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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的时代，蔓延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信息，在此总结了常见的消费者纠纷。 

什么叫契约？ 

   契约就是带有法律责任的约定。为了生活购物，在这个便利复杂的时代，我们简直没有买

不到的东西。因此我们每个“消费者”都应拥有正确的知识和判断力。租借场地或者使用制造

信用卡都属于和对方业主的契约。 

   例如，购买生活用品和利用学习班，旅游，美发店等。契约的手续不只包括“填写契约，

按印章”，只凭口头的约定也是契约。契约成立后，应相互遵守“义务”，维护产生的“权

力”。定好的契约，除了特殊理由是不可以擅自解除的。 

  未成年者(没有结婚的20岁以下的人，需要父母的同意。没有父母同意的契约可以取消。但

是如果未成年者谎称：“我是成人”或“得到父母的同意”，就不能解除契约。 

 

 

 

 

 

 

 

 

 

1.网 上购物的纠纷 

 

如果意见一致，口头的契约也成立。 

借 DVD 也是契约。 
解约需要对方的同意。 

昨天买的项链不中意， 

想退。 

不能解约。 付款的义务 要求付款的权力 

给 DVD 的义务 拿 DVD 的权力 

Q：在网上买的名牌运动衣和想象的不一样。和

业主联系，被回绝不能退货。可否使用“冻结期制

度”？ 

什么是网上购物？ 

是在因特网或手机上阅览关于商品的信息，然后

购物。 

很方便，有时可以买到店铺没有，很难买到的商

品，有时还很便宜。但是因为看不到对方，不能

实际看着商品购买，所以也有很多问题。 

例如： 

1. 花了钱，但是商品不到。 

2. 和业主联系不上。 

3. 广告有谎。 

4. 送来的商品和定的不一样。  等 

http://www.city.sakura.lg.jp/0000008799.html


 

注※クーリング・オフ（第5章の11・12ページ） 

 

2.免费的网上游戏怎么会・・・ 

 

 

 

 

A：不能利用 “冻结期制度”的情况 

请确认退货特约（可否退货） 

网上购物因为是通信贩卖，所以不能利

用 “冻结期制度”（请参照 P11，12）但

作为特约是否可以退货，广告上会有记

载。如果没有记载是否可以退货的条

件，在接到商品8天以内，由消费者负担

邮费的话，是可以退货的。关于咨询的

情况，广告上记载“不可退货”，所以不

能退货。 

1. 一定谨慎确认因特网的订购画面，

而且保存。 

2. 除了店铺的邮址以外，还要保存公

司的地址和联络方式。 

3. 尽量避免先付钱。 

注※冻结期制度（第5章的 P11・12） 

Q：看到“免费网上游戏”的广告，用智能

手机下载玩儿很有意思，让我忘了时

间。2个月以后，妈妈问我：“手机公司

寄来9万元的付款单，你用在哪里？”。

原来游戏不免费！ 
 

请注意以下误区： 
 

免费嘛！ 

大家都玩儿！ 
 

虽然宣传免费，但不等于所有游戏都免

费。 

 

A：“网上游戏”基本免费。但目的在于

引导用户进入有意思的区域，购买需要

的模式。这时需要付款。 

此外，玩儿游戏要支付手机的通信费。

游戏里的假想货币和实际需要的钱不好

区分，请注意。 



3.请注意违法网页的“圈套” 

 

 

 

 

4.请注意 SNS 介绍的“收费异性结识网页”！ 

 

Q：用智能手机在网上查找的时

候，接通免费的色情动画。只点

击尝试画面，就到了已经登陆会

员的画面。并且注明“如果操作

有误，请联系。”打电话询问，

回答是“接通就等于登录，不付

钱的话要和你打官司。”对方要

求支付8万日元，这钱应该付吗？ 

这属于点击诈骗，不要理会那些无理索求。 

 

A：对契约无法有效成立的要求不需要付钱。 

有时画面会诱导用户“在此退会”，请不要打

电话联系。对方的目的是让顾客打电话，要

求高额支付，或索取个人信息，有可能进一

步要求付钱。 

此外还会发短信：“您利用的付款网页还没付

款”，这种情况也不要和对方联系。 

 

建议： 

1.只接通网页，对方不可能断定个人是谁。所

以“打官司”或“身边调查”这样的话是特意让用

户感到不安的威胁的话。 

2.因特网上的契约，业主有必要明记签约内

容，让消费者看懂“申请画面”，并在“确认画

面”上确认和订正签约内容。 

 

Q：利用 SNS 时，有人申请交朋友。接

受申请后，那个人说自己是艺人的助

理，并请我鼓励他担当的艺人。介绍和

那个艺人交流要进入别的网页，登录后

才知道是收费网页。对方还说：“利用

网页的费用可以后付”，结果通信费用

很高。我希望退款。 



 
 

 

5.请注意利用网上电子钱的违法手段！ 

 

 

 

A：不要被“给你钱”或“能和艺人见面”等

花言巧语所欺骗！ 

 

部分收费交友网页“空架网站”的目的

是从利用者那里索取金钱，冒充名人或

不存在的人和利用者长时间通讯，不偿

还预付款。“空架网站”的被害者很

多，很难证实诈骗，被害的回复也很

难。 

利用 SNS时受到诱导也不要轻易登录。特

别是不认识的人申请交朋友更要小心。 

SNS 虽然可以和不认识的人轻松交流，但

有的人是怀有恶意参加的。不要轻易信

任对方。 

Q：朋友通过免费系统来短信说：“我

过后把钱还你，去便利店买1万日元的

网络电子钱，再告诉我你的 ID 好

吗！”。我去便利店买了1万日元的网

络电子钱，再把 ID 写在短信里传给朋

友。几天后才知道这和朋友无关。朋友

的网址被别人利用，骗走了我的1万日

元。 

A：不认识的人利用非法手段进入 SNS，

并冒充亲朋好友和你用短信联系。让你

购买电子钱，并让你把 ID 传给他。（有

的让你传照片，打电话或发传真。） 

即使是朋友也不要借网上使用的电子

钱，更不要把自己的 ID 告诉对方。 

朋友：我没和你借钱啊！ 

被害者：糟糕，我受骗了！ 



６．安全正确使用因特网！ 

因特网可以瞬间发信或收集各种信息，很方便。但也有很多问题和纠纷。我们生活在信息

社会，就应该十分了解电脑和智能手机的便利性和危险性。还有从因特网得到的信息是否正

确，也需要我们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７．以年轻人为诱饵的各种违法经商 

 

赶上销售 

   在站前和路上以问卷形式赶上去搭话，并带到营业所劝说契约购买高价化妆品或美容服务

的经商方法。 

 

预防因特网纠纷的对策 

 

1.不要回复生人来的短信。 

2.不要点击可疑的网页。 

3.不要在网上写可以断定个人信息的

“照片，住址，姓名，生日”等。 

4.不要用手机下载不能确认安全的软

件。 

5.密码和 ID 不要用在多处。更不要泄

露给别人。 

6.对网上的投稿和传送信息要负责任。 

 

A:给点时间，对模特的工作感兴趣吗？ 

B；好想试试模特的工作，去看看吧！ 

 

建议： 

要断然拒绝，即使对方主动搭话也不要停

步，更不要跟去。 



预约销售 

   在 SNS或电话里说：“您中奖了！我们见面谈一谈吧。”等。然后劝对方到家庭餐厅或营

业所，使用强硬手法让对方购买首饰，或者签下契约使用娱乐设施会员权等的经商方法。 

 
 

恋人商法 

别名：“约会商法”，是欺骗年轻人的。此经商方法利用了异性之间的感情。 

 
 

传销商法 

劝说参加说明会・活动，宣传可以挣大钱的。鼓吹：“崭新的网络贸易”，“实现理

想”，“开展对地球有益的商务”等。 

 

A:只要您光临就能拿到旅游券！ 

B:真的吗？太好了！ 

 

建议： 

不要相信没应征就中奖，还能得

到礼物的美事。如果轻易答应见

面，对方会使用强硬手法让你签

约。应断然拒绝。 

A:这是给你的礼物。 

B:我很高兴，谢谢！ 

 

建议： 

耐心倾听你的话，给与最好的服

务。目的是为了让你“契约购买高

价物品”。对方开始劝说购买高价

物品时，就要警惕起来断然拒绝。 

A:告诉你件好事，能介绍你的朋友吗？ 

B:莫非这就是传销商法！ 

 

建议： 

可怕的传销商法，不但自己受损失，还

得罪朋友。而且朋友和前辈劝说入会，

是不容易回绝的。 

请不要受个人感情的影响，应断然拒

绝。 



８．这种情况，请活用冻结期制度（クーリング・オフ） 

 

    冻结期制度(クーリング・オフ)，是指在访问销售等意外地签约，在法定期限内（参照下

表）无条件解约的制度。但如果超过“期限”，是不可以一方面解约的。 

 

※1 如果契约书上没有告知关于“冻结期制度”的说明，业主要重新发行记载冻结期制度的书

面材料。而且延长冻结期制度的期限。 

※2 特定长期提供服务和连锁贩卖销售即使超过冻结期制度的期限，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就可以

中途解约。 

※3 在美容医疗里的脱毛、去除青春痘・黑斑，皮肤松弛和皱纹，溶解脂肪，漂白牙齿属于该

制度的对象。 

 

以下不适用“冻结期制度”： 

1. 3000日元以下的商品，而且已经支付。 

2. 化妆品和健康食品等消耗品，契约上标明“使用后不能利用冻结期制度”的商品。 

※其他还有一些不适用的商品和服务。 

 

利用冻结期制度的时候一定要确定书面契约。并注意以下事项。 

1，包括拿到契约的日子，在上表的期限内使用能够留下证据的通知。例如明信片，内容证明

邮政等。 

2，如果契约使用信用卡支付，同时要通知信用卡公司。 

3，可以返回支付的金额。退货的邮费由业主负担。 

经商内容 

 

适用对象 期限 

访问销售 包括赶上销售，预约销售，SF

（催眠）商法的店铺契约。 
8天 

电话促销 用电话催促销售 8天 

特定长期 

提供服务 

家教，学习班，外语教室，电

脑教室，美容，部分美容医

疗，婚姻介绍所等的长期契

约。 

8天 

连锁贩卖 

销售 

连锁商法 

 

20天 

诱引提供

业务的商

务 

居家工作、监控业务商法 20天 

访问购买 访问劝诱购买商品 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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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各种支付方法 

 

   购买商品或接受某种服务时，有支付对方金钱的义务。支付方法大致可分为以下3种。 

  

“即时支付”和“先付”的购物不能超过手头的现金。“先付”的电子货币没有现金的实

感，有时忘记买了什么，用了多少钱。“后付”的话，即使手头没有钱也能购物。所以有可能

购买超过自己支付能力的商品。请理解各种支付方法的特点，再做选择。 

 

 

什么是电子货币？ 

   电子货币是将金钱的价值记录成电子数据，利用于商品价格的支付。电子货币分先付（预

付）和后付（后付款）。平时在便利店和交通机关都可利用，电子货币属于充钱先付式的卡型

货币。发行不需要审查，谁都可以利用。出门不用拿现金，不用签字，买东西很快。 

左图：用明信片通知的写法 

重点： 

明信片的表里都要复印保存。使用简易

挂号邮寄。 

 

即使不能用冻结期制度也不要放弃！ 

如果是未成年者签约的商品，或者商品

本身质量有问题，广告有虚假等，有的

时候可以取消契约或解约。请不要放

弃，尽快向消费者生活中心咨询吧。 

 

即时支付 

 

现金 

把钱交给送货

人。 

接受提供商品和

服务的同时支付

的方法。 

先付 使用电子货币 

图书卡 

银行汇款 

接受提供商品和

服务以前支付的

方法。 

后付 信用卡 

贷款等 

接受提供商品和

服务以后支付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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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信用卡？ 

   利用信用卡出门不用拿现金，买东西和吃饭等都很方便。可代替现金支付，在签订信用卡

契约时选择支付方法，后付或分期付款。信用卡契约分2种，利用卡的“信用卡”和不用卡的

购物“个别信用”。因为两种都是后付，和借钱是一样的。 

 

 

什么是多次还款？ 
  

多次还款是在信用卡利用金额限度内可以多次购物和签约，每月定额还给信用卡公司的方

法。但是，只要还有没还的钱，多次还款就一直继续。因为要还的总额不清楚，也不知道哪个

商品还没还清。所以无计划使用的话，手续费增加，欠的钱总是还不完。 

 
 

 

 

 

 

从恶质商法保护自己的7条款 

 

1．太好的事里必有陷阱。 

2．“定期特价”，“别错过机会”之类的话里必有假。 

3．要鼓起勇气,果断地说：“不要”。 

4．不要相信“可以后付”，“没问题”之类的话。 

5．先付钱是很危险的。 

6．最好和家人・熟人商量后再决定。 

7．理解和活用保护消费者的“冻结期制度”。  

 

建议： 

 
1. 用信用卡是在借钱，要有计划地使用。 

2. 签约购买商品和服务时，要好好考虑现

在是否需要这个东西，价格是否合理。  

3. 妥善保管契约，要确认每月的支付金额

和总额。 

4. 如果丢失信用卡，需要立刻通知警察署

和信用卡公司。 

5. 如果别人使用了你的信用卡，原则上你

有支付的义务。 

6. 即使好朋友也不要借信用卡，花多少钱

是你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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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访日游客消费者热线  

   国民生活中心2018年12月开设了“访日游客消费者热线／Consumer Hotline for 

Tourists”，来日的外国游客在异国他乡遇到消费纠纷时，此电话咨询窗口（以下简称“访日

窗口”）可以受理。此外，如果您周围的外国人在消费纠纷上不知所措，请介绍此窗口。 

 

“访日窗口”利用三者间的翻译服务。咨询可对应英语，中

文，韩语，泰语，越南语以及日语，共6种语言。 

URL：http://www.kokusen.go.jp/tourists/index.html 

受理时间：平时从10点到16点（年末，年初除外） 

独立行政法人国民生活中心（2020年1月16日） 

 

访日游客咨询内容的概要 

   各语言的对应件数：中文126件（65％）、英语42件（21％）、日语13件（7％）、韩语10件

（5％）、泰语4件（2％）。将咨询内容分为商品和服务的话，住宿设施49件（最多），其他还接

到关于饭店，旅馆、民居等有关住宿的咨询。其次是“外出就餐，叫外卖”24件，关于菜单内

容和付款等纠纷。此外还有品质问题和退货，退钱等购物上的纠纷和“健康食品”“化妆

品”“提包”“手表”方面的纠纷。 

 

事例： 

1：看网上的评价不错就预约了。可是实际很脏，没法住宿。 

2：预约的民居主人不在，没法住。没办法在外边凑合了一夜。 

3：在餐厅出乎意料地要求我们付很贵的“赏菜”。  

4：在酒馆只点了4个人的火锅，但是要求我们付8个人的钱。 

5：在繁华街的酒吧喝酒，店里让付超过常识的高价。 

6：因为找到更便宜的店，想把高级手表退还表店，但被拒绝。 

7：团体旅游去的免税店，导游的劝购虚假很多。 

8：购买的名牌化妆品有些像假的。想退货，但被拒绝。 

9：加入借车保险，但对方说不适用。 

10：在美容院治疗青春痘的疤痕，但过了1个月还没好。 

 
至即将来日旅行的游客： 
 

有关住宿：请仔细确认预约网页的内容，查阅一下正式网页和住宿客人的感受。 

有关外出就餐：在饮食店有什么疑问，请问询店员。街上拉客的店，不要跟着去。 

有关购物：要知道只凭自己的需要是不能随便退货的。有想买的东西，请事先查一下价格。 

有关移动手段：借车的时候，请事先确认契约书的内容。有不懂的地方要向借车公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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