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指定商戶獨家優惠

®

以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於以下指定商戶消費可享8% 現金回贈。立即了解更多額外獎賞及優惠!

電子科技

指定商戶 額外獎賞及優惠

HOME+ 

官方網站及App

 8% 現金回
 額外港幣100元現金回贈 
 額外8%折扣 
 12個月免息分期 * 

即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

人気电器店

門市及網店

 8% 現金回
 12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Samsung

官方網站

 8% 現金回
 24個月免息分期 *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友和YOHO

官方網站

 8% 現金回贈 

 額外港幣100元現金回贈 * 

 6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

即日起至2022年8月31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中原電器

門市及網店

 8% 現金回
 額外港幣200元現金回贈 
 6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

WCSL

官方網站

 8% 現金回贈
 額外高達50%折扣 
 12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家居生活

指定商戶 額外獎賞及優惠

Homie Living

官方網站

 8% 現金回
 額外港幣200元即時折扣 
 6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10月31日

IKEA

門市及網店

 8% 現金回
 12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pickupp 
官方網站及App

 8% 現金回
 12個月免息分期 *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Pricerite 實惠 
門市及網店

 8% 現金回
 12個月免息分期 *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Shop On Pickupp 
官方網站及App

 8% 現金回贈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Spaceship

官方網站

 8% 現金回
 額外港幣50元折扣 
 6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

惠而浦 
官方網站

 8% 現金回
 6個月免息分期 * 

即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

親子王國 Baby 
Kingdom Mall 網站

 8% 現金回贈 
即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

J SELECT 

門市及官方網上商店

 8% 現金回
 高達港幣450元現金回贈 
 6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OTO 

專門店

 12個月免息分期 *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時尚品味

指定商戶 額外獎賞及優惠

周生生

官方網站

 8% 現金回
 額外2%現金回贈 
 12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NET-A-PORTER 
官方網站及App

 8% 現金回贈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Nike

官方網站

 8% 現金回贈 

 額外20%折扣 *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

即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

Suit Artisan 
門市

 8% 現金回
 12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ZALORA 
官方網站及App

 8% 現金回贈
 額外15%即時折扣 * 

 額外港幣100元即時折扣 *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

即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

Pinkoi 
網店及 app

 8% 現金回贈
 港幣35元即時折扣 *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StockX 

官方網站及App

 8% 現金回贈
 額外4%折扣 * 

即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

身心增值

指定商戶 額外獎賞及優惠

遵理學校

各分校及官方網站

 8% 現金回
 額外港幣300元電子現金券 *
 12個月免息分期 *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指定美容及養生商戶

門市及網店

 8% 現金回贈
 額外港幣500元電子現金券 
 高達12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

余仁生 
官方網站

 8% 現金回
 額外港幣50元折扣 * 

即日起至2022年10月31日

Kaplan 
官方網站

 8% 現金回贈 

 額外高達10%現金回贈 *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

即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

Preface

官方網站

 8% 現金回
 12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Colourmix 卡萊美

門市及網上商店 
MORIMOR by 
Colourmix 門市

 8% 現金回
 6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

Smilelove

門市及網店

 8% 現金回贈 

 12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

即日起至2022年11月7日

Xccelerate 

官方網站

 8%現金回
 12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Fresh

官方網店

 8% 現金回贈 

 額外10%折扣*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即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

及時行樂

指定商戶 額外獎賞及優惠

Agoda 

指定頁面

 8% 現金回
 額外7%即時折扣 

即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

Expedia 

指定頁面

 8% 現金回
 額外12%折扣及額外1000 Expedia Rewards 積分 *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Hotels.com 

指定頁面

 8% 現金回
 額外12%折扣 *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KKday 

官方網站

 8% 現金回
 12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MyiCellar 

門市及網店

 8% 現金回
 額外2% 現金回贈 
 6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Texpert 專業旅運

官方網店

 8% 現金回
 額外5%現金回贈 
 12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發現更多

指定商戶 額外獎賞及優惠

Automate

官方App

 8% 現金回贈
 額外2%現金回贈
 額外港幣200元折扣 
 12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

SHOPLINE

官方網站

 8% 現金回
 12個月免息分期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Vetopia

官方網站

 8% 現金回贈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詳情請參閲 livi 網站

我們可不時調整合資格交易的範圍而無須通知。我們有權酌情決定一筆交易是否屬於合資格交易而毋須解釋原因。某種類型的交易可能曾是合資格交易但其後不再是合資格交易，反之亦然。

交易編號由指定卡的卡組織分配，而我們無法控制。

有關指定商戶的額外獎賞及優惠，請參閱其個別條款及細則。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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