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指定商户独家优惠
以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于以下指定商户進行分

期消费可享更多独家奖赏及优惠!


电子科技

指定商戶 奖赏及优惠

ahaa
店铺及 
官方网上商店

 8% 现金回
 6个月免息分
 单次合资格购物满3,000 HKD 

以上，可享200 HKD现金回赠 1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

电器帮 ElecBoy
官方网上商店 (仅
限繁体) 

 8% 现金回
 6个月免息分
 单次购物满2,000 HKD 或以上，

可享150 HKD现金回赠 1 
即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

丰泽
官方网上商店

 8% 现金回
 6个月免息分
 单次购物满2,500 HKD 或以上，

可享200 HKD现金回赠 1 
即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

J SELECT
店铺及

官方网上商店

 8% 现金回
 6个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

WCSL
官方网站

 8% 现金回
 12个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

友和YOHO
店铺及 
官方网上商店

 8% 现金回
 6个月免息分
 单次购物满3,000 HKD或以上， 

可享200 HKD现金回赠1 
即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

家居生活

指定商戶 奖赏及优惠

NEW

at.home
店铺

 8% 现金回
 6个月免息分期2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

BBE
店铺及 
官方网上商店

 8% 现金回
 12个月免息分
 于商戶单笔消费达8,000 HKD 

或以上可享额外500 HKD现金 
回赠 1 
即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

NEW

BUILT-IN PRO
店铺及 
官方网上商店

 8% 现金回
 12个月免息分
 单次网上购物满5,000 HKD或以

上，可享300 HKD现金回赠1 
即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

HOW Furniture
店铺及 
官方网上商店

 8% 现金回
 12个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

IKEA
店铺及 
官方网上商店

 8% 现金回
 12个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

RentSmart
官方网上商店

 8% 现金回
 6个月免息分
 用�livi�邀请码「livi100」登记

RentSmart并单笔消费满5,000 
HKD更可享100 HKD租金回赠3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

时尚品味

指定商戶 奖赏及优惠

周生生
官方网站

 8% 现金回
 12个月免息分
 单次网上购物满5,000 HKD或 

以上，可享500 HKD现金回赠1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

Hannah
店铺及 
官方网上商店

 8% 现金回
 12个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

I.T
店铺及官方网上商
店

 8% 现金回
 6个月免息分
 单次网上购物满3,000 HKD或以

上，可享200 HKD现金回赠1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

Nike
官方网站

 8% 现金回
 3个月免息分
 于Nike香港官方网站及/或APP 合

资格购买指定减价货品满500 
HKD或以上，输入优惠码
「LIVI150OFF」可享150 HKD即
时折扣1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

StockX
官方网站及App

 8% 现金回
 3个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

ZALORA
官方网站及App

 8% 现金回
 3个月免息分
 合资格购物满399 HKD或以上，

输入优惠码 ”LIVI2023” 可享
15%即时折扣4 
即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

个人护理

指定商戶 奖赏及优惠

指定美容及养生
商户
店铺及 
官方网上商店

 8% 现金回
 高达12个月免息分
 于指定商戶消费达8,000 HKD 

或以上可享额外500 HKD现金回
赠1 
即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

旅行消闲

指定商戶 奖赏及优惠

Agoda
指定页面

 8% 现金回
 3个月免息分
 经 付款可享7%折扣1 指定连结

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

Expedia
指定页面

 8% 现金回
 3个月免息分
 经 并使用优惠码 

”MASTER10” 可享额外10%折
扣优惠 及1000 Expedia Rewards 
积分 5,6 

指定连结

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

Hotels.com
指定页面

 8% 现金回
 3个月免息分
 经 并使用优惠码 

“MCYR10” 可享额外10%折扣
优惠1 

指定连结 

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

KKday
官方网站及APP

 8% 现金回
 6个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

Klook
官方网站及App

 8% 现金回
 3个月免息分
 预订酒店并使用「KLOOK5LIVI」

付款可享额外5%折扣优惠7 

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

富豪酒店
官方网站

 8% 现金回
 3个月免息分
 于富豪酒店官方网站预订指定客

房，输入「LIVI6OFF」即享额外
94折 1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

Texpert 专业旅
运
官方网站及店铺

 8% 现金回
 6个月免息分
 额外5%现金回赠1,8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

Trip.com
官方网站及App

 8% 现金回
 3个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

发现更多

指定商戶 奖赏及优惠

Automate
官方App

 8% 现金回
 12个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

NEW

My Day
特色婚宴场地

 8% 现金回
 6个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

丽豪酒店
｢悦子 • 悦美｣  
囍月计划

 8% 现金回
 6个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

Shopline
SHOPLINE  
开店平台

 8% 现金回
 12个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

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有关指定商户的额外奖赏及优惠，亦受个别条款及细
则约束。详情请参阅以上连结及 / 或以下备注。



livi PayLater 为信贷产品。



在个别情况下，客户或需要支付利息及其他收费。请
于 livi 理慧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参阅 livi PayLater 
产品资料概要、有关条款及细则及相关备注。



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1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商户对指定货品有排他及绝对的酌情权，详情请向商户查
询。

2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签帐并不适用于at.home礼券、寄
卖货品及指定货品。如有任何争议，瑞典欧化（远东）有限
公司将保留最终决定权。

3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0 HKD RentSmart 租金回赠将于成功登记后即时存入持
卡人之RentSmart账户内，并适用于以livi Paylater 
Mastercard支付5,000 HKD或以上之租金。用户须于登记
RentSmart账户时输入指定邀请码，方可享推广优惠。如登
记时没有输入邀请码将无法再次领取优惠，恕不补发。。

4 额外15%即时折扣由 ZALORA 提供，合资格购物将自动获
得即时折扣。每位合资格客户于推广期内指定交易满399 
HKD或以上可获最多150 HKD即时折扣。部份品牌及商品不
包括在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每单消费最高可享400 HKD折扣。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商户对指定货品有排他及绝对的酌情权，详情请向商户查
询。

6 合资格人士于推广期在 expedia.com.hk 将其万事达卡储存
为付款方式后完成首次预订，其于 expedia.com.hk 的 
Expedia Rewards 帐户将可获得 1,000 Expedia Rewards 
积分 (「推广积分」)。推广积分将于万事达卡资料储存于会
员帐户而有关首次预订的付款获处理后 12-16 个星期内存入
帐户，期间不得将万事达卡资料删除。同时万事达卡于 
Expedia Rewards 积分存入会员帐户时必须仍然有效且未
遭取消或停用。

7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商户对指定货品有排他及绝
对的酌情权，详情请向商户查询。每名合资格客户于推广期
内每单交易可享最高80 HKD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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