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歐元房屋"甄選條款》
無須購買或付款。本甄選非競賽，亦非靠運氣或機會參與之計畫。本計畫並非職缺試用，與獲得
Airbnb 工作機會無關。本條款中任何內容均不應被解釋為與 AIRBNB 建立任何類型雇傭關係、承包商
關係、合夥關係或合資關係。
這些條款（以下簡稱「甄選條款」）適用於您（以下簡稱「您／您的／申請者」）以及您已確定的同伴（您
的家人，最多包括一 (1) 名成人和兩 (2) 名兒童）（以下簡稱「同伴」）對Airbnb "1 歐元房屋"計畫（以下簡
稱「計畫」）之參與。有關本《甄選條款》須遵守之適用法律和司法管轄區等資訊，請參閱下文的「詮釋和
爭議」。如 Airbnb 提供本《甄選條款》之翻譯版本，而版本間存在任何不一致，則應以英文版為準。本計
畫可能須遵守當地強制性法律與法規之約束，包括稅法。
註："1歐元房屋"僅為本計畫名稱，並未指代本計畫中房屋的造價或者參加者需要支付的費用。
資格限制
申請者必須：
●

有下列國家或地區之合法居民身分：阿根廷、奧地利、澳洲、比利時、加拿大（魁北克省除
外）、智利、中國大陸、丹麥、法國、德國、香港、愛爾蘭、印度、義大利、日本、馬來西
亞、墨西哥、荷蘭、紐西蘭、挪威、菲律賓、葡萄牙、新加坡、南非、韓國、西班牙、瑞
典、瑞士、臺灣、泰國、英國或美國（以下統稱「居住國家／地區」）。如您不是上述任一居
住國家／地區之居民，即不具資格申請或參加甄選。

●

在送出申請表時，已達到其所居住國家／地區法定成年年齡（且至少滿 18 歲）。年滿十八
(18) 歲，但仍未達自身司法管轄區法定成年年齡之申請者必須經其父母／法定監護人許可，
並同意本《甄選條款》，方可申請參加。

●

如申請者因參加計畫而須出國，請持有有效期至少到 2022 年 12 月 30 日之護照；

●

能夠理解及使用英文對話 ；

●

能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抵達義大利西西里島珊布卡 (Sambuca)，以便開始計畫；

●

自 2022 年 6 月 30 日起，能在珊布卡連續居住三 (3) 個月；

●

無論是親自或透過房東搭檔接待房客，至少在 Airbnb 上出租為期九 (9) 個月的房源；及

●

根據要求，有資格獲得簽證，以便在計畫期間在義大利居住和工作。

如獲選參加計畫，參加者將須簽署次特許轉租權契約，以及與您和 Airbnb 關係有關之特定文件，並
能提供有效保險證明，確保已為計畫整段期間向大型保險公司投保，承保範圍涵蓋國際旅行、您在珊
布卡的住宿以及在珊布卡期間所發生之任何疾病或傷害。請參閱下文以了解相關要求之詳細資訊。
以下人士不具參加資格：Airbnb 的董事、高層職員、現任員工、獨立承包商、廣告商和代理商，包
括子公司或關係人（統稱為「豁免方」），以及上述人員之直系親屬和家庭成員（無論是否有親屬關係）
，包括但不限於配偶、伴侶、室友、子女、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和孫子女（無論其居住地）均不符合申
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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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商：「Airbnb」係本計畫之贊助商。基於資料保護目的，這些官方《甄選條款》中指稱之 Airbnb 實體
將根據您的居住國家／地區所決定：
●

如果您的居住國家／地區為美國，您將與 Airbnb, Inc. 簽訂合約，公司地址：888 Brannan
Street, 4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3, United States。

●

如果您的居住國家／地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甄選條款》範圍內不包含香港、澳門和
臺灣）（以下簡稱「中國 」） ，您將與安彼迎網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愛彼迎中國」）簽
訂合約。

●

如果您的居住國家／地區為日本，您將與 Airbnb Global Services Limited（以下簡稱「
Airbnb GSL」）簽訂合約。

●

如果您的居住國家／地區不在美國、中國和日本，您將與 Airbnb Ireland UC（以下簡稱「
Airbnb 愛爾蘭」）簽訂合約，公司地址：8 Hanover Quay, Dublin 2, Ireland。

「居住國家／地區」取決於您在申請表中的明確選擇（定義如下），Airbnb 可能會對此進行驗證；或者，
Airbnb 也可以使用與您瀏覽器或 IP 地址相關的各種數據屬性，確認您的居住地。如您更改了居住國家
／地區，自更改日期起，與您簽訂合約之 Airbnb 實體將根據更改後的居住國家／地區所定。
計畫概述
為了協助當地社區注入新活力，Airbnb 贊助此次甄選活動，以選出一 (1) 名申請者（以下簡稱「參
加者」）加入本計畫，該申請者將搬到義大利珊布卡的村莊，成為經設計師翻修過房屋之房東，該房
屋將於 Airbnb 上發布（以下簡稱「房源」）。參加者最多可攜帶三 (3) 名同伴加入在珊布卡的計
畫。此房源為當地市政府所有，並根據與 Airbnb 簽訂之特許權協議使用。
本計畫將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開始，為期十二 (12) 個月。在第一個月，參加者將會從一位
Airbnb 房東身上學習義大利語和烹飪。在此之後，參加者將在 Airbnb 上發布房源的一間臥室，並
展開出租待客之活動。參加者必須在計畫開始後，在珊布卡連續居住至少 3 個月，且須在計畫期間
於 Airbnb 上出租房源至少 9 個月。凡參加者及同伴在第一年繼續在 Airbnb 上出租該房源至少 9
個月，即可於計畫期間暫時旅行或返回自身國家／地區，例如：不在現場時，由房東搭檔處理出租事
宜。本計畫包括以下費用，Airbnb 將根據下述條款支付：Airbnb 全權決定並直接購買從離參加者最
近的機場到義大利珊布卡之機票；抵達義大利後之機場接送；1 個月義大利語課程（最多 24 小時）
；以及由當地達人教授 4 堂烹飪課程（以下簡稱「包含的計畫費用」）。所有其他費用應由參加者自行
負擔，請詳參如下。
計畫申請期
甄選申請期間為臺北時間 2022 年 1 月 18 日下午 4 點（美國東部時間 2022 年 1 月 18 日凌晨
3 點／中歐時間 2022 年 1 月 18 日早上 9 點）至臺北時間 2022 年 2 月 19 日中午 12:59（美
國東部時間 2022 年 1 月 18 日晚上 11:59／中歐時間 2022 年 1 月 19 日早上 5:59）。若想符
合參加資格，我們必須在甄選結束前透過以下流程收到申請表。於臺北時間 2022 年 2 月 19 日中
午 12:59（美國東部時間 2022 年 1 月 18 日晚上 11:59）之後收到的申請將不予以考慮，並會自
動棄權。
流程。如欲申請，您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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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往 www.airbnb.com/1eurohouse（以下簡稱「網站 」）；

2.

點擊「申請」按鈕；

3.

填寫申請表上要求之資料和聯絡方式（所有與甄選相關之資訊接收目的地），並回答所有問
題（以下簡稱「申請表」）；

4.

接受本《甄選條款》，並確認已閱讀本網站提供之《補充隱私權政策》；

5.

如獲選入圍候選人（以下簡稱「入圍者」）名單中，則須參加一輪或多輪視訊面試，了解計畫相
關內容、分享您的動機，並在需要時提供更多關於您的資訊。

每位申請者只能送出一 (1) 份申請，且您表示在申請時已年滿 18 歲，並已獲得父母／法定監護人
（如必要）之許可。一旦參加甄選，即表示申請者同意如獲選加入計畫，並無法律或實際義務參加計
畫（如以上「資格」一節所述），且 Airbnb 可就甄選和／或計畫與他們聯絡，並同意參加因甄選和
／或計畫而產生之任何宣傳活動，授予 Airbnb、Airbnb 公司集團及其代理商使用申請者個人資料之
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姓名、圖片、肖像和居住國家／地區，並同意被拍攝和攝影，且此類素材為
Airbnb 永久擁有，可全權決定在全球所有媒體中使用（包括但不限於關於甄選、計畫、Airbnb、參
加者、活動、體驗和意見之聲明）。在接受參加計畫之前，申請者可能須簽署單獨文件，確認接受本
條款，並免除 Airbnb 與本條款有關之責任。
所有個人資料之目的、性質、期限和時間範圍以及任何此類資料之使用特此獲申請者承認、接受並確
認為申請甄選之必要條件。此外，申請者承認，如獲選為甄選入圍者，Airbnb 可以全權決定對所提
供之資料進行背景調查，以確定或確認其是否符合參加甄選資格，以及加入計畫資格（如適用）。
參加者甄選。我們將從申請者中選出最多三十 (30) 名入圍者，並邀請他們與甄選委員會的一名或多名
人員，進行一輪或多輪的個人視訊面試（以下簡稱「面試」）。最終會有一 (1) 名入圍者被選為參與本計畫
的參加者。我們也將挑選另外三 (3) 名申請者為備取人，如參加者決定不參加或無法參加計畫，則將由
一名備取人替補。
第一階段：入圍者甄選
入圍者將由甄選委員會完全基於下列標準（以下簡稱「甄選標準」），從入圍名單中選出：
1.

百分之四十 (40%)：展現出對此計畫的熱情，對探索義大利文化有真正興趣，能融合生活和
出租待客的生活方式，以及自身經驗啟發他人體驗類似生活之潛力；

2.

百分之三十 (30%)：在針對書面回答甄選問題時展現出創意、個性及個人特色；談吐幽默且
能流暢敘述故事者佳；

3.

百分之二十 (20%)：展現出對出租待客和住家分享的熱情，願意將自身知識和熱誠用於此計
畫之出租活動，並以真誠的態度與珊布卡當地社區建立連結；

4.

百分之十 (10%)：在計畫期間和結束後，與他人分享自己在 Airbnb 上生活和出租的經驗和
發現，展現出與 Airbnb 內部職員和外部受眾進行對話之意願、樂趣和能力，以及向他人分
享提供彈性且長期住宿所需的一切。

5.

我們在審核申請時，亦會考慮以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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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甄選短文應超過 100 個字

o

熟悉以旅客或房東身分使用 Airbnb

o

至少能掌握基本的義大利語

甄選委員會
由三 (3) 名成員組成的甄選委員會（以下簡稱「甄選委員會」），將從所有申請者中選出入圍者和參加
者：
●

1 名 Airbnb 團隊成員

●

1 名珊布卡社區成員

●

1 名獨立成員

甄選委員會之決定為最終決定，且具有拘束力。如有平手情況，則由另一位「打破平局」委員根據甄
選標準對平手的申請表評分。申請者的技能須滿足甄選標準才能進入第二階段。Airbnb 不會透露任
何申請表的分數。
我們將於 2022 年 3 月 30 日前，使用申請表中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通知入圍者（以下簡稱「入圍
者通知電子郵件」）。申請者一旦加入甄選，即表示承認並同意，如獲選為參加者，必須在參加者通知
電子郵件傳送日起兩 (2) 天內回覆，並提供所有其他必要資訊，包括但不限於：
1.

書面確認書或資格證明，包括持有有效護照或歐盟身分證、居住國家／地區和目前年齡之證
明；

2.

背景調查書面同意書（如適用）；

3.

是否持有駕照及相關資料（到期日、簽發單位、可使用駕照的國家／可駕駛車輛等）；;

4.

簽證證明、其他許可或文件之書面確認書，以證明在計畫期間有資格在義大利珊布卡居住和
工作；

5.

根據本《甄選條款》之要求，簽署並交回英文版申請表與免責聲明，除非我們自行決定延長
此要求之截止時間；及

6.

在入圍者通知電子郵件傳送日起四 (4) 天內，提供一部兩 (2) 分鐘的影片，告訴我們您為
什麼想要搬到珊布卡？為什麼您對在 Airbnb 上當房東並分享房源感到興奮？您打算如何與
當地社區建立更緊密的連結？這部影片必須遵守《甄選條款》，並在此作為您申請的一部
分。

如果任何入圍者通知電子郵件因無法送達而被退回，入圍者將被確定不符合資格，入圍者未能遵守
《甄選條款》中規定的所有強制條款和時間要求，或入圍者未能簽署 Airbnb 進行背景調查（如適
用）所需文件和／或通過背景調查，Airbnb 可全權決定取消入圍者之甄選資格，屆時將通知第二名
入圍者，且該名入圍者亦遵守所有入圍者要求。
第二階段：入圍者面試
4

面試由甄選委員會成員於 2022 年 4 月 15 日（以下簡稱「面試時間」）前進行，時間將由入圍者和
Airbnb 共同商定。如入圍者無法在面試時間參加面試，將被取消資格。Airbnb 有權為面試錄影，僅用於
審核以確定參加者。如 Airbnb 希望將面試錄影檔用於其他目的，則須獲得入圍者之額外許可。
面試期間，甄選委員會成員將面試入圍者，將提出與計畫和入圍者申請有關之問題。甄選委員會將根
據甄選標準對入圍者影片和面試評分，並依據最終得分確定參加者。
禁止內容
在本計畫中所提供的申請表或內容必須是您的原創作品，不得侵犯任何其他方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
智慧財產權、隱私權、公開權或其他道德權利。申請中不得包含以下內容：(i) 支持或宣傳非法或有
害活動；(ii) 暴力、褻瀆、粗俗、淫穢、誹謗或其他令人反感的材料；(iii) 成人內容；或 (iv)
誹謗內容。若任何申請者違反上述禁止內容或本《甄選條款》之任何其他條款，或 Airbnb 出於任何
原因覺得其申請不適當，Airbnb 都有權取消該名申請者之資格。
通知要求、參加者協議和參加者公告
申請者同意以下參加者要求：
通知：我們將於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選出參加者，並在兩 (2) 個日曆日內透過在申請表中提供的電子
郵件通知（以下簡稱「參加者通知電子郵件 」）。參加者必須在參加者通知電子郵件傳送後一 (1) 日內
回覆。如果任何參加者通知電子郵件因無法送達而被退回，參加者將被確定不符合資格；如果參加者
未能遵守《甄選條款》中規定的所有強制條款和時間要求，或參加者未能簽署 Airbnb 進行背景調查
（如適用）所需文件和／或通過背景調查，Airbnb 可全權決定取消參加者之甄選資格，屆時將通知
第二名參加者，且該名參加者亦遵守所有參加者要求。
參加者協議：作為甄選的一部分，參加者必須簽署協議，確認接受《甄選條款》，並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
圍內免除 Airbnb 和豁免方與計畫有關之責任。這包括資格聲明或宣誓書（由 Airbnb 全權決定，聲明內
容包括不受可能會影響參與計畫之合約或雇用條件限制）、免責聲明、保密協議和公開聲明，允許
Airbnb 根據下述宣傳許可使用參加者肖像。如果拒絕簽署，或無法在確認收到後的兩 (2) 個日曆日內
簽署和交回本《甄選條款》要求之任何聲明、宣誓書或其他文件，可能會導致參加者的資格被取消。
次特許轉租權：參加者亦須與 Airbnb 簽訂次特許轉租權協議，以在計畫期間使用房源，在 Airbnb 上出
租一間臥室作為接待旅客的住宿，為期至少 9 個月。具體而言，參加者將作為次特許者使用該房源（
Airbnb 為特許者），最長為十二 (12) 個月，之後參加者可繼續以市政府特許者身分經營業務（須經市政
府同意）。然而，申請者理解，獲選為參加者後，如有未遵守參加者在房源經營方面之任何義務，或違反
本《甄選條款》或 Airbnb《服務條款》之情況，他們將喪失使用房源權利。
費用：參加者須負擔使用房源和出租房源的成本（例如：人事、消耗品、清潔服務、水電瓦斯費合約等相
關之費用），以及房源日常和特殊維護費用。參與者亦須負責繳納適用於其出租活動或參與計畫之任何
稅費。
合規性：參加者將負責遵守適用於義大利之國內和國際法規，尤其是在計畫整段期間會影響出租活動表
現、與新冠肺炎疫情相關之法律。
保險：參加者必須為自己和同伴提供整段計畫期間由大型保險公司承保之有效保險證明，承保範圍包括
國際旅行、在珊布卡的住宿以及在珊布卡期間的疾病或傷害。
宣傳許可：參加者必須同意，Airbnb 可永久使用其姓名和／或綽號，並同意就對本計畫或 Airbnb 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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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明被拍攝、照相或以其他方式錄制，包括聲音、圖像、肖像、表現等（以下統稱「肖像」），並且 Airbnb
可出於任何及所有宣傳或其他目的，永久在全球媒體中使用該肖像；參加者不擁有此素材權利，或就
Airbnb 對此素材之使用獲得任何額外補償。Airbnb 可能會在計畫結束後三十 (30) 天內公布參加者
姓名和／或居住國家／地區，公布管道包括
Twitter
(@airbnb)、Instagram
(@airbnb)
和
Facebook 等社群媒體。
良好行為：如獲選為參加者，申請者聲明將在計畫期間展現良好的公民素養，並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和
法規；將在計畫期間和開始前的準備階段裡與 Airbnb、房源主人、計畫後勤團隊和任何其他顧問或計畫
合作夥伴合作；參加者不會做出任何有損害 Airbnb 聲譽之作為或不作為。申請者承認，如獲選為參加
者，任何違反此聲明之行為可能會導致立即停止參加計畫，立即失去參加計畫的資格，和／或立即有
義務向 Airbnb 償還部分或全部包含的計畫費用。如果參加者須於計畫完成前（即在珊布卡至少親自
參與連續三 (3) 個月，並在當地房東搭檔支援下完成 12 個月計畫中剩餘 9 個月之出租任務前）返
回家園，則任何剩餘部分都將被放棄，Airbnb 可能會將參加者從計畫中移除。
申請許可
送出申請，即代表您授予 Airbnb 非排他性、永久性（或在相關智慧財產權所授予之保護期間）、全
球性、不可撤銷、全額付清且免版稅之權利和許可，允許我們出於任何目的（包括娛樂、促銷和／或
廣告），透過任何現有或今後開發之形式或媒體（包括網路、任何透過新聞媒體發行的印刷品、影
片、海報、銷售點廣告、傳單等），全部或部分地（不論是否經修改）轉換、編輯、修改、重製、分
發、再授權、傳輸、發布、向公眾傳播、播放、表演、展示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您的申請和／或計畫中
提供之其他內容。除非法律禁止，否則您同意對 Airbnb 放棄且不主張或援引任何與您的申請相關之
任何所謂的道德權利（包括被認定為內容創作者之權利，以及反對貶損內容之權利）。申請參加甄選
，即表示您向 Airbnb 擔保並保證您的申請如上所述為原創，且您擁有所有必要的權利與許可（包括
必要的外匯管制許可）以送出該申請，並授予 Airbnb 本《甄選條款》中所述之權利。在符合您所在
司法管轄區法律之前提下，您將就任何違反這些規定之行為向 Airbnb 和豁免方提供賠償，並使之免
受損害。
申請者理解並承認：(i) Airbnb 可以廣泛獲取創意、設計、規則、方法和其他材料（以下統稱「概
念」） ，而其他概念會經常獨立送交給 Airbnb，或由 Airbnb 員工獨立開發；(ii) 許多概念可能與申請內
容有競爭、相互類似或相同；(iii) 申請者無權因 Airbnb 在概念中使用與您申請內容類似或相同之任何
材料（且來源不是您）而獲得任何補償。除法律禁止外，申請者承認並同意，就任何此類概念違反或保
護申請者在申請中之著作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而言，Airbnb 現在和未來不會有任何直接、間
接、附帶、貢獻或任何其他責任或義務。申請者承認，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申請者對 Airbnb
使用與自己根據本計畫提出的獨立概念、其他素材相似或相同之任何索賠，對申請者造成的任何損失
（如有），將不會無法彌補或以其他方式足以讓申請者有權尋求任何強制或其他平等救濟，或以任何
方式禁止、干擾、延後或中斷根據申請者或適用法律允許之任何製作的生產、分發、展示或其他開發
，且在適用法律允許最大範圍內，申請者在任何此類情況下之權利和補救，均應嚴格限制於依法採取
與加入本《甄選條款》相關的自付費用（如有）。如 Airbnb 或履行合約之員工或代理商侵害申請者
之任何智慧財產權，或有重大過失或故意不當行為，本免責聲明將不適用。
一般免責條款
申請本計畫，即代表您免除豁免方基於任何理論之任何責任，並在適用法律允許最大範圍內，放棄因
本計畫、行政、履行（包括任何旅遊或相關活動）和／或您的申請、Airbnb 使用您的申請或您提供
與本計畫相關之其他內容，而導致與其相關之所有索賠和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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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 (i) Airbnb 有重大過失或故意 (ii) 違反自身責任，無論係屬法律或合約規範；或 (iii) 法
律禁止之行為，否則豁免方對以下情況概不負責：(a) 遺失、延遲、不完整、損壞、不準確、錯誤、
被盜、延誤、誤導、未交付或雜亂申請表、電子郵件、信件或任何類型之通訊；(b)
電腦或網路問
題、伺服器問題或電子郵件帳號問題；(c) 因為無法合理控制之任何原因而無法接收任何申請表；或
(d) 與本計畫有關之任何其他類型錯誤（無論是機械、技術、網路、印刷、排版、人為或其他），包
括行政錯誤或影響該計畫之行政管理、申請處理或審核、該計畫公告、參加者或任何計畫相關材料中
之問題。
對於因個人疏失、欺詐行為或任何其他不受法律限制之責任而導致死亡或人身傷害，本條款不限制或
排除任何個人或實體之責任。
個人資料
為了管理計畫，Airbnb 須蒐集、審核並儲存您的個人資料（如姓名、聯絡方式和申請表）（以下簡
稱「計畫個人資料」）。申請者必須提供計畫個人資料。如未能提供計畫個人資料，您將無法參加計
畫。處理計畫個人資料之目的是讓 Airbnb 能履行本《甄選條款》之義務。
Airbnb 將以控制者身分處理計畫個人資料，以履行本《甄選條款》中 Airbnb 之義務（包括管理計
畫以及選擇參加者），並在法律允許範圍內履行 Airbnb 之合法利益。Airbnb 可能會將計畫個人資
訊與甄選委員會和第三方供應商分享，以便他們協助管理計畫。
您特此承認、接受並確認任何此類個人資料的使用目的、性質、期限和範圍對於 Airbnb 管理本計畫
之必要性，因此屬本計畫之必要條件。此外，您確認，如果獲選入圍名單，Airbnb 可以全權決定對
您提供之資料進行背景調查和／或驗證，以確定或確認您是否符合加入計畫資格。在某些司法管轄區
，處理您的個人資料可能須徵得您的書面同意。在此情況下，Airbnb 將徵求您的同意。
在某些情況下，Airbnb 可能會要求您提供額外的個人資料。在此情況下，Airbnb 或 Airbnb 之合作
夥伴將徵求您的同意，以處理此類個人資料，並在必要時與第三方供應商分享該資料。如果您被要求
提供此類額外個人資料，這些敏感資料將不會視為計畫個人資料。此類資料將完全由第三方控制，
Airbnb 不具有控制權，也無該資料之存取權。
如欲進一步了解 Airbnb 如何處理您的個人資料、資料保留期以及參加者對於個人資料擁有之權利，
請參閱我們的《隱私權政策》：https://www.airbnb.com/terms/privacy_policy。
一般條款
準據法與司法管轄區
●

如果您居住在美國，本《甄選條款》則應按照加州和美國的法律解釋，而不考慮法律原則衝
突。除非您和 Airbnb 同意於其他地點進行訴訟，否則必須在加州舊金山的州或聯邦法院提
出司法訴訟（小額訴訟索賠除外）。您與 Airbnb 均同意以加州舊金山法院作為審判地，並
同意其對個人之管轄權。

●

如果您居住在中國大陸，則本《甄選條款》將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以下簡稱「中國法
律」）解釋。因本協議而產生或與本協議相關之任何爭議應送交至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
會（以下簡稱「貿仲委」），在北京進行仲裁。仲裁應依據申請時有效之貿仲委仲裁規則進行，但
本節不得被解釋為對 Airbnb 之任何限制。Airbnb 有權向任何管轄權的法院提出申請，並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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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律或其他適用法律許可之下，要求或禁止您履行某些行為和其他臨時措施。仲裁程序應以
英文進行。仲裁裁決將成為最終判決，且對雙方均有拘束力。
●

如果您居住的國家／地區在美國和中國境外，本《甄選條款》將按照愛爾蘭法律解釋。《聯
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CISG) 不適用。法律選擇不會影響您根據所在司法管轄區之消
費者保障規範消費者之權利。針對本《甄選條款》所引起或與本《甄選條款》相關的事項，
您作為消費者只能在愛爾蘭的法院或您所在司法管轄區之主管法院向 Airbnb 提出司法訴
訟。如果 Airbnb 希望對您（作為消費者）強制執行任何權利 ，只能在您所在司法管轄區之
主管法院申請。

適用語言
《甄選條款》和其他計畫素材均以英文提供。從英文翻譯成其他語言的版本，僅為向申請者友情提供。
您同意以英文進行解決爭議之程序（如有）。
取消、暫停、修改條款
依照適用法律和任何可能需要之核准，在基於 Airbnb 無法合理控制之原因或情況下，如 Airbnb 認
為必要或適當，您承認 Airbnb 可以取消、暫停、修改或終止計畫。此類原因或情況應包括但不限於
火災、風暴、洪水、地震、爆炸、戰爭、入侵、叛亂、破壞、傳染病、流行病、與疫情大流行相關之
一個或多個居住國家／地區之封城措施、勞資糾紛、任何危及航空旅行之行動或威脅，以及任何第三
方（包括承包商、客戶、政府或政府機構）之作為或不作為（包括法律、法規、不核准或未能核
准）。此外，在適用法律許可的最大範圍內，申請者放棄並免除豁免方因任何此類取消、暫停、修改
或終止行為而產生或與之相關的所有賠償責任，且不對豁免方提出訴訟。
本計畫在任何居住國家／地區之外、加拿大魁北克省和被禁止處均為無效。如果本《甄選條款》中任
何或部分條文被有管轄權之法院認定為無效、非法或不可執行，則我們應進行最低限度之必要修改，
使本條款有效、合法並具有可執行性。如果無法進行此類修改，我們應將相關條文或部分條文刪除。
如果有對於該條款之條文或部分條文進行修改或刪除，此舉不應影響本《甄選條款》其餘部分之有效
性和可執行性。在適用法律許可最大範圍內，如果 Airbnb 認為因故障、錯誤、中斷或損壞，已經或
即將損害甄選活動之管理、安全、公平、誠信或正當運作，Airbnb 可以全權決定暫停、修改或終止
計畫。在此情況下，我們將從已收到之合格申請中挑選參加者（如可行），或以其他 Airbnb 認為公
平且適當之方式完成甄選。
國家特定條款
瑞典居民：如果參加者是瑞典居民，則必須按照要求提供社會安全號碼，以便 Airbnb 通知瑞典國稅
局。
澳大利亞居民：申請者的個人資料可能會向澳大利亞以外的國家或地區（包括美國和英國）揭露。如
未提供所要求的個人資料，申請者可能無法參加本計畫。
加拿大居民：如果參加者是加拿大居民（魁北克省除外，該省不符合參加計畫之條件），在參加計畫
之前，必須在規定時間內正確回答一個數學技能測驗的問題。如果無法正確回答該技能測驗問題，參
加者將被視為不符合參加計畫的資格。
義大利居民：如果參加者是義大利居民，參加者可用於交通和／或其他旅行相關費用的一次性費用可
能會以優惠券或禮物卡形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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