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条款
请仔细阅读本《服务条款》，其中包含了关于您的法定权利、救济和义务的重要信息。访问或使⽤爱彼迎平台表⽰您同意遵守本《服务条款》并受其约束。

请注意：本《服务条款》[第19条][]包括⼀个适⽤于所有爱彼迎会员的仲裁条款和集体诉讼弃权声明。如果您居住在美国，该规定适⽤于您与爱彼迎之间的所有争议。

如果您居住在美国境外，该规定适⽤于您在美国对爱彼迎提起的任何诉讼，并影响您与爱彼迎之间争议的解决⽅式。您接受本《服务条款》，即表⽰同意受该仲裁和集

体诉讼条款的约束。请仔细阅读该条款。

最后更新：2017年6⽉19⽇

感谢您使⽤爱彼迎！

本《服务条款》（“《服务条款》”）构成您与爱彼迎（定义见下）之间具有法律约束⼒的协议（“协议”），适⽤于您访问和使⽤爱彼迎⽹站（包括其中任何⼦域名）以及爱彼迎

借以提供服务的任何其他⽹站（合称“⽹站”）、我们的⼿机、平板电脑及其他智能设备应⽤及应⽤程序界⾯（合称“应⽤”）和所有相关服务（合称“爱彼迎服务”）。⽹站、应

⽤和爱彼迎服务在本协议下⽂中统称“爱彼迎平台”。适⽤于您使⽤爱彼迎平台的服务提供者保障⾦条款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host_guarantee)、服务接受者退款政策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guest_refund_policy)、⾮歧视政策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nondiscrimination_policy)及其他政策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topic/250/terms---policies)通过引⽤成为本协议的⼀部分。

凡本《服务条款》提及“爱彼迎”或“我们”之处，系指与您订⽴合同的爱彼迎公司。

如果您居住在美国，您与地址为美国加州旧⾦⼭Brannan Street 888号4层，邮政编码94103的Airbnb, Inc.订⽴合同。

如果您居住在美国和中华⼈民共和国（为本条款⽬的不包括⾹港、澳门和台湾，下称“中国”）境外，您与地址为爱尔兰The Watermarque Building, South Lotts Road,

Ringsend, Dublin 4的Airbnb Ireland UC（“爱彼迎爱尔兰”）订⽴合同。

如果您居住在中国，您与安彼迎⽹络（北京）有限公司（“爱彼迎中国”）订⽴合同，预订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定义见下）或创建位于中国境外的服务项⽬除外，上述两种情况

下您的该等交易与爱彼迎爱尔兰订⽴合同。此外，如果与您订⽴合同的实体为爱彼迎中国，您于2016年12⽉7⽇协调世界时（UTC）上午10:00之前确认的所有预订仍与爱彼

迎爱尔兰订⽴合同。

如果您改变您的居住地，则⾃您改变居住地之⽇起，按上⽂所述按您的新地点确定与您订⽴合同的爱彼迎公司。

关于我们收集和使⽤您访问和使⽤爱彼迎平台的相关个⼈信息，详见我们的隐私政策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rivacy_policy)。

您使⽤爱彼迎平台相关的任何⽀付服务（“⽀付服务”）由⼀家或多家爱彼迎⽀付实体（适⽤时单独称且合称“爱彼迎⽀付实体”）依据⽀付服务条款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ayments_terms)（“⽀付条款”）提供。

由服务提供者独⾃负责查明、了解和遵守所有适⽤于其服务项⽬和服务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例如，某些城市的法律限制接待短期付费服务接受者或提供特定服务提供

者的服务。许多城市可能要求服务提供者事先登记、取得许可或获得执照⽅能提供餐饮服务或出售酒精饮料。某些城市可能要求导游或驾驶船只的执照。由服务提供者

独⾃负责查明和取得提供服务所需的执照、许可或登记。特定类型的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可能被完全禁⽌。处罚可能包括罚⾦或其他强制执⾏⼿段。我们帮助中⼼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topic/896/responsible-hosting)的⼀些信息可以帮助您查明对您适⽤的⼀些义务。如果您对当地法律如

何适⽤于您在爱彼迎上的服务项⽬和服务有问题，请咨询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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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彼迎服务范围

1.1 爱彼迎平台是⼀个在线商务平台，能使注册⽤户（“会员”）和某些提供服务的第三⽅（会员和提供服务的第三⽅为“服务提供者”，他们提供的服务为“服务提供者的服

务”）在爱彼迎平台上发布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服务项⽬”），并直接与寻求预订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的会员（使⽤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的会员为“服务接受者”）直接沟通和交易。

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可能包括出租使⽤度假屋或其他房产（“居住设施”）、各类⼀⽇或多⽇活动（“体验”）、参与特殊活动或进⼊特殊地点（“活动”）及各种其他与旅⾏相关或

⽆关的服务。

1.2 作为爱彼迎平台提供⽅，爱彼迎不拥有、创建、出售、转售、提供、控制、管理、出租、交付或供应任何服务项⽬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仅服务提供者对其服务项⽬和服务负

责。会员进⾏或接受预订时彼此间直接订⽴合同。爱彼迎现在和将来均不是会员间合同关系的当事⼈或其他参与者，也不是房地产中介或保险商。爱彼迎不以任何形式作为任何会员

的代理，⽀付条款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ayments_terms)中所列除外。

1.3 尽管我们可能会为解决争议提供便利，但爱彼迎不控制下述内容，也不就其提供保证：（i）任何服务项⽬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的存在、质量、安全性、适当性或合法性，（ii）

任何服务项⽬描述、评级、评价或其他会员内容（定义见下）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及（iii）任何会员或第三⽅的履⾏或⾏为。爱彼迎不为任何会员、服务项⽬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背

书。凡提及会员“已核实”（或类似语⾔）之处，仅表⽰该会员已完成相关核实或认定程序，不表⽰其他。任何该等描述均不是爱彼迎对任何会员的背书、认证或担保，包括会员的

⾝份或背景或会员是否可信、安全或合适。在决定是否在居住设施停留、是否参加体验或活动或使⽤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是否接受来⾃服务接受者的预订申请或在线或当⾯与其

他会员交流和互动时，您务必勤勉尽责和注意。已核实图⽚（定义见下）仅⽤于以图⽚形式再现服务项⽬在拍摄时的状态，因此并⾮爱彼迎对任何服务提供者或服务项⽬的背书。

1.4 如果您选择作为服务提供者或服务提供者搭档（定义见下）使⽤爱彼迎平台，您与爱彼迎的关系仅限于独⽴第三⽅承包商，⽽⾮以任何原因成为爱彼迎的雇员、代理、合营⽅或

合作伙伴，您仅代表本⼈和为本⼈利益⾏事，不代表爱彼迎或为爱彼迎利益⾏事。

1.5 为宣传爱彼迎平台并对潜在服务接受者增加服务项⽬的曝光度，可以在其他⽹站、应⽤、电⼦邮件及在线或线下⼴告中展⽰服务项⽬和其他会员内容。为协助使⽤不同语⾔的会

员，可整体或部分将服务项⽬和其他会员内容翻译为其他语⾔。爱彼迎不保证该等翻译的准确性或质量，会员负责审阅和核实该等翻译的准确性。爱彼迎平台可能包含由⾕歌提供⽀

持的翻译内容。⾕歌对翻译内容不作任何明⽰或默⽰的保证，包括关于准确性、可靠性的任何保证，以及关于适销性、适合特定⽬的和⾮侵权的任何默⽰保证。

1.6 爱彼迎平台可能包含指向第三⽅⽹站或资源的链接（“第三⽅服务”）。该等第三⽅服务可能须遵守不同的条款和条件及隐私惯例。爱彼迎不对该等第三⽅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准

确性负责，亦不对该等第三⽅服务处可⽤的内容、产品或服务负责。指向该等第三⽅服务的链接并⾮爱彼迎对该等第三⽅的背书。

1.7 由于互联⽹的特性，爱彼迎不保证爱彼迎平台持续不间断可⽤或可访问。考虑到我们服务器的流量限制、安全性或完整性，如有必要，或采取维护措施确保爱彼迎平台正常或更

好运⾏，爱彼迎可限制爱彼迎平台或其特定区域或功能的可⽤性。爱彼迎可能改进、加强和修改爱彼迎平台，并不时增加新的爱彼迎服务。

2.资格、使⽤爱彼迎平台、会员⾝份确认

2.1 您必须⾄少年满18周岁，有能⼒订⽴具有法律约束⼒的合同，以访问和使⽤爱彼迎平台或注册爱彼迎账户。您访问或使⽤爱彼迎平台，即表⽰您陈述和保证您已年满18周岁，

且具有订⽴合同的法律⾏为能⼒和授权。

2.2 您须遵守您所在司法管辖区任何适⽤的出⼝管制法律。您陈述和保证：（i）您本⼈及您的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均并⾮位于或发⽣于受美国政府禁运的国家，也⾮美国政府指定为

“⽀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且（ii）您未被列⼊任何美国政府的禁⽌或限制⽅名单。

2.3 爱彼迎可以将遵守某些条件或要求作为⽤户访问和使⽤爱彼迎平台或其特定区域或功能的条件，例如完成核实⼿续、满⾜具体质量或资格标准、满⾜评级或评价门槛或预订及退

订历史。

2.4 在互联⽹上核实⽤户有困难，我们不对确认任何会员的⾝份承担任何责任。尽管如此，为了提⾼透明度和预防诈骗，在适⽤法律允许的条件下，我们可以（但⽆义务）：（i）要

求会员提供某种形式的政府⾝份证明或其他信息，或进⾏有助于核实会员⾝份或背景的额外检查，（ii）基于第三⽅数据库或其他来源筛选会员并要求服务供应商出具报告，及（iii）

在我们有充⾜信息确认会员⾝份的情况下，获取被判有罪的⾏为或性侵登记的公共记录，或您所在司法管辖区等效的背景或登记性侵核实（若可获得）。

2.5 访问或使⽤爱彼迎平台的特定区域及功能可能须遵守另外的政策、标准或指南，或要求您接受额外的条款和条件。若本《服务条款》与适⽤于爱彼迎平台具体区域或功能的条款

和条件有冲突，除⾮另有具体说明，有关您访问或使⽤该区域或功能，后者将优先于本《服务条款》。

2.6 如果您在苹果公司的App Store访问或下载应⽤，您同意苹果终端⽤户软件许可协议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309080331/http://www.apple.com/legal/internet-services/itunes/appstore/dev/stdeula/)。爱彼迎平台的某些部分使⽤⾕歌地图/

地球（Google Maps/Earth）的地图服务，包括⾕歌地图服务应⽤程序接⼝（API）。您使⽤⾕歌地图/地球需遵守⾕歌地图/地球服务附加使⽤条款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309080331/https://www.google.com/help/terms_maps.html)。

3.变更本《服务条款》

爱彼迎保留随时根据本条规定变更本《服务条款》的权利。如果我们变更本《服务条款》，我们将在爱彼迎平台上发布更新后的《服务条款》，并在《服务条款》顶端注明“最后更

新⽇期”。我们还会⾄少在变更⽣效⽇期前三⼗（30）⽇向您发送关于变更的邮件通知。如果您不同意更改后的《服务条款》，您可终⽌本协议，即刻⽣效。我们将在通知邮件中通

知您终⽌协议的权利。如果您未在更改后的《服务条款》⽣效前终⽌您的协议，您继续访问或使⽤爱彼迎平台即构成您接受更改后的《服务条款》。

4.账户注册

4.1 您必须注册账户（“爱彼迎账户”）才能访问和使⽤爱彼迎平台的特定功能，例如发布或预订服务项⽬。如果您为公司或其他法⼈实体注册爱彼迎账户，您陈述并保证您有权在

法律上约束该实体，并授予我们本《服务条款》规定的所有准许和许可。

4.2 您可以使⽤电⼦信箱注册爱彼迎账户并设置密码，或通过您特定第三⽅社交服务的账户（“社交账户”）注册，例如脸谱或⾕歌。访问爱彼迎平台的“设置”部分，您可以随时

禁⽤您的爱彼迎账户与您的社交账户之间的连接。

4.3 在注册过程中，您必须提供准确完整的最新信息，且您的爱彼迎账户和爱彼迎公开账户的个⼈资料信息应保持最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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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除⾮爱彼迎授权，您不得注册⼀（1）个以上的爱彼迎账户。您不得以让与或其他⽅式向另⼀⽅转让您的爱彼迎账户。

4.5 您对保持您的爱彼迎账户凭证的保密性和安全负责，不得向任何第三⽅披露您的凭证。如果您知道或有任何理由怀疑您的凭证丢失、被盗、被侵占或以其他⽅式受到危害，或您

的爱彼迎账户实际或怀疑发⽣未经授权的使⽤，您必须⽴即通知爱彼迎。您对任何及全部通过您的爱彼迎账户进⾏的活动负责，未经您授权且您没有犯疏忽错误（例如，未报告未经

授权的使⽤或凭证丢失）的情况除外。

4.6 爱彼迎可启⽤某些功能，使您能够准许其他会员或特定第三⽅采取影响您的爱彼迎账户的⾏动。例如，我们可使得与商务旅⾏计划企业（定义见我们的隐私政策）相关的会员为

其他会员进⾏预订，或我们可使得服务提供者将其他会员添加为服务提供者搭档（定义见下），以帮助管理其服务项⽬。这些功能不要求您与任何其他⼈共享您的凭证。任何第三⽅

均⽆爱彼迎授权向您索要凭证，且您不应向另⼀会员索要凭证。

5.内容

5.1 爱彼迎可全权⾃⾏决定使得会员（i）在爱彼迎平台或通过爱彼迎平台创建、上传、发布、发送、接收和存储内容，例如⽂本、照⽚、⾳频、视频或其他材料和信息（“会员内

容”）；及（ii）在爱彼迎平台或通过爱彼迎平台访问和浏览会员内容及爱彼迎⾃⾝提供的任何内容，包括爱彼迎专有的内容和爱彼迎直接或间接许可或授权的任何第三⽅内容

（“爱彼迎内容”，与会员内容合称“集体内容”）。

5.2 爱彼迎平台、爱彼迎内容及会员内容可能全部或部分受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著作权法、商标法和/或其他法律的保护。您承认并同意，爱彼迎平台和爱彼迎内容，包括所有相应的

知识产权均为爱彼迎和/或其许可⽅或授权第三⽅的专有财产。您不得删除、更改或掩盖嵌⼊或伴随爱彼迎平台、爱彼迎内容或会员内容的任何著作权、商标、服务商标或其他专有

权利通知。⽤于或有关爱彼迎平台和爱彼迎内容的所有商标、服务商标、标识、商号及任何其他爱彼迎的来源标记符系爱彼迎在美国及海外的商标或注册商标。⽤于或有关爱彼迎平

台、爱彼迎内容和/或集体内容的第三⽅的商标、服务商标、标识、商号及任何其他专有名称仅⽤于识别⽬的，它们可能是其各⾃所有者的财产。

5.3 您不得使⽤、复制、改编、修改、创制衍⽣作品、传播、许可、出售、转让、公开展⽰、公开表演、传输、⼴播或以其他⽅式利⽤爱彼迎平台或集体内容，除⾮您是特定会员内

容的合法所有者，或本《服务条款》明确准许。除本《服务条款》明⽰授予的许可和权利之外，本《服务条款》不通过暗⽰或其他⽅式向您授予爱彼迎或其许可⽅拥有或控制的任何

知识产权项下的任何许可或权利。

5.4 以遵守本《服务条款》为条件，爱彼迎授予您⼀项有限、⾮排他、不得再许可、可撤销、不可转让的许可，准许您：（i）在您的个⼈设备上下载和使⽤应⽤；及（ii）访问和浏

览爱彼迎平台上或通过爱彼迎平台您可访问的任何集体内容，仅供您个⼈⾮商业使⽤。

5.5 在爱彼迎平台或通过爱彼迎平台创建、上传、发布、发送、接收、存储任何会员内容或以其他⽅式提供，即表⽰您授予爱彼迎⼀项⾮排他、全球有效、⽆使⽤费、不可撤销、永

久（或保护期限内）、可再许可并可转让的许可，准许爱彼迎访问、使⽤、存储、复制、修改、创制衍⽣品、传播、发布、传输、流式传输、⼴播和以其他⽅式以任何⽅法在任何媒

介或平台上利⽤该等会员内容，⽤于提供和/或宣传爱彼迎平台。除⾮您特别同意，爱彼迎不对任何会员内容主张任何所有权，且本《服务条款》中的内容均不视为限制您使⽤或利

⽤您会员内容的任何权利。

5.6 爱彼迎可向服务提供者提供选择，由专业摄影师拍摄其服务的照⽚，照⽚由摄影师提供给服务提供者，⽤于包括在服务提供者的服务项⽬内，可加或不加带有“Airbnb.com已

核实照⽚”或类似字样的⽔印或标签（“已核实图⽚”）。您负责确保已核实图⽚准确呈现您的服务，如果图⽚⽆法准确呈现您的服务项⽬，您停⽌提供展⽰的服务，或您的爱彼迎

账户因为任何原因被终⽌或中⽌，您将停⽌在爱彼迎平台或通过爱彼迎平台使⽤已核实图⽚。您承认并同意，爱彼迎有权在任何⼴告、营销中和/或为任何其他商业⽬的在任何媒介

或平台上使⽤任何已核实图⽚，⽆论是否与您的服务项⽬相关，⽆需进⼀步给您通知或报酬。如果爱彼迎并⾮已核实图⽚的排他所有者，您在爱彼迎平台或通过爱彼迎平台使⽤该等

已核实图⽚，即表⽰您授予爱彼迎⼀项排他、全球有效、⽆使⽤费、不可撤销、永久（或保护期限内）、可再许可且可转让的许可，准许爱彼迎在任何媒介或平台上使⽤该等已核实

图⽚，⽤于⼴告、营销和/或其他商业⽬的，⽆论是否与您的服务项⽬相关，⽆需进⼀步给您通知或报酬。爱彼迎反过来授予您⼀项有限、⾮排他、不可再许可、可撤销、不可转让

的许可，准许您在爱彼迎平台之外使⽤已核实图⽚，仅供您个⼈⾮商业使⽤。

5.7 您对您在爱彼迎平台上或通过爱彼迎平台发布的内容独⾃负责。您陈述并保证：（i）按照本《服务条款》意图，您是您在爱彼迎平台上或通过爱彼迎平台发布的所有会员内容的

唯⼀排他所有者，或您有所有必要的权利、许可、同意和豁免授予爱彼迎该等会员内容当中和有关的权利；且（ii）会员内容本⾝及您发布、上传、公开、提交或传输会员内容或爱

彼迎使⽤会员内容（或其任何部分）均不会侵犯、盗⽤或违反第三⽅的专利、著作权、商标、商业秘密、精神权利或其他专有或知识产权，或公开权及隐私权，亦不违反任何适⽤法

律或规定。

5.8 您不得发布、上传、公开、提交或传输有下述特征的会员内容：（i）欺诈、虚假、误导（直接或因疏忽或未能更新信息）或欺骗性质；（ii）污蔑、诽谤、淫秽、⾊情、低俗或

冒犯性质；（iii）煽动歧视、偏见、种族主义、仇恨、骚扰或伤害任何个⼈或团体；（iv）暴⼒、威胁性质或宣扬对任何其他⼈发⽣暴⼒或威胁⾏为；(v) 宣扬⾮法或有害的活动或物

品；及（vi）违反爱彼迎内容政策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article/546/what-is-airbnb-s-content-policy)或任何其他爱彼迎政策。不经事先通

知，爱彼迎可删除或禁⽌访问任何爱彼迎认为违反本《服务条款》或爱彼迎当时有效的政策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policies)或标准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standards)，或以其他⽅式对爱彼迎、其会员、第三⽅或财产有害或引起反感的会员内容。

5.9 爱彼迎尊重著作权法，希望会员同样尊重著作权法。如果您认为爱彼迎平台上的任何内容侵犯了您的著作权，请依照我们的著作权政策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copyright_policy)告知我们。

6.服务费

6.1 爱彼迎可以以使⽤爱彼迎平台为对价向服务提供者和/或服务接受者收取费⽤（分别称“服务提供者费⽤”和“服务接受者费⽤”，合称“服务费”）。关于服务费适⽤条件及

计算⽅法的更多信息，见我们的服务费页⾯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article/384/what-are-the-service-fees)。

6.2 任何适⽤的服务费（包括任何适⽤的税费）将于发布或预订服务项⽬前显⽰给服务提供者或服务接受者。爱彼迎保留随时变更服务费的权利，并且我们将在变更⽣效前向会员提

供关于任何费⽤变更的充分通知。

6.3 您负责⽀付您应付爱彼迎的任何服务费。相关服务费的到期应付状态及爱彼迎⽀付实体收取该服务费，均依照⽀付条款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ayments_terms)进⾏。除爱彼迎平台另有规定之外，不退还服务费。

7.仅适⽤于服务提供者的条款

7.1 适⽤于所有服务项⽬的条款

7.1.1 在爱彼迎平台创建服务项⽬时，您必须（i）提供关于您的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的准确完整信息（例如服务项⽬描述、位置及可⽤⽇期），（ii）披露相关缺陷、限制（例如有关

房屋的规则）和要求（例如是否有最低年龄限制，体验的技能或健康状况要求）及（iii）提供任何其他爱彼迎要求的信息。您负责您的服务项⽬信息（包括可⽤⽇期）随时保持最新

状态。

7.1.2 您独⾃负责为您的服务项⽬定价（“服务项⽬费⽤”）（包含相关税费）。⼀旦服务接受者要求预订您的服务项⽬，您不得要求该服务接受者⽀付⾼于预订价格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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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您的服务项⽬包括的任何条款和条件，特别是有关退订的条款和条件，不得与本《服务条款》或您为⾃⼰服务项⽬所选择的退订政策冲突。

7.1.4 您在您的服务项⽬中使⽤的图⽚、动画或视频（统称“图像”）必须准确反映您的服务的质量和条件。爱彼迎保留规定服务项⽬特定格式、尺⼨和分辨率图⽚最低数量的权

利。

7.1.5 服务项⽬在爱彼迎平台搜索结果中的位置与排名可能发⽣变化，并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例如服务接受者搜索参数和偏好、服务提供者要求、价格和可⽤⽇期、图⽚数量和质

量、客户服务和退订历史、评价和评级、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类型和/或预订难度。

7.1.6 在您接受或预批准服务接受者的预订要求时，您即与服务接受者订⽴具有法律约束⼒的协议，并应按照预订要求提出时您的服务项⽬的描述向服务接受者提供您的服务。您同

意⽀付依据⽀付条款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ayments_terms)收取的适⽤的服务提供者费⽤和相关税费。

7.1.7 爱彼迎建议服务提供者为其服务投适当的保险。请仔细审阅相关保单，尤其是确保您熟悉并理解保单可能适⽤的除外责任和免赔额，包括但不限于您的保单是否覆盖服务接受

者（或者通过服务接受者预订服务项⽬的个⼈）在您的居住设施或参加您的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时的⾏为或不作为。

7.2 发布居住设施

7.2.1 每登记⼀个服务项⽬您仅可发布⼀处居住设施。

7.2.2 如果您对⼊住您的居住设施要求押⾦，您必须在您的服务项⽬中说明（“押⾦”）。服务提供者不得在预订确认后或在爱彼迎平台之外索取押⾦。爱彼迎将尽商业上合理的努

⼒处理服务提供者有关押⾦的要求和索赔，但爱彼迎不负责管理或受理服务提供者有关押⾦的任何索赔。

7.2.3 您陈述并保证，您发布的任何服务项⽬，或预订居住设施或服务接受者在居住设施停留（i）不违反您与任何第三⽅订⽴的任何协议，例如房屋所有者协会、共有公寓或其他协

议，且（ii）遵守所有适⽤法律（例如区划法）、税收要求及其他规章制度（包括所有要求的准许、执照和登记）。作为服务提供者，您对您⾃⾝的⾏为和疏忽负责，且对您请求或

邀请居住或出现在居住设施的任何个⼈（不含服务接受者（及服务接受者邀请到居住设施的个⼈））的⾏为和疏忽负责。

7.3 发布体验、活动和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

7.3.1 为了发布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您须创建⼀个服务项⽬并向爱彼迎提交该体验、活动或服务。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在任何时候须符合 体验质量标准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topic/906/) 和服务接受者需求，⽅可被考虑在爱彼迎平台上发布。爱彼迎保留⾃⾏决定是否将已提交的体验、活动或其

他服务发布到爱彼迎平台的权利。

7.3.2 当您发布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时，在适⽤情况下您应充分告知服务接受者下列情况：(i) 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的任何内在风险，(ii) 任何参与要求，包括最低年龄、相关技

能、健康状况或其他要求，及 (iii) 服务接受者安全参与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需要知晓的任何其他信息（包括着装要求、设备、特殊资格或许可等）。

7.3.3如果您代表⾮营利机构发布体验（“志愿者体验”），您必须符合提供志愿者体验的 资格要求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article/1578)。当

您发布志愿者体验时，您 (i) 陈述并保证您经适当授权可代表该⾮营利机构⾏事，且 (ii) 确认并同意所有收款将汇⾄该⾮营利机构的账户。您及您的⾮营利机构承认，发布志愿者体

验并不代表该机构与爱彼迎之间建⽴商业性筹款、合营或慈善信托关系，且爱彼迎并⾮专业筹款⼈或商业参与⼈。⾮营利机构负责决定⽤作慈善捐款的服务项⽬费⽤份额（如有），

并向服务接受者提供任何适⽤慈善捐款的慈善税收据，爱彼迎对此概不负责。您及您代表的⾮营利机构将全权负责您的机构和您提供的志愿者服务遵循所有适⽤法律。

7.3.4 您陈述并保证，您 (i) 理解并遵守您的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所适⽤的所有法律、法规和条例，且 (ii) 将在提供该等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前取得必要的许可、执照或注册⼿

续。您可访问我们的 服务提供者义务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topic/896/responsible-hosting) 页⾯，获取更多关于适⽤法律义务的信息。

7.3.5 您必须亲⾃提供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未经爱彼迎授权，不得允许任何第三⽅代表您提供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

7.4 服务提供者搭档

7.4.1 爱彼迎可允许服务提供者授权其他会员（“服务提供者搭档”）管理服务提供者的服务项⽬，对服务提供者构成约束并在服务提供者允许的范围内就其服务项⽬采取特定⾏

动，如接受预订请求、向服务接受者发送消息并欢迎服务接受者和更新服务项⽬费⽤和可选⽇期（合称“服务提供者搭档服务”）。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提供者搭档之间所订⽴的任何

协议不得与本《服务条款》和 ⽀付条款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ayments_terms) 冲突。未经爱彼迎明⽰授权，服务提供者搭档仅以个⼈⾝

份⾏事，不得代表任何公司或其他组织机构。爱彼迎保留⾃⾏决定限制服务提供者就每⼀服务项⽬可邀请的服务提供者搭档⼈数和每⼀服务提供者搭档可管理的服务项⽬数量的权

利。

7.4.2 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提供者搭档可商定费⽤，作为服务提供者搭档提供服务的对价（“服务提供者搭档服务费⽤”）。就费⽤事项达成⼀致后，服务提供者同意就其服务项⽬的

任何已确认的预订⽀付服务提供者搭档服务费⽤，该费⽤将直接从已扣除任何适⽤服务提供者费⽤的服务项⽬费⽤中扣划。此外，服务提供者可以指⽰服务提供者搭档提供与其服务

项⽬相关的⼀次性服务。服务提供者可通过调解中⼼向服务提供者搭档⽀付⼀次性服务的费⽤和任何其他⽀出。爱彼迎⽀付实体将按照 ⽀付条款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ayments_terms) 处理服务提供者搭档服务费⽤和调解中⼼的⽀付款。

7.4.3 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提供者搭档同意，爱彼迎平台报告的每⼀活动、预订或其他交易，包括服务提供者搭档提供的任何服务提供者搭档服务和因提供该等服务、服务提供者应付

给服务提供者搭档的任何⾦额，将被视为准确、⽆误且具有约束⼒，除⾮⼀⽅在有争议的活动、预订或其他交易在爱彼迎平台上发布后⼆⼗⼀（21）天内向另⼀⽅和爱彼迎（发送邮

件⾄host-exp@airbnb.com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309080331/mailto:发送邮件⾄host-exp@airbnb.com)）发送通知提出异议。

7.4.4 服务提供者在决定其服务项⽬的服务提供者搭档⼈选时应尽谨慎和注意义务。服务提供者对在爱彼迎平台上发布的任何及所有服务项⽬（包括服务提供者搭档代表其创建的任

何服务项⽬）和会员内容全权负责。同时，服务提供者对其⾃⾝⾏为和疏忽负责，包括但不限于对服务提供者搭档造成伤害或损害的⾏为。当服务提供者搭档承担其⾓⾊和职责时，

应对其⾃⾝⾏为和疏忽负责，包括但不限于对服务提供者造成伤害或损害的⾏为。此外，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提供者搭档应对第三⽅索赔承担共同及连带责任，包括与提供活动、和服

务接受者沟通及提供任何服务提供者搭档服务相关的其他⼈的⾏为或疏忽引起的服务接受者索赔。

7.4.5 除⾮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提供者搭档另有约定，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提供者搭档可随时终⽌服务提供者搭档协议。此外，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提供者搭档均同意，如果爱彼迎 (i) 终

⽌服务提供者搭档服务，或 (ii) 终⽌任何⼀⽅参与服务提供者搭档服务，双⽅的提供搭档关系将终⽌。当提供搭档协议终⽌时，服务提供者将对终⽌前服务提供者搭档的所有⾏为负

责，包括有责任完成终⽌前发起的任何待处理预订或未来预订。被撤销服务提供者搭档⾝份的会员将不能获取与服务提供者服务项⽬相关的任何服务提供者或服务接受者信息。此

外，服务提供者同意在服务提供者搭档终⽌服务后的⼗四（14）天内，通过调解中⼼就服务提供者搭档终⽌服务前完成的所有服务提供者搭档服务⽀付费⽤。服务提供者搭档⽆权就

服务提供者搭档终⽌服务前尚未完成的任何服务提供者搭档服务索取费⽤。

7.4.6 作为⼀名服务提供者搭档，您不会被服务接受者评价，这意味着您的服务提供者搭档活动不会影响您作为服务提供者所发布的其他服务项⽬的评价或评级。但是，该服务项⽬

的服务提供者将受到服务接受者的评价（可能包括根据服务提供者搭档的⾏为和表现所作的评价）。服务提供者知悉服务接受者对其服务项⽬的评价或评级可能受服务提供者搭档的

⾏为和表现的影响。

8. 仅适⽤于服务接受者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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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适⽤于所有预订的条款

8.1.1 在符合服务提供者设定的任何要求（如完成任何验证流程）的情况下，您可以按照相应预订流程预订爱彼迎平台上的可选服务项⽬。预订服务项⽬前，您将看到包括服务项⽬

费⽤、押⾦（如适⽤）、服务接受者费⽤及任何适⽤税费在内的所有适⽤费⽤（合称“全额费⽤”）。您同意⽀付与您的爱彼迎账户相关的任何预订请求的全额费⽤。

8.1.2 ⼀经收到爱彼迎的预订确认，您与您的服务提供者之间即达成具有法律约束⼒的协议，并受任何适⽤的服务提供者补充条款和条件约束，特别是应遵守适⽤的退订政策和服务

项⽬信息中列明的任何规则和限制。爱彼迎⽀付实体将按照 ⽀付条款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ayments_terms) 在预订请求发出时或服务提

供者确认预订时收取全额费⽤。

8.1.3 如果您代表其他服务接受者预订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您应当确保每⼀其他服务接受者满⾜服务提供者设定的要求，知悉并同意本《服务条款》及服务提供者设定的任何条款、

条件、规则和限制。如果您代为预订的其他服务接受者是未成年⼈，您陈述并保证您经合法授权代表该未成年⼈。未成年⼈仅可在对其负责的成⼈的陪同下⽅可参加体验、活动或其

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

8.2 预订居住设施

8.2.1 您理解已确认的居住设施预订（“居住设施的预订”）是服务提供者向您授予的有限许可，使您可以在停留期间内进⼊、占有和使⽤居住设施，在该段时间内服务提供者可按

照您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约定（仅在适⽤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留再次进⼊居住设施的权利。

8.2.2 您同意于服务提供者在服务项⽬信息中列明的退房时间或您与服务提供者⼀致约定的其他时间之前离开居住设施。如果您在约定退房时间后，未经服务提供者同意仍于居住设

施停留（“逾期停留”），届时您不再享有在居住设施内停留的许可，服务提供者有权以符合适⽤法律的⽅式请您离开。此外，您同意应服务提供者要求，逾期停留每⼆⼗四（24）

⼩时（或24⼩时中的任何时段），您须⽀付已⽀付的平均每晚房费两（2）倍以下的额外停留费⽤，以此补偿给服务提供者造成的不便，外加所有适⽤的服务接受者费⽤、税费、及

服务提供者因请您离开产⽣的任何法律费⽤（合称“逾期停留费⽤”）。在退房⽇期当⽇延迟退房，如不影响后续预订，则应交纳的逾期停留费⽤仅限于服务提供者因该等逾期停留

所负担的额外成本。爱彼迎⽀付实体将按照 ⽀付条款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ayments_terms) 向您收取逾期停留费⽤。如果服务提供者要

求，押⾦可⽤于⽀付服务接受者的逾期停留费⽤。

8.3 预订体验、活动和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

8.3.1 您应当认真阅读您有意预订的任何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的说明，以确保您（及您代为预订的任何其他服务接受者）满⾜服务提供者在服务项⽬说明中列明的任

何最低年龄、技能、健康程度或其他要求。您应当告知服务提供者可能影响您和任何其他服务接受者安全参加任何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的任何医疗状况、⾝体情况或

其他情况。此外，也可能适⽤某些法律，⽐如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所在地的法定最低饮酒年龄规定。您有责任查明、理解并遵守您参加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提供者

的服务所适⽤的所有法律、法规和条例。

8.3.2 参加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之前或过程中的任何时间，您均应当遵守服务提供者的指⽰。

8.3.3 您不应携带任何⼈参加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除⾮您在爱彼迎平台上的预订过程中将该等个⼈添加为其他服务接受者。

9. 预订的变更、取消和退款，调解中⼼

9.1 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应对其通过爱彼迎平台或指⽰爱彼迎客户服务⼈员对预订作出的任何变更（“预订变更”）承担责任，并同意⽀付与该等预订变更相关的任何其他服务

项⽬费⽤、服务提供者费⽤、服务接受者费⽤和/或税费。

9.2 在遵守服务项⽬退订政策的情况下，服务接受者可随时取消已确认的预订。爱彼迎⽀付实体将按照该等退订政策向服务接受者退款。除⾮发⽣ 特殊情况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article/1320/what-is-airbnb-s-extenuating-circumstances-policy)，根据适⽤退订政策应付给服务提供者的任何⾦

额将由爱彼迎⽀付实体按照 ⽀付条款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ayments_terms) 汇款给服务提供者。

9.3 如果服务提供者取消已确认的预订，服务接受者将获得该预订全额费⽤的全部退款，且爱彼迎可就服务提供者取消预订的服务项⽬发布⾃动评价，表明该预订已取消。此外，爱

彼迎可以 (i) 使该服务项⽬⽇历在被取消的预订的⽇期显⽰为不可选或屏蔽状态，和/或 (ii) 收取取消费⽤，除⾮服务提供者有充分理由按照 爱彼迎特殊情况政策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article/1320/what-is-airbnb-s-extenuating-circumstances-policy) 取消预订或有正当理由对服务接受者的⾏为抱有

顾虑。

9.4 如果恶劣天⽓会给参加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的服务接受者造成不安全或不舒适的情形，服务提供者可调整或取消其服务。如果⾏程出现重⼤变更或需要取消服务

提供者的服务，爱彼迎将与服务提供者合作，为服务接受者提供享受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的其他可选⽇期、适当的退款或重新预订机会。

9.5 在某些情况下，爱彼迎可⾃⾏决定取消已确认的预订，并作出适当的退款和收款决定。该决定可能依据 爱彼迎特殊情况政策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article/1320/what-is-airbnb-s-extenuating-circumstances-policy) 所列明的原因，或 (i) 爱彼迎在考虑双⽅合法权

益的情况下善意认为有必要作出该决定以防⽌爱彼迎、其他会员、第三⽅或服务项⽬受到重⼤损害，或 (ii) 基于本《服务条款》所列明的任何原因。

9.6 按照 服务接受者退款政策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guest_refund_policy) 的规定，如果服务接受者遭遇旅⾏问题，爱彼迎可⾃⾏决定按照

服务接受者退款政策向服务接受者部分或全部退还全额费⽤。

9.7 会员可通过调解中⼼汇兑或索取与预订相关的退款、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服务提供者搭档服务或损害索赔⾦额。您同意通过调解中⼼⽀付与您的爱彼迎账户相关所有⾦额，

爱彼迎⽀付实体将按照 ⽀付条款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ayments_terms) 的规定处理所有该等⽀付款。

10. 评级和评价

10.1 在完成预订后的特定时段内，服务接受者和服务提供者可对彼此进⾏公开评价（“评价”）并给予星级评级（“评级”）。任何评级和评价只反映会员个⼈的观点，不代表爱

彼迎的观点。爱彼迎不验证评级和评价的准确性，评级和评价可能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

10.2 服务接受者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公平、真实地根据事实给予评级和评价，不应使⽤任何攻击性或诽谤性⾔辞。评级和评价应当遵守爱彼迎 内容政策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article/546/what-is-airbnb-s-content-policy) 和 勒索政策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article/548/what-is-airbnb-s-extortion-policy)。

10.3 会员不得以任何⽅式操控评级和评价系统，如指导第三⽅对另⼀会员作出正⾯或负⾯的评价。

11. 居住设施的损坏，会员间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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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作为服务接受者，您应负责使居住设施的状况（包括位于居住设施内的任何私⼈或其他财产）在您离开时与您⼊住时保持⼀致。您对您⾃⾝的⾏为和疏忽负责，并对您邀请或

准予进⼊居住设施的任何个⼈（不含服务提供者（及服务提供者邀请到居住设施的个⼈））的⾏为和疏忽负责。

11.2 如果服务提供者因您（作为服务接受者）损坏居住设施或位于居住设施内的任何私⼈或其他财产提出索赔并提供证据（“损坏索赔”），服务提供者可通过调解中⼼向您索

赔。如果服务提供者将损坏索赔进⼀步报告给爱彼迎，您将有机会作出回应。如果您同意赔偿服务提供者，或爱彼迎认为您应负损坏赔偿责任，爱彼迎⽀付实体将按照 ⽀付条款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ayments_terms) 向您收取和/或从您的押⾦中（如适⽤）扣除任何该等⾦额以⽀付损坏索赔。对于您应负责的损坏索

赔（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提供者根据爱彼迎服务提供者保障⾦计划提出的任何赔付申请），爱彼迎同时保留以其他⽅式向您收取赔偿及在此情况下寻求任何补救措施的权利。

11.3 会员同意，关于会员提出的、与居住设施或位于居住设施内的任何私⼈或其他财产、体验或服务提供者搭档协议有关的任何损坏索赔或其他投诉或索赔（包括但不限于根据爱

彼迎服务提供者保障⾦计划提出的赔付申请），会员将与爱彼迎善意合作，协助爱彼迎，并向爱彼迎提供其合理要求的信息并采取必要⾏动。应爱彼迎的合理要求，在不承担任何费

⽤的情况下，会员应参与与另⼀名会员的调解或其他类似解决程序，该程序将由爱彼迎爱主持进⾏，或由彼迎或其保险公司挑选的第三⽅主持进⾏，以解决会员向爱彼迎提出的对其

损失进⾏赔偿（包括但不限于根据爱彼迎服务提供者保障⾦计划进⾏赔偿）的请求。

11.4 如果您是服务接受者或服务提供者搭档，您理解并同意，关于您所导致的或您应负责的居住设施或位于居住设施内的任何私⼈或其他财产的任何损坏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爱

彼迎依据服务提供者保障⾦计划⽀付的⾦额），爱彼迎将根据您的房主保单、租客保单或其他保单提出索赔。您同意，在爱彼迎根据您的房主保单、租客保单或其他保单提出索赔⽅

⾯，您将与爱彼迎善意合作，协助爱彼迎，并向爱彼迎提供其合理要求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件、应爱彼迎合理要求采取进⼀步⾏动以协助爱彼迎完成前述索赔。

12. 四舍五⼊、货币兑换

12.1 爱彼迎可⾃⾏决定对服务接受者或服务提供者应付或应收的款项⾦额进⾏四舍五⼊，取最接近的计价货币基本单位整数数值（即调整⾄最接近的美元、欧元或其他⽀持货币单

位）；例如，爱彼迎会将101.50美元上调为102.00美元，将101.49美元下调为101.00美元。如果相关货币需以较⼤数值表⽰，爱彼迎会将该货币的基本单位定为10、100或

1000；例如，爱彼迎会将1,045上调为1,050，将1,044下调为1,040，或将837,500上调为838,000，将837,499下调为837,000。

12.2如果服务接受者和服务提供者希望使⽤⽬的地货币以外的货币结算，爱彼迎平台可提供便利。这可能会涉及货币兑换，以协调不同的货币使⽤偏好。尽管爱彼迎平台允许会员查

看以不同货币计价的服务项⽬价格，但会员可使⽤并⽀付的币种可能有限，可能不包括在某地区通⾏的货币。您可参阅 ⽀付条款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ayments_terms) 中关于货币兑换的详细信息，包括相关费⽤。

13. 税费

13.1 作为服务提供者，您将⾃⾏负责确定您申报、收取、缴纳任何相关增值税或其他间接销售税、占⽤税、旅游或其他游客税或所得税（“税费”）或在您的服务项⽬费⽤中加⼊

前述税费的义务。

13.2 按照税务法规要求，我们可能会从服务提供者处收集适当的税费信息，或从服务提供者收款中代扣税费，或同时采取这两种做法。如果因服务提供者未能提供充分⽂件，我们

⽆法履⾏从收款中为您代扣代缴税费的义务（如有），我们保留冻结全部收款、按照法律要求代扣该等⾦额或采取这两种做法的权利，直到解决相关事务为⽌。

13.3 您理解，您居住设施所在地的任何有关政府机构、部门和/或机关（“税务机关”）可能要求就服务项⽬费⽤向服务接受者或服务提供者收取税费，并要求将该等税费缴⾄相关

税务机关。尽管各个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不同，但这些税费可能按要求以服务提供者设定的服务项⽬费⽤的⼀定⽐例、每⽇固定⾦额或其他⽅式缴纳，该等税费有时称为“临时占⽤

税”、“酒店税”、“住宿税”、“房间税”或“旅游税”（“占⽤税”）。

13.4 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如果爱彼迎或服务提供者被认定有收缴占⽤税的义务，爱彼迎可根据本《服务条款》决定向服务提供者或服务接受者收取或代其缴纳占⽤税（“收

缴”）。在我们决定直接收缴税费的司法管辖区，您在此指⽰并授权爱彼迎（通过爱彼迎⽀付实体）在收取服务项⽬费⽤时代表服务提供者向服务接受者收取占⽤税，并将该占⽤税

上缴⾄税务机关。爱彼迎收取的占⽤税⾦额（如有）应在服务接受者和服务提供者各⾃的交易⽂件中列明并分别说明。如果爱彼迎直接收缴税费，服务提供者不得就其在该司法辖区

拥有的居住设施收取由爱彼迎收缴的任何占⽤税。

13.5 对于与爱彼迎收取占⽤税相关的任何索赔或因此引起的任何诉讼，您同意不追究爱彼迎为直接收取税费⽽使⽤的任何提供商或供应商（如有）的责任。服务接受者和服务提供

者同意，在收取和/或缴纳的税费不⾜以完全履⾏您对税务机关的义务时，我们可能要求您⽀付额外⾦额，您同意您对收取的占⽤税享有的唯⼀救济是爱彼迎根据税务机关规定的程

序从该税务机关索还已收取的占⽤税。

13.6 爱彼迎保留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因任何原因不再直接收取税费的权利，且不事先通知服务提供者。在此情况下，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将全权负责收取和/或缴纳适⽤于相关司

法管辖区的居住设施的任何占⽤税。

14. 禁⽌的活动

14.1 您⾃⾏负责遵守因您使⽤爱彼迎平台⽽适⽤的任何及所有法律、法规和条例，以及税费义务。在使⽤爱彼迎平台过程中，您⾃⾝不得且不得协助或使得其他⼈从事下列⾏为：

违反或规避任何适⽤法律或法规、与第三⽅订⽴的协议、第三⽅权利或我们的《服务条款》、政策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topic/250/terms---policies) 或 标准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standards)；

将爱彼迎平台或集体内容⽤于不为本《服务条款》所明⽰允许的任何商业或其他⽬的，或者不实地暗⽰爱彼迎作出了认可、与爱彼迎存在合作关系或以其他⽅式误导其他⼈认为

您与爱彼迎存在关联；

违反爱彼迎 隐私政策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rivacy_policy) 或本《服务条款》或以侵犯会员或第三⽅隐私权的其他⽅式复制、存储或以

其他⽅式获取或使⽤爱彼迎平台上的任何信息，包括任何其他会员的个⼈⾝份识别信息；

利⽤爱彼迎平台发送未经请求的商业信息（“垃圾信息”）；

作为服务提供者提供任何⾮⾃⾝所有或未获许以住宅或其他服务项⽬形式在爱彼迎平台上发布的居住设施；

除⾮爱彼迎另外明⽰准许，预订任何服务项⽬⽽您个⼈实际上不会使⽤服务提供者的服务；

以问询与您的预订、服务项⽬或其他会员使⽤爱彼迎平台相关问题以外的⽬的联系相应会员，包括但不限于未经爱彼迎事前书⾯批准，招募或以其他⽅式招揽任何会员加⼊第三

⽅服务、应⽤程序或⽹站；

*以规避任何服务费为⽬的或者出于其他原因，使⽤爱彼迎平台于爱彼迎⽹站之外发送请求、进⾏或接受预订；

不通过爱彼迎平台或爱彼迎⽀付实体请求、接受或⽀付服务项⽬费⽤。如果您这样做，您理解并同意，您 (i) 将违反本《服务条款》；(ii) 接受因为该款项所应承担的所有风险和

责任，和 (iii) 使爱彼迎免于因为该款项承担任何责任；

基于种族、国籍、宗教、性别、性别认同、⾝⼼残障、医疗状况、婚姻状况、年龄或性取向歧视或骚扰任何⼈，或以其他⽅式进⾏任何辱骂或破坏⾏为；

未经爱彼迎明确书⾯许可，使⽤、显⽰、制作镜像、嵌置爱彼迎平台或集体内容，或爱彼迎平台上的任何个⼈内容、爱彼迎的名称、任何爱彼迎商标、标志或其他专有信息，或

爱彼迎平台上的页⾯中包含的任何页⾯与表格的布局和设计；

以任何⽅式削弱、玷污或在其他⽅⾯损害爱彼迎的品牌，包括未经授权使⽤集体内容、注册和/或使⽤爱彼迎或域名的衍⽣词语、商号名、商标或其他源标识符，或者注册和/或

使⽤与爱彼迎域名、商标、品牌⼝号、促销活动或集体内容密切相关或者相似易混淆的域名、商号名、商标或其他源标识符；

出于任何⽬的使⽤任何机器⼈、⽹络蜘蛛、⽹络爬⾍或其他⾃动⼿段或程序获取、收集爱彼迎平台上的信息或其他内容，或以其他⽅式与爱彼迎平台进⾏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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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绕过、移除、停⽤、危害、解扰或以其他⽅式规避爱彼迎或爱彼迎的任何供应商或任何其他第三⽅为保护爱彼迎平台⽽实施的任何技术措施；

试图对⽤于提供爱彼迎平台的任何软件进⾏破译、反编译、反汇编或反向⼯程；

采取任何将会对爱彼迎平台的性能或正常运⾏造成损害或带来不利影响，或可能造成损害或带来不利影响的⾏动；

除经美国法律、您所在司法管辖区出⼝控制法律及任何其他适⽤法律授权的情况外，出⼝、再出⼝、进⼝或转移应⽤程序；或

损害或侵犯任何其他⼈的权利或以其它⽅式对任何⼈造成伤害。

14.2 您承认爱彼迎⽆义务监控任何会员访问或使⽤爱彼迎平台，⽆义务审查、禁⽤其访问权限或编辑任何会员内容，但爱彼迎有权为下列⽬的采取该等做法： (i) 经营、改善爱彼迎

平台并保证平台安全（包括但不限于出于防⽌诈骗、风险评估、调查和客户⽀持⽬的）；(ii) 确保会员遵守本《服务条款》；(iii) 遵守适⽤法律或法院、执法部门或其他⾏政机构或政

府机关的命令或要求；(iv) 对其认为有害的或有异议的会员内容作出回应；或 (v)本《服务条款》列明的其他原因。会员同意，就爱彼迎或爱彼迎代表针对爱彼迎平台的使⽤或滥⽤

所开展的调查，会员将与爱彼迎善意合作，协助爱彼迎，提供爱彼迎合理要求的信息并采取必要的⾏动。

14.3 如果您认为任何与您交流的会员，不论是通过⽹络还是当⾯，表现出⾏为不当或曾经⾏为不当，包括但不限于 (i) 作出攻击性、暴⼒或不得体⾏为，(ii) 您认为有窃取您财物的

嫌疑，或 (iii) 参与任何其他⼲扰⾏为，您应该⽴即向有关机关报告，然后向爱彼迎报告，并告知我们您所属的警察局和报告编号（如有）；但是您的报告不会使我们有责任采取法律

要求（如有）以外的任何⾏动或使我们对您产⽣任何责任。

15. 期限与终⽌、中⽌及其他措施

15.1 本协议有效期为30⽇，到期⾃动连续续期30⽇，直⾄您或爱彼迎按照本条规定终⽌本协议。

15.2 您可以通过爱彼迎平台上的“注销账户”功能或通过向我们发送电⼦邮件随时终⽌本协议。如果您注销作为服务提供者的爱彼迎账户，任何已确认的预订将⾃动取消，您的服

务接受者将收到全额退款。如果您注销作为服务接受者的爱彼迎账户，任何已确认的预订将⾃动取消，退款将按照服务项⽬退订政策的条款执⾏。

15.3爱彼迎可以随时提前三⼗（30）⽇向您的注册电⼦邮箱发送电⼦邮件通知，因便利原因终⽌本协议，且下⽂规定的爱彼迎的权利不受限制。

15.4 如发⽣下列情形，爱彼迎可不经通知⽴即终⽌本协议：(i) 您严重违反您于本《服务条款》、 ⽀付条款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ayments_terms)、我们的 政策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topic/250/terms---

policies) 或标准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standards) 下的义务， (ii) 您违反适⽤法律、法规或侵犯第三⽅权利，或 (iii) 爱彼迎善意认为有合理必要采

取适当措施，以保护爱彼迎、爱彼迎会员或第三⽅（例如在发⽣会员欺诈⾏为的情况下）的⼈⾝安全或财产。

15.5 此外， (i) 遵照适⽤法律，或法院、执法机关或其他⾏政机关或政府机构的命令或要求，或若 (ii) 您违反本《服务条款》、⽀付条款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ayments_terms)、我们的 政策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topic/250/terms---

policies) 或 标准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standards)、适⽤法律、法规或侵犯第三⽅权利，(iii) 您在注册爱彼迎账户、发布服务项⽬过程中或之后提

供了错误、欺骗性、过时或不完整的信息，(iv) 您和/或您的服务项⽬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在任何时候未达到适⽤的质量或资格标准，(v) 您⼀再获得不良评级或评价，或爱彼迎通过

其他⽅式知悉您的表现或⾏为，或收到相关投诉，(vi) 您⼀再取消已确认的预订或不回应预订请求，且⽆正当理由，或 (vii) 爱彼迎善意认为有合理必要采取措施，以保护爱彼迎、爱

彼迎会员或第三⽅的⼈⾝安全或财产，或防⽌欺诈或其他不法⾏为，爱彼迎可以采取下列任意措施：

删除、延迟或禁⽌浏览任何服务项⽬、评级、评价或其他会员内容；

取消任何待确认或已确认的预订；

限制您访问或使⽤爱彼迎平台；

暂时或永久撤销与您的爱彼迎账户相关联的任何特殊状态；或

暂停或在严重或反复违规的情况下永久停⽤您的爱彼迎账户。

在⾮实质性违约及适当情况下，您将收到有关爱彼迎拟采取措施的通知，并有机会按照爱彼迎合理满意的⽅式解决问题。

15.6 如果我们采取前述任何措施，(i) 对于任何和全部被取消的已确认预订，我们可以向您的服务接受者全额退款，不考虑事先存在的退订政策，且 (ii) 对于被取消的待确认或已确

认预订，您⽆权获得任何补偿。

15.7 本协议终⽌后，您将⽆法恢复您的爱彼迎账户或任何会员内容。如果我们限制您访问或使⽤爱彼迎平台，暂停您的爱彼迎账户或终⽌本协议，您将⽆法注册新的爱彼迎账户或

通过其他会员的爱彼迎账户访问和使⽤爱彼迎平台。

15.8 除您居住在德国的情况外，您或我们终⽌本协议后，理应在本协议终⽌后存续的条款将继续有效。

16. 免责声明

如您选择使⽤爱彼迎平台或集体内容，您将被视为⾃愿作出选择并应⾃⾏承担风险。爱彼迎平台和集体内容“按原样”提供，不附带任何种类的明⽰或默⽰保证。

您承认，您已获机会充分研究可能适⽤于您的服务项⽬和/或您接受的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的爱彼迎服务、法律、规则或条例，且不依赖爱彼迎所作的有关服务项⽬的任何法律或事实

陈述。

如果我们决定对任何会员进⾏⾝份确认或背景调查，在适⽤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拒绝以任何明⽰或默⽰的形式保证调查将发现会员先前的不当⾏为，或担保会员未来不会从事不

当⾏为。

您承认，⼀些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可能具有内在风险，参与这些服务，您即选择⾃愿承担相应风险。例如，⼀些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可能存在疾病、⾝体受伤、残疾或

死亡风险，您决定参与这些服务，即表⽰完全⾃愿承担这些风险。对于您在参与服务提供者的服务之前、期间和之后所作的决定，您将承担全部责任。如果您携带未成年⼈作为额外

服务接受者，在您接受的整个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期间，您将完全承担该未成年⼈的监护责任，且在法律允许的最⼤限度内，您同意，就未成年⼈在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期间或相关活动

中遭受的任何⼈⾝伤害、死亡、损失或损害，您将免除爱彼迎因此产⽣的⼀切形式的责任和索赔并免受损害。

前述免责条款在法律允许的最⼤限度内适⽤。您可享有其他法定权利。但是，法定保证（如有）的期限不得超出法律允许的最长期限。

17. 责任

17.1 除您居住在欧盟的情况外，您同意在法律允许的最⼤限度内⾃⾏承担因下列活动产⽣的全部风险：您访问和使⽤爱彼迎平台和集体内容，通过爱彼迎平台发布或预订任何服务

项⽬，在任何居住设施停留，参与任何体验或活动，使⽤任何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或与其他会员当⾯或通过⽹络进⾏任何其他交流。爱彼迎和参与创建、制作或交付爱彼迎平台

或集体内容的任何⼀⽅均不对因下列原因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基于保证、合同、侵权（包括过失侵权）、产品责任或任何其他法理的任何偶然、特殊、惩戒性、后果性损害（包括

利润损失、数据损毁或商誉损害、服务中断、计算机损坏或系统故障，或者替代产品或服务的费⽤），或者个⼈或⼈⾝伤害或精神损害承担责任，不论爱彼迎是否接到可能发⽣该等

损害的通知，且即便本《服务条款》规定的有限救济被认定未能实现其根本⽬的：(i) 本《服务条款》，(ii) 使⽤或⽆法使⽤爱彼迎平台或集体内容，(iii) 您与其他会员，或您因使⽤

爱彼迎平台与其他⼈进⾏的通信、交流或会⾯，或 (iv) 您发布或预订服务项⽬，包括提供或使⽤服务项⽬的服务提供者的服务。除我们根据本《服务条款》或依照爱彼迎服务提供

者保障⾦计划批准的⽀付请求应向适⽤的服务提供者履⾏的⽀付义务之外，爱彼迎因本《服务条款》和您使⽤爱彼迎平台（包括但不限于您使⽤爱彼迎平台发布或预订任何服务项

⽬，或您使⽤或⽆法使⽤爱彼迎平台或集体内容）所产⽣的或与之相关的责任，以及与任何居住设施、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或与任何会员交流相关的责任，任何情

http://zh.airbnb.com/terms Go MAR MAR APR

09
2016 2018 2019

12 captures
  

👤 ⍰❎
f 🐦

16 Mar 2015 - 9 Mar 2018 ▾ About this capture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ayments_terms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topic/250/terms---policies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standards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terms/payments_terms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topic/250/terms---policies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standards
http://web.archive.org/web/20170311071139/https://zh.airbnb.com/terms
http://web.archive.org/web/20170311071139/https://zh.airbnb.com/terms
http://web.archive.org/web/20161108013339/https://zh.airbnb.com/terms
http://web.archive.org/web/*/http://zh.airbnb.com/terms
https://archive.org/account/login.php
http://faq.web.archive.org/


况下合计不超过您作为服务接受者在导致产⽣上述责任的事件发⽣前⼗⼆ (12) 个⽉的期间内为通过爱彼迎平台进⾏预订⽽⽀付或应付的⾦额；若您是服务提供者，该⾦额不超过爱

彼迎在导致产⽣上述责任的事件发⽣前⼗⼆ (12) 个⽉的期间内向您⽀付的⾦额，或者在不存在⽀付的情况下，不超过⼀百 (100) 美元（适⽤时）。前述损害赔偿限额是爱彼迎与

您达成交易所依据的基本要素。在⼀些不允许排除或限制结果性或偶然性损害赔偿责任的司法管辖区，前述限制对您可能不适⽤。如您居住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前述内容不影

响爱彼迎承担因过失导致死亡或⼈⾝伤害、欺诈性不实陈述、对根本事项的不实陈述的责任，或任何其他适⽤法律规定不可排除或限制的责任。

17.2 如果您居住在欧盟，爱彼迎将按照法律规定，对我们、我们的法定代表、董事或其他代理⼈的故意和重⼤过失承担责任。这⼀规定也适⽤于承担保证或任何其他严格责任的情

形，或对⽣命、肢体或健康造成应受处罚的伤害情形。对于我们、我们的法定代表、董事或其他代理⼈任何疏忽违反根本合同义务的⾏为，爱彼迎将承担责任。根本合同义务是指正

常情况下您信赖爱彼迎会适当履⾏，且为适当执⾏合同有必要履⾏的义务。该等情形下的赔偿⾦额以⼀般情况下可预见的损害赔偿⾦额为限。爱彼迎不承担任何其他额外责任。

18. 赔偿

您同意，因下列原因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情形，给爱彼迎、爱彼迎关联公司和⼦公司及其⾼级职员、董事、雇员和代理⼈造成任何索赔、责任、损害赔偿、损失和费⽤（包括但不限于

合理的律师与会计费⽤），您将免除前述各⽅的责任，（根据爱彼迎的决定）为其辩护，向其作出赔偿，并使其免受损害：(i) 您违反本《服务条款》、我们的政策或标准，(ii) 您不

恰当使⽤爱彼迎平台或任何爱彼迎服务，(iii) 您与任何会员交流，在任何居住设施停留，参与体验、活动或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与该等交流、停留、参与或使⽤相

关或因此产⽣的任何类型的（补偿性、直接、偶然、结果性或其他）伤害、损失或损害，(iv) 爱彼迎收缴占⽤税，或 (v) 您违反任何法律、法规或侵犯第三⽅权利。

19. 争议解决与仲裁约定

19.1 如果您 (i) 居住在美国，或 (ii) 居住在美国以外，（在不与第21条冲突的情况下）在美国对爱彼迎提起任何索赔，则本争议解决与仲裁约定对您适⽤。

19.2 _争议解决程序概述。爱彼迎愿意以对消费者友好的程序解决争议。为此，本《服务条款》为适⽤第19.1条的个⼈提供两部分争议解决程序：(1) 与爱彼迎客户服务团队直接进

⾏⾮正式协商，及 (2) 由美国仲裁协会（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依照其专门制定的《消费者仲裁规则》（Consumer Arbitration Rules）（经本第19条修改）作

出有约束⼒的仲裁裁决。具体程序如下：

可以在线向美国仲裁协会提交索赔请求（www.adr.org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309080331/http://www.adr.org/)）；

仲裁员必须中⽴，任何⼀⽅不得单独挑选仲裁员；

仲裁员必须披露任何偏向、在仲裁结果中的利益或与任何⼀⽅的关系；

双⽅保留选择就索赔事项向⼩额法庭寻求救济的权利；

消费者的初始申请费不超过200美元；

消费者可以选择审理地点，并可选择以现场、电话、视频会议的⽅式参加，索赔⾦额⼩于25000美元时，还可选择提交⽂件审理。

双⽅通过法院解决其个别索赔时可获得的任何救济，仲裁员均可给予。

19.3 仲裁前争议解决及通知。您和爱彼迎均同意在提起仲裁前通知另⼀⽅争议事项并⾸先通过协商达成⾮正式解决⽅案。我们将通过您提供的电⼦邮箱与您联络；您可以通过 发送

电⼦邮件⾄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309080331/mailto:terms@airbnb.com) 联络爱彼迎客户服务团队。如果经过诚意努⼒协商，仍有⼀⽅认为争议⽆法通过⾮

正式途径解决，有意申请仲裁的⼀⽅同意在提起仲裁前以邮件⽅式通知另⼀⽅。提起仲裁时，应按照美国仲裁协会规则，向美国仲裁协会提交索赔请求，并向对⽅提供书⾯《仲裁申

请》（可访问 www.adr.org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309080331/https://www.adr.org/sites/default/files/Demand%20for%20Arbitration%20Consumer%20Arbitration%20Rules.

pdf) 获取）。

19.4 仲裁约定。您和爱彼迎⼀致同意，由本《服务条款》或违反、终⽌、执⾏、解释本《服务条款》或使⽤爱彼迎平台、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或集体内容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

议、索赔或纠纷（合称“争议”）将通过有约束⼒的仲裁解决（“仲裁约定”）。如果对本仲裁约定是否可执⾏或是否适⽤于争议存在分歧，您和爱彼迎同意由仲裁员对此作出决

定。

19.5 仲裁约定的例外情形。您和爱彼迎均同意下列索赔为仲裁约定的例外情形，应提交具有管辖权的法院通过诉讼解决：(i) 事实或可能存在的对⼀⽅的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

密、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侵权、滥⽤或违反；(ii) 紧急情形下寻求紧急禁令救济（例如：犯罪、⿊客⼊侵、⽹络攻击存在迫近危险或已发⽣）。

19.6 仲裁规则与适⽤法律。本仲裁约定涉及州际商事交易，因此其条款的解释与执⾏适⽤《联邦仲裁法》（The Federal Arbitration Act）。仲裁由美国仲裁协会根据当时有效的

《消费者仲裁规则》（“美国仲裁协会规则”）进⾏，但经本条修改的情况除外。（请访问 www.adr.org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309080331/http://www.adr.org/) 或者拨打 1-800-778-7879 联系美国仲裁协会获得该规则。）

19.7 美国仲裁协会规则修改 – 仲裁审理/地点。为⽅便您参加仲裁，爱彼迎同意任何必要的仲裁审理均可由您选择 (a) 在您居住的国家进⾏；(b) 在旧⾦⼭郡进⾏；(c) 在您和爱彼

迎均同意的其他任何地点进⾏；(d) 通过电话或视频会议进⾏；或 (e) 对于索赔⾦额低于25000美元的任何索赔或反索赔，仅通过向仲裁员提交⽂件进⾏审理。

19.8 美国仲裁协会规则修改 – 律师费⽤和开销。如果您在仲裁中获胜，您有权要求裁决⽀付适⽤法律和美国仲裁协会规则规定范围内的律师费⽤和开销。爱彼迎同意，如爱彼迎在

仲裁中获胜，将不要求补偿律师费⽤和开销，并将放弃依适⽤法律或美国仲裁协会规则享有的所有获得律师费⽤和开销的权利，除⾮仲裁员判定您的索赔⾦额过⼩或以骚扰为⽬的提

起仲裁。

19.9 仲裁员的决定。仲裁员的决定包含裁决所依据的主要事实和结论。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均可就仲裁裁决作出判决。仲裁员仅就个案作出对申请⼈具体索赔⽽⾔必要的确认性救

济或禁令救济。

19.10 放弃陪审团审理。您和爱彼迎同意，就所有可仲裁的争议，双⽅均放弃由陪审团审理的权利。

19.11 不参与集团诉讼或代表⼈诉讼。您和爱彼迎同意，就所有争议，双⽅均放弃作为原告或集团诉讼成员参与任何集团诉讼、集团仲裁、私⼈检察总长诉讼或者其他代表⼈诉讼

程序。除⾮您与爱彼迎另有书⾯约定，仲裁员不得合并两名或两名以上当事⼈的索赔，不得审理任何形式的集团或代表⼈程序。如果在任何争议中，本段规定被认定为⽆法执⾏，则

就该争议⽽⾔，整个仲裁约定将被视为⽆效。

19.12 可分割性。除第19.11条规定情形外，⼀旦本仲裁约定任何部分被认为不合法或不可执⾏，该部分规定将被分割，仲裁约定的其余部分仍具有完全效⼒。

19.13 变更。尽管存在第3条（“变更本《服务条款》”）规定，如果爱彼迎在您最后⼀次接受本《服务条款》（或本《服务条款》任何后续变更）的⽇期之后变更本第19条（“争

议解决与仲裁约定”），您可以在该变更的⽣效⽇（⽂⾸所⽰“最后更新”⽇期或爱彼迎向您发送的相应变更通知邮件中所⽰的⽇期）之后三⼗（30） ⽇内向我们发送书⾯通知

（包括电⼦邮件）拒绝接受该变更。拒绝变更即表明您同意，您与爱彼迎之间的任何争议将按照您最后⼀次接受本《服务条款》（或本《服务条款》任何后续变更）的⽇期的“争议

解决与仲裁约定”规定进⾏仲裁。

19.14 存续。除第19.12条规定的情形外，在遵守第15.8条的前提下，本《服务条款》以任何⽅式终⽌后，本第19条继续有效且将继续适⽤，即便您不再使⽤爱彼迎平台或已终⽌

您的爱彼迎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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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反馈

我们欢迎和⿎励您对爱彼迎平台的改善提供反馈、意见和建议（“反馈”）。您可向我们发送电⼦邮件，通过爱彼迎平台上的 “联系”

(/web/20180309080331/http://zh.airbnb.com/help/contact_us) 板块，或通过其他通讯⽅式提交反馈。您向我们提交的任何反馈将被视为您的⾮保密和⾮专属信息。您向我

们提交反馈，即表明您授予我们⼀项⾮排他性、全球有效、免使⽤费、不可撤销且可再许可的永久性许可权利，我们有权为任何⽬的使⽤和发布该等创意和材料，⽆需向您提供补

偿。

21. 适⽤法律与管辖权

21.1 如果您与Airbnb, Inc.签约，本《服务条款》将依据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律（不考虑冲突法规定）解释。第19条仲裁约定排除的诉讼（⼩额索赔诉讼除外）应提

交⾄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旧⾦⼭市的州或联邦法院，除⾮双⽅⼀致同意在其他地点进⾏诉讼。您和我们均同意将加利福尼亚州旧⾦⼭市作为审判地并接受其属⼈管辖。

21.2 如果您与爱彼迎中国签约，本《服务条款》将依据中国法律（“中国法”）解释。因本协议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

按照申请时有效的贸仲仲裁规则在北京进⾏仲裁，但本条不得解释为限制爱彼迎向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要求您履⾏或禁⽌您从事特定⾏为的命令的权利，亦不得解释为限制依据

中国法或其他法律您可申请的临时救济。仲裁程序使⽤英语进⾏。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双⽅均有约束⼒。

21.3 如果您与爱彼迎爱尔兰签约，本《服务条款》将依据爱尔兰法律解释。排除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选择适⽤何种法律不影响您作为消费者依据您居住国的消

费者保护法享有的权利。如您是消费者，您同意接受爱尔兰法院的⾮排他管辖。您对我们提起的、因本《服务条款》引起或与之相关的诉讼仅可提交⾄位于爱尔兰的法院或位于您居

住地的有管辖权的法院。如果爱彼迎打算对您（作为消费者）执⾏任何权利，只能向您居住地的法院申请执⾏。如果您是企业，您同意接受爱尔兰法院的专属管辖。

22. ⼀般条款

22.1 本《服务条款》构成爱彼迎与您之间关于本协议主题事项的完整协议，取代爱彼迎与您之间此前有关访问和使⽤爱彼迎平台的任何和全部⼝头或书⾯谅解或协议。本《服务条

款》可由其他条款和条件、政策、指引或标准补充。

22.2 您和爱彼迎之间不会因为本协议或因您使⽤爱彼迎平台⽽构成合资、合伙、雇佣或代理关系。

22.3 本《服务条款》不授予且⽆意授予除双⽅以外的任何其他⼈任何权利或救济。

22.4 如果本《服务条款》中任何规定被认定为⽆效或不可执⾏，该规定将被删除，不会影响其余规定的有效性和可执⾏性。

22.5 爱彼迎未能执⾏本《服务条款》的任何权利或规定不构成对该等权利或规定的弃权。对该等权利或规定的弃权仅在我们以书⾯形式确认和同意后⽅为有效。除⾮本《服务条

款》有明确规定，任何⼀⽅⾏使其在本《服务条款》下的任何救济不会影响其⾏使本《服务条款》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救济。

22.6 未经爱彼迎事先书⾯同意，您不得让与、转让或委托执⾏本协议及您在本协议下的权利和义务。爱彼迎可以依其⾃⾏决定，经提前30⽇通知，不受限制地让与、转让或委托执

⾏本协议及本协议下的任何权利和义务。您随时终⽌本协议的权利不受影响。

22.7 除⾮另有规定，本协议允许或要求给予会员的任何通知或其他通讯将由爱彼迎以书⾯形式通过电⼦邮件、爱彼迎平台通知或讯息服务（包括短信和微信）发送。对于居住在德

国以外的会员，收到通知的⽇期将被视为爱彼迎发送通知的⽇期。

22.8 如果您与爱彼迎爱尔兰签约，您可访问欧盟委员会在线争议解决平台（http://ec.europa.eu/consumers/odr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309080331/http://ec.europa.eu/consumers/odr)）。请注意，爱彼迎（爱尔兰）不会亦⽆义务使⽤替代争议解决机构解决与消费者之

间的争议。

22.9 如果您对本《服务条款》有任何疑问，请 发送电⼦邮件与我们联系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309080331/mailto:terms@airbn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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