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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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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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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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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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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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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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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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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飲食費
高爾夫球場
入場設施
小賣部

住宿費和方案費
（冰柜使用費、電話費、收費電視費和按摩費等除外）。

餐點費、飲料費、包廂使用費和方案費
高爾夫球場打球費、餐飲費
門票
部分商店和部分租戶除外

一年中所賺取的積分數
※獎勵積分、活動積分、線上預約積分和團體積分除外

一年裡所賺取的積分數不到4,000點時
一年裡所賺取的積分數達到4,000點以上時
一年裡所賺取的積分數達到20,000點以上時

第二年積分加算方案

每100日圓4個積分
每100日圓4+1個積分
每100日圓4+2個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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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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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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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飲食費
高爾夫球場
入場設施
小賣部

住宿費和方案費
（冰柜使用費、電話費、收費電視費和按摩費等除外）。

餐點費、飲料費、包廂使用費和方案費
高爾夫球場打球費、餐飲費
門票
部分商店和部分租戶除外

一年中所賺取的積分數
※獎勵積分、活動積分、線上預約積分和團體積分除外

一年裡所賺取的積分數不到4,000點時
一年裡所賺取的積分數達到4,000點以上時
一年裡所賺取的積分數達到20,000點以上時

第二年積分加算方案

每100日圓4個積分
每100日圓4+1個積分
每100日圓4+2個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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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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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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飲食費
高爾夫球場
入場設施
小賣部

住宿費和方案費
（冰柜使用費、電話費、收費電視費和按摩費等除外）。

餐點費、飲料費、包廂使用費和方案費
高爾夫球場打球費、餐飲費
門票
部分商店和部分租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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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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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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飲食費
高爾夫球場
入場設施
小賣部

住宿費和方案費
（冰柜使用費、電話費、收費電視費和按摩費等除外）。

餐點費、飲料費、包廂使用費和方案費
高爾夫球場打球費、餐飲費
門票
部分商店和部分租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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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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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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일본 국외 거주자용)

제1장  후지타 관광 그룹 멤버쉽 카드에 대해

후지타 관광 그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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제1조 카드의 명칭 / 목적
후지타 관광 그룹 멤버쉽 카드(이하 [회원카드])는 제3조에 정한 회원이 후지타 
관광 그룹 각 시설(이하 [시설])을 이용하는 경우, 회원에게 제10조에 정한 
후지타 관광 그룹 멤버쉽 카드 회원의 특전을 비롯한 각종 회원 서비스(이하 
[당서비스])가 제공되는 카드입니다.

제2조 운영의 주체
회원 카드의 운영주체는 후지타 관광 주식회사(이하 [당사])입니다. 또한 회원 
카드의 운영업무는 후지타 관광 그룹 멤버쉽 카드 센터(이하 [당센터])가 
실시합니다.

제3조 회원의 정의
1.회원이란 후지타 관광 그룹 멤버쉽 카드 회원규약(이하 [본 규약])을 
승인하고 당사 소정의 카드 가입신청서(이하 [가입신청서]) 또는 당사 
홈페이지의 웹 가입신청 화면(이하 [가입화면])에서 가입신청하여 당사가 
가입을 인정한 개인(이하 [회원])을 말합니다.
2.회원 카드의 가입신청서 또는 가입화면의 필수항목은 모두 기입해야 하는 
것으로 합니다. 필요정보를 기입하지 않은 경우에는 가입을 거절하는 경우가 
있습니다. 또한 일본 국외에 주소를 가지고 있는 분에 한합니다.
3.회원은 원칙상 16세 이상의 개인으로 하며 법인, 단체 등의 가입은 대상외로 
합니다.
4.다음 각 호중 하나에 해당하는 분은 가입을 거절합니다. 또한 가입 후에 그 
사실이 판명된 때에는 즉시 회원 자격취소 수속을 진행합니다.
(1)가입시에 허위내용을 신청했을 때
(2)폭력단원, 폭력단 관계단체 또는 기타 반사회적 세력의 구성원 및 관계자 
그리고, 폭력단 또는 폭력단원이 사업활동을 지배하는 법인 기타 단체의 
구성원일 때.
(3)시설에 있어서 폭행, 상해, 강요, 협박, 공갈, 사기 및 이와 유사한 행위를 하며 
또는 합리적 범위를 넘어서는 요구를 했을 때.
(4)시설에 있어서 법령 또는 미풍양속에 반하는 행위를 할 우려가 있다고 
인정될 때, 또는 다른 고객에게 현저한 폐를 끼치는 언동을 할 우려가 있다고 
인정될 때.
(5)시설에 있어서 대금 지불지연 등으로 문제가 있을 때.
(6)본 규약을 위반했을 때.
(7)기타 회원으로서 적합하지 않다고 인정되었을 때.

제4조 가입비 및 연회비
가입비 / 연회비는 무료입니다. 다만 회원 카드 발행비용으로서 300엔(소비세 
포함)을 지불해 주십시오. 또 발행비용은 어떤 이유로도 반환하지 않습니다.

제5조 회원카드에 대해
1.호텔에서 회원에 가입하신 고객님께는 회원카드를 발급하여 회원증으로 
사용합니다.
2.호텔 공식 Web사이트에서 회원으로 가입하신 고객님께는 마이 페이지에서 
표시되는 QR코드를 회원증으로 사용합니다. (회원 카드는 따로 발급하지 
않습니다.)
3.이용하실 때는 반드시 회원카드 또는 회원증의 QR코드를 이용시설의 
담당자에게 제시해 주십시오.제시하지 않은 경우에는 해당 서비스를 제공해 
드릴 수 없습니다.
4.회원은 선량한 관리자의 주의하에서 회원 카드를 관리하는 것으로 합니다. 
회원 카드는 회원 본인만 이용할 수 있는 것으로 하며, 타인에게 양도, 대여할 
수 없습니다.
5.회원 한 분에 대해 1장의 회원 카드를 발행합니다.(동일 명의로 복수의 회원 

카드를 신청하거나 소유할 수 없습니다)
6.회원 본인의 회원 카드라 하더라도 복수의 회원 카드의 후지타 관광 그룹 멤버쉽 
카드 포인트(이하 [포인트])수를 1장의 카드에 합산할 수는 없습니다.

제6조 신고사항의 변경
성명, 전자 메일주소에 변경이 있는 경우에는 당센터에 연락해 주십시오. 회원 
본인확인 후 등록내용을 변경하겠습니다. 또한 회원 본인이 [후지타 관광 그룹 
멤버쉽 카드 회원전용 웹 사이트(이하 [회원전용 웹 사이트]) 및 [후지타 관광 그룹 
멤버쉽 카드 회원전용 모바일 사이트(이하 [회원전용 모바일 사이트])에서 변경할 
수도 있습니다. 변경 신고가 없는 경우, 포인트 서비스를 이용할 수 없게 됩니다. 
또한 각종 통지 등의 안내를 할 수 없게 되어 회원 자격을 상실하는 경우가 
있습니다.

제7조 회원 카드의 재발행
1.회원 카드를 분실, 또는 도난당한 경우, 호텔에 연락해 주십시오. 회원 본인확인 
후 회원 카드를 무효화하고 새 회원 카드를 발행합니다. 회원 카드의 재발행 
비용으로 300엔(소비세 포함)을 지불해 주십시오.
2.무효화 수속 시점에 있어서 회원 카드 포인트의 누적 포인트는 그대로 새 회원 
카드로 이전되지만 회원 카드의 분실 및 도난이 발생한 시점에서 무효화 
수속까지의 기간중에 제3자가 회원 카드의 누적 포인트를 사용한 경우, 보상하지 
않습니다.

제8조 회원자격의 상실
다음 각 호중 하나에 해당하는 경우, 회원은 회원자격을 상실하는 것으로 합니다.
(1)회원이 사망한 경우.
(2)회원이 탈퇴를 신청한 경우.
(3)회원이 개인정보의 삭제를 요구한 경우(회원 본인확인 후 삭제합니다).
(4)시설 숙박약관 또는 시설 이용규칙 등을 준수하지 않은 경우.
(5)제3조 제4항에 근거하여 회원자격을 취소당한 경우.
(6)기타 상기 각 호에 준하는 사유가 있는 경우.

제9조 본 규약의 변경
1.당사는 회원에게 변경내용을 당사 홈페이지에 공지함으로써 본 규약을 변경할 수 
있는 것으로 하며, 본 규약을 변경한 경우, 당서비스의 제공에 관한 일체 사항은 
변경 후의 본 규약에 의한 것으로 합니다.
2.운영상의 이유나 천재지변, 기타 비상사태에 의한 장해 발생 등에 의해 
당서비스의 제공을 예고없이 일시적으로 중단 또는 정지하는 경우가 있습니다.
3.본 조 제1항, 제2항의 경우에 있어서 당사는 일체의 책임을 지지 않습니다.

제2장  각종 서비스에 대해

제10조 회원의 특전
당서비스에서는 다음 각 호의 서비스를 회원에게 제공하고 있습니다.
(1)제11조에 규정하는 포인트 프로그램
(2)시설의 정보를 다이렉트 메일 및 전자메일로 배포
(3)회원한정 우대가격의 제공---회원전용 페이지에서 안내합니다.

제11조 포인트 프로그램
1.포인트 가산내용
(1)당서비스 대상시설에서의 숙박비, 식비, 골프장에서의 이용료, 입장료, 
매점이용시의 지불금액에 따라 이용한 다음 날 이후에 포인트를 가산합니다.
(2)포인트의 가산은 지불금액 100엔당 4포인트를 가산합니다.
*여행대리점(인터넷 업자를 포함)을 통해서 예약하는 경우에는 지불금액에 
상관없이 50포인트(숙박 1일당) 가산됩니다.
(3)포인트 가산대상 금액에는 서비스 요금과 소비세, 온천 입장세금, 호텔세금 등 
모든 세금을 포함합니다.
(4)포인트 가산대상의 지불방법은 회원 본인이 이용한 현금, 신용카드, 
전자화폐(WAON), 상품권(당사 호텔 레스토랑권 및 신용카드 회사가 발행하는 
상품권)으로 지불하신 내용을 대상으로 합니다.
(5)포인트 가산의 상한은 없습니다.
(6)회원카드 또는 회원증의 QR코드를 제시하지 않은 경우, 포인트가 가산되지 않습니다.

2.포인트 가산대상 서비스

3.포인트 가산 대상외
아래 경우는 포인트 가산 대상외입니다.
(1)이용금액중 100엔 미만의 금액
(2)숙박에 있어서 냉장고 사용료, 전화비, 유료 TV이용료, 마사지 요금 등 객실 
이용료 및 플랜 요금 이외의 요금과 그에 따른 세금 및 서비스 요금.
(3)대상 음식시설에 있어서 음식비, 개인실 이용료, 플랜 요금 이외의 요금과 
그에 따른 세금 및 서비스 요금.
(4)혼례(레스토랑 웨딩, 혼례 피로연 포함)에서의 이용분
(5)회원 본인 이외의 사람이 지불한 이용분.
(6)여행대리점의 가이드가 복수의 회원 카드를 소유하여 사용하는 경우.
(7)1건의 이용에서 복수 카드로의 포인트 가산.
(8)계좌이체 등 나중에 지불한 이용분.
(9)법인에 의한 이용분.
(10)초대권 및 후지타 관광 시설 이용권 및 포인트 지불 서비스 등에 의한 
이용분.
(11)가입신청 이전의 이용분(당사에 신청이 도착한 시점에서 가입신청이 
됩니다. 가입시점의 이용분은 포인트 가산 대상이 됩니다)
4.연간 포인트 획득수와 다음 년도의 포인트 가산수(회원 등급 업 서비스)
(1)1년간의 포인트 획득수에 따라 다음 1년간의 포인트 가산수가 
우대됩니다.(보너스 포인트, 캠페인 포인트, Web예약 포인트, 그룹 포인트는 
랭크 업 서비스의 대상외가 됩니다) 1년간의 포인트 획득수의 산출대상기간은 
가입일에 상관없이 1월1일 ∼ 12월31일입니다.
(2)다음 해의 포인트 우대기간은 다음 해 2월1일 ∼ 2년 후의 1월31일입니다.
(3)포인트 우대기간의 1년간은 전년도의 포인트 획득수에 따라 포인트가 
가산됩니다.
(4)2년 후의 포인트 가산수는 전년도의 1월1일 ∼ 12월31일의 포인트 
획득수에 따라 변경됩니다.

5.포인트 지불 서비스내용
(1)포인트는 1.5배로 환산하여 포인트 지불 서비스 대상시설의 지불에 이용할 
수 있습니다.
(2)포인트에 의한 지불은 500포인트(750엔분) 이상, 1엔 단위로 이용할 수 
있습니다.
(3)보유 포인트에 의한 지불에 이용가능한 금액의 환산은 소수점 이하를 
버리고 계산합니다.
(4)지불에 이용한 포인트는 소수점 이하를 올려서 계산합니다. 포인트의 
잔돈은 발생하지 않습니다.
(5)지불에 이용한 포인트는 어떠한 이유로도 취소할 수 없습니다.
(6)환산율, 이용단위 등의 모든 조건은 예고없이 변경하는 경우가 있습니다. 
또한 포인트 지불 서비스를 예고없이 일시적으로 중단 또는 정지하는 경우가 
있습니다.
(7)포인트로 지불된 금액분의 포인트는 가산되지 않습니다.
(8)포인트는 현금으로 교환할 수 없습니다.

(9)포인트 지불 서비스 대상시설
여기를 확인하십시오
https://fujita-kanko.com/fgmc/ko/hotels_list.html
(10)회원카드 또는 회원증의 QR코드를 제시하지 않는 경우, 포인트로 지불하실 수 
없습니다
6.포인트 지불대상 서비스

7.포인트 지불 서비스 대상외
아래 경우는 포인트 지불 서비스 대상외입니다.
(1)이용금액중 750엔 미만의 금액
(2)500포인트 미만의 포인트를 지불에 이용
(3)숙박에 있어서 냉장고 사용료, 전화비, 유료 TV이용료, 마사지 요금 등 객실 
이용료 및 플랜 요금 이외의 요금과 그에 따른 세금 및 서비스 요금.
(4)대상 음식시설에 있어서 음식비, 개인실 이용료, 플랜 요금 이외의 요금과 그에 
따른 세금 및 서비스 요금.
(5)포인트 지불 서비스 대상시설 이외의 이용분
(6)혼례(레스토랑 웨딩, 혼례 피로연 포함)에서의 이용분
(7)법인에 의한 이용분.
(8)세입자, 일부 매점 등에서의 이용분
(9)회원 카드를 제시하지 않은 경우의 이용분.
(10)선수금, 예약금 등 이용일 이전의 지불분.
(11)이용일 이후의 지불분.
(12)카드 재발행 등에 의한 카드 미도착기간의 이용분.
8.포인트 교환 및 포인트 지불 서비스를 이용할 수 없는 경우
이하 경우는 포인트 교환 및 포인트 지불 서비스를 이용할 수 없습니다.
(1)회원 카드가 파손된 경우.
(2)천재지변, 정전, 시스템 장해, 단말기 고장 기타 부득이한 사유가 있는 경우.
(3)시스템 점검 등, 시스템상의 이유에 의해 회원이 누릴 수 있는 서비스의 제공을 
일시적으로 정지한 경우
(4)회원이 본 규약을 위반 또는 위반할 우려가 있는 경우.
(5)회원 카드가 위조 또는 변조 또는 포인트가 부정하게 취득된 경우.
9.WAON포인트 교환
포인트에서 WAON포인트로 교환해도 전자 화폐[WAON]으로 교환할 수 
없습니다.
WAON포인트, 전자 화폐[WAON]에 대해 상세한 내용은 [WAON] 
공식사이트에서 확인하십시오.
http://www.waon.net/index.html
10.전항에 근거하여 회원이 포인트 교환 및 포인트 지불 서비스를 이용할 수 
없어서 어떠한 불편 또는 손해가 발생한 경우에도 당사는 일체 책임을 지지 않는 
것으로 합니다.
11.포인트의 유효기한
포인트의 유효기한은 포인트 획득일로부터 최장 3년간입니다.(획득일로부터 2년 
후의 12월 말일까지 유효)
12.포인트의 무효에 대해
제8조에 의해 회원이 회원자격을 상실한 경우, 획득한 모든 포인트는 무효가 
됩니다.
13.당서비스 대상시설
여기를 확인하십시오　https://fujita-kanko.com/fgmc/ko/hotels_list.html

제3장  개인정보의 취급에 대해

제12조 개인정보운용의 주체
당사는 당서비스 및 당서비스에 관련하여 행하는 캠페인, 설문조사 등에서 

취급하는 개인정보의 보호에 대한 기본방침을 정함과 동시에 개인정보의 
보호관리 책임부서는 당센터로 합니다. 또, 후지타 관광 그룹의 개인정보 
보호방침은 당사 홈페이지에 공표하고 있습니다.
http://www.fujita-kanko.co.jp/policy/

제13조 개인정보의 이용목적
가입시에 제공받은 개인정보(신고사항의 변경 후 정보를 포함) 및 회원의 
이용일, 이용시설, 이용포인트, 누적포인트(이하 [개인정보])는 다음 각 호의 
목적에 있어서 사용하는 것으로 합니다.
(1)체크인, 체재중의 서비스 제공을 위해.
(2)당서비스 및 시설의 업무상 필요한 연락을 취하기 위해.
(3)전자메일 전송서비스에 의한 각종 안내메일을 발송하기 위해.
(4)카드 분실시 등 카드 재발행시 고객의 본인확인을 위해.
(5)고객으로부터 문의가 있을 경우, 관련내용을 조회하고 회답하기 위해.
(6)각종 특전상품 및 관계되는 필요서류 등을 보내기 위해.
(7)당서비스의 이용동향조사를 실시하기 위해.
(8)시설의 서비스 향상에 참고하기 위해.

제14조 회원에게 안내
1.가입신청시 또는 회원전용 웹 사이트, 회원전용 모바일 사이트에서 
전자메일 주소를 등록하신 경우, 시설에서 광고 선전 등의 전자메일 전송을 
실시하는 경우가 있습니다.
2.가입신청 이후 등록정보의 변경을 하는 경우, 회원전용 웹 사이트, 회원전용 
모바일 사이트에서 회원 본인이 변경해 주십시오.

제15조 개인정보의 공동이용
제13조에 정한 개인정보에 대해서는 이하의 이용목적 달성에 필요한 
범위내에 있어서 후지타 관광 그룹에 있어서 공동이용합니다.
(1)후지타 관광 그룹의 영업시설(혼례, 연회, 레스토랑 시설, 숙박시설, 
레저시설, 골프장 등)의 이용 등에 관련한 연락, 상품의 발송, 대금 정산 등, 
고객에의 서비스 제공 실시 및 그에 관련한 사항을 위해 이용.
(2)후지타 관광 그룹의 영업 및 영업시설(혼례, 연회, 레스토랑 시설, 숙박시설, 
레저시설, 골프장 등)에 관한 알림, 설문조사 등을 안내하기 위해 이용.
(3)후지타 관광 그룹의 시설, 상품 서비스 등의 이용상황의 파악, 개선, 향상 및 
개발을 돕기 위해 컴퓨터 등을 사용한 통계, 분석에 이용.
(4)후지타 관광 그룹의 각 회원조직(후지타 관광 그룹 멤버쉽 카드 등의 각종 
카드 회원, 위스테리아 라이프 클럽 회원, 클럽 후지타 회원, 혼례거식자 회원 
등의 회원조직 등)의 관리, 운영 및 회원에 대한 서비스 제공 및 그에 따르는 
사항을 위해 이용.

제16조 업무위탁
당사는 업무를 원활하게 진행하기 위해 다음 각 호의 업무 일부 또는 전부를 
위탁하며 위탁업자에 대해 필요한 범위에서 개인정보를 제공합니다.
(1)신청자의 접수 및 신청서 기재내용의 확인.
(2)회원 카드의 교부에 관한 업무.
(3)당서비스의 가입 및 이용에 관한 문의의 중개에 관한 없무.
(4)회원 카드의 분실, 도난 연락의 접수, 등록 및 각종 신고사항의 변경에 관한 
접수, 등록에 관한 업무.
(5)포인트 가산, 이용 등에 관한 업무.
(6)당서비스의 정보처리, 전산기 처리에 따르는 업무.
(7)기타 당서비스, 회원 카드에 관한 업무중 당센터가 지정한 내용.
※회원은 당센터가 상기 각 호의 위탁업무 내용을 필요에 따라서 추가, 
변경하는 것을 사전에 승낙하는 것으로 합니다.

제17조 개인정보의 보호
개인정보에 대해서는 시스템 관리자 및 그 정보를 필요로 하는 업무에 
종사하는 담당자(위탁업자 포함)가 책임지고 취급, 누설, 악의적인 변경, 
부정사용으로부터 보호해야하므로 엄중하게 운영관리를 실시합니다. 또한 
다음 각 호의 경우를 제외하고 본인의 양해를 구하지 않고 제3자에게 
제시하는 경우는 일체 없습니다.
(1)법령에 근거한 경우.
(2)인명, 신체 또는 재산의 보호를 위해 필요한 경우이며 본인의 동의를 얻기가 

곤란한 경우.
(3)국내 기관 혹은 지방 공공단체 또는 그 위탁을 받은 자가 법령에 정한 업무를 
수행하는 것에 대해 협력할 필요가 있는 경우이며 본인의 동의를 얻는 것에 의해 
해당 사무의 수행에 지장을 끼칠 우려가 있는 경우.

제18조 개인정보의 공개, 정정, 삭제
당센터에 연락하심으로써 고객의 개인정보를 공개, 정정, 삭제에 대한 요청을 
받습니다. 그 때는 고객 개인을 특정하기 위한 정보를 알려주십시오.

제4장  기타

제19조 당서비스의 변경, 종료
당사는 당사의 형편에 의해 당서비스의 일부 또는 전부를 종료하는 경우가 
있습니다. 이 경우, 당서비스의 종료에 의해 회원의 당서비스 이용에 관한 일체의 
권리는 당사가 별도의 취급을 정한 내용을 회원에 대해서 명시적으로 통지, 고지 
또는 공표하지 않는 한 상실합니다.

제20조 면책사항
1.회원이 당서비스를 이용하는 것에 의해 제3자에게 불편 또는 손해를 준 경우에는 
당사자간의 책임에 있어서 해결하는 것으로 하며 당사는 일체의 책임을 지지 않는 
것으로 합니다.
2.통신상태 등이 원인으로 회원이 당서비스를 이용할 수 없는 것에 의해 어떠한 
불편 또는 손해가 발생한 경우에도 당사는 일체의 책임을 지지 않는 것으로 합니다.

제21조 준거법
본 규약에 관한 준거법은 일본법으로 합니다.

제22조 관할재판소
회원과 당사간에 소송이 발생한 경우, 도쿄 지방재판소를 제1심의 전속적인 
합의관할재판소로 합니다.

회원 카드에 관한 문의, 시설예약에 관한 문의 창구에 대해서 당서비스, 카드 규약 
등에 관한 각종 문의는 아래에서 접수합니다.

후지타 관광 그룹 멤버쉽 카드 회원전용 웹 사이트
https://fujita-kanko.com/fgmc/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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