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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通知 
恭喜得奖者（登记电邮：web*****8@gmail.com）赢取新年推荐奖赏抽奖活动，我们已把得奖

通知发送到得奖者登记的电邮地址。感谢你参与新年推荐奖赏及抽奖活动！ 

 

条款及细则 –为保障你和 livi 理慧銀行员工的健康，我们将会暂停办公室领奖，并提供顺丰快

递至你登记的住宅地址。请于 2022 年 3 月 4 日或之前，更新你于 livi 理慧銀行 App 个人资料

中的手提电话号码及地址。如你希望由他人代收或在更改联络数据时遇到问题，可联络客户服

务（电话: 2929 2998）寻求协助。 

 

 
条款及细则 – 新年推荐奖赏 

 
推广期  

  
1. 新年推荐奖赏 (本奖赏)  有效推广期为 2022 年 2 月 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5 日，包

括首尾两日 (推广期) 。  

  
谁可获享本奖赏  

  
2. 本奖赏由推广期内成功使用红包袋内的邀请码于 Livi Bank Limited 理慧銀行有限公

司(livi 理慧銀行或我们) 开立存款账户并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客户

(合资格客户)尊享。 

  
谁不可获享本奖赏  

  
3. 本奖赏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a. livi 理慧銀行的现有客户；或 

 
b. 在申请开立存款账户的日期之前 12 个月内，曾经在 livi 理慧銀行持有存款账

户的客户 (不论该客户曾否获享我们的任何迎新奖赏) 。 

  
本奖赏是什么  

 
4. 本奖赏为港币 150 元及一次抽奖机会赢取 iPhone 13 Pro Max 256GB 一部 (受其自身条

款及细则约束)。凭专享邀请码成功开户之后，我们会在 30 个工作天内将现金奖赏

存入客户的存款账户。  

mailto:web*****8@gmail.com


 

2 
 

  
获享本奖赏的条件   

  
5. 在本奖赏发放时，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必须被 livi 理慧銀行认为处于有效及良好

的状态。否则，本奖赏将被取消或收回而无须事先通知合资格客户。合资格客户须

保证其在 livi 理慧銀行登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6. 合资格客户仅能获享本奖赏一次。这意味着每一名合资格客户仅可输入一个邀请码。

我们可能允许合资格客户在我们批准其存款账户申请之前更改邀请码最多三次，以

其最后输入的邀请码为准。此外，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没有明显错误

的情况下，我们就开户申请（包括邀请码、申请日期和向我们提交的文件及信息）

及本奖赏限额的记录为最终及具决定性。  

 
修改本条款及细则 

  
7. 我们保留随时更改本条款及细则的权利。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查阅关于本奖赏的最

新消息、限额、条款及细则。 

  
其他条款   

  
8. 本奖赏不可转让、替换或兑换成财物、或其他会籍／会员积分、奖赏或礼遇。  

 

9. 如以欺诈行为或失实陈述获取本奖赏及／或滥用，会导致本奖赏被取消或收回。我

们保留取消或收回本奖赏及追讨任何成本及损失的权利。  

 
10. 我们有权酌情决定暂停、终止、修改或替换本奖赏，而毋须事先通知。  

 
11. 除合资格客户及 livi 理慧銀行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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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13. 本奖赏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现行监管要求限制。  

 
14.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按此诠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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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i Bank  Limited 理慧銀行有限公公司刊发 (日期： 2022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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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及细则 – 新年推荐奖赏抽奖活动 
 
推广期 

1. 新年推荐奖赏奖抽奖活动（本活动）有效推广期为 2022 年 2 月 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5 日 ，包括首尾两日（推广期）。 

 

谁可获享本奖项 

2. 本奖赏由推广期内成功使用红包袋内的邀请码于 Livi Bank Limited 理慧銀行有限公

司（livi 理慧銀行或我们） 开立存款账户并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客

户（合资格客户）尊享。 

 
3. 于推广期内，每名合资格客户只能参与本活动一次。 

 

谁不可获享本活动  

4. 本活动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a. livi 理慧銀行的现有客户；或 

 
b. 在申请开立存款账户的日期之前 12 个月内，曾经在 livi 理慧銀行持有存款账

户的客户（不论该客户曾否获享我们的任何迎新奖赏）。 
 

本奖项是什么 

5. 得奖者（得奖者）会由电脑从所有合资格客户中随机抽取。奖项（本奖项）的名额

上限为 1 个,得奖者可获得 iPhone 13 Pro Max 256GB 一部。 

 
6. 得奖者名单将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或之前于 livi 理慧銀行网页上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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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奖者须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包括首尾两日）的工作天（不

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众假期)办工时间内（早上 10 时至下午 6 时），携带得奖

通知中的指定文件，亲临我们的办工室换领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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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i 理慧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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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i 理慧銀

行登记的个人资料为有效而且是最新的。 若得奖者所递交的个人资料有错漏/不正

确而影响奖项送递，我们概不补发。 

 
9. 奖项的名额上限为 1 个, 每一名得奖者只能获得奖项一次。我们可能允许合资格客

户在我们批准其存款账户申请之前更改邀请码最多三次，以其最后输入的邀请码

为准。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我们就开户申请（包括邀请码、申请日期和向

我们提交的文件及信息）及本奖项限额的记录为最终及具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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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们不会就本奖项所提供的产品、服务、附随服务的服务提供者，不对与之有关的

任何事项负责。若得奖者收到奖项后，奖项如有损毁、遗失、被窃或逾期未用，我

们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及不会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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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条款  

12. 我们是本活动之唯一主办单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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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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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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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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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除合资格客户及 livi 理慧銀行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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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19. 本活动及／或奖项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现行监管要求限制。 

 
20.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按此诠释。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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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i Bank Limited 理慧銀行有限公司刊发 (日期：2022 年 2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