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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市 Net 119 网络消防报警系统使用条约 

１ 使用须知 

  用户必须阅读并同意本条约全文，方可注册使用横滨市消防局（ 下称 “ 本消防局 ”）所

提供的 Net 119 网络消防报警系统（ 下称 “ Net 119 ”）。 

２ 本条约的适用范围 

  本条约适用于 Net 119 及其附带的所有服务。 

３ Net 119 概要 

  听力障碍或发声・语言障碍且难以拨号报警的用户可使用持有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等设

备连接网络，通过 Net 119 进行无声的消防报警。 

４ 使用条件 

 (1) 用户范围 

    在横滨市内居住、就职或就学且满足以下 a ～ c 任一条件的用户可使用 Net 119 。 

   a   听力障碍・发声障碍（ 无论对方是否持有残疾人手册 ） 

   b   脑疾后遗症或咽部疾病导致无法发声 

   c    其他，难以发出声音报警求救 

 (2) 账号注册 

    用户必须注册账号，方可使用 Net 119 。 

 (3) 使用限制 

    Net 119 严格执行安全保障措施，防止第三方冒充正规用户进行恶作剧或虚假报警并

将正规用户卷入纠纷之中。 

   因此，通讯不安全的手机可能无法使用 Net 119 。 

   （ 若用户使用通讯不安全的手机，通讯内容可能被不怀好意的第三方盗取，报警内容

也可能被更改，建议更换新机型后使用本服务。） 

    Net 119 无法用于消防报警以外的其他用途。 

 (4) 设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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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必须使用搭载 GPS 定位功能、可连接网络且能够使用电子邮箱的智能手机、平

板设备或部分功能手机。 

 (5) 设置要求 

    使用 Net 119 时，必须开启设备的 GPS 定位功能。 

    报警时，在部分紧急情况下，难以临时更改 GPS 设置，建议保持 GPS 定位功能始终

处于开启状态。 

 (6) 邮箱设置 

   若已开启垃圾邮件过滤服务，请将 Net 119 加入白名单。 

      若已开启邮件拒收设置（ 只接收指定人邮件等 ），请关闭邮件拒收设置，或将 Net 

119 加入白名单。 

   （ 各设备的设置方式不同，如有不明，请查看设备说明书或咨询销售门店等。） 

 (7) 设备管理 

   请谨慎管理登录 Net 119 账号的智能手机或移动电话等设备，开启设备锁等，防止第

三方随意使用。 

 (8) 无法登录 

   登录发生错误、无法使用时，请咨询 “ 联系我们 ” 下方的联系方式。 

５ 注册时的注意点 

 (1) 持有多个设备 

    若用户拥有多部智能手机、平板设备、功能手机，必须分别注册每一台设备，无法批

量注册。 

 (2) 注册时的必填项目 

   注册时，用户必须填写以下信息，以确保报警后消防局能够迅速处理。 

  a 姓名（ 平假名 ） 

  b 出生日期 

  c 性别 

  d 地址 

  e 邮箱地址 

  ※可以使用的符号包括：半角数字、.（ 半角句号 ）、－（ 连字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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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地址不可连用半角句号，半角句号不可紧挨在 @ 之前（ .@ ）。 

 (3) 用户可添加常去地点的位置信息，以确保报警时能够迅速将位置信息发送给救护人

员或消防队。 

    建议添加常去地点的位置信息，以确保紧急情况下，本消防局能够与用户取得联络。 

 (4) 用户可以添加联系方式和紧急联系人，以防报警人身体不适、联系中断时急救人员或

消防队无法锁定报警人当前位置信息。 

   此信息十分重要，建议用户添加，以确保本消防局能够与报警人取得联系。 

 (5) 本消防局无法与报警人取得联系时，将联系紧急联系人，咨询报警人当前位置信息。

请将家人等能够将用户当前位置信息告知消防队的人员设置为紧急联系人。 

 (6) 添加紧急联系人前，请先取得对方同意。添加后，本消防局可联系紧急联系人，确认

对方意愿。 

 (7) 紧急情况下，本消防局将在消防急救行动的必要范围内，向行政机关、医疗机关、警

察等提供用户所填写的个人信息。本市以外的消防机关接到报警时，亦作同样处理。 

 (8) 发生以下情况时，请尽快联络 “ 联系我们 ” 下方的联系方式。 

  a 搬家、更换邮箱等，用户信息有所更改 

  b 智能手机、平板设备、功能手机等设备更换 

  c 停止使用 Net 119  

 (9) 本消防局可能向各位用户寄送通知或维护信息等，以确认用户的 Net 119 使用意愿。

收到邮件后，请阅读并回复。 

    若用户长期无回复、无法确认用户的使用意愿，本消防局可停止提供服务或注销用户

信息。 

 (10) 各设备发布的注册 URL 为个人验证信息，请勿告知第三方，以防虚假报警。 

６ 报警时的注意点 

 (1) 附近人士能够拨号报警时，请善用 Net 119 的 “ 求助他人 ” 功能，请求他人帮助，拨

打 119 号报警。 

 (2) 报警时，首先选择 “ 报警 ”，其次选择 “ 火灾 ”、“ 急救 ”，再从 “ 家 ”、“ 外出 ”、

“ 常去地点 ” 中选择当前所在位置。 

 (3) 选择 “ 家 ” 或 “ 常去地点 ” 时，系统将发送事先添加的位置信息。选择 “ 外出 ” 

时，系统将发送 GPS 检测到的当前位置信息。如若 GPS 无法锁定正确的位置信息，发送

前，请点选地图画面，将其修改为正确位置。 

 (4) 输入当前位置后，接入消防局，开始对话， 请将具体情况告知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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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对话中，仅可使用用户最初选用的语言，请勿使用表情符号等。 

 (6) 对话中断或结束后，消防局可能向用户注册时填写的电子邮箱内发送 “ 回拨邮件 ”，

请开启邮箱收信功能。 

 (7) 若邮箱地址变更，请修改个人信息，以确保能够收到 “ 回拨邮件 ”。 

 (8) 若报警地点不明（ 获取的位置信息与当前位置大幅度偏离等 ），工作人员将指导用户

通过其他方式（ 通过第三方报警等 ）报警。 

 (9) 善用 “ 练习 ” 功能，熟悉操作，以备不时之需。 

    通过 “ 练习 ” 功能，用户可以体验与正式报警时相同的操作，且不会转接至本消防

局，请放心练习，不必顾虑。 

 (10) 若本消防局判断报警行为为明显的恶作剧，今后有权拒接该用户的联络。 

 (11) 若用户开始使用时选用日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即使用户身处横滨市外，该消防报警

依旧由本消防局受理。本消防局听取必要信息后，派出管辖范围内消防总部的消防车。 

７ 无法使用服务 

 (1) 使用 Net 119 时，需要连接手机公司的通讯网，因此，在隧道、地下、建筑物内等无信

号的场所或信号覆盖的地区外，可能无法使用 Net 119 。 

 (2) 使用本服务时，需要连接网络，运营商、服务商等施工或维护以及网络阻塞、信号不

良等情况可能导致用户无法使用本服务。 

 (3) 由于某些原因无法使用 Net 119 时，请通过 Net 119 以外的其他方式报警。 

 (4) Net 119 系统维护前，本消防局将事先向各位用户注册时填写的邮箱发送维护通知，

请开启收信功能，以确保可以收到通知。 

 (5) 本消防局有权在事先通知用户的情况下，暂停、更改、停止或撤销 Net 119 的部分或

全部功能而不予以任何赔偿。 

８ 个人信息管理 

 (1) 本消防局基于横滨市个人信息保护条例，规范管理 Net 119 所收集的指向或可指向

具体个人的信息（ 包括对照其他信息后能够指向具体个人的信息，下称 “ 个人信息 ”），在 

Net 119 网络消防报警相关业务范围内使用用户个人信息，不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2) 若报警人身处本消防局管辖范围外的地区，则转交至负责该地区的消防局。并将报警

人提交的个人信息转交至该消防局。 

 (3) 负责的消防局可将包括注册信息在内的报警内容提交至接管的医疗机关。 

 (4) Net 119 用户注册信息以及报警内容（ 包括报警页面，即对话页面，所填写的信息以

及位置信息等 ）由本消防局以及系统运营维护服务商（ 包括软硬件维护方 ）存取，以运营

维护 Net 119 系统，保管消防急救业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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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用户退会、注销账号后，出于运营维护以及保管消防急救业务记录的目的，本消防局

将在一段时间内保存用户信息、报警内容和通讯记录。 

 (6) 若用户对公开・修改・删除个人信息等相关内容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消防局。 

９ 用户责任 

  使用 Net 119 时，用户自行承担所有责任。用户自行承担使用 Net 119 时所需要的设备

与通信费用。本消防局严格管理 Net 119，除起因于本消防局的损害外，对于用户在使用 

Net 119 过程中所做出的一切行为与其结果以及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本消防局不承担任

何责任。 

10 禁止事项 

  除前项规定以外，在使用 Net 119 的过程中，用户不得做出以下行为或有做出以下行为

的倾向。当本消防局判断用户行为符合以下情况时，有权采取限制用户账号功能或注销用

户账号等措施。 

 (1) 违反法令或网络规范 

 (2) 对其他用户、本消防局或第三方造成损害或不利 

 (3) 侵害人权、歧视、助长该行为的声势与发展 

 (4) 违反公共秩序和良好的社会风俗 

 (5) 违反法令 

 (6) 引诱或劝导自杀 

 (7) 填写、发布、收发虚假信息 

 (8) 未事先取得本消防局的书面许可的情况下，通过 Net 119 营利 

 (9) 妨碍本消防局运营 Net 119 

 (10) 败坏 Net 119 信誉 

 (11) 转让、出借、向公众传播、许可他人使用 Net 119 账号 

 (12) 复制、改编、编辑、修饰、反汇编、反编译、反解 Net 119 信息 

 (13) 其他，本消防局判断不恰当的行为 

11 知识产权等 

 (1) Net 119 相关内容的权利（ 所有权、专利权・版权等知识产权、肖像权、隐私权等 ）属

于本消防局或拥有该权利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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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使用 Net 119 时，用户不获得任何权利，本消防局向用户授予遵守本条约方可使用 

Net 119 的非专属且不可转让的实施权及使用权。 

 (3) 用户不得损害 Net 119 的所有权、知识产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一切相关权利。 

 (4) 若用户违反本规定并导致侵权等问题，用户应自行承担责任，解决问题，不得给本消

防局带来任何麻烦，造成任何损害。若给本消防局造成损害，用户应向本消防局赔偿所有

损失。 

12 免责事项 

 (1) 若 Net 119 相关信息侵犯用户或第三方权利，或因此引起纠纷，本消防局对此不承担

任何责任。 

 (2) 若设备环境或网络环境等导致用户无法正常使用 Net 119 ，给用户带来损失，本消防

局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3) 若用户在安装 Net 119 过程中，设备感染电脑病毒，给用户带来损失，本消防局对此

不承担任何责任。 

 (4) 若不可抗力等异常因素导致用户无法正常使用 Net 119 ，本消防局对此不承担任何

责任。 

13 条约修改 

  本消防局有权随时修改本条约内容。修改条约内容后，本消防局将在 Net 119 内发布修

改后的条约内容，以告知各位用户。条约一经发布，立即生效。 

14  协议以及管辖法院 

  若 Net 119 相关用户、本消防局以及第三方间产生疑义、纠纷，应以诚相待，共同协商

解决。若协商后，疑议、纠纷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则由横滨地方法院或保土谷简易法院担任

该纠纷的一审专属协议管辖法院。 

15 准据法 

  本条约遵循日本法律，并适用于其解释。 

（ 联系我们 ） 

横滨市消防局指挥科 

电话 045-334-6725 | FAX  045-334-6720 | 邮箱 sy-shirei@city.yokoham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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