员本人以外的人员所支付的使用费部分。
（6）由旅行代理店的导游持有多张会员卡使用的场合。
（7）使用某项服务时向两张以上的卡片加算积分的场合。
（8）通过转账等在日后支付的使用金额部分。
（9）由法人使用的部分。
（10）通过招待券和藤田观光设施使用券以及积分付款服务等使用
的金额部分。
（11）入会申请之前的使用部分（当本公司接到申请时，才作为入
会申请对待。申请时的使用部分将视作积分加算对象办理）。
4.全年所赚取的积分和下年度的积分加算方案（会员等级提高服
务）。
（1）根据一年所赚取的积分，次年一年的积分加算将获得优惠（奖
励积分、活动积分、在线预约积分以及团体积分不属于等级提高服
务对象）。一年中所赚积分的计算对象期限，不计入会日期，一律
为1月1日～12月31日。
（2）第二年的积分优惠期限，从第二年2月1日开始到后年1月31日
为止）。
（3）在积分优惠期间的一年中，将根据前一年的积分赚取情况加
算。
（4）后年的积分加算，将根据前一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积分赚取
情况相应变更。

5.积分付款服务的内容
（1）积分将按1.5倍换算，可在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设施用于费用
支付。
（2）使用积分付款时，限500积分（750日元）以上，以1日元作为
最小单位使用。
（3）所持有的积分换算成可付款金额时，小数点以下舍去。
（4）用于付款的积分按小数点以下进位处理。积分不产生尾数。

（5）用于付款后的积分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取消。
（6）换算率、使用单位等各种条件可不经预告即做变更。另外，有可
能不经预告就暂时中断或停止积分付款服务。
（7）使用积分付款的金额部分不能作积分加算。
（8）积分不能交换现金。
（9）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设施
请在此确认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hotels_list.html
（10）如无法出示会员卡或会员QR码，则不能使用积分付款。
6.积分付款对象服务

7.积分付款服务的对象外
以下情况属于积分付款服务对象外。
（1）使用金額中，不到750日元的金额部分。
（2）不到500积分的积分付款。
（3）住宿期间的冰箱使用费、电话费、收费电视费、按摩费等客房费
及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4）在对象饮食设施的餐饮费、包厢使用费、方案费以外的费用及其
伴随而来的税金和服务费。
（5）积分付款服务对象设施以外的使用金额。
（6）婚礼（餐厅婚礼・婚礼余兴派对）费用。
（7）法人使用部分。
（8）在部分租店和部分商店等的使用部分。
（9）未出示会员卡时的使用部分。
（10）预付金、代收款等在使用日之前的支付部分。
（11）使用日之后的支付部分。
（12）会员卡再发行等情况下新卡未送达期间的使用部分。
8.不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的场合
以下场合不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
（1）会员卡出现破损时。
（2）自然灾害、停电、系统障碍、终端故障或其他不得已的场合。
（3）系统维护等，由于系统上的理由而暂时停止提供会员服务时。
（4）会员违反本章程或存在违反的可能时。
（5）会员卡经过伪造或是改变，或者通过不正当手段制做积分时。
9.WAON积分交换
即使将积分交换成WAON积分，也不能交换成电子钱“WAON”。
有关WAON积分和电子钱“WAON”的详细情况，请访问“WAON”官方网
站作确认。
http://www.waon.net/index.html
10.根据前款的规定，即使因为会员未能使用积分交换和积分付款服务而
造成某些不利或损害时，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11.积分的有效期限
积分的有效期从获得积分之日起最长三年有效（从获得积分之日起至两
年后的12月31日为止有效）。
12.关于积分失效
根据第8条的规定，会员在会员资格失效时，之前所获得的所有积分将
失效。
13.本服务对象设施
请在此确认
https://fujita-kanko.com/fgmc/cn/hotels_list.html

（日本國外居民用）

第一章 關於藤田觀光集團・會員卡

藤田觀光集團・會員卡　會員規約

繁體中文｜13

第1條 會員卡的名稱和目的
藤田觀光集團•會員卡（以下稱「會員卡」），是一張用來提供給依照
第3條中規定之會員，在藤田觀光集團的各家設施（以下稱「設施」）
使用服務時，讓會員可享受第10條規定的藤田觀光集團•會員卡的會
員優惠等各類會員服務（以下稱「本服務」）的卡片。

第2條 運營主體
會員卡的運營主體，為藤田觀光株式會社（以下稱「本公司」）。
同時，會員卡的運營業務由藤田觀光集團•會員卡中心（以下稱「本
中心」）承擔。

第3條 會員之定義
1.所謂會員，是指同意藤田觀光集團•會員卡會員規約（以下稱「本
規約」），並在本公司規定的會員卡入會申請書（以下稱「入會申
請書」）或在本公司網站的申請畫面（以下稱「申請畫面」）進行
入會申請，並經本公司承認入會的個人（以下稱「會員」）。
2.會員卡入會申請書或申請畫面的必填項目都必須填寫。如果沒有填
寫必要的資料，我們可以拒絕入會。同時，僅限日本國外居民可以
申請。
3.會員原則上應為16歲以上的個人，法人或團體等不屬於可入會對
象。
4.凡符合以下各款中任何一款的都將被拒絕入會。同時，如入會後發
現相關事實時，我們會立即辦理會員資格取消手續。
（1）入會時做虛假申請。
（2）屬於暴力團體、暴力團相關團體或其他反社會勢力的組成人員
及相關人員，以及暴力團或暴力團員支配下的事業活動法人及其他
團體的成員。
（3）在設施內，實施暴力、傷害、強迫、威脅、恐嚇、詐騙以及類
似行為，或者提出不合理要求。
（4）認定在施設內有可能做出違反法令或公共秩序的行為，或有可
能對其他客人帶來顯著騷擾的言行時。
（5）在設施內發生拖欠費用支付等情形而產生糾紛時。
（6）違反本規約時。
（7）其他被認為不適合會員身分時。

第4條 入會費及年度會費
入會費和年度會費免費。但需要支付會員卡發行費300日圓（含消費
稅）。同時，發行費無論何種理由均不予退還。

第5條 關於會員卡
1.在飯店申請並獲得會員資格的客人，我們將為其發行會員卡以作會
員證使用。
2.在飯店官方網站申請並獲得會員資格的客人，我們將為其在「我的
頁面」設置QR 碼以作會員證使用。（不發行會員卡）
3.當您到訪使用設施時，請務必向設施的有關服務人員出示會員卡或
會員QR碼。若未能出示上述證明，我們將無法提供本服務。
4.會員應以善良管理者的注意義務妥善保管會員卡。會員卡只限會員
本人使用，不可轉讓或出借他人。

5.我們為每位會員發行一張會員卡（不得以相同名義申請或持有兩張以
上的會員卡）。
6.即使會員卡確實屬於會員本人，也不可將兩張以上的會員卡所擁有的
藤田觀光集團•會員卡積分（以下稱「積分」）統合為1張。

第6條 申報事項的變更
當姓名、電子郵箱地址出現變更時，請聯絡本中心。我們將在核實會員本
人後，變更註冊內容。另外，會員本人也可在「藤田觀光集團•會員卡會
員專用網站（以下稱「會員專用網站」）」以及「藤田觀光集團•會員卡
會員專用手機網站（以下稱「會員專用手機網站」）」自行更改。如無有
關變更之申報，將不能繼續使用積分服務。同時，我們也不能繼續發送各
種通知等指南，並有可能喪失您的會員資格。

第7條 會員卡再發行
1.當會員卡遺失或被盜時，請與飯店聯絡。我們將在核實會員本人之後，
使舊卡失效並發行新的會員卡。此時，會員需支付會員卡再發行費300日
圓（含消費稅）。
2.辦理失效手續時會員卡裡的累計積分將直接移至新的會員卡，但從會員
卡遺失和被盜發生，至辦理失效手續這段時間裡，第三者使用了會員卡裡
的累計積分時，我們將不作填補和賠償。

第8條 會員資格失效
凡符合以下各款中任何的一款的會員，將被視為喪失會員資格。
（1）會員死亡時。
（2）會員申請退會時。
（3）會員請求刪除個人資料時（在核實會員為本人之後刪除）。
（4）不遵守設施的住宿條款或設施使用規則等情形下。
（5）依照第3條第4項之規定，會員資格被取消時。
（6）其他與上述各款事由類似的情形。

第9條 本規約之變更
1.本公司透過在本公司網頁通知會員變更內容之方式，可以變更本規約的
內容，當本規約變更後，與提供本服務有關的所有事宜，將依照變更後的
本規約執行。
2.基於營運中的具體情况和天灾及其他緊急情况發生所帶來的障礙發生等
情形，有可能未經預告就暫時中斷或停止本服務的提供。
3.在本條第1項、第2項之情形下，本公司將不負任何責任。

第二章 關於各種服務
第10條 會員優惠
本服務為會員提供以下各款之服務。
（1）第11條中規定的積分方案。
（2）將設施的資訊透過直接郵寄和電子郵件方式發送。
（3）提供會員限定的優惠價格…在會員專用網頁刊登指南。

第11條 積分方案
1. 積分加算內容
（1）針對您在本服務對象設施的住宿費、餐飲費、高爾夫球場的打球
費、門票、商店購物時的支付，將根據金額在使用日的次日加算積分。
（2）積分加算，按每支付100日圓加4個積分計算。
*如通過旅行代理店（網際網路）進行預約時，將不計金額一律加算50個
積分（每住一宿）。
（3）積分加算對象金額中，包括服務費和消費稅、沐浴稅、飯店稅等諸
稅。

（4）關於積分加算對象金額的支付方法，規定應為會員本人支配使
用的現金、信用卡、電子錢「WAON」和商品券（本公司飯店的餐
廳券和信用卡公司發行的禮券）。
（5）積分加算不設上限。
（6）若無法出示會員卡或會員QR碼、則不能加算積分。
2.可加算積分的對象服務

3.積分加算對象外
以下情形排除在積分加算對象外。
（1）使用金額中，不到100日圓的金額。
（2）住宿期間的冰柜使用費、電話費、收費電視費和按摩費等客房
費及方案費以外的費用及其伴隨而來的稅金和服務費。
（3）在對象飲食設施使用的餐飲費、包廂使用費、方案費以外的費
用及其伴隨而來的稅金和服務費。
（4）婚禮（包括餐廳婚禮和婚禮餘興派對）使用之金額部分。
（5）會員本人以外的人員所支付的使用費部分。
（6）由旅行代理店的導遊持有多張會員卡使用的情形。
（7）使用某項服務時向兩張以上的卡片加算積分的情形。
（8）透過轉帳等在日後支付的使用金額部分。
（9）由法人使用的部分。
（10）透過招待券和藤田觀光設施使用券以及積分付款服務等使用的
金額部分。
（11）入會申請之前的使用部分（當本公司接到申請時，才作為入會
申請對待。申請時的使用部分將視作積分加算對象辦理）。
4.全年所賺取的積分和下年度的積分加算方案（會員等級提高服
務）。
（1）依照一年所賺取的積分，次年一年的積分加算將獲得優惠（獎
勵積分、活動積分、線上預約積分以及團體積分不屬於等級提高服務
對象）。一年中所賺積分的計算對象期限，不計入會日期，一律為1
月1日～12月31日。
（2）第二年的積分優惠期限，從第二年2月1日開始到後年1月31日
為止）。
（3）在積分優惠期間的一年中，將根據前一年的積分賺取情況加
算。
（4）後年的積分加算，將根據前一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積分賺取
情況相應變更。

5.積分付款服務之內容
（1）積分將按1.5倍換算，可在積分付款服務之對象設施用於費用支
付。
（2）使用積分付款時，限500積分（750日圓）以上，以1日圓作為
最小單位使用。
（3）所持有的積分換算成可付款金額時，小數點以下捨去。 
（4）用於付款的積分按小數點以下進位處理。積分不產生尾數。

（5）用於付款後的積分無論什麼理由都不能取消。
（6）換算率、使用單位等各種條件可不經預告即做變更。另外，有可能
不經預告就暫時中斷或停止積分付款服務。
（7）使用積分付款的金額部分不能作積分加算。
（8）積分不能交換現金。
（9）積分付款服務之對象設施
請在此確認  https://fujita-kanko.com/fgmc/tw/hotels_list.html
（10）如無法出示會員卡或會員QR碼，則不能使用積分付款。
6.積分付款對象服務

7.積分付款服務之對象外
以下情形屬於積分付款服務對象外。
（1）使用金額中，不到750日圓的金額部分。
（2）不到500積分的積分付款。
（3）住宿期間的冰柜使用費、電話費、收費電視費、按摩費等客房費及
方案費以外的費用及其伴隨而來的稅金和服務費。
（4）在對象飲食設施的餐飲費、包廂使用費、方案費以外的費用及其伴
隨而來的稅金和服務費。
（5）積分付款服務對象設施以外的使用金額。
（6）婚禮（餐廳婚禮・婚禮餘興派對）費用。
（7）法人使用部分。
（8）在部分租店和部分商店等的使用部分。
（9）未出示會員卡時的使用部分。
（10）預付金、代收款等在使用日之前的支付部分。
（11）使用日之後的支付部分。
（12）會員卡再發行等情形下新卡未到達期間的使用部分。
8.不能使用積分交換和積分付款服務的情形
以下場合不能使用積分交換和積分付款服務。
（1）會員卡出現破損時。
（2）自然災害、停電、系統障礙、終端故障或其他不得已的情形。
（3）系統維護等，由於系統上的理由而暫時停止提供會員服務時。
（4）會員違反本規約或存在違反的可能時。
（5）會員卡經過偽造或是改變，或者透過不正當手段製做積分時。
9.WAON積分交換
即使將積分交換成WAON積分，也不能交換成電子錢「WAON」。
有關WAON積分和電子錢「WAON」的詳細情况，請访问「WAON」官
方網站作確認。
http://www.waon.net/index.html
10.根據前項之規定，即使因為會員未能使用積分交換和積分付款服務而
造成某些不利或損害時，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11.積分的有效期限
積分的有效期從獲得積分之日起最長三年有效（從獲得積分之日起至兩
年後的12月31日為止有效）。
12.關於積分失效
根據第8條之規定，會員在會員資格失效時，之前所獲得的所有積分將失
效。
13.本服務對象設施
請在此確認
https://fujita-kanko.com/fgmc/tw/hotels_list.html

第17條 個人資料之保護
針對個人資料，系統管理員以及有必要利用這些資料的相關業務負責人
（包括受託方），有責任在處理過程中保護這些資料不會被洩漏、篡改和
非法使用，做到嚴格運營和嚴格管理。另外，除以下各款之場合，未經本
人同意，一律不得向第三者公開。
（1）遵守法令時。
（2）為了保護人身安全，或者為了保護財產不受侵犯而有必要，同時很
難得到本人同意時。
（3）針對国家機關或者地方公共團體，或者受其委託者在执行法令規定
的業務過程中，有必要與其合作，同時徵得本人同意的話有可能對該事務
的執行造成障礙時。

第18條 個人資料的公開、更正和删除
當您聯絡本中心，我們會受理您對個人資料的公開、更正和删除之要求。
届時，請告知可核實您本人的個人資料。

第四章 其他
第19條 本服務之變更和結束
本公司根據本公司之具體情况，有權決定部分或全部結束本服務。在這一
場合下，除非本公司向會員明確通知、告知或者公佈，否則隨著本服務的
結束，會員將喪失與使用本服務有關之所有權利。

第20條 免責事項
1.由於會員使用本服務而給第三者帶來麻煩或損害時，應由當事者之間負
責解决，本公司將不負任何責任。
2.由於通信狀態等原因，導致會員不能正常使用本服務而導致產生某些不
便或損害時，本公司也不承擔任何責任。

第21條 適用法令
將日本法作為與本規約相關的適用法令。

第22條 管轄法院
在會員和本公司之間發生訴訟時，以東京地方法院作為第一審專屬的協議
管轄法院。

關於會員卡相關諮詢和設施預約相關諮詢窗口
有關本服務、會員卡和規約等方面的諮詢，可在下述窗口辦理。

藤田觀光集團・會員卡會員專用網站
https://fujita-kanko.com/fgm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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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个人信息处理

第12条 个人信息运用的主体
　　对本服务以及与本服务有关的宣传活动、问卷调查等实施中所
处理的个人信息，本公司除了制定有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方针外，
还确定保护个人信息的管理部门为本中心。另外，藤田观光集团的
个人信息保护方针公布于本公司网页上。
http://www.fujita-kanko.co.jp/policy/

第13条 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
　　入会时所搜集的个人信息（包括申报变更事项后的信息），以
及会员的使用日期、使用设施、使用积分、累积积分（以下称“个人
信息”），将用于下列各项的目的。
（1）为了向客人提供入住和住宿期间的服务。
（2）为了进行本服务及设施业务上必要的联系。
（3）为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服务发送各种指南邮件。
（4）在会员卡遗失等情况下再发行会员卡时，对客人做本人核实。
（5）在收到来自客人的咨询时，对相关内容做照会以便作答。
（6）向客人送达各种优惠商品及相关的必要信息。
（7）为了进行本服务的利用动向调查。
（8）为提高设施服务水平作参考。

第14条 向会员发送的指南
1.在申请入会时，或使用会员专用网站、会员专用手机网站注册电子
邮箱地址时，会收到来自设施的广告宣传等电子邮件。
2.在入会申请之后，需变更注册内容时，请在会员专用网站或会员
专用手机网站由会员本人进行更改。

第15条 个人信息的共同利用
　　对第13条所规定的个人信息，在以下使用目的的必要范围内，
可在藤田观光集团内共同利用。
（1）与藤田观光集团的营业设施（婚礼、宴会、餐厅设施、住宿设
施、娱乐设施、高尔夫球场等）的使用等有关的联系、商品发送、
费用结算等，用于为客人提供服务及其相关事宜的实施。
（2）介绍与藤田观光集团的营业及营业设施（婚礼、宴会、餐厅设
施、住宿设施、娱乐设施、高尔夫球场等）有关的通知、问卷等。
（3）为了把握、改善和提高藤田观光集团的设施及商品服务等使用
状况，也为了更好的开发，使用电脑等进行统计和分析。
（4）用于藤田观光集团各会员组织（藤田观光集团会员卡等各种卡
片会员；紫藤生活俱乐部会员；藤田俱乐部会员；婚礼会场的会员
等会员组织等）的管理和运营以及对会员提供服务及其附带业务。

第16条 业务委托
　　本公司为了顺利地执行业务，对以下各项业务的一部分或全部
作委托，并对受托单位提供必要范围的个人信息。
（1）申请书受理和申请书记载内容核实。
（2）会员卡交付相关业务。
（3）与本服务的入会及使用有关的咨询的传呼相关业务。
（4）会员卡遗失和被盗时的联系与受理、归档以及与各种申报事宜
的变更受理及归档有关的业务。
（5）积分加算和使用等相关业务。
（6）本服务的信息处理和电脑处理所附带的业务。
（7）其他服务及会员卡相关业务中由本中心指定的业务。
※会员应预先同意本中心对上述各项委托业务内容在必要时进行的
补充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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