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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及细则 – liviVerse - 1,888 NFT 抽奖活动 
 
推广期 

 

1. liviVerse - 1,888 NFT 抽奖活动（本活动）有效推广期为 2022 年 6 月 07 日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 ，包括首尾两日（推广期）。 

 

谁可获享本奖项 

 

2. 本活动由满足以下条件的理慧银行有限公司（理慧或我们）客户尊享：(1)持有有效香港身

份证的香港居民；(2)在推广期内使用理慧 App 的「分享」功能分享我们指定的 liviVerse 抽

奖页面至指定社交媒体，及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合资格客户）。 

 

3. 于推广期内，每名合资格客户只能参与本活动一次。 

 

4. 理慧员工不能参与本活动。 

 

本奖项是什么 

 

5. 得奖者（得奖者）会由计算机从所有合资格客户中随机抽取。奖项的名额上限为 1,888 个，

得奖者可获得一枚 livi NFT（本奖项）。 

 

6. 得奖结果将于 2022 年 7 月 06 日或之前于理慧 app 上公布。得奖者的登记电邮地址的一部

份将会被刊登以作识别。于结果公布当日，得奖通知亦会发送至得奖者的登记电邮地址。 

 

7. 得奖者可在理慧 App 查看本奖项。 

 

获享奖项的条件  

 

8. 在奖项发放时，得奖者的存款账户必须被理慧认为处于有效及良好的状态。否则，奖项将

被取消或收回而无须事先通知得奖者。得奖者需确保其于理慧登记的个人资料为有效而且

是最新的。  

 

9. 奖项的名额有限, 每一名得奖者只能获得奖项一次。除非有明显错误，我们就合资格客户

及本奖项限额的记录为最终及具决定性。 

 

10. livi NFT 受其自身条款及细则约束。 

 

修改本条款及细则 

 

11. 我们保留随时更改本条款及细则的权利。您可以在我们的 App 及网站查阅关于本活动的最

新消息、限额、条款及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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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条款  

 

12. 奖项不可转让、退款、替换或兑换成现金、财物、或其他会籍／会员积分、奖赏或礼遇。 

 

13. 我们保留使用其他礼品/奖赏替换奖项的权利而毋须事先通知，且该礼品/奖赏的价值和种

类或与原本的奖项不同。 

 

14.  如以欺诈行为或失实陈述获取奖项及／或滥用本活动，会导致奖项被取消或收回。我们保

留取消或收回奖项及追讨任何成本及损失的权利。 

 

15. 我们有权酌情决定暂停、终止、修改或替换本活动及／或奖项，而毋须事先通知。 

 

16. 除合资格客户及理慧以外, 其他人士无权根据《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强制执行或享有本

条款及细则中任何条文的利益。  

 

17.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18. 本活动及／或奖项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现行监管要求限制。 

 

19.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按此诠释。  

 

20. 若本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本有任何不一致，概以英文本为准。 

 

由理慧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日期：2022 年 6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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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 NFT 条款 

 

本条款适用于本行提供及您使用的 livi NFT（第 1 段中定义）及相关功能及安排。livi NFT 为

本行通过应用程序提供的服务之一，而本行不时提供规范账户及服务的理慧服务条款亦适用于

livi NFT。本条款应与理慧服务条款一并阅读。通过加入 livi NFT 项目，您确认并同意受本条

款约束。 

 

理慧服务条款中定义的字词在本条款中使用时具有相同的含义。如本条款与理慧服务条款有任

何不一致之处，就 livi NFT 而言，应以本条款为准。 

 

1. 关于 livi NFT   

1.1. livi NFT 是由理慧银行有限公司 (理慧或我们) 创作或为其创作的艺术作品（包括但不限

于任何艺术、图形、形象、设计、标识、宣传词及绘画），并于某一基于区块链的非

同质化代币(NFT)相联。 

1.2. livi NFT 可能具有不同的名称、昵称、形象、外表、标记、版权、商业外观色彩、商业

外观设计及/或其他设计及细节(设计)，而理慧拥有其知识产权。 

1.3. 理慧可能将某个 livi NFT 指定予你(授权作品)。若理慧如此指定，则表示理慧根据第 3

段的规定就该 livi NFT 的版权授予你一项许可。除第 3 段列明外，你对于该 livi NFT 或

其相联的 NFT 或其任何部分均无任何权益或权利。 

2. 所有权 

2.1. 理慧（或在适用的情况下，其关联公司、代理、代名人或授权人）拥有关于以下的全

部权利、所有权及权益： 

(a) livi NFT 及其设计，连同其相联的 NFT；  

(b) 其关于 livi NFT 开发或创造的软件及手机应用程序、系统、网络设计及其他全部

知识产权及技术；及  

(c) 在全球任何国家或司法辖区受认可的全部专利权（包括但不限于专利申请及发

布）、版权、商业秘密、商标、实用技术及其他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3. 许可 

3.1. 在你遵守本条款的前提下，理慧授予你一项全球范围内、非专属、可撤销、不可转让、

无需缴付许可费的许可，以令你可展示授权作品(许可)。该许可不得转让、退款、替

换或兑换成现金、财物、或其他会籍／会员积分、奖赏或礼遇。 

3.2. 就 livi NFT 授予你的任何许可均仅供你私人、非商业使用及仅供娱乐用途。  

3.3. 你不可，亦不可允许任何第三方，进行或试图进行下述行为： 

(a) 以任何方式修改授权作品或任何 livi NFT 或其设计，包括但不限于其外形、设计、

绘画、版权标识或色彩； 



 
 

4 
 

(b) 用户许可证作品或任何 livi NFT 或其设计以进行广告、营销或售卖任何产品或服

务，或用于任何非私人或非娱乐用途； 

(c) 用户许可证作品或任何 livi NFT 或其设计于任何散布仇恨、非包容、暴力、残酷、

煽动、叛乱或任何其他有合理可能以构成仇恨言论或以其它方式侵犯他人权利、

社会秩序、死亡、色情或其他“仅限成人”活动、武器弹药、诋毁、或基于种族、

民族来源、性别、宗教、残障、民族、性取向、家庭岗位、性别认同、年龄、医

疗状况及/或政治观点而歧视任何人，或可能对理慧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的任何其

他目的或内容；  

(d) 在任何电影、视频或其他形式的媒体中用户许可证作品或任何 livi NFT 或其设计，

除非仅供你私人、非商业、娱乐性的用途； 

(e) 出售或分销以赚取商业收益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商业化使用任何商品，而该商品包

括、包含或由授权作品或任何 livi NFT 或其设计衍生； 

(f) 试图就授权作品或任何 livi NFT 或其设计注册任何商标、版权或以其他方式获取额

外的知识产权；或  

(g) 以其他形式将授权作品或任何 livi NFT 或源自其的任何艺术用于你或任何第三方的

商业利益。 

4. 第三方知识产权 

4.1. 若授权作品或其设计包含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第三方知识产权)，你须(i)不得使用该第

三方知识产权，除非以嵌入授权作品的方式使用，但而该等使用亦须受限于其自身包

含的许可及限制；(ii)遵守理慧不时规定的关于该第三方知识产权的额外条款及细则。 

5. 许可的终止 

5.1. 若出现以下情况，授予你的许可将立即终止：  

(a) 你以欺诈或虚假陈述取得许可； 

(b) 你违反本条款； 

(c) 你或你的财产被指定任何受托人、接管人或类似的人士、无力偿债、为你的债权

人利益而做出任何转让，或提交破产呈请；  

(d) 你就授权作品参与任何非法商业行为；  

(e) 你不再是理慧的客户。 

5.2. 我们亦可随时终止或暂停许可及有关的功能及产品特征，而无须给予通知或解释理由。 

5.3. 你可随时联络客服 (+852 2929 2998) 以要求终止许可。你提出的终止要求将不可撤销。 

5.4. 在许可被终止时，你将不能再展示相关的 livi NFT 或其设计。我们可能将有关的 livi 

NFT 指定予其他客户。 

6. 责任限制   

6.1. livi NFT 按「现状」或「现有」基准向你提供。我们未就 livi NFT、其设计、其相联 NFT

或其相关软件作出任何保证。 我们不保证 livi NFT、软件或其任何功能的状态或表现，

或其是否适合任何特定用途，或其将及时可用或及时传送或不会侵犯第三方权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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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安全、全无错误或会不受中断地运作。在法律许可的限度内，就 livi NFT 及软件无

计算机病毒或其他污染或破坏性数据，或使用其不会损害您的装置，我们卸弃所有的

保证及责任。除因我们欺诈、故意不当行为或重大疏忽所造成的，我们无需对可能因

使用 livi NFT 或其任何功能而造成的损失或损害负责。   

7. 修改本条款  

7.1. 我们保留随时更改本条款的权利。您可以在我们的 App 及网站查阅关于本奖赏的最新

消息、限额、条款及细则。  

8. 其他条款  

8.1. 由于本许可的性质，无论你与理慧间的任何沟通（包括口头及书面），若我们在任何

时间表示你将获发一个 livi NFT 或任何具有相似意思的陈述，我们仅指你将根据本条款

获得关于某个 livi NFT 的许可。 

8.2. 除你及理慧以外, 其他人士无权根据《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强制执行或享有本条款

中任何条文的利益。  

8.3.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8.4. livi NFT 项目的提供受现行监管要求限制。 

8.5. 本条款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按此诠释。各方同意提交香港法庭的非专属管辖

权。 

8.6. 若本条款的中英文本有任何不一致，概以英文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