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條款及細則 – liviVerse - 1,888 NFT 抽獎活動 
 
推廣期 

 

1. liviVerse - 1,888 NFT 抽獎活動（本活動）有效推廣期為 2022 年 6 月 07 日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 ，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 

 

誰可獲享本獎項 

 

2. 本活動由滿足以下條件的 Livi Bank Limited（livi 或我們）客戶尊享：(1)持有有效香港身份

證的香港居民；(2)在推廣期内使用 livi App 的「分享」功能分享我們指定的 liviVerse 抽獎

頁面至指定社交媒體，及符合本條款及細則列明的其他條件（合資格客戶）。 

 

3. 於推廣期內，每名合資格客戶只能參與本活動一次。 

 

4. livi 員工不能參與本活動。 

 

本獎項是什麼 

 

5. 得獎者（得獎者）會由電腦從所有合資格客戶中隨機抽取。獎項的名額上限為 1,888 個，

得獎者可獲得一枚 livi NFT（本獎項）。 

 

6. 得獎結果將於 2022 年 7 月 06 日或之前於 livi app 上公佈。得獎者的登記電郵地址的一部

份將會被刊登以作識別。於結果公佈當日，得獎通知亦會發送至得獎者的登記電郵地址。 

 

7. 得獎者可在 livi App 查看本獎項。 

 

獲享獎項的條件  

 

8. 在獎項發放時，得獎者的 liviSave 賬戶必須被 livi 認為處於有效及良好的狀態。否則，獎項

將被取消或收回而無須事先通知得獎者。得獎者需確保其於 livi 登記的個人資料為有效而

且是最新的。  

 

9. 獎項的名額有限, 每一名得獎者只能獲得獎項一次。除非有明顯錯誤，我們就合資格客戶

及本獎項限額的記錄為最終及具決定性。 

 

10. livi NFT 受其自身條款及細則約束。 

 

修改本條款及細則 

 

11. 我們保留隨時更改本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您可以在我們的 App 及網站查閲關於本活動的最

新消息、限額、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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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條款  

 

12. 獎項不可轉讓、退款、替換或兌換成現金、財物、或其他會籍／會員積分、獎賞或禮遇。 

 

13. 我們保留使用其他禮品/獎賞替換獎項的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且該禮品/獎賞的價值和種

類或與原本的獎項不同。 

 

14.  如以欺詐行為或失實陳述獲取獎項及／或濫用本活動，會導致獎項被取消或收回。我們保

留取消或收回獎項及追討任何成本及損失的權利。 

 

15. 我們有權酌情決定暫停、終止、修改或替換本活動及／或獎項，而毋須事先通知。 

 

16. 除合資格客戶及 livi 以外, 其他人士無權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或享有本

條款及細則中任何條文的利益。  

 

17. 如有任何爭議，我們的決定為最終及具決定性的。 

 

18. 本活動及／或獎項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現行監管要求限制。 

 

19.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按此詮釋。  

 

20. 若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本有任何不一致，概以英文本為準。 

 

由 Livi Bank Limited 刊發 (日期：2022 年 6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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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 NFT 條款 
 
本條款適用於本行提供及您使用的 livi NFT（第 1 段中定義）及相關功能及安排。livi NFT 為

本行通過應用程式提供的服務之一，而本行不時提供規範賬戶及服務的 livi 服務條款亦適用於

livi NFT。本條款應與 livi 服務條款一併閱讀。通過加入 livi NFT 項目，您確認並同意受本條

款約束。 

 

livi 服務條款中定義的字詞在本條款中使用時具有相同的含義。如本條款與 livi 服務條款有任

何不一致之處，就 livi NFT 而言，應以本條款為準。 

 

1. 關於 livi NFT   

1.1. livi NFT 是由 Livi Bank Limited (livi 或我們)創作或為其創作的藝術作品（包括但不限於

任何藝術、圖形、形象、設計、標識、宣傳詞及繪畫），並於某一基於區塊鏈的非同

質化代幣(NFT)相聯。 

1.2. livi NFT 可能具有不同的名稱、昵稱、形象、外表、標記、版權、商業外觀色彩、商業

外觀設計及/或其他設計及細節(設計)，而 livi 擁有其知識產權。 

1.3. livi 可能將某個 livi NFT 指定予你(授權作品)。若 livi 如此指定，則表示 livi 根據第 3 段

的規定就該 livi NFT 的版權授予你一項許可。除第 3 段列明外，你對於該 livi NFT 或其

相聯的 NFT 或其任何部分均無任何權益或權利。 

2. 所有權 

2.1. livi（或在適用的情況下，其關聯公司、代理、代名人或授權人）擁有關於以下的全部

權利、所有權及權益： 

(a) livi NFT 及其設計，連同其相聯的 NFT；  

(b) 其關於 livi NFT 開發或創造的軟件及手機應用程式、系統、網絡設計及其他全部

知識產權及技術；及  

(c) 在全球任何國家或司法轄區受認可的全部專利權（包括但不限於專利申請及發

佈）、版權、商業秘密、商標、實用技術及其他知識產權(知識產權)。  

3. 許可 

3.1. 在你遵守本條款的前提下，livi 授予你一項全球範圍內、非專屬、可撤銷、不可轉讓、

無需繳付許可費的許可，以令你可展示授權作品(許可)。該許可不得轉讓、退款、替

換或兌換成現金、財物、或其他會籍／會員積分、獎賞或禮遇。 

3.2. 就 livi NFT 授予你的任何許可均僅供你私人、非商業使用及僅供娛樂用途。  

3.3. 你不可，亦不可允許任何第三方，進行或試圖進行下述行爲： 

(a) 以任何方式修改授權作品或任何 livi NFT 或其設計，包括但不限於其外形、設計、

繪畫、版權標識或色彩； 

(b) 使用授權作品或任何 livi NFT 或其設計以進行廣告、營銷或售賣任何產品或服務，

或用於任何非私人或非娛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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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授權作品或任何 livi NFT 或其設計於任何散佈仇恨、非包容、暴力、殘酷、煽

動、叛亂或任何其他有合理可能以構成仇恨言論或以其它方式侵犯他人權利、社

會秩序、死亡、色情或其他“僅限成人”活動、武器彈藥、詆毀、或基於種族、民

族來源、性別、宗教、殘障、民族、性取向、家庭崗位、性別認同、年齡、醫療

狀況及/或政治觀點而歧視任何人，或可能對 livi 的聲譽造成負面影響的任何其他

目的或內容；  

(d) 在任何電影、視頻或其他形式的媒體中使用授權作品或任何 livi NFT 或其設計，除

非僅供你私人、非商業、娛樂性的用途； 

(e) 出售或分銷以賺取商業收益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商業化使用任何商品，而該商品包

括、包含或由授權作品或任何 livi NFT 或其設計衍生； 

(f) 試圖就授權作品或任何 livi NFT 或其設計注冊任何商標、版權或以其他方式獲取額

外的知識產權；或  

(g) 以其他形式將授權作品或任何 livi NFT 或源自其的任何藝術用於你或任何第三方的

商業利益。 

4. 第三方知識產權 

4.1. 若授權作品或其設計包含任何第三方知識產權(第三方知識產權)，你須(i)不得使用該第

三方知識產權，除非以嵌入授權作品的方式使用，但而該等使用亦須受限於其自身包

含的許可及限制；(ii)遵守 livi 不時規定的關於該第三方知識產權的額外條款及細則。 

5. 許可的終止 

5.1. 若出現以下情況，授予你的許可將立即終止：  

(a) 你以欺詐或虛假陳述取得許可； 

(b) 你違反本條款； 

(c) 你或你的財產被指定任何受託人、接管人或類似的人士、無力償債、為你的債權

人利益而做出任何轉讓，或提交破產呈請；  

(d) 你就授權作品參與任何非法商業行爲；  

(e) 你不再是 livi 的客戶。 

5.2. 我們亦可隨時終止或暫停許可及有關的功能及產品特徵，而無須給予通知或解釋理由。 

5.3. 你可隨時聯絡 liviCare (+852 2929 2998) 以要求終止許可。你提出的終止要求將不可撤

銷。 

5.4. 在許可被終止時，你將不能再展示相關的 livi NFT 或其設計。我們可能將有關的 livi 

NFT 指定予其他客戶。 

6. 責任限制   

6.1. livi NFT 按「現狀」或「現有」基準向你提供。我們未就 livi NFT、其設計、其相聯 NFT

或其相關軟件作出任何保證。 我們不保證 livi NFT、軟件或其任何功能的狀態或表現，

或其是否適合任何特定用途，或其將及時可用或及時傳送或不會侵犯第三方權利，或

其為安全、全無錯誤或會不受中斷地運作。在法律許可的限度內，就 livi NFT 及軟件無

電腦病毒或其他污染或破壞性數據，或使用其不會損害您的裝置，我們卸棄所有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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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及責任。除因我們欺詐、故意不當行爲或重大疏忽所造成的，我們無需對可能因使

用 livi NFT 或其任何功能而造成的損失或損害負責。   

7. 修改本條款  

7.1. 我們保留隨時更改本條款的權利。您可以在我們的 App 及網站查閲關於本獎賞的最新

消息、限額、條款及細則。  

8. 其他條款  

8.1. 由於本許可的性質，無論你與 livi 間的任何溝通（包括口頭及書面），若我們在任何

時間表示你將獲發一個 livi NFT 或任何具有相似意思的陳述，我們僅指你將根據本條款

獲得關於某個 livi NFT 的許可。 

8.2. 除你及 livi 以外, 其他人士無權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或享有本條款

中任何條文的利益。  

8.3. 如有任何爭議，我們的決定為最終及具決定性的。 

8.4. livi NFT 項目的提供受現行監管要求限制。 

8.5. 本條款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按此詮釋。各方同意提交香港法庭的非專屬管轄

權。 

8.6. 若本條款的中英文本有任何不一致，概以英文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