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沢市公衆無線ＬＡＮ利用規約
（目的）
第１条 この規約は、市民及び本市への来訪者が情報を取得及び発信するための利便性の向上を図
るために本市が整備した無線によるインターネット接続環境（以下「無線ＬＡＮ」という。）の
利用に関し、必要な事項を定めるものとする。
（サービスの内容）
第２条 無線ＬＡＮを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者（以下「利用者」という。）は、次条に規定する無
線ＬＡＮを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施設において当該無線ＬＡＮを利用してインターネットに接
続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利用施設、利用場所及び利用時間）
第３条 無線ＬＡＮを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施設、場所及び時間は、別表のとおりとする。ただし、
利用時間についてはイベント等の実施にあわせ各利用施設において変更できるものとする。
（利用者の資格）
第４条 利用者は、個人とし、法人等による組織的な利用は認めない。ただし、市長は、特に必要
があると認めるとき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無線ＬＡＮの利用）
第５条 ＷｉＦｉ機能を搭載したパソコン等は、利用者が準備するものとする。
２

利用者が利用するパソコン等及びパソコン等の付属機器等に供給する電源は、利用者が準備す
るものとする。

３

利用者は、無線ＬＡＮの利用に際し、不正アクセス行為の禁止等に関する法律（平成11年法律
第128号）その他関係法律等を遵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４

無線ＬＡＮを利用するための本市への申請等は不要とする。ただし、本規約に同意しなければ
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５

無線ＬＡＮの利用料金は、無料とする。
（利用の停止）

第６条 市長は、利用者が次の各号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場合は、事前に通知することなく、直ち
に当該利用者の利用を停止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1) 第７条で禁止している事項に該当する行為を行った場合
(2) 前号に掲げる場合のほか、本規約に違反した場合

(3) その他利用者として不適切であると市長が判断した場合
（禁止事項）
第７条 利用者は、次に掲げる行為をしてはならない。
(1) 他の利用者、第三者若しくは本市の著作権又はその他の権利を侵害する行為及び侵害するお
それのある行為
(2) 他の利用者、第三者若しくは本市の財産又はプライバシー権を侵害する行為及び侵害するお
それのある行為
(3) 前２号に掲げる場合のほか、他の利用者若しくは本市に不利益又は損害を与える行為及び与
えるおそれのある行為
(4) 誹謗中傷する行為
(5) 公序良俗に反する行為又はそのおそれのある行為若しくは公序良俗に反する情報を提供す
る行為
(6) 犯罪的行為又は犯罪的行為に結び付く行為若しくはそのおそれのある行為
(7) 選挙期間中であるか否かを問わず、選挙運動又はこれに類する行為
(8) 性風俗、宗教又は政治に関する活動
(9) コンピュータウイルス等の有害なプログラムを、無線ＬＡＮを通じて、又は無線ＬＡＮに関
連して使用し、又は提供する行為
(10) 通信販売、連鎖販売取引、業務提供誘引販売取引その他の目的で特定又は不特定多数に大
量のメールを送信する行為
(11) 前各号に掲げるもののほか、法令に違反し、若しくは違反するおそれのある行為又は本市
が不適切であると判断する行為
２

前項各号に該当する利用者の行為によって本市、利用者本人及び第三者に損害が生じた場合は、
利用者は、利用後であっても、全ての法的責任を負うものとし、本市は、一切の責任を負わない
ものとする。
（運用の中止）

第８条 市長は、次の各号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場合は、無線ＬＡＮの利用を中止できるものとす
る。
(1) 無線ＬＡＮのシステムの保守又は工事を定期的又は緊急に行う場合
(2) 戦争、暴動、騒乱、労働争議、地震、噴火、洪水、津波、火災、停電その他の非常事態によ
り、無線ＬＡＮの運用が通常どおりできなくなった場合
(3) 無線ＬＡＮのシステムに係る設備やネットワークの障害等、やむを得ない事由がある場合
(4) その他市長が無線ＬＡＮの運用上、一時的な中断が必要であると判断した場合
２

無線ＬＡＮの利用の中止等により、利用者又は第三者が被ったいかなる損害についても、理由
を問わず、本市は、一切の責任を負わないものとする。

（免責）
第９条 市長は、無線ＬＡＮのサービスの内容及び利用者が無線ＬＡＮを通じて得る情報等につい
て、その完全性、正確性、確実性、有用性等につき、いかなる保証も行わないものとする。
２

無線ＬＡＮのサービスの提供、遅滞、変更、中止又は廃止、無線ＬＡＮサービスを通じて登録、
提供又は収集された利用者の情報の消失、利用者のコンピュータのコンピュータウイルス感染等
による被害、データの破損、漏洩その他無線ＬＡＮに関連して発生した利用者の損害について、
本市は、一切責任を負わないものとする。

３

利用者が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で利用した有料サービスについては、その理由にかかわらず、当該
利用者が費用を負担するものとする。

４

無線ＬＡＮへの接続に係る利用者の機器の設定は、利用者が行うものとする。無線ＬＡＮ接続
可能機器の種類、基本ソフトウェア、ソフト、Ｗｅｂブラウザ等によって、無線ＬＡＮを利用で
きない場合があっても、本市は、一切責任を負わないものとする。

５

利用者が無線ＬＡＮを利用したことにより、他の利用者や第三者との間に生じた紛争等につい
て、本市は、一切の責任を負わないものとする。

６

市長は、無線ＬＡＮの適切な利用を図るため、利用者のアクセスログを記録し、特定のＷｅｂ
サイトへの接続を制限すること等ができるものとする。
（本規約の変更）

第10条 市長は、利用者の承諾を得ることなく、この規約を変更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附

則

本規約は、平成23年９月17日から施行する。
附

則

本規約は、平成23年９月30日から施行する。
附

則

本規約は、平成29年５月15日から施行する。
附

則

本規約は、平成29年９月26日から施行する。
附

則

本規約は、平成29年12月１日から施行する。
附

則

本規約は、令和２年９月１日から施行する。

別表（第３条関係）
利用施設

利用場所

利用時間

金沢市役所本庁

２階市民ホー

金沢市の休日を定める条例（平成２年条例第１号）

舎

ル

第１条第１項各号に掲げる日以外の日の午前９時
から午後５時45分まで

金沢美術工芸大
学

附属図書館

金沢美術工芸大学附属図書館利用規程（平成22年規
程第68号）第４条に規定する日以外の日の午前８時
45分から午後７時まで

摘要 電波伝搬の状況により、この表に掲げる利用場所内であっても利用できない場合がある。

Kanazawa Public Wi-Fi Terms of Service（FREESPOT）
Article 1 – Purpose: The city of Kanazawa has equipped the city with wireless internet
connection environments (“Wi-Fi”)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venience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transmission for citizens of the city of Kanazawa, as well as for visitors to the
city of Kanazawa. These terms of service defines the related items to users of the Wi-Fi service.
Article 2 – Service Details: Persons who can use Wi-Fi (“Users”), can connect to the internet via
Wi-Fi at the institutions prescribed in Article 3.
Article 3 – Usage Facilities, Locations, and Times: The facilities, locations, and times where WiFi may be used are as shown on the Attached Table, however, usage hours are subject to change
if events are held at the listed usage facilities.
Article 4 – Usage Eligibility: Usage is limited to individual users; corporate usage is not
permissible,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shall not apply to cases where the mayor finds usage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Article 5 – Wi-Fi Usage: The user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his own hardware equipped with
Wi-Fi capabilities.
2 The user must provide power cords for his hardware and any accompanying peripherals.
3 Upon the user’s usage of Wi-Fi, he must comply with the Act on the Prohibition of
Unauthorized Computer Access (Act 128, 1999), as well as any related acts.
4 No application to the city of Kanazawa is required to use Wi-Fi, however, you must agree to
these terms of service to use Wi-Fi.
5 There is no usage fee for using Wi-Fi.
Article 6 – Termination of Usage: The mayor may immediately terminate a user’s usage without
prior notice if he falls under any of the following items.
(1) Users who commit any of the prohibited activities listed in Article 7
(2) Users who violate these terms of service, in addition to what is listed above
(3) Users who the mayor deem unsuitable
Article 7 – Prohibited Activities: Users are prohibited from doing the following actions.
(1) Acts which are likely to infringe upon another user’s, a third party’s, or the city of
Kanazawa’s copyright or other rights

(2) Acts which are likely to infringe upon another user’s, a third party’s, or the city of
Kanazawa’s assets or right to privacy
(3) Acts in addition to the previous two items which cause detriment or damage to other users
or the city of Kanazawa
(4) Acts of libel
(5) Acts offensive to public order and morals, acts likely to be offensive to public order and
morals, as well as acts that dissemination information offensive to public order and morals
(6) Criminal acts, acts tied to criminal acts, as well as acts likely to be criminal or connected to
criminal acts
(7) Electioneering, as well as acts likely to be mistaken as electioneering,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act was committed during the time of an election
(8) Activities related to sex shops, religion, or politics
(9) Using viruses or other malicious software via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i-Fi service, or
supplying said software.
(10) Mail order sales, multilevel marketing transactions, business opportunity related sales
transactions, or another other actions that involve sending out mass e-mails to specified or
many unspecified recipients.
(11) Acts in addition to those listed above, which violate, or are likely to violate

laws

or regulations, as well as acts deemed unsuitable by the city of Kanazawa
2 If a user who commits any of the aforementioned actions causes damages to himself or a third
party, said user must bear all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those actions, even if the damages occur
after the user has used the Wi-Fi service. The city of Kanazawa will accept no responsibility in
these situations.
Article 8 – Service Suspensions: The mayor may suspend the Wi-Fi service when any of the
following situations occur.
(1) Urgent or scheduled system maintenance or repairs
(2) Wars, riots, disturbances, labor disputes, earthquakes, volcanic eruptions, floods, tsunami,
fires, power outages, or any other emergency situations
(3) When damage has occurred to the system hardware or network, or other unavoidable
circumstances
(4) When the mayor determines a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service is necessary
2 The city of Kanazawa will accept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damages incurred by users or thirdparties due to suspensions in service for any reason.
Article 9 – Exclusion of Liability: The mayor makes no guarantee regarding the completeness,

accuracy, reliability, or usa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or the details of the Wi-Fi service.
2 The city of Kanazawa will accept no responsibility for damages incurred by the provision,
alteration, suspension, or elimination of Wi-Fi service, network lag, loss of a user’s personal
data registered or collection through the Wi-Fi connection, damage to a user’s computer due to
a infection by a virus, loss of local data, data leaks, or any other damage incurr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usage of the Wi-Fi service.
3 Users are responsible for paying all costs related to fee-based internet services they used,
regardless of reason.
4 Wi-Fi users are responsible for setting up their device’s connection to the network by
themselves. The city of Kanazawa will accept no responsibility when a user cannot connect to
the Wi-Fi network due to his device, operating system, software, web browser, or other cause.
5 The city of Kanazawa will accept no responsibility in disputes between a Wi-Fi users or a WiFi user and a third party.
6 In order to insure appropriate use of the Wi-Fi service, the mayor may record users’ connection
logs and restrict access to certain websites.
Article 10 – Amendments to this agreement: The mayor may amend these terms of service
without users’ consent.
Supplementary Provision
These terms of service are valid as of September 17th, 2011.
Supplementary Provision
These terms of service are valid as of September 30th, 2011.
Supplementary Provision
These terms of service are valid as of May 15th, 2017.
Supplementary Provision
These terms of service are valid as of September 26th, 2017.
Supplementary Provision
These terms of service are valid as of December 1th, 2017.
Supplementary Provision
These terms of service are valid as of September 1th, 2020.

Annexed table (Article 3 related)
Usage Facility

Usage Location

Usage Times

Kanazawa City Hall

Shimin Hall (2F)

9:00 a.m. – 5:45 p.m. on all
days except days set forth
in respective items of
Paragraph 1, Article 1 of
the Ordinance Establishing
Holidays for the City of
Kanazawa (Ordinance 1;
1990)

Kanazawa College of Art

University Library

8:45 a.m. – 7:00 p.m. on all
days except days prescribed
by Kanazawa College of Art
University Library Statute
(Statute 68; 2010)

Note:Depending on your signal strength, there may be times you may not be able to use the WiFi service even within the listed hours.

金泽市公众无线局域网使用规章（FREESPOT）
第１条 (目的)
为了方便市民及本市来访游客搜集、发送信息，本规章就本市所构建的无线互联网连接环境（以下称
“WLAN”）的使用，规定了必要事项。
第２条 (服务内容)
WLAN 的使用者(以下称“使用者”
。)，可通过以下所指定之设施的 WLAN，与互联网进行连接。
第３条 (使用设施、使用场所及使用时间)
WLAN 的使用设施、场所及时间，如附表所示。使用时间根据所举办的各类活动等各使用设施或有所变
动。
第４条 (使用者资格)
使用者仅限于个人，法人等组织团体不得使用。但若有特别需要且经本市市长同意许可时，则不受此
限。
第５条 (WLAN 的使用)
使用者需准备配备有 Wi-Fi 功能的电脑等设备。
２

使用者需准备所使用的电脑及电脑等附属设备之供电电源。

３

使用者在使用 WLAN 过程中，必须遵守有关禁止非法访问行为的等的法律(1999 年法律

第 128

号)及其他相关法律等。
４

WLAN 的使用无需向本市提交申请等。但如不同意本规章将不能使用。

５

WLAN 的使用为免费使用。

第６条 （使用的停止）
对有下列任一行为的使用者，市长可不经事先通知，立即停止其 WLAN 的使用。
（１）具有第 7 条禁止事项中所列举的行为时
（２）除前项中的禁止行为之外，还具有违反本规章的行为时
（３）另外市长判断其具有与使用者身份不相符的行为时
第７条 (禁止事项)
使用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１）对其他使用者、第三者或本市的著作权及其他权利的侵犯行为，以及具有侵犯之可能性的行为
（２）对其他使用者、第三者或本市的财产及隐私权的侵犯行为，以及具有侵犯之可能性的行为
（３）除前 2 条中的禁止行为之外，还具有有损其他使用者或本市的利益或给其造成损失或有该可能

性的行为
（４）诽谤中伤行为
（５）违反或者有可能违反公共秩序、社会道德的行为，或提供有违公共秩序、社会道德之信息的行
为
（６）犯罪行为或是与犯罪行为相关联的行为，以及有可能构成犯罪的行为
（７）无论是否处于选举期间的选举活动或者与之相类似的活动
（８）与色情行业，宗教或政治相关的活动
（９）通过 WLAN 或者与 WLAN 有关的方法，使用或提供电脑病毒等有害程序的行为
（10）以函售、连锁销售交易、业务提供为诱饵实施促销或其他目的，向特定或者不特定的多数对象
发送大量邮件的行为
（11）除上述各项之外，还具有违反或有可能违反法令的行为，以及本市判断为不恰当的行为
２

因上述各项使用者行为给本市、使用者本人及第三者造成损失时，使用者即使是在使用之后，也

必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本市概不负责。
第８条 (使用停止)
当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市长有权停止 WLAN 的使用。
（１）对 WLAN 系统实施定期或紧急维修、施工时
（２）因战争、暴乱、骚乱、劳务纷争、地震、火山爆发、洪水、海啸、火灾、停电等及其他异常状
况，导致本 WLAN 无法正常运行
（３）因 WLAN 相关设备及网络的故障等原因，不得不停止运行时
（４）其他市长认为有必要暂时中断 WLAN 的运行时 2 因 WLAN 的使用停止等而导致使用者或第三者
所遭受的任何损失，无论任何理由，本市概不负责。
第９条 （免责）
对于 WLAN 的服务内容及使用者通过 WLAN 所获取的信息等，市长不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准确性及有
用性等提供任何保证。
２

WLAN 服务的提供、迟延、变更、停止或废除，通过 WLAN 服务所注册、提供、收集的使用者信息

之消失，使用者自身电脑的病毒感染等所造成的损失，数据的损坏泄漏，以及其他与 WLAN 相关联的
损失，本市概不负责。
３

关于使用者在互联网上使用的收费服务，无论任何理由，该费用均由该使用者本人承担。

４

将使用者的设备与 WLAN 连接时，由使用者自行进行设备的各项设置。因 WLAN 的可连接设备的种

类、基本软件、软件、Web 浏览器等原因，存在 WLAN 或无法使用的可能。对此，本市概不负责。
５

对于使用者在使用 WLAN 时与其他使用者或第三者发生的纠纷等，本市概不负责。

６

为了实现 WLAN 的妥善使用，市长可记录使用者的访问日志，对某些特定 Web 网站的连接进行限

制。

第 10 条 (本规章的变更)
市长可以无需征得使用者的同意而更改本规章的内容。
附则 本规章自 2011 年９月 17 日起开始实施。
附则 本规章自 2011 年９月 30 日起开始实施。
附则 本规章自 2017 年５月 15 日起开始实施。
附则 本规章自 2017 年９月 26 日起开始实施。
附则 本规章自 2017 年 12 月１日起开始实施。
附则 本规章自 2020 年９月１日起开始实施。
附表(与第３条有关)
金泽市政府办公大楼
２楼市民大厅
除金泽市假期指定条例(1990 年条例第１款)第１条第１项各条款刊登的日期外，通常为 ９：00－17：
45
金泽美术工艺大学
附属图书馆
除金泽美术工艺大学附属图书馆的使用规定(2010 年规定第 68 号)第４条规定的日期外，通常为８：
45－19：00
摘要 因电波的传输状况，即使在附表所列的使用场所，也有可能存在不能使用的情况。

金澤市公眾無線局域網使用規約（FREESPOT）
第１條 (目的)
為了方便市民及本市來訪遊客搜集、發送資訊，本規約就本市所構建的無線互聯網連接環境（以下稱
“WLAN”
）的使用，規定了必要事項。
第２條 (服務內容)
WLAN 的使用者(以下稱“使用者”
。)，可通過下條中所指定之設施的 WLAN，與互聯網進行連接。
第３條 (使用設施、使用場所及使用時間)
WLAN 的使用設施、場所及時間，如附表所示。使用時間根據所舉辦的各類活動等各使用設施或有所變
動。
第４條 (使用者資格)
使用者僅限於個人，法人等組織團體不得使用。但若有特別需要且經本市市長同意許可時，則不受其
限。
第５條 (WLAN 的使用)
使用者需準備配備有 Wi-Fi 功能的電腦等設備。
２

使用者需準備所使用的電腦及電腦等附屬設備之供電電源。

３

使用者在使用 WLAN 過程中，必須遵守有關禁止非法訪問行為的等的法律(1999 年法律第 128 號)

及其他相關法律等。
４

WLAN 的使用無需向本市提交申請等。但如不同意本規約將不能使用。

５

WLAN 的使用為免費使用。

第６條 (使用的停止)
對有下列任一行為的使用者，市長可不經事先通知，立即停止其 WLAN 的使用。
（１）具有第７條(禁止事項中所列舉的行為時)
（２）除前項中的禁止行為之外，還具有違反本規約的行為時
（３）市長判斷其具有其他與使用者身份不相符的行為時
第 7 條 （禁止事項)
使用者不得有下列禁止行為。
（１）對其他使用者、第三者或本市的著作權及其他權利的侵犯行為，以及具有侵犯之可能性的行為
（２）對其他使用者、第三者或本市的財產及隱私權的侵犯行為，以及具有侵犯之可能性的行為
（３）除前 2 條中的禁止行為之外，還具有有損其他使用者或本市的利益或給其造成損失或有該可能

性的行為
（４）誹謗中傷行為
（５）違反或者有可能違反公共秩序、社會道德的行為，或提供有違公共秩序、社會道德之資訊的行
為
（６）犯罪行為或是與犯罪行為相關聯的行為，以及有可能構成犯罪的行為
（７）無論是否處於選舉期間的選舉活動或者與之相類似的活動
（８）與色情行業，宗教或政治相關的活動
（９）通過 WLAN 或者與 WLAN 有關的方法，使用或提供電腦病毒等有害程式的行為
（10） 以函售、連鎖銷售交易、以及以業務提供為誘餌實施促銷等為目的，向特定或者不特定的多
數物件發送大宗郵件的行為
（11） 除上述各項之外，還具有違反或有可能違反法令的行為，以及本市判斷為不恰當的行為
2 因上述各項使用者行為給本市、使用者本人及第三者造成損失時，使用者即使是在使用之後，也必
須承擔全部法律責任，本市概不負責。
第８條 (使用停止)
當發生下列情形之一時，市長有權停止 WLAN 的使用。
（１）對 WLAN 系統實施定期或緊急維修、施工時
（２）因戰爭、暴亂、騷亂、勞務紛爭、地震、火山爆發、洪水、海嘯、火災、停電等及其他異常狀
況，導致本 WLAN 無法正常運行
（３）因 WLAN 相關設備及網路的故障等原因，不得不停止運行時
（４）其他 市長認為有必要暫時中斷 WLAN 的運行時 2 因 WLAN 的使用停止等而導致使用者或第三者
所遭受的任何損失，無論任何理由，本市概不負責。
第９條 （免責）
對於 WLAN 的服務內容及使用者通過 WLAN 所獲取的資訊等，市長不對其完整性、正確性、準確性及有
用性等提供任何保證。
２

WLAN 服務的提供、遲延、變更、停止或廢除，通過 WLAN 服務所註冊、提供、收集的使用者資訊

之消失，使用者自身電腦的病毒感染等所造成的損失，資料的損壞洩漏，以及其他與 WLAN 相關聯的
損失，本市概不負責。
３

關於使用者在互聯網上使用的收費服務，無論任何理由，該費用均由該使用者本人承擔。

４

將使用者的設備與 WLAN 連接時，由使用者自行進行設備的各項設置。因 WLAN 的可連接設備的種

類、基本軟體、軟體、Web 流覽器等原因，存在 WLAN 或無法使用的可能。對此，本市概不負責。
５

對於使用者在使用 WLAN 時與其他使用者或第三者發生的糾紛等，本市概不負責。

６

為了實現 WLAN 的妥善使用，市長可記錄使用者的訪問日誌，對某些特定 Web 網站的連接進行限

制。

第 10 條 (本規約的變更)
市長可以無需征得使用者的同意而更改本規約的內容。
附則本規約自 2011 年９月 17 日起開始實施。
附則本規約自 2011 年９月 30 日起開始實施。
附則本規約自 2017 年５月 15 日起開始實施。
附則本規約自 2017 年９月 26 日起開始實施。
附則本規約自 2017 年 12 月１日起開始實施。
附則本規約自 2020 年９月１日起開始實施。
附表(與第 3 條有關)
金澤市政府辦公大樓 2 樓市民大廳
除金澤市假期指定條例(1990 年條例第１款)第 1 條第 1 項各條款刊登的日期外，
通常為 ９：00－17：45
金澤美術工藝大學附屬圖書館
除金澤美術工藝大學附屬圖書館的使用規程(2010 年規程第 68 號)第４條的規定日期以外，
通常爲 ８：45－19：00

摘要 因電波的傳輸狀況,即使在附表所列的使用場所，也有可能存在不能使用的情況。

가나자와시 공중 무선 LAN 이용 규약（FREESPOT）
제 1 조(목적)
이규약은시민및가나자와시를방문한자가정보를취득및발신하기위한편리성향상을도모하기위하여
가나자와시가정비한무선인터넷접속환경(이하`무선 lan'으로칭함)의이용에관한필요사항을정한것이
다.

제 2 조(서비스내용)
무선 lan 을이용할수있는자(이하`이용자'라고함.)는다음조에규정하는무선 lan 을이용할수있는시설
에서해당무선 lan 을이용하여인터넷에접속할수있다.
제 3 조(이용시설,이용장소및이용시간)
무선 lan 을이용할수있는시설,장소및시간은별표와같이한다.단,이용시간은이벤트등의실시에맞추어
각이용시설에서변경할수있는것으로한다.
제 4 조(이용자자격)
이용자는개인으로서법인등에의한조직적인이용은인정하지않는다.단,시장이필요가있다고인정할때
는이에해당하지않는다.

제 5 조(무선 lan 의이용)
wifi 기능을탑재한 pc 등은이용자가준비하는것으로한다.
2 이용자가이용하는 pc 등,pc 등의부속기기등에공급하는전원은이용자가준비하는것으로한다.
3 이용자는무선 lan 의이용시에부정액세스행위의금지등에관한법률(1999 년법률제 128 호)기타관
계법률등을준수하지않으면안된다.
4 무선 lan 을이용하기위해서가나자와시에신청등을할필요가없다.단,본규약에동의하지않으면이용
할수없다.
5 무선 lan 의이용요금은무료로한다.

제 6 조(이용정지)
시장은이용자가다음각호의어느것이라도해당하는경우에는사전통지없이,즉시해당이용자의이용을
정지할수있다.
(1)제 7 조에서금지하고있는사항에해당하는행위를했을경우

(2)전호에열거한경우외,본규약에위반한경우
(3)기타이용자로서부적절하다고시장이판단한경우
제 7 조(금지사항)
이용자는다음과같은행위를해서는안된다.
(1)다른이용자,제 3 자또는가나자와시의저작권또는기타권리를침해하는행위및침해할우려가있는행
위
(2)다른이용자,제 3 자또는가나자와시의재산또는프라이버시권리를침해하는행위및침해할우려가있
는행위
(3)제 2 호에나열한경우외에다른이용자또는가나자와시에불이익또는손해를끼치는행위및손해를끼
칠우려가있는행위
(4)비방,중상하는행위
(5)공공질서와미풍양속에어긋나는행위또는그럴우려가있는행위,공공질서와미풍양속에어긋나는정
보를제공하는행위
(6)범죄적행위또는범죄적행위에이어지는행위또는그럴우려가있는행위
(7)선거기간중인지아닌지에상관없이선거운동또는이것에유사한행위
(8)성풍속,종교또는정치에관한활동
(9)컴퓨터바이러스등의유해프로그램을무선 lan 을통해서,또는무선 lan 에관련해서사용하거나제공
하는행위
(10)통신판매,연쇄판매거래,업무제공유인판매거래,기타목적으로특정또는불특정다수에대량의메일
을송신하는행위
(11)전각호에서나열하는것외에법령을위반하거나,또는위반할우려가있는행위또는가나자와시가부
적절하다고판단하는행위
2 전항각호에해당하는이용자의행위로,가나자와시,이용자본인및제 3 자에손해가생긴경우,이용자는
이용후라도모든법적책임을지는것으로하며,가나자와시는일체의책임을지지않는것으로한다.
제 8 조(운용중지)
시장은다음각호의어느것이라도해당하는경우에는무선 lan 의이용을중지할수있는것으로한다.
(1)무선 lan 의시스템보수또는정기적보수또는긴급보수를하는경우
(2)전쟁,폭동,소란,노동쟁의,지진,분화,홍수,쓰나미,화재,정전,기타비상사태로무선 lan 운용을평소처
럼할수없게된경우
(3)무선 lan 의시스템에관련된설비나네트워크의장해등,어쩔수없는사유가있는경우

(4)기타,시장이무선 lan 의운용상,일시적인중단이필요하다고판단한경우
2 무선 lan 의이용중지등에의해이용자또는제 3 자가입은어떤손해에대해서도이유를묻지않고,가나
자와시는일체의책임을지지않는것으로한다.

제 9 조(면책)
시장은무선 lan 의서비스내용및이용자가무선 lan 을통해서얻은정보등에대해서그완전성,정확성,확
실성,유용성등에대해서어떤보증도하지않는것으로한다.
2 무선 lan 의서비스제공,지체,변경,중지또는폐지,무선 lan 서비스를통해서등록,제공또는수집된이용
자의정보소실,이용자컴퓨터의컴퓨터바이러스감염등에의한피해,데이터의파손,누출,기타무선

lan

에관련해서발생한이용자의손해에대해서가나자와시는일체책임을지지않는것으로한다.
3

이용자가인터넷상에서이용한유료서비스에대해서는그이유에상관없이해당이용자가비용을부담

하는것으로한다.
4 무선 lan 으로의접속에관련된이용자의기기설정은이용자가하는것으로한다.무선 lan 접속가능기기
의종류,기본소프트웨어,소프트,web 브라우저등에따라무선 lan 을이용할수없는경우라도가나자와시
는일체책임을지지않는것으로한다.
5 이용자의무선 lan 이용으로다른이용자나제 3 자와의사이에발생한분쟁등에대해서가나자와시는일
체의책임을지지않는것으로한다.
6 시장은무선 lan 의적절한이용을도모하기위해이용자의액세스로그를기록하고,특정 web 사이트접
속제한등이가능한것으로한다.
제 10 조(본규약의변경)
시장은이용자의승낙을얻지않고이규약을변경할수있다.
부칙
본규약은 2011 년 9 월 17 일부터시행한다.
부칙
본규약은 2011 년 9 월 30 일부터시행한다.
부칙
본규약은 2017 년 5 월 15 일부터시행한다.
부칙
본규약은 2017 년 9 월 26 일부터시행한다.
부칙

본규약은 2017 년 12 월 1 일부터시행한다.
부칙
본규약은 2020 년 9 월 1 일부터시행한다.

별표(제 3 조관계)
가나자와시청본청사
2 층시민홀
가나자와시의휴일조례(1990 년조례제 1 호)제 1 조제 1 항각호에서열거하는날이외의날의오전 9 시
부터오후 5 시 45 분까지
가나자와미술공예대학
부속도서관
가나자와미술공예대학부속도서관이용규정(2010 년규정제 68 호)제 4 조에규정하는날이외의날의
오전 8 시 45 분부터오후 7 시까지

요점:이표에서열거하는이용장소내라하더라도전파전달상황에따라이용할수없는때도있다

Conditions d'utilisation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public de la ville de Kanazawa（FREESPOT）
Article premier (objectif)
Les présentes conditions concernent l’utilisation du réseau de connexion à Internet sans
fil développé par notre ville (ci-après désigné « Le réseau local sans fil ») pour
améliorer le confort de réception et d’envoi d’informations pour les habitants et les
visiteurs de la ville, et en fixent les limites nécessaires.
Article 2 (Contenu du service)
Les personnes ayant la possibilité d’utiliser un réseau local sans fil (ci-après désignés
les « utilisateurs »), pourront se connecter à Internet en utilisant ledit réseau local
sans fil dans les établissements définis à l’article suivant.
Article 3 (Etablissements, emplacements et temps d’utilisation)
Les établissements, les emplacements et le temps d’utilisation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sont indiqués en annexe. Cependant, le temps d’utilisation peut être modifié dans chaque
établissement en fonction des manifestations qui y sont organisées.
Article 4 (Utilisateurs habilités)
Le réseau est destiné à l’usage privé, son utilisation par les organisations, personnes
morales, etc., n’est pas admise, sauf dérogation accordée par le maire, particulièrement
en cas de nécessité.
Article 5 (Utilisation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L’utilisateur doit être muni d’un appareil équipé de la fonction Wifi tel qu’un ordinateur
personnel.
2 L’alimentation électrique de l’ordinateur et des équipements auxiliaires de l’ordinateur
ou de tout autre appareil utilisé, doit être fournie par l’utilisateur.
3 L’utilisateur doit se servir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dans le respect de la loi sur les
accès non autorisés (Loi N°128 de 1999), et de toute autre loi y afférente.
4 L’utilisation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de notre ville ne nécessite aucune inscription.
Cependant, le réseau ne peut être utilisé que sous réserve de l’acceptation des présentes
conditions.
5 L’utilisation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est gratuite.
Article 6 (Suspension de l’utilisation)

Le maire peut, sans préavis, décider de la suspension immédiate de l’usage du réseau par
un utilisateur si l’un quelconque des cas suivants se présente.
(1) Acte correspondant à une activité interdite par l’article 7
(2) Outre les cas prévus par l’alinéa précédent, en cas de non respect des présentes
conditions
(3) Usage du réseau par l’utilisateur jugé inapproprié par le maire
Article 7 (Activités interdites)
L’utilisateur ne doit pas effectuer les actions suivantes.
(1) Un acte qui enfreint ou porte atteinte aux droits d’auteur ou aux privilèges d’un
autre utilisateur, d’un tiers ou de notre ville
(2) Un acte qui enfreint ou porte atteinte au droit de propriété ou au droit à la vie
privée d’un autre utilisateur, d’un tiers ou de notre ville
(3) Outre les cas énoncés en (2), un acte qui cause, ou susceptible de causer, un
préjudice ou un dommage à un autre utilisateur ou à la ville
(4) un acte de diffamation
(5) Un acte qui porte, ou susceptible de porter, atteinte à l’ordre public et aux bonnes
mœurs, ou l’envoi d’informations qui portent atteinte à l’ordre public et aux bonnes mœurs
(6) Un acte criminel ou qui conduit, ou susceptible de conduire, à des actes criminels
(7) Un acte de propagande électoraliste, ou qui s’apparente à de la propagande
électoraliste, en période électorale ou non
(8) Un acte en relation avec la sexualité, la religion ou la politique
(9) Réaliser ou utiliser un programme nuisible, comme un virus informatique, par
l’intermédiaire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ou en connexion avec le réseau local sans fil
(10) Envoi de messages électroniques en nombre indéterminé à des fins spécifiques de
vente par correspondance, de vente par commercialisation à paliers multiples, de vente
liée à des opportunités d’affaire, ou à toute autre fin
(11) Outre chacun des points énumérés dans les alinéas précédents, un acte violant, ou
susceptible de violer, les lois et règlements ou jugé inapproprié par notre ville
2 L’utilisateur reconnait et accepte de porter l’entière responsabilité juridique en cas
de dommages pour l’utilisateur ou un tiers, même après usage, du fait d’actes,
correspondant à chacun des alinéas précédents, commis par ledit utilisateur, la ville
étant dégagée de toute responsabilité.
Article 8 (Suspension d’utilisation)
Le maire est susceptible de suspendre l’utilisation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selon l’un

des cas énumérés dans les alinéas suivants.
(1) Lors de la maintenance ou de travaux, réguliers ou de nécessité,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2) En cas d’impossibilité pour le réseau local sans fil de fonctionner normalement suite
à un état d’urgence tel que guerre, émeute, troubles, conflit social, séisme, éruption
volcanique, inondation, tsunami, feu, panne d’électricité, etc.
(3) En cas d’une circonstance impérieuse telle que la panne des équipements ou des réseaux
relatifs au système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4) Dans tous les autres cas déterminés par le maire et nécessitant la suspension
temporaire du fonctionnement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2 La ville décline toute responsabilité pour les dommages encourus par l’utilisateur ou
un tiers, quelle qu’en soit la cause, du fait de la suspension, entre autres,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Article 9 (Exonération de responsabilité)
Concernant les détails des services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ou des informations obtenues
par l’utilisateur par l’intermédiaire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la ville ne garantit en
aucun cas leur intégrité, leur précision, leur exactitude, leur utilité, etc.
2 La ville décline toute responsabilité dans la perte d’inscriptions, d’informations reçues
ou recueillies par l’utilisateur par l’intermédiaire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pour les
dommages causés par l’infection de l’ordinateur de l’utilisateur par un virus informatique,
la corruption, la perte de données, ou autres dommages subis par l’utilisateur du fait de
la condition, du retard, des modifications, de la suspension ou de la suppression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3 Les services rémunérés mis à disposition sur internet et utilisés par l’utilisateur,
quelle qu’en soit la raison, sont à la charge de celui-ci.
4 Le réglage des appareils de l’utilisateur pour la connexion a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doit￥ être effectué par l’utilisateur. La ville décline toute responsabilité en cas d’
impossibilité d’utiliser le réseau local sans fil malgré l’utilisation d’un type d’
appareil, de logiciels, de navigateurs, etc., appropriés à la connexion a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5 La ville décline toute responsabilité concernant les conflits intervenus avec d’autres
utilisateurs ou des tiers, à la suite de l’utilisation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par
l’utilisateur.
6 Afin d’assurer l’utilisation appropriée du réseau local sans fil, la ville pourra
enregistrer le journal d’accès de l’utilisateur et, entre autres, limiter son accès à des

sites spécifiques.
Article 10 (Modification des conditions)
Le maire se réserve le droit de modifier les présentes conditions sans le consentement
de l’utilisateur.
Dispositions supplémentaires
Les présentes conditions entrent en vigueur à partir du 17 septembre 2011.
Dispositions supplémentaires
Les présentes conditions entrent en vigueur à partir du 30 septembre 2011.
Dispositions supplémentaires
Les présentes conditions entrent en vigueur à partir du 15 Mai 2017
Dispositions supplémentaires
Les présentes conditions entrent en vigueur à partir du 26 septembre 2017.
Dispositions supplémentaires
Les présentes conditions entrent en vigueur à partir du 1 décembre 2017.
Dispositions supplémentaires
Les présentes conditions entrent en vigueur à partir du 1 septembre 2020.
Calendrier (En rapport avec l’article 3)
Mairie de Kanazawa
Salle des fêtes municipale, 1e étage (2e étage japonais)
De 9 heures à 17 heures 45, hors les jours indiqués dans chaque alinéa du paragraphe 1
de l’article 1 du règlement (N°1 de 1990) fixant les jours fériés de la ville de Kanazawa
Université d’art et d’artisanat de Kanazawa
Bibliothèque de l’université
De 8 heures 45 à 19 heures hors les jours indiqués à l’article 4 du règlement (N°68 de
2010) de la bibliothèque de l’Université d’art et artisanat de Kanazawa

Remarque : Il peut arriver que le réseau ne soit pas disponible dans les emplacements
répertoriés dans cette liste du fait de la propagation d’ondes rad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