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款及細則 – livi bank & 中銀員工開戶消費迎新獎賞
推廣期
1. livi bank & 中銀員工開戶消費迎新獎賞（本獎賞）有效推廣期爲 2022 年 11 月 3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
誰可獲享本獎賞
2. 本獎賞由推廣期內成功完成以下交易（指定交易）並符合本條款及細則列明的其他條件的
Livi Bank Limited（livi 或我們）客戶（合資格客戶）尊享。
3. 指定交易是指：
a. 成功使用指定予中銀香港（中銀香港）的企業邀請碼
第一組：
「 boc#2022p1」、「 boc#2022p2」、「 boc#2022p3」、「 boc#2022p4」、
「 boc#2022p5」、「 boc#2022p6」
第二組：
「 boc#2022c1」、「 boc#2022c2」、「 boc#2022c3」、「 boc#2022c4」、
「 boc#2022c5」、「 boc#2022c6」
第三組：
「 boc#2022fm1」、「 boc#2022fm2」、「 boc#2022fm3」、
「 boc#2022fm4」
第四組：
「 boc#2022r1」、「 boc#2022r2」、「 boc#2022r3」
第五組：
「 boc#2022f1」、「 boc#2022f2」、「 boc#2022f3」、「 boc#2022f4」
第六組：
「 boc#2022o1」、「 boc#2022o2」、「 boc#2022o3」、「 boc#2022o4」
第七組：
「 boc#2022m1」、「 boc#2022m2」、「 boc#2022m3」、「 boc#2022m4」
開立 liviSave 賬戶；及
b. 於成功開立 liviSave 賬戶之 30 日內，在任何商戶使用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
livi Debit Mastercard / 銀聯二維碼消費服務（指定卡）進行港幣 250 元的單筆消
費交易（指定交易金額）。
4. 為免生疑問，上述指定交易金額是指在扣減其他任何優惠券折扣後的實際交易金額及以港
幣計算為準，不包括透過動態貨幣轉換服務兌換為港幣之外幣簽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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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不可獲享本獎賞
5. 本獎賞不適用於下列情况：
a. livi 的現有客戶； 或
b. 在申請開立 liviSave 賬戶的日期之前 12 個月內，曾經在 livi 持有 liviSave 賬戶的
客戶（不論該客戶曾否獲享我們的任何迎新獎賞）。
本獎賞是什麽
6. 本獎賞是現金回贈港幣 250 元。在合資格客戶成功完成指定交易之後，我們會於 30 日內
將相應獎賞 存入合資格客戶的 liviSave 賬戶。
獲享本獎賞的條件
7. 在本獎賞發放時，合資格客戶的 liviSave 賬戶必須被 livi 認爲處於有效及良好的狀態。否
則，本獎賞將被取消或收回而無須事先通知合資格客戶。合資格客戶須保證其在 livi 登記
的個人資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8. 合資格客戶僅能獲享本獎賞一次。這意味著每一名合資格客戶僅可輸入一個邀請碼。本獎
賞的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在沒有明顯錯誤的情况下，我們就指定交易（包括邀請碼、指
定交易的日期和向我們提交的文檔及信息）及本獎賞限額的記錄爲最終及具决定性。
9. 就合資格客戶與中銀香港之間與本獎賞有關的任何爭議、協議、安排、投訴及陳述，我們
不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
10. 為免生疑問，本條款及細則或本獎賞均不應視為、暗示、明示或構成中銀香港作為 livi 的
代理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 livi 招攬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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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網站查閱關於本獎賞的最
新消息、限額、條款及細則。
其他條款
12. 本獎賞不可轉讓、替換或兌換成財物、或其他會籍／會員積分、獎賞或禮遇。
13. 如以欺詐行爲或失實陳述獲取本獎賞及／或濫用，會導致本獎賞被取消或收回。我們保留
取消或收回本獎賞及追討任何成本及損失的權利。
14. 我們有權酌情决定暫停、終止、修改或替換本獎賞而毋須事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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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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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執行或享有本
條款及細則中任何條文的利益。
16. 如有任何爭議，我們的决定爲最終及具决定性的。
17. 本獎賞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現行監管要求限制。
18.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按此詮釋。

由 Livi Bank Limited 刊發（日期：2022 年 10 月 25 日）

3

條款及細則 – livi bank & 中銀員工開戶送
Mochi NFT 迎新獎賞
推廣期
1. livi bank & 中銀員工開戶送 Mochi NFT 迎新獎賞（本獎賞）有效推廣期爲 2022 年 11 月 3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
誰可獲享本獎賞
2. 本獎賞由推廣期內成功使用指定予中銀香港 (中銀香港）的企業邀請碼
第一組：
「 boc#2022p1」、「 boc#2022p2」、「 boc#2022p3」、「 boc#2022p4」、
「 boc#2022p5」、「 boc#2022p6」
第二組：
「 boc#2022c1」、「 boc#2022c2」、「 boc#2022c3」、「 boc#2022c4」、
「 boc#2022c5」、「 boc#2022c6」
第三組：
「 boc#2022fm1」、「 boc#2022fm2」、「 boc#2022fm3」、
「 boc#2022fm4」
第四組：
「 boc#2022r1」、「 boc#2022r2」、「 boc#2022r3」
第五組：
「 boc#2022f1」、「 boc#2022f2」、「 boc#2022f3」、「 boc#2022f4」
第六組：
「 boc#2022o1」、「 boc#2022o2」、「 boc#2022o3」、「 boc#2022o4」
第七組：
「 boc#2022m1」、「 boc#2022m2」、「 boc#2022m3」、「 boc#2022m4」
成功開立 liviSave 帳戶（指定交易）並符合本條款及細則列明的其他條件的 Livi Bank
Limited（livi 或我們）客戶（合資格客戶）尊享。
誰不可獲享本獎賞
3. 本獎賞不適用於下列情况：
a. livi 的現有客戶； 或
b. 在申請開立 liviSave 賬戶的日期之前 12 個月內，曾經在 livi 持有 liviSave 賬戶的
客戶（不論該客戶曾否獲享我們的任何迎新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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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獎賞是什麽
4. 本獎賞是中銀香港專屬版 Mochi NFT 一枚或特別版 Mochi NFT 一枚，款式由 livi 隨機分
配。合資格客戶在 2022 年 11 月 3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期間成功開立 liviSave 賬戶，
我們會於 2022 年 12 月 15 日前將本獎賞存入其 livi 賬戶。

5. Mochi NFT 的使用均受限於其自身條款及細則，詳情請見 Livi 網站。而 livi 根據該條款向
你發出的中銀香港專屬版及特別版 Mochi NFT 的許可有效期僅限該 Mochi NFT 發出後的兩
年。
獲享本獎賞的條件
6. 在本獎賞發放時，合資格客戶的 liviSave 賬戶必須被 livi 認爲處於有效及良好的狀態。否
則，本獎賞將被取消或收回而無須事先通知合資格客戶。合資格客戶須保證其在 livi 登記
的個人資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7. 合資格客戶僅能獲享本獎賞一次。這意味著每一名合資格客戶僅可輸入一個邀請碼。專屬
版 Mochi NFT 的名額上限爲 400 個, 先到先得。沒有明顯錯誤的情况下，我們就指定交易
（包括邀請碼、指定交易的日期和向我們提交的文件及信息）及本獎賞限額的記錄爲最終
及具决定性。
8. 就合資格客戶與中銀香港之間與本獎賞有關的任何爭議、協議、安排、投訴及陳述，我們
不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
9. 為免生疑問，本條款及細則或本獎賞均不應視為、暗示、明示或構成中銀香港作為 livi 的
代理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 livi 招攬業務。
修改本條款及細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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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網站查閱關於本獎賞的最
新消息、限額、條款及細則。
其他條款
11. 本獎賞不可轉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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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如以欺詐行爲或失實陳述獲取本獎賞及／或濫用，會導致本獎賞被取消或收回。我們保留
取消或收回本獎賞及追討任何成本及損失的權利。
13. 我們有權酌情决定暫停、終止、修改或替換本獎賞而毋須事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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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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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執行或享有本
條款及細則中任何條文的利益。
15. 如有任何爭議，我們的决定爲最終及具决定性的。
16. 本獎賞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現行監管要求限制。
17.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按此詮釋。

由 Livi Bank Limited 刊發（日期：2022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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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 livi bank & 中銀員工開戶大抽獎
推廣期
1. livi bank & 中銀員工開戶大抽獎（本活動）有效推廣期爲 2022 年 11 月 3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
誰可獲享本獎項
2. 本獎賞由推廣期內成功使用指定予中銀香港 (中銀香港）的企業邀請碼
第一組：
「 boc#2022p1」、「 boc#2022p2」、「 boc#2022p3」、「 boc#2022p4」、
「 boc#2022p5」、「 boc#2022p6」
第二組：
「 boc#2022c1」、「 boc#2022c2」、「 boc#2022c3」、「 boc#2022c4」、
「 boc#2022c5」、「 boc#2022c6」
第三組：
「 boc#2022fm1」、「 boc#2022fm2」、「 boc#2022fm3」、「 boc#2022fm4」
第四組：
「 boc#2022r1」、「 boc#2022r2」、「 boc#2022r3」
第五組：
「 boc#2022f1」、「 boc#2022f2」、「 boc#2022f3」、「 boc#2022f4」
第六組：
「 boc#2022o1」、「 boc#2022o2」、「 boc#2022o3」、「 boc#2022o4」
第七組：
「 boc#2022m1」、「 boc#2022m2」、「 boc#2022m3」、「 boc#2022m4」
成功開立 liviSave 賬戶（指定交易）並符合本條款及細則列明的其他條件的 Livi Bank
Limited（livi 或我們）客戶（合資格客戶）尊享。
3. 於推廣期內
a. 邀請碼組別中，開戶人數最多的前三組別合資格用戶，可享有一次抽獎機會（每組各
4 份，總計 12 份抽獎獎項，）；
b. 邀請碼組別中，開戶人數百分比最高組別的合資格用戶，可享有一次抽獎機會（總計
1 份抽獎獎項）；
c. 使用以上任何一個企業邀請碼成功開立 liviSave 賬戶的合資格用戶，可享有一次抽獎機
會（總計 3 份抽獎獎項）；
d. 每名合資格客戶最多可參與三次抽獎（a+b+c）；
e. 使用以上任何企業邀請碼成功開立 liviSave 賬戶的合資格用戶，隨後使用其個人邀請碼
成功邀請的開戶，均可計入該企業邀請碼組別的開戶數量統計中。
誰不可獲享本獎項
4. 本獎項不適用於下列情况：
a. livi 的現有客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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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申請開立存款賬戶的日期之前 12 個月內，曾經在 livi 持有存款賬戶的客戶（不
論該客戶曾否獲享我們的任何迎新獎賞）；或
c. 未使用以上企業邀請碼開戶的用戶。
本獎項是什麽
5. 得獎者（得獎者）會由電腦從所有合資格客戶中隨機抽取。每一名得獎者會獲得港幣 1,000
元的現金回贈（獎項），名額 16 個。
6.

得獎者名單將於 2022 年 12 月 15 日或之前於 livi 網站上公布。得獎者的登記電郵地址的
一部份將會被刊登以作識別。

7. 我們會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將本獎項存入得獎者的 liviSave 賬戶。得獎者將收到
由 livi 以電郵及 app 推送發出之得獎通知，livi 將根據得獎者於 livi 系統上所提供的電郵地
址進行聯絡。
獲享獎項的條件
8. 在本獎項發放時，得獎者的存款賬戶必須被 livi 認爲處於有效及良好的狀態。否則，本獎
項將被取消或收回而無須事先通知得獎者。得獎者須保證其在 livi 登記的個人資料是最新
及有效的。
9. 合資格客戶僅能參與本活動一次。這意味著每一名合資格客戶僅可輸入一個邀請碼。在沒
有明顯錯誤的情况下，我們就開戶申請（包括邀請碼、申請日期和向我們提交的文件及信
息）及本獎項限額的記錄爲最終及具决定性。
修改本條款及細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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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網站查閱關於本活動的最
新消息、限額、條款及細則。
其他條款
11. 本獎賞不可轉讓、替換或兌換成財物、或其他會籍／會員積分、獎賞或禮遇。
12. 如以欺詐行爲或失實陳述獲取本獎項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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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我們有權酌情决定暫停、終止、修改或替換本活動及／或獎項，而毋須事先通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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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執行或 享有本
條款及細則中任何條文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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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有任何爭議，我們的决定爲最終及具决定性的。
16. 本活動及／或獎項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現行監管要求限制。
17.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按此詮釋。

由 Livi Bank Limited 刊發（日期：2022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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