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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及细则 –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
谁可获享本奖赏
1. 本奖赏由推广期内成功使用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指定卡）进行合资格交易 (涵义见下)
并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理慧银行有限公司（理慧或我们）客户（合资格客
户）尊享。
2.

合资格交易指使用指定卡进行的门市及/或网上消费交易（该交易按有关卡组织所分配的
交易编号定义属网上交易）并以提取的 livi PayLater 贷款支付该门市及/或网上消费交易，
但不包括︰
a. 财务及银行付款、利息及费用，包括利息、还款、年费、财务费用、逾期罚款
及手续费；
b. 购买及／或充值储值卡的交易（包括透过电子钱包或任何其他途径增值八达通
之交易）；
c. 于金融机构的交易（包括经纪、交易商及保险公司）；
d. 透过动态货币转换服务兑换为港币之外币签账；
e. 赌博交易；
f. 缴税；
g. 自动转账、循环付款；
h. 所有未志账／取消／退款的交易；
i. 透过 Apple Pay 或 Google Pay 进行感应式付款的网上消费交易。

3. 我们可不时调整合资格交易的范围而无须通知。我们有权酌情决定一笔交易是否属于合资
格交易而毋须解释原因。某种类型的交易可能曾是合资格交易但其后不再是合资格交易，
反之亦然。
4. 交易编号由指定卡的卡组织分配，而我们无法控制。
本奖赏是什么
5. 本奖赏是指于指定商户进行合资格交易金额之 8%的现金回赠 或 于任何非指定商户进行合
资格交易金额之 5%的现金回赠比率。以下表单列出特定商户的详情及其现金回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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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格交易
成功于任何指定商户
使用指定卡进行门市
及/或网上消费交易
并 以 提 取 的 livi
PayLater 贷款支付该
消费
成功于任何非指定商
户使用指定卡进行网
上消费交易并以提取
的 livi PayLater 贷款
支付该消费

现金回
赠比率

8%

5%

推广期

推广期因商户而有所不
同，详情请见 我们的
App 或网站。

每月上限

每名合资格客户于每一历
月可获享最高港币 100 元
回赠

推广期详情请见 我们的
App 或网站。

为计算本奖赏：
a. 合资格交易的金额是以指定卡结算的消费净金额，该金额应扣除所有优惠、折
扣以及礼券；
b. 如果合资格交易并非以港币结算，本奖赏将基于根据该指定卡的条款及细则收
取的港币金额计算；
c. 现金回赠的金额少于 0.005 港元一律下调至最接近仙位，而相等于或超过 0.005
港元的金额将上调至最接近仙位。例如，一笔港币 2.539 元的现金回赠将上调
至港币 2.54 元，而一笔港币 2.534 元的现金回赠将下调至港币 2.53 元；
d. 如随后发生任何交易取消，退款或部分退款（不论有关交易是否合资格交易），
我们保留权利从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扣除相当于取消，退款或部分退款金额
所获得的现金回赠之金额；
e. 如果合资格交易并非以港币结算，及随后发生任何交易取消，退款或部分退款
（不论有关交易是否合资格交易），我们会以该签账之货币作计算并保留权利
从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扣除相当于取消，退款或部分退款金额所获得的现金
回赠之金额；及
f. 如随后发生的任何交易取消，退款或部分退款，不论我们有否从资格客户的存
款账户扣回有关现金回赠，我们不会重新设定或重新调节每月上限。
g. 合资格交易指必须以提取的 livi PayLater 贷款支付该消费。
6. 个别指定商户或设有最低消费要求或其他条款，详情请参见我们网站内的指定商户名单或
向指定商户查询。
7. 我们将在合资格客户成功完成合资格交易后的下一历月或之前向其存款账户存入相应奖赏。
获享本奖赏的条件
8. 在本奖赏发放时，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及指定卡必须被理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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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慧登
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9.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我们就合资格交易（包括合资
格交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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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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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本条款及细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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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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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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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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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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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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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16. 本奖赏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现行监管要求限制。
17.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按此诠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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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Pay 为 Apple Inc. 商标，已于美国及其他国家／地区注册。Google Pay 为 Google LLC 的
商标。
由理慧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日期： 2022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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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及细则 – 理慧借记万事达卡®1%现金回赠奖赏
推广期
1. 理慧借记万事达卡®1%现金回赠奖赏 (本奖赏) 有效推广期为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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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慧借记万事达卡®（指定卡）进行合资格交易（涵义见下）
并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理慧银行有限公司（理慧或我们）客户（合资格客
户）尊享。
3. 合资格交易指使用指定卡进行的门市及/或网上签账交易，但不包括︰
a. 财务及银行付款、利息及费用，包括利息、还款、年费、财务费用、逾期罚款及
手续费；
b. 邮件、传真、电话订单；
c. 购买及／或充值储值卡的交易（包括透过电子钱包或任何其他途径增值八达通之
交易）；
d. 于金融机构的交易（包括经纪、交易商及保险公司）；
e. 透过动态货币转换服务兑换为港币之外币签账；
f. 赌博交易；
g. 缴税；
h. 自动转账、循环付款；
i. 所有未志账／取消／退款的交易。
4. 我们可不时调整合资格交易的范围而无须通知。我们有权酌情决定一笔交易是否属于合资
格交易而毋须解释原因。某种类型的交易可能曾是合资格交易但其后不再是合资格交易，
反之亦然。
本奖赏是什么
5. 本奖赏是指合资格交易金额的 1%的现金回赠。每名合资格客户于本奖赏下每一历月就全部
指定卡可获享总回赠最高港币 200 元。为计算本奖赏：
a. 合资格交易的金额是以指定卡结算的消费净金额，该金额应扣除所有优惠、折扣
以及礼券；
b. 如果合资格交易并非以港币结算，本奖赏将基于根据该指定卡的条款及细则收取
的港币金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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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现金回赠的金额少于 0.005 港元一律下调至最接近仙位，而相等于或超过 0.005 港
元的金额将上调至最接近仙位。例如，一笔港币 2.539 元的现金回赠将上调至港币
2.54 元，而一笔港币 2.534 元的现金回赠将下调至港币 2.53 元；
d. 如随后发生任何交易取消，退款或部分退款（不论有关交易是否合资格交易），
我们保留权利从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扣除相当于取消，退款或部分退款金额所
获得的现金回赠之金额；
e. 如果合资格交易并非以港币结算，及随后发生任何交易取消，退款或部分退款
（不论有关交易是否合资格交易），我们会以该签账之货币作计算并保留权利从
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扣除相当于取消，退款或部分退款金额所获得的现金回赠
之金额；及
f. 如随后发生的任何交易取消，退款或部分退款，不论我们有否从合资格客户的存
款账户扣回有关现金回赠，我们不会重新设定或重新调节每月上限。
6. 我们将在合资格客户成功完成合资格交易后的下一历月或之前向其存款账户存入相应奖
赏。
获享本奖赏的条件
7. 在本奖赏发放时，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及指定卡必须被理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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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慧登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8.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我们就合资格交易（包括合资
格交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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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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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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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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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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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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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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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15. 本奖赏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现行监管要求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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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按此诠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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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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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及细则 – livi PayLater 指定商户免息优惠
推广期
1. livi PayLater 指定商户免息优惠 (本奖赏) 有效推广期因指定商户（商户）而有所不同，详情
请见理慧银行有限公司（理慧或我们）网站 (推广期) 。
谁可获享本奖赏
2. 本奖赏由成功申请 livi PayLater 贷款（连同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并于推广期内于相关
商户完成以下交易（指定交易）及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理慧银行有限公司
（理慧或我们）客户（合资格客户）尊享。
3. 指定交易是指：
a. 使用合资格客户的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消费；并
b. 以提取的 livi PayLater 贷款支付该消费。
4. livi PayLater 贷款受其自身条款规范，详情请参见我们的 App 及网站。
本奖赏是什么
5. 本奖赏是指豁免因支付指定交易所提取的 livi PayLater 贷款（已提取贷款）高达特定月数
（最高免息期数）的每月手续费，但不影响适用于已提取贷款的任何其他费用和收费。为
此目的：
a. 对于分期不超过最高免息期数的已提取贷款，将免除所有每月手续费；
b. 对于分期超过最高免息期数的已提取贷款，每月手续费豁免将从第一期月结单开始，
直到达到最高免息期数。
6. 最高免息期数因商户而有所不同，而个别商户亦会设有最低消费要求或其他条款，详情请
参见我们的 App 或网站或向商户查询。
获享本奖赏的条件
7. 在本奖赏发放时，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及 livi PayLater 额度必须被理慧认为处于有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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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其在理慧登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8.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我们就指定交易（包括指定交
易的日期和向我们提交的文件及讯息）及本奖赏限额的记录为最终及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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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理慧可于合资格客户获取本奖赏时通知商户。合资格客户同意理慧可为全部有关本奖赏的
目的向商户提供并交换他/她的个人资料。
10. 就合资格客户与商户之间与本奖赏有关的任何争议、协议、安排、投诉及陈述等等，我们
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11. 为免生疑问，本条款及细则或本奖赏均不应视为、暗示、明示或构成商户作为理慧的代理
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理慧招揽业务。
12. 我们不是本奖赏所提供的产品、服务、附随服务的供货商或服务提供商，不对与之有关的
任何事项负责。有关产品及服务的责任与义务由有关的商户独自负责。
修改本条款及细则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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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网站查阅关于本奖赏的最
新消息、限额、条款及细则。
其他条款
14. 本奖赏不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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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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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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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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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19. 本奖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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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理慧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日期： 2022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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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及细则 – livi PayLater 客户优惠
推广期
1. livi PayLater 客户优惠 (本奖赏) 有效推广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包括
首尾两日 (推广期) 。
谁可获享本奖赏
®

2. 本奖赏由成功申请 livi PayLater 贷款（连同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并于推广期内维持
该贷款及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理慧银行有限公司（理慧或我们）客户（合
资格客户）尊享，包括在推广期内完成以下交易（指定交易）。
本奖赏是什么
3. 本奖赏包括豁免手续费优惠及豁免提前结清费用优惠，每项优惠如下所述并受以下条款约
束：
奖赏

本奖赏是什么

获享本奖赏的条件

豁免手续费优惠

在推广期内，合资格客户提
取的所有 livi PayLater 贷款将
可获豁免最多 3 个月的每月
手续费。

•

合资格客户在推广期内
提取的 livi PayLater 贷
款，若分期期数不超过 3
个月，所有每月手续费
将可获豁免。

•

合资格客户在推广期内
提取的 livi PayLater 贷
款，若分期期数多于 3
个月，首 3 个月的每月
手续费将可 获豁免。

豁免提前结清费用优惠

合资格客户在推广期内提取
的所有 livi PayLater 贷款将可
获豁免提前结清费用，即使
提前结清在推广期结束
后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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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享本奖赏的条件
4. 在本奖赏发放时，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及 livi PayLater 贷款必须被理慧认为处于有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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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我们就指定交易（包括指定交
易的日期和向我们提交的文件及信息）及本奖赏限额的记录为 终及具决定性。
修改本条款及细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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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网站查阅关于本奖赏的新
消息、限额、条款及细则。
其他条款
7. 本奖赏不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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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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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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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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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

终及具决定性的。

12. 本奖赏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现行监管要求限制。
13.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按此诠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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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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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及细则 – 指定商户额外奖赏及优惠
ahaa

重要通知
ahaa 同时亦为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订明的指定商户。有关合资格交易将可
获 8% 现金回赠，并受該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livi x ahaa 客户独家港币 200 元折扣优惠
推广期
1. 本 livi x ahaa 独家港币 200 元折扣优惠（本奖赏）有效推广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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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haa 官方网站 及/或门市（商户）使用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指定卡） 进行任何满港币 3,000 元或以上的单笔合资格网上消费交易（指定交易）和符
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 Livi Bank Limited 理慧银行有限公司（「livi 理慧银行」
或「我们」）客户（合资格客户）尊享。
3. 指定交易是指:
a. 于 ahaa 官方网站 及/或门市（商户）使用合资格客户的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消费；并
b. 以提取的 livi PayLater 贷款支付该消费。
本奖赏是什么
4. 本奖赏是港币 200 元现金回赠。合资格客户成功完成指定交易后，可获享港币 200 现金回
赠。我们将在消费后的下一个历月内发放本奖赏予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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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指定卡 必须被 livi 理慧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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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慧银行登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6.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我们就指定交易（包括指定交
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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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
7. livi 理慧银行或商户可于合资格客户成功完成指定交易时通知另一双方。合资格客户同意
livi 理慧银行或商户可为通知的目的向另一方提供其姓名的一部分。
8. 就合资格客户与商户之间与本奖赏有关的任何争议、协议、安排、投诉及陈述，我们不承
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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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为免生疑问，本条款及细则或本奖赏均不应视为、暗示、明示或构成商户作为 livi 理慧银
行的代理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 livi 理慧银行招揽业务。
10. 我们不是指定交易所提供的产品、服务、附随服务的供应商或服务提供者，不对与之有关
的任何事项负责。有关产品及服务的责任与义务由有关的商户独自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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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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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本奖赏只供香港合法居民尊享。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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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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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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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除合资格客户及 livi 理慧银行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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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18. 本奖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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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按此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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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i Bank Limited 理慧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日期： 202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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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oda

重要通知
Agoda 同时亦为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订明的指定商户。有关合资格交易将
可获 8% 现金回赠，并受該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x Agoda 独家优惠
推广期
1.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x Agoda 独家优惠（本奖赏）有效推广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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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以下交易（指定交易）并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
理慧银行有限公司（理慧或我们）客户（合资格客户）尊享。

3. 指定交易是指于 Agoda（商户）使用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指定卡）的单笔网上消费。

本奖赏是什么
4. 本奖赏是指定由指定卡付款的指定交易净金额的 7%折扣优惠。在指定交易完成之后，商
户会自动把折扣应用到交易中。商户对指定货品有排他及绝对的酌情权，详情请向商户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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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指定卡必须被理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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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慧登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6.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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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优惠由商户提供, 有关优惠的使用条款, 请向商户查询。

8. 就合资格客户与商户之间与本奖赏有关的任何争议、协议、安排、投诉及陈述，我们不承
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9. 为免生疑问，本条款及细则或本奖赏均不应视为、暗示、明示或构成商户作为理慧银行的
代理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理慧招揽业务。

10. 我们不是本奖赏所提供的产品、服务、附随服务的供应商或服务提供者，不对与之 有关的
任何事项负责。有关产品及服务的责任与义务由有关的商户独自负责。实现 本奖赏的目
的， 我们会向有关服务或产品的供应商提供合资格客户的必要详情。合 资格客户同意并
授权理慧为此目的向该等供应商提供合资格客户的必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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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网站查阅关于本奖 赏的
最新消息、限额、条款及细则。

其他条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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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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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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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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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17. 本奖赏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现行监管要求限制。

18.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按此诠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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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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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E
重要通知
BBE 同时亦为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订明的指定商户。

有关合资格交易将可获 8% 现金回赠，并受該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x BBE 消费奖赏
推广期
1.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x BBE (本奖赏) 有效推广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包括首尾两日 (推广期) 。
谁可获享本奖赏
2. 本奖赏由成功申请 livi PayLater 贷款并于推广期内成功完成以下交易（指定交易）

并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理慧银行有限公司（理慧或我们）客户
（合资格客户）尊享。

3. 指定交易是指:

a. 于 BBE (商戶) 店舖及官方网上商店使用合资格客户的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单笔消费满港币 8,000 元；并
b. 以提取的 livi PayLater 贷款支付该消费。
本奖赏是什么
4. 本奖赏是港币 500 元现金回赠乙次。合资格客户成功完成指定交易后，可获享

港币 500 元现金回赠。我们将于消费后的下一个历月内发放本奖赏予合资格客
户的存款账户。
获享本奖赏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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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本奖赏发放时，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及指定卡必须被理慧认为处于有效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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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须保证其在理慧登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6.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我们就指定交易（包

括指定交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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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定性。

7. 理慧或商户可于合资格客户成功完成指定交易时通知另一双方。合资格客户同意

理慧或商户可为通知的目的向另一方提供其姓名的一部分。

8. 就合资格客户与商户之间的任何争议、协议、安排、投诉及陈述等等，我们不承

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9. 为免生疑问，本条款及细则或本奖赏均不应视为、暗示、明示或构成商户作为理

慧的代理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理慧招揽业务。

10. 我们不是指定交易所提供的产品、服务、附随服务的供应商或服务提供者，不对

与之有关的任何事项负责。有关产品及服务的责任与义务由有关的商户独自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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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赏的最新消息、限额、条款及细则。
其他条款
12. 本奖赏不可转让、退款、替换或兑换成财物、或其他会籍／会员积分、奖赏或礼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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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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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如随后指定交易出现全部或部分退款或退还，我们保留权利从合资格客户的

liviSave 账户扣回本奖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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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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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奖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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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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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生

重要通知
周生生珠宝官方网店同时亦为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订明的指定商户。有关合
资格交易将可获 8% 现金回赠，并受該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x 周生生珠宝官方网店
消费奖赏
推广期
1.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x 周生生珠宝官方网店消费奖赏(本奖赏) 有效推广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包括首尾两日 (推广期) 。
谁可获享本奖赏
2. 本奖赏由成功申请 livi PayLater 贷款并于推广期内成功完成以下交易（指定交易）并符合
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理慧银行有限公司（理慧或我们）客户（合资格客户）尊
享。
3. 指定交易是指:
a. 于周生生珠宝官方网店（商户）使用合资格客户的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单笔
消费满港币 5,000 元；并
b. 以提取的 livi PayLater 贷款支付该消费。
本奖赏是什么
4. 本奖赏是一次性港币 500 元现金回赠乙次。我们将在合资格客户成功完成指定交易后的下
一历月或之前向其存款账户存入相应奖赏。商户对指定货品有排他及绝对的酌情权，详情
请向商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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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指定卡必须被理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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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慧登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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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我们就指定交易（包括指定交
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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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
7. 理慧或商户可于合资格客户成功完成指定交易时通知另一双方。合资格客户同意理慧或商
户可为通知的目的向另一方提供其姓名的一部分。
8. 就合资格客户与商户之间的任何争议、协议、安排、投诉及陈述等等，我们不承担任何责
任或义务。
9. 为免生疑问，本条款及细则或本奖赏均不应视为、暗示、明示或构成商户作为理慧的代理
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理慧招揽业务。
10. 我们不是指定交易所提供的产品、服务、附随服务的供应商或服务提供者，不对与之有关
的任何事项负责。有关产品及服务的责任与义务由有关的商户独自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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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网站查阅关于本奖赏的最
新消息、限额、条款及细则。
其他条款
12. 本奖赏不可转让、退款、替换或兑换成财物、或其他会籍／会员积分、奖赏或礼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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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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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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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17. 本奖赏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现行监管要求限制。
18.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按此诠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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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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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美容及养生商户

重要通知
参与本奖赏的指定美容院同时亦为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订明的指定商户。
有关合资格交易将可获 8% 现金回赠，并受該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美容養生消费奖赏
推广期
1.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x 美容養生消费奖赏(本奖赏) 有效推广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包括首尾两日 (推广期) 。
谁可获享本奖赏
2. 本奖赏由成功申请 livi PayLater 贷款并于推广期内成功完成以下交易（指定交易）

并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理慧银行有限公司（理慧或我们）客户
（合资格客户）尊享。

3. 指定交易是指:

a. 于参与本奖赏的指定美容院(商戶)使用合资格客户的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单笔消费满港币 5,000 元；并
b. 以提取的 livi PayLater 贷款支付该消费。
本奖赏是什么
4. 本奖赏是港币 500 元现金回赠乙次。合资格客户成功完成指定交易后，可获享

港币 500 元现金回赠。我们将于消费后的下一个历月内发放本奖赏予合资格客
户的 liviSave 账户。
获享本奖赏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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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本奖赏发放时，合资格客户的 liviSave 账户及指定卡必须被理慧认为处于有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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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须保证其在理慧登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6.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我们就指定交易（包

括指定交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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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定性。

7. 商户须以指定支付机具处理指定交易顾客方能获享本奖赏。因参与商户职员在处

理交易时用了其他的支付机具以致顾客未能获得奖赏、或因此以引伸的任何争议、
协议、安排、投诉及陈述等等，livi 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8. 理慧或商户可于合资格客户成功完成指定交易时通知另一双方。合资格客户同意

理慧或商户可为通知的目的向另一方提供其姓名的一部分。

9. 就合资格客户与商户之间的任何争议、协议、安排、投诉及陈述等等，我们不承

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10. 为免生疑问，本条款及细则或本奖赏均不应视为、暗示、明示或构成商户作为理

慧的代理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理慧招揽业务。

11. 我们不是指定交易所提供的产品、服务、附随服务的供应商或服务提供者，不对

与之有关的任何事项负责。有关产品及服务的责任与义务由有关的商户独自负责。

修改本条款及细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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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赏的最新消息、限额、条款及细则。
其他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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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奖赏不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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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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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如随后指定交易出现全部或部分退款或退还，我们保留权利从合资格客户的

liviSave 账户扣回本奖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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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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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19. 本奖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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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慧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日期: 202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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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帮 Elecboy
重要通知
电器帮 ElecBoy 同时亦为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订明的指定商户。有关合资格
交易将可获 8% 现金回赠，并受該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 电器帮 ElecBoy 独家港币 150 元现金回赠优惠
推广期
1. 本电器帮 ElecBoy 港币 150 元现金回赠优惠（本奖赏）有效推广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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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器帮 ElecBoy 官方网站和 APP（商户）使用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指定卡） 购买指定产品满港币 1,500 元或以上的单笔网上消费交易
并成功完成交易（指定交易）和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 Livi Bank
Limited 理慧银行有限公司（「livi 理慧银行」或「我们」）客户（合资格客户）尊
享。
本奖赏是什么
3. 本奖赏是港币 150 元现金回赠优惠。在成功交易之后 30 日内，我们会将本奖赏存
入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商户有对指定货品和礼物有排他及绝对的酌情权，详情
请向商户查询。
获享本奖赏的条件
4. 在本奖赏发放时，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及指定卡 必须被 livi 理慧银行认为处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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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慧银行 登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5.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我们就指定交易（包括
指定交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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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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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就合资格客户与商户之间与本奖赏有关的任何争议、协议、安排、投诉及陈述，我
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7. 为免生疑问，本条款及细则或本奖赏均不应视为、暗示、明示或构成商户作为 livi
理慧银行的代理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 livi 理慧银行招揽业务。
修改本条款及细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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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网站查阅关于本
奖赏的最新消息、限额、条款及细则。
其他条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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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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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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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除合资格客户及 livi 理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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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如随后指定交易出现全部或部分退款或退还，我们保留权利从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
户扣回本奖赏。
14.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15. 本奖赏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现行监管要求限制。
16.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幷按此诠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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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慧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日期： 202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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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dia

重要通知
Expedia 同时亦为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订明的指定商户。有关合资格交易将
可获 8% 现金回赠，并受該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 理慧 x Expedia
优惠券代码使用条件:
1. 折扣券代码 ( 「优惠券」 ) ：MASTER10
a. 预订期限︰2023 年 1 月 1 日[香港时间]00:01 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香港时
间]23:59。
b. 旅游期限：旅游日期须于 2023 年 1 月 1 日与 2023 年 9 月 30 日之间（包含首尾两
日）

合资格预订︰
a. 优惠券价值（「折扣」）：9 折 (MASTER10)，最高可享港币 400 元折扣（下称
「折扣」）。
b. 最少住宿晚数：合资格预订的最少住宿晚数必须至少 1 日

2. 此优惠券代码只适用于独立预先付款酒店预订 (并非与任何其他产品组成的酒店预订
(例如机票 + 酒店)，及于 [http://www.expedia.com.hk/mastercard] (「网站」) 上完成的
预订(受以下乙部 (条款及细则) 的限制约束)。此优惠券代码无法透过电话服务中心兑
换。
3. 如欲使用上述优惠券代码，必须使用香港发行之 Mastercard 付款。

优惠券代码使用方法
4. 在预订过程中，于付款页面的「输入优惠代码」连结位置，输入优惠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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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相关栏位输入优惠代码，然后按一下「使用优惠券」连结。如果您的预订符合条
件，行程预订价格 (未计任何税项、应缴税项、适用附加费或额外费用) 将减去适用折
扣。
6. 您必须完成预订并付款，方可完成优惠券代码的兑换。

条款及细则:
7. 受此乙部 (条款及细则) 的限制约束及根据以上的甲部 (要点) ，优惠券代码可能适用于
在网站完成的独立预先付款酒店预订 (并非与任何其他产品组成的酒店预订 (例如机票
+ 酒店)。 优惠券代码只可用于预先付款的预订，而不适用于在目的地付款的预订。优
惠券代码不可用于套票行程预订。
8. 优惠券代码不适用于预订不适用的酒店名单上的住宿，有关名单请浏览：
http://www.expedia.com.hk/lp/b/pm-coupon-hotelexclusion。不适用的酒店名单可能
不时予以修订，恕不提前通知。
9. 如您符合在此载列的要求，优惠券代码可让您获享相关行程预订价(未计任何税项、应
缴税项、适用附加费或额外费用) 的折扣。
10. 优惠券代码只于预订期限内有效，且限于在有关网站上于旅游期间内进行网上预订，
方可获折扣。如在 Expedia 智游网任何其他网站预订者，恕不适用优惠券代码。
11. 每次交易只限使用一个优惠券代码。如您于一次交易中预订多间客房，有关折扣只适
用于价格最低的客房 (即如您预订 3 间客房，有关折扣只适用于其中 1 间客房而非全部
客房)。
12. 优惠券代码不适用于税项、应缴税项、提供者费用、取消费或变更费/罚款、行政手续
费或其他杂支，前述费用乃由客户全额负担。
13. 须受网站使用条款约束，所有预订项目视乎供应情况而定。
14. 优惠券代码不得与其他折扣优惠券、推广或特别优惠同时使用。使用优惠券代码预订
将不合资格获享由 Expedia 第三方市场推广合作伙伴提供的积分/里数/现金回赠/同类
计划之下的任何积分/里数/现金回赠/其他礼遇。
15. 优惠券代码不得用于任何先前已作之预订。一经用于合资格预订即视为已兑换。优惠
券不具任何现金价值，亦不会提供任何退款或其他现金等价物。优惠券不带任何剩余
现金价值，因此，如购买金额低于折扣金额，亦不会发放任何代用金。即便变更行程
或取消预订，优惠券代码亦不得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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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优惠券代码只适用于指定收件人，其必须已达香港法定成人年龄；并为香港合法居
民。优惠代码在法律禁止的情况下将作废。
17. Expedia Group 公司员工或任何与本推广有业务关系的其他人士(包括但不限于旅行社
联盟计划合作伙伴) 均不得使用此优惠券代码。
18. 严禁不当使用优惠券代码，包括但不限于公开发行或贩售优惠券代码，违者可能会构
成诈骗。
19. 此优惠券代码不得转让或出售。由不法渠道取得，或以任何方式毁坏、更改、复制、
伪造、破坏、操纵或篡改的任何优惠券代码将被视为无效。
20. 若 Expedia 智游网 (经 Expedia 智游网合理分析) 发现或有理由怀疑旅客：(a) 违反上述
折扣券代码使用细则；(b) 未经授权途径取得优惠券；(c) 使用优惠券代码完成预订，而
有意另行转售任何已预订的旅游产品；(d) 从事其他有损本项优惠之公平性、完整性或
正当性之行为；或 (e) 进行其他形式的欺诈行为，Expedia 智游网可依其全权裁定，径
自停止优惠券代码和/或取消该旅客使用优惠券代码下的所有预订，而不作任何理由说
明。Expedia 智游网保留不就已取消的交易向旅客退款之权利，包括任何不可退款预
订。
21. 为免生疑惑，此优惠券代码仅供旅客直接透过本网站预订时使用，不得透过或由第三
方旅行社代理或中介使用。
22. Expedia 保留随时修改此优惠券代码之使用条款或取消此优惠券代码之权利。就本优惠
一切相关事宜，Expedia 智游网享有最终决定权。
23. 有关优惠券代码使用条款如明文所定，不得经由任何未授权人士 (包括 Expedia 智游网
的员工) 作出变更。有关优惠券代码使用条款乃受新加坡法律所管辖及诠释。
24. 英文版本与其他语言译本如有不一致之处，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25. 优惠券代码由 BEX Travel Asia Pte Ltd (公司登记编号：201113337M) 提供，该公司是
依据新加坡法律合法成立 (「Ex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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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dia Rewards Points Mastercard® 优惠

第一步:
登入你的 Expedia Rewards 帐户。如未有帐户，请选择"建立免费帐户"

第二步:
登入你的帐户 > 选择"我的帐户", 点击付款方式，加入信用卡并储存你的万事达卡于帐户内

第三步:
继续预订您选择的旅行产品，并在付款页面使用已保存的万事达卡付款

请于此链接查看详细说明与条款及细则:
https://www.expedia.com.hk/lp/b/pmexphk-mastercard-tnc?langid=3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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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泽
重要通知
丰泽同时亦为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订明的指定商户。有关合资格交易将可获
8% 现金回赠，并受該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 丰泽独家港币 200 元现金回赠优惠
推广期
1. 本丰泽港币 200 元现金回赠优惠（本奖赏）有效推广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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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丰 泽 官 方 网 站 和 APP （ 商 户 ） 使 用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指定卡） 购买指定产品满港币 2,500 元或以上的单笔网上消费交易
并成功完成交易（指定交易）和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 Livi Bank
Limited 理慧银行有限公司（「livi 理慧银行 」或「我们」）客户（合资格客户）尊
享。
本奖赏是什么
3. 本奖赏是港币 200 元现金回赠优惠。在成功交易之后 30 日内，我们会将本奖赏存
入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商户有对指定货品和礼物有排他及绝对的酌情权，详情
请向商户查询。
获享本奖赏的条件
4. 在本奖赏发放时，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及指定卡 必须被 livi 理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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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慧银行 登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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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我们就指定交易（包括
指定交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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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就合资格客户与商户之间与本奖赏有关的任何争议、协议、安排、投诉及陈述，我
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7. 为免生疑问，本条款及细则或本奖赏均不应视为、暗示、明示或构成商户作为 livi
理慧银行的代理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 livi 理慧银行招揽业务。
修改本条款及细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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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网站查阅关于本
奖赏的最新消息、限额、条款及细则。
其他条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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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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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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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除合资格客户及 livi 理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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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如随后指定交易出现全部或部分退款或退还，我们保留权利从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
户扣回本奖赏。
14.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15. 本奖赏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现行监管要求限制。
16.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幷按此诠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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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慧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日期： 202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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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s.com

重要通知
Hotels.com 同时亦为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订明的指定商户。有关合资格交易
将可获 8% 现金回赠，并受該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 理慧 x Hotels.com
条款及细则:

1. 此优惠券只适用于经 Mastercard 网站上的 Hotels.com 连结所进行的预订。此优惠券只
适用于透过合资格信用卡付款的 Mastercard 信用卡持有人
2. 凭此优惠券预订参与最优惠价格保证的酒店 1 至 28 晚，即可获预订价 10% 折扣优
惠。
3. 必须于预订时支付住宿费用。折扣只适用于预订的首间客房。折扣不适用于任何税
项、服务费或额外费用，如是次预订包括多间客房，除首间客房外，其余客房均须以
全价付款。
4. 优惠券仅供 18 岁以上的香港居民使用。此优惠券只适用于 31/12/2022 12:00 AM GMT
至 30/6/2023 11:59 PM GMT 在 Hotels.com 香港版所作的预订，并须于 1/1/2023 至
30/9/2023 期间完成住宿。预订视乎供应而定并须遵守酒店的条款及细则。
5. 本优惠券不得用于下列情况：
a. 预订套票行程，即机票 + 酒店
b. 透过「团体旅游服务」所进行的预订
c. 于酒店付款的预订
d. 以外币付款的预订
e. 预订没参与此优惠的酒店
f. 于收到此优惠券前预订
6. 请浏览 http://zh.hotels.com/page/hkzh-hotelexclusions/?pos=HCOM_HK&locale=zh_HK 参阅没参与此优惠的酒店名单。参与此优
惠的酒店可能随时变更。
7. 你只可于最多 5 项预订中使用此优惠券，且每次均必须全数使用。进行 5 项预订后你
将无法再使用此优惠券，即使你取消当中的 1 项或多项预订。
8. 此优惠券只限所有顾客合计的首 13000 次预订使用。完成预订前你可以确认优惠券是
否仍然有效。每次预订限用一张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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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此优惠券可与 Hotels.com 的折扣价同时使用，惟不可与 Hotels.com 的任何其他推广同
时使用，无论有关推广由第三方提供与否。
10. 使用此优惠券无法累积或兑换 Hotels.com™ Rewards 晚数。
11. 此优惠券不适用于税项、服务费或包括 (但不限于) 额外房客、电话费、取消费用、泊
车等收费或其他费用。你必须于预订时或直接于酒店支付上述费用。
12. 此优惠券不得兑换现金、不可转让或出售。
13. 其于法律禁止的地区无效。严禁以不当方式使用优惠券；如以不当方式使用，可能构
成欺诈。我们保留权利随时更改或撤回此优惠，并于优惠券被用作任何投机、虚假或
诈骗性预订或囤积预订时取消有关预订。
14. 须遵守一般预订条款及细则 (请参阅
hotels.com./customer_care/terms_conditions.html)，所有预订均须视乎供应而定。
15. Hotels.com 为此优惠的促销活动主办人。
16. 有关条款及细则受华盛顿州法例规管并按照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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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ook

重要通知
KLOOK 同时亦为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订明的指定商户。有关合资格交易将
可获 8% 现金回赠，并受該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 理慧万事达卡® x KLOOK 独家 5%折扣优惠
推广期
1. 理慧万事达卡® x KLOOK 独家 5%折扣优惠（本奖赏）有效推广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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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以下交易（指定交易）并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
理慧銀行有限公司（理慧或我们）客户（合资格客户）尊享。

3. 指定交易是指于 KLOOK 官方网店及/或 APP（商户）使用理慧借记万事达卡或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指定卡）购买指定产品并以优惠码＂KLOOK5LIVI＂完成交易的单笔网上消费。

本奖赏是什么
4. 本奖赏是由指定卡付款的指定交易净金额的 5%折扣优惠。合资格客户成功完成指定交易后，
商户会自动把折扣应用到交易中。商户对指定货品有排他及绝对的酌情权，详情请向商户
查询。

获享本奖赏的条件
5. 本奖赏不可与其他奖赏同时使用。详情请向商户查询。
6. 在本奖赏发放时，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及指定卡必须被理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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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慧登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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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合资格客户在推广期内仅能获享本奖赏一次。每名合资格客户在推广期内每笔网上消费最
高可享港币 80 元现金折扣。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
我们就合资格交易（包括合资格交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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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此优惠由商户提供, 有关优惠的使用条款, 请向商户查询。

9. 就合资格客户与商户之间与本奖赏有关的任何争议、协议、安排、投诉及陈述，我们不承
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10. 为免生疑问，本条款及细则或本奖赏均不应视为、暗示、明示或构成商户作为理慧的代理
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理慧招揽业务。
11. 我们不是本奖赏所提供的产品、服务、附随服务的供应商或服务提供者，不对与之 有关的
任何事项负责。有关产品及服务的责任与义务由有关的商户独自负责。实现本奖赏的目
的， 我们会向有关服务或产品的供应商提供合资格客户的必要详情。合资格客户同意并授
权理慧为此目的向该等供应商提供合资格客户的必要详情。

修改本条款及细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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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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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本奖赏不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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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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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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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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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奖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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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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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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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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酒店集团官方网站

重要通知
富豪酒店集团官方网站同时亦为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订明的指定商户。有关
合资格交易将可获 8% 现金回赠，并受該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理慧 x 富豪酒店集团官方网站客户独家 94 折优惠
推广期
1. 本理慧 x 富豪酒店集团官方网站客户独家 94 折优惠（本奖赏）有效推广期为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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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以下指定交易（指定交易）和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
件的理慧银行有限公司（「理慧」或「我们」）客户（合资格客户）尊享。
3. 指定交易是指:
a) 于富豪酒店、丽豪航天城酒店 及 富荟酒店官方网站（商户）使用 理慧 PayLater
Mastercard® 或理慧借记万事达卡®（指定卡）进行任何单笔合资格网上消费交易并
输入优惠码「LIVI6OFF」；并
b) 以提取的理慧 PayLater 贷款支付该消费。
本奖赏是什么
4. 本奖赏是 94 折优惠。合资格客户在输入优惠码「LIVI6OFF」并完成指定交易之后，商户会
自动把折扣应用到交易中。本奖赏不可转让，并不可与其他优惠券或促销优惠同时使用。
5. 为免生疑问, 请参阅 www.booking.regalhotel.com?cid=Ngx2EMViXCw=所列明的条款与细
则。

获享本奖赏的条件
6. 在本奖赏发放时，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及指定卡 必须被理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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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慧登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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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我们就指定交易（包括指定交
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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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
8. 理慧或商户可于合资格客户成功完成指定交易时通知另一双方。合资格客户同意理慧或商
户可为通知的目的向另一方提供其姓名的一部分。
9. 就合资格客户与商户之间与本奖赏有关的任何争议、协议、安排、投诉及陈述，我们不承
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10. 为免生疑问，本条款及细则或本奖赏均不应视为、暗示、明示或构成商户作为理慧的代理
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理慧招揽业务。
11. 我们不是指定交易所提供的产品、服务、附随服务的供货商或服务提供商，不对与之有关
的任何事项负责。有关产品及服务的责任与义务由有关的商户独自负责。

修改本条款及细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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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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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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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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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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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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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奖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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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日)

38

RentSmart

重要通知
RentSmart 同时亦为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订明的指定商户。有关合资格交
易将可获 8% 现金回赠，并受該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 RentSmart 独家港币 100 元租金回赠优惠
推广期
1. 本 livi 理慧银行 x Rentsmart 独家 HK$100 租金回赠（本奖赏）有效推广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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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币 100 元租金回赠官方 APP（商户）使用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指定卡） 进行任何满港币 5,000 元或以上的单笔网上消费交易（指
定交易）并以优惠码“livi100”成功完成交易和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
Livi Bank Limited 理慧银行有限公司（「livi 理慧银行」或「我们」）客户（合资格
客户）尊享。

3. 本奖赏只适用于香港身份证持有人。

本奖赏是什么

4. 本奖赏是港币 100 元租金回赠，奖赏会即时存入持卡人之 RentSmart 账户内。本奖

赏不可转让，不得与任何其他优惠同时使用。

获享本奖赏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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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本奖赏发放时，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及指定卡 必须被 livi 理慧银行认为处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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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慧银行登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6. 此优惠由商户提供。 商户保留随时修改或取消优惠的权利。 为免生疑问，客户在

使 用 优 惠 码 时 如 有 任 何 问 题 ， 可 访 问 https://rentsmart.com.hk/partners-andpromotions/livi/ 。

7. 就合资格客户与商户之间与本奖赏有关的任何争议、协议、安排、投诉及陈述，我

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8. 为免生疑问，本条款及细则或本奖赏均不应视为、暗示、明示或构成商户作为 livi

理慧银行的代理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 livi 理慧银行招揽业务。
9. 我们不是本奖赏所提供的产品、服务、附随服务的供应商或服务提供者，不对与之

有关的任何事项负责。有关产品及服务的责任与义务由有关的商户独自负责。

修改本条款及细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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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网站查阅关于本

奖赏的最新消息、限额、条款及细则。

其他条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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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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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商户有权酌情决定暂停、终止、修改或替换本奖赏，而毋须事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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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除合资格客户及 livi 理慧银行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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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16. 本奖赏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现行监管要求限制。

17.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幷按此诠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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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慧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日期： 202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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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pert 专业旅运

重要通知
Texpert 专业旅运同时亦为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订明的指定商户。有关合
资格交易将可获 8% 现金回赠，并受該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livi Mastercard® x Texpert 专业旅运独家 5%现金
回赠优惠
推广期
1. livi Mastercard® x Texpert 专业旅运官方网店独家 5%现金回赠优惠（本奖赏）

有效推广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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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以下交易（指定交易）并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

其他条件的 Livi Bank Limited 理慧银行有限公司（livi 理慧银行或我们）客户
（合资格客户）尊享。

3. 指定交易是指于 Texpert 专业旅运官方网店或店铺（商户）使用 livi 理慧借记万

事达或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指定卡）付款并完成交易的单笔网上消费。

本奖赏是什么
4. 本奖赏是由指定卡付款的指定交易净金额的 5%现金回赠。合资格客户成功完成

指定交易后，我们将于下个历月内发放本奖赏予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

获享本奖赏的条件
5. 本奖赏不可与其他奖赏同时使用。详情请向商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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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本奖赏发放时，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及指定卡必须被 livi 理慧银行认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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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慧银行登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7.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每名合资格客户在推广期内每笔消费最高可享

港币 100 元现金回赠，及在推广期内每个历月最多可享本奖赏三次。在沒有明
顯錯誤的情況下，我們就合資格交易（包括合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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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終及具決定性。
8. 此优惠由商户提供, 有关优惠的使用条款, 请向商户查询。
9. 就合资格客户与商户之间与本奖赏有关的任何争议、协议、安排、投诉及陈述，

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10. 本奖赏一经发出，我们或商户不会接受任何有关指定交易的退款要求。

11. 为免生疑问，本条款及细则或本奖赏均不应视为、暗示、明示或构成商户作为

livi 理慧银行的代理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 livi 理慧银行招揽业务。
12. 我们不是本奖赏所提供的产品、服务、附随服务的供应商或服务提供者，不对

与之 有关的任何事项负责。有关产品及服务的责任与义务由有关的商户独自负
责。实现 本奖赏的目的， 我们会向有关服务或产品的供应商提供合资格客户的
必要详情。合 资格客户同意并授权 livi 理慧银行为此目的向该等供应商提供合
资格客户的必要详情。
修改本条款及细则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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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网站查阅关于

本奖 赏的最新消息、限额、条款及细则。
其他条款
14. 本奖赏不可转让、替换或兑换成现金、财物、或其他会籍／会员积分、奖赏或

礼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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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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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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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除合资格客户及 livi 理慧银行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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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奖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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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慧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日期: 202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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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和 YOHO

重要通知
友和 YOHO 同时亦为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订明的指定商户。有关合资格交
易将可获 8% 现金回赠，并受該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x 友和 YOHO 消费奖赏
推广期
1.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x 友和 YOHO 消费奖赏(本奖赏) 有效推广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包括首尾两日 (推广期) 。
谁可获享本奖赏
2. 本奖赏由成功申请 livi PayLater 贷款并于推广期内成功完成以下交易（指定交易）并符
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理慧银行有限公司（理慧或我们）客户（合资格客户）
尊享。
3. 指定交易是指:
c. 于友和 YOHO 店铺、网上商店或 APP（商户）使用合资格客户的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单笔消费满港币 3,000 元；并
d. 以提取的 livi PayLater 贷款支付该消费。
本奖赏是什么
4. 本奖赏是一次性港币 200 元现金回赠乙次。我们将在合资格客户成功完成指定交易后的下
一历月或之前向其存款账户存入相应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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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指定卡必须被理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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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慧登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6.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我们就指定交易（包括指
定交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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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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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理慧或商户可于合资格客户成功完成指定交易时通知另一双方。合资格客户同意理慧
或商户可为通知的目的向另一方提供其姓名的一部分。
8. 就合资格客户与商户之间的任何争议、协议、安排、投诉及陈述等等，我们不承担任
何责任或义务。
9. 为免生疑问，本条款及细则或本奖赏均不应视为、暗示、明示或构成商户作为理慧的
代理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理慧招揽业务。
10. 我们不是指定交易所提供的产品、服务、附随服务的供应商或服务提供者，不对与之
有关的任何事项负责。有关产品及服务的责任与义务由有关的商户独自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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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网站查阅关于本奖赏
的最新消息、限额、条款及细则。
其他条款
12. 本奖赏不可转让、退款、替换或兑换成财物、或其他会籍／会员积分、奖赏或礼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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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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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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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17. 本奖赏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现行监管要求限制。
18.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按此诠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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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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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LORA
重要通知
ZALORA 同时亦为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订明的指定商户。有关合资格交易将
可获 8% 现金回赠，并受該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livi x ZALORA 客户独家 85 折优惠
推广期
1. 本 livi x ZALORA 独家 85 折优惠（本奖赏）有效推广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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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以下指定交易（指定交易）和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
件的 Livi Bank Limited 理慧银行有限公司（「livi 理慧银行」或「我们」）客户（合资格客
户）尊享。
3. 指定交易是指:
c) 于 ZALORA 官方网站 及/或 APP（商户）使用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或 livi Debit
Mastercard®（指定卡）进行任何满港币 399 元或以上的单笔合资格网上消费交易并
输入优惠码「LIVI2023」。

本奖赏是什么
4. 本奖赏是 85 折优惠。于推广期内每名合资格客户可于每笔指定交易消费满港币 399 元或
以上即享 85 折，最高可获港币 150 元折扣。合资格客户在输入优惠码「LIVI2023」并完成
指定交易之后，商户会自动把折扣应用到交易中。本奖赏不可转让，并不能与其他商品优
惠码叠加使用。
5. 为免生疑问, 此优惠不适用于 www.zalora.com.hk/faq-non-sale 所列明的不设折扣品牌及由
卖家出售的货品。

获享本奖赏的条件
6. 在本奖赏发放时，合资格客户的存款账户及指定卡 必须被 l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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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银行登记的个人资料是最新及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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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奖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我们就指定交易（包括指定交
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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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
8. livi 理慧银行或商户可于合资格客户成功完成指定交易时通知另一双方。合资格客户同意
livi 或商户可为通知的目的向另一方提供其姓名的一部分。
9. 就合资格客户与商户之间与本奖赏有关的任何争议、协议、安排、投诉及陈述，我们不承
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10. 为免生疑问，本条款及细则或本奖赏均不应视为、暗示、明示或构成商户作为 livi 理慧银
行的代理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 livi 理慧银行招揽业务。
11. 我们不是指定交易所提供的产品、服务、附随服务的供应商或服务提供者，不对与之有关
的任何事项负责。有关产品及服务的责任与义务由有关的商户独自负责。

修改本条款及细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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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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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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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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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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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除合资格客户及 livi 理慧银行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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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18. 本奖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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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按此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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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i Bank Limited 理慧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日期： 202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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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及细则 – 指定商户迎新奖赏
Deliveroo
重要通知
Deliveroo 戶戶送 同时亦为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现金回赠奖赏订明的指定商户。

有关合资格交易将可获 8% 现金回赠，并受該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 Deliveroo 戶戶送客戶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开户迎新奖赏
推广期
1. Deliveroo 戶戶送客戶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开户迎新奖赏 (本奖赏) 有效推广期为 2023 年
1 月 3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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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予 Deliveroo 户户送官方 App (商户) 的邀请码 (DLVR#livi)
成功开立 liviSave 账户、并成功申请 livi PayLater 额度及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指定交易)，
同时符合本条款及细则列明的其他条件的 Livi Bank Limited (livi 或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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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现有客户；或
b. 在申请开立 liviSave 账户日期之前的 12 个月内，曾经在 livi 持有 liviSave 账户的客户 (不
论该客户曾否获享我们的任何迎新奖赏) 。
本奖赏是什麽
4. 本奖赏是 Deliveroo 户户送港币 1,000 元电子礼券，其使用受制于其自身条款。凭专享邀
请码成功开户并符合上述的获奖条件，我们会在 14 个曆日内将本奖赏经电邮发送至客户
在 livi 登记之电邮地址。
获享本奖赏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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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本奖赏发放时，合资格客户的 liviSave 账户及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必须被 l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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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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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奖
赏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我们就本奖赏的获奖条件及本奖赏
限额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
7. 就合资格客户与商户之间与本奖赏有关的任何争议、协议、安排、投诉及陈述，我们不承
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8. 为免生疑问，本条款及细则或本奖赏均不应视为、暗示、明示或构成商户作为 livi 的代理
人或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 livi 招揽业务。
9. 我们不会就本奖赏所提供的产品、服务、附随服务的供应商或服务提供者，不对与之有关
的任何事项负责。有关产品及服务的责任与义务由有关的商户独自负责。
修改本条款及细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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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关于本奖赏的最新消息、
限额、条款及细则。
其他条款
11. 本奖赏不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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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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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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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除合资格客户及 l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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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如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决定为最终及具决定性的。
16. 本奖赏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现行监管要求限制。
17.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按此诠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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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發 (日期： 2023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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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及细则 -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livi PayLater 条款
您使用 livi PayLater 受本 livi PayLater 条款（本条款 ）规范。理慧服务条款（理慧服务条款）
亦适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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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

简介
livi PayLater
(a) livi PayLater 是由理慧银行有限公司（理慧或本行）为您提供的循环贷款。本行可全
权酌情决定批准或拒绝任何 livi PayLater 申请，而无需给予理由。在您接受并遵守本
行向您发出的授信函（授信函）及本条款、签立授信函中提及的所有适当文件（如
有），以及支付所有所需费用及收费的前提下，本行将向您提供 livi PayLater。
(b) 使用 livi PayLater 的前提条件是您需要持有一张由本行指定用于使用 livi PayLater 而
发出的有效虚拟借记卡（指定借记卡）。您在申请 livi PayLater 时将被视为同时申请
指定借记卡。指定借记卡受一般管限本行虚拟借记卡的条款及细则（虚拟借记卡条
款）规范，该等条款可在该应用程式或本行网站上参阅。如您的指定借记卡因任何
原因被取消或暂停，本行将不会在 livi PayLater 下进一步提供任何放款。

B.
2.

使用 livi PayLater
合资格交易
(a) livi PayLater 只可用于支付使用指定借记卡消费、以港币支付或已转换成港币计价、
并满足以下条件的交易（合资格交易）：
(i) 用于购买本行可不时接受的货品或服务；及
(ii) 其价值不低于本行在授信函中指定或本行不时另行通知您的最低金额（最低
消费额）。本行可发进一步通知容许您自行设定最低消费额。
(b) 您不可用 livi PayLater 提取现金透支。
(c) 本行并无责任监察或核实在 livi PayLater 下借取的资金被如何使用，包括该等资金的
用途是否符合法律及法规或是否作指定用途。

51

3.

提款
(a) 视乎可用贷款金额及本行在授信函中指定的其他条款（如有），若本行让您使用 livi
PayLater 支付合资格交易， livi PayLater 会被自动提取以支付该合资格交易。您使用
指定借记卡支付合资格交易即构成向本行就 livi PayLater 的提款通知以及不可撤销的
授权本行从 livi PayLater 提取该合资格交易金额的贷款（放款）。

4.

(b) 在不妨碍本条款中列明本行的凌驾性权利的原则下，本行可酌情决定暂停、减低或
取消 livi PayLater 下任何未提取的贷款金额或拒绝提取贷款，而无需给予理由或通知。
还款
(a) 您必须按照经本行同意或指定的还款安排偿还在 livi PayLater 下的放款，包括分期计
划（见下文说明）、还款金额、还款货币、还款日期及还款方式。
(b) 除非本行另有指定，否则本行将以相关放款金额除以您选定的分期还款期数，再加
上适用利息、费用及收费从而计算每笔分期还款金额。
(c) 所有还款均会在 livi PayLater 月结单中显示。已偿还的金额可在 livi PayLater 下再借
取。

5.

分期计划
(a) 每笔放款须分期偿还。首笔分期还款在合资格交易之后的第二个历月的还款日（于
授信函中指定）到期应付。
(b) 本行就 livi PayLater 下的放款按逐笔交易提供多种分期还款安排的选项（分期计划）。
在记入合资格交易对应的放款以供还款的首个 livi PayLater 月结单的日期（结单日期）
之前，您可为该合资格交易选定一个分期计划，惟须经本行批准。一经选定合资格
交易的分期计划，您即不可撤销或更改。
(c) 本行亦提供在该应用程式中预设分期计划（预设分期计划）的选择。 您可用预设分
期计划作为默认的还款安排，惟须经本行批准。 您的预设分期计划将适用于 livi
PayLater 下的所有放款，除非本行收到您就任何合资格交易放款另作的分期计划选择。

6.

非合资格交易的处理
您就非合资格交易的消费或在 livi PayLater 下提取贷款被拒，相关交易金额会即时从您
的存款账户扣取。若您的存款账户在扣款时未有充足即时可用资金，本行有权拒绝该项
消费。

7.

提前还款
(a) 您可向本行提前偿还一笔放款的全数欠债，连同截至（并包括）提前还款当日的累
计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如有），惟须另付授信函中指定的提前结清费用。或如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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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函中未有指定则提前结清费用相等于提前还款本金金额的 3%的费用。任何放款均
不容提前偿还部分欠债。已提前偿还的金额可在 livi PayLater 下再借取。
(b) 如任何以放款支付的合资格交易金额全数或部分被退款或还原，在收到相关商户的
相关退款后，该等退款将会记入您的存款账户。您仍须按适用分期计划偿还有关放
款，但本行亦保留权利把向本行退还或归还的该等款项用作偿还有关放款。
8.

取消及终止
(a) 您不得取消全部或部分未提取的 livi PayLater 贷款金额。
(b) 在不影响本行随时要求还款的凌驾性权利的原则下，本行可终止您的 livi PayLater。
livi PayLater 终止后，本行不会在 livi PayLater 下向您提供任何进一步放款，而您在
livi PayLater 下的所有未偿还欠债（包括所有适用利息、费用及收费）将立即到期应
付。
(c) 如您在 livi PayLater 下无任何未偿还款项（包括任何本金、利息、费用及收费），您
可经本行批准后终止 livi PayLater。livi PayLater 一经终止，您便不能使用。
(d) 无论授信函中如何约定（包括当中可能指定的任何重检日期），本行保留就下列各
项的凌驾性权利︰

9.

i.

随时（如适用，在授信函中指定的重检日期之前）检视 livi PayLater并向您
发出终止通知并要求立即全数偿还所有放款，以及即时（如适用，即使是在
上述重检日期之前）终止livi PayLater；及

ii.

按本行酌情决定随时增减及／或取消livi PayLater贷款金额或其中任何部分，
一经向您发出电邮通知及／或短信或该应用程式内讯息，即时生效。

利息及费用
(a) 本行有权由结单日期起收取授信函中指定的利息及其他费用及收费（包括任何手续
费）。本行有权向您发出事先通知后，更改利率或收费表。
(b) 任何到期未付的本金款项须征收违约利息。违约利率在授信函中指定，或如未有指
定，则违约利率相等于适用于相关放款的实际年利率（APR）的 150%。实际年利率
是一个参考利率，包含产品的所有适用利率、费用及收费，以年化利率表示，并按
香港银行公会发出的相关指引指定的方法计算。
(c) 违约利息由相关款项到期日起以单利为基准按日计算，直至本行就全数欠款收到不
可撤销且无附带条件的还款为止。
(d) 除非本行另行书面通知，否则违约行政费将予豁免。
(e) 费用及收费一概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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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授权从存款账户抵销及扣款
您授权本行随时从您的账户（包括存款账户）抵销及扣取与 livi PayLater 有关的分期还款、
利息、费用、收费、佣金、成本、开支及其他到期应付的款项，而无需事先通知。您应
确保有关账户中有充足且即时可用资金。

11.

一般贷款条款
(a) 若本行在任何时间向您提供多于一项银行信贷，且一项银行信贷（第一项信贷）被
设定为可与另一项信贷（第二项信贷）互换，则第一项信贷下任何可用但未用的信
贷金额余额可在第二项信贷下向您提供，惟须受相关授信函中指定的任何限额及其
他条件管限。
(b) 若本行履行本行在 livi PayLater 下的责任或维持 livi PayLater 贷款或任何放款于任何
时间在任何适用司法管辖区属或将变成不合法，本行会通知您，而本行的承诺则即
时取消，您须在本行指定的日期或之前全数偿还 livi PayLater 下的所有未偿还欠债。
(c) 港币利息会以一年 365 日或 366 日（视情况而定）基准就实际经过的日数按日累计，
或按本行不时酌情采纳的市场惯例累计。
(d) 所有累计利息均须应要求即付，如未有要求，则须于每笔分期还款的到期日或按本
行不时通知您的惯例支付。本行有权将任何欠付利息化为相关放款下的本金金额，
再以此按适用利率征收计息。
(e) 您的付款或还款时间均至关重要。
(f) 您向本行支付的所有款项均须以放款货币或（如本行许可）转换成其他货币（适用
货币）支付，付款须以即时可用资金作出，不作抵消或反申索，且须不含及无需预
扣或扣 除任何 或所 有现在 或未来 的税 项、关 税、 付款或 其他收 费。 如有关 livi
PayLater 的任何付款需作任何预扣或扣除，您应付的金额须相应增加以使本行能收到
全额付款，犹如并未作出有关预扣或扣除一样。如需作任何预扣或扣除，您须在合
理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通知本行，并在指定的时间内将需要预扣或扣除的款项支
付予相关机关。您亦须在支付有关款项后 30 日内向本行提供付款的书面证明。
(g) 向本行的付款（不论是根据任何判决书、法庭命令或其他情况）概不解除您就有关
款项的责任或债务，除非及直至本行以适用货币收到全额付款为止，如有关付款的
金额在实际转换成适用货币后少于以适用货币表示的责任或债务，则本行可另享追
索权向您追讨。
(h) 本行可酌情按当时由本行终局决定的现行现货汇率，把以适用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
向本行支付的任何款项兑换成适用货币。
(i) 无论授信函或本条款中的任何相反规定，本行有凌驾性权利可要求您即时偿还在 livi
PayLater 下或就 livi PayLater 而欠付本行的所有到期、欠付或已招致的未偿还欠债
（不论实际或或然并包括利息及违约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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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就本行由于或为维持或强制执行授予您的 livi PayLater 贷款而蒙受或招致的任何种类
的责任、行动、诉讼、程序、申索、要求、损失、损害、成本、费用及开支（包括
法律费用及合理招致的其他开支），不论实际或或然，您需按全额弥偿基准向本行
作出弥偿，除非上述情况乃因本行欺诈、故意不当行为或重大疏忽而造成。
(k) 本行有权把本行收到的任何款项按本行认为合适应用或拨用作清偿 livi PayLater 下的
未偿还欠债或其任何部分。本行所作的拨用均凌驾您所拟的任何拨用。
(l) 本行有权雇用代收账款的机构追收您在 livi PayLater 下到期但未付的任何款项。您同
意并确认已获敬告就本行因雇用代收账款的机构而可能合理招致的所有成本及开支，
您须按全额弥偿基准向本行作出并保持弥偿。您并且同意本行可为追收债务目的而
向该等代收账款的机构披露有关您及您就 livi PayLater 应付的未偿还欠债及其他款项
的任何或所有资料。
12.

您的陈述、保证及承诺
(a) 您于接受授信函当日向本行作出下列陈述及保证︰
i.

本条款及授信函构成对您有效、具合法约束力及可按其条文强制执行的责
任。

ii.

您接受及履行本条款及授信函，现在及将来均不会与适用于您的任何法律
或法规冲突；

iii.

您提供的所有资料在提供之日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属真实、完整及准确，并
且在任何方面均无误导；

iv.

您并无面对任何法庭或审裁处的破产或清盘呈请，亦无任何此等对您的呈
请待决；及

v.

下文第13段所列的违约事件（违约事件）皆未发生或持续，亦不会因您接
受授信函及／或提取livi PayLater而发生。

上述陈述及保证须在livi PayLater每笔放款或提取贷款以及在每个分期还款日，参
照当时存在的事实及情况重复及被视为由您作出（如适用）。

(b) 您承诺会︰
i.

在获悉发生任何违约事件或潜在违约事件，或您就偿还livi PayLater预期或
经历任何困难时，从速通知本行；及

ii.

全面遵守对您适用的所有法律及法规，若未有遵守会重大损害您履行与livi
PayLater相关的责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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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违约事件
一旦发生下列任何一项或多项违约事件，您在 livi PayLater 下到期或欠付本行的所有款项
（包括本金及利息）即变成立即到期应付而无需另发要求，并且 livi PayLater 即时终止，
而本行无需提供任何进一步放款︰
(a) 未能在到期日支付您应付予本行的任何本金、利息、收费或其他成本及开支，不论
是否关于 livi PayLater；
(b) 您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或您提供的任何资料或文件在任何重大方面失实、不准
确、不完整或具误导性；
(c) 发生任何本行认为对您的状况（不论财务或其他状况）具有或可能具有重大不利影
响的事件；
(d) 就破产或就您或您的全部或部分资产委任清盘人、接管人、管理人或类似人员发出
呈请、展开法律程序或颁出命令；
(e) 在不防碍上文 (a) 分段的原则下，您未有遵守本条款、授信函、任何担保或其他附带
文件（如适用）所载的任何条文，而此乃无法补救的情况，或如能补救，未在本行
发出要求补救的通知日期起七日内完成补救；
(f) 您就 livi PayLater 需要维持的任何政府、税务或其他批准被撤回或修订并会影响本行
在 livi PayLater 下的权益；
(g) 您履行本条款、授信函、任何担保或其他附带文件（如适用）下的任何责任变成不
合法；及
(h) 发生在任何相关司法管辖区法律之下跟上述事件具类似或等同效果的任何事件。

14.

资料
(a)

您同意向本行提供本行可不时合理要求的关于您及／或与您相关的个人（统称您的
相关人士）的个人资料及其他资讯，用作评核、处理、授予、继续、检视、修订、
续期、追讨及／或强制执行 livi PayLater 或 livi PayLater 下任何放款及相关用途。

(b)

您代表本人及作为您的相关人士的正式授权代理人就下列事项授权本行︰
i. 按理慧服务条款及个人资料收集声明，使用关于您及／或您的相关人士、livi
PayLater、授信函或任何其他协议，或您及／或您的相关人士所进行的交易或
往来的任何数据、资料及文件。本行将对该等数据、资料及文件保密，但本
行获授权可将该等数据、资料及文件提供予理慧服务条款或个人资料收集声
明中指定的人士用作当中指定的用途，或本行的任何分行、附属公司及控股
公司，以及本行任何控股公司的分行、附属公司及联属公司（统称本行相关
方），或向本行或任何本行相关方提供服务的专业顾问及其他人士（包括信
贷资料服务机构、代收账款的机构、信贷评级机构、保险公司或保险中介公
56

司、信贷保障服务提供者），或本行与livi PayLater相关的权利及责任的任何
实际或潜在受让人、承让人、参与者或次级参与者，或任何其后的押记人、
承按人或产权负担持有人，或为符合或遵守对本行或本行相关方适用或具约
束力的法律、法规、指引或交易所规则而须向其提供资料的任何人士，或按
任何法院或规管本行或本行相关方的政府或监管机关的规定或要求向其披露
资料的任何人士，或为与相关本行或本行相关方的任何诉讼、仲裁、行政、
调解或其他调查、法律程序或争议而需要向其披露资料的任何人士，或您许
可的任何其他人士；
ii. 为获取或交换资料，以及为检查目的比较您所提供的资料与本行收集的资料，
联络您的或您的相关人士的雇主（如适用）、银行或咨询人，或任何信贷资
料服务机构或其他资料来源。本行有权使用比较所得结果对您采取行动或不
利您的利益的行动；及
iii. 转移至及／或在香港以外司法管辖区持有任何数据、资料及文件。
15.

其他条款
(a) 若授信函与本条款的条文之间有任何不一致，应以授信函的条文为准（被明确凌驾
的条文除外）。
(b) 就本条款影响费用及收费以及您的责任或义务的任何更改，本行可经发出 30 日事先
通知不时更改。如您在有关更改生效日期后继续维持 livi PayLater 贷款，即会被视为
已接受有关更改。
(c) 如任何条文或其部分失效，该条文的其余部分及所有其他条文仍具十足效力及作用。
(d) 本行可随时向任何其他人士出让或转让本行就 livi PayLater 的所有或任何权利、利益、
责任及义务，而无需获您同意或通知您，前提是在出让或转让之时，您不会因此而
需要支付若未发生该出让或转让原需承担的更高金额。未经本行事先书面同意，您
不得向任何其他人士出让或转让您就 livi PayLater 的任何权利、利益、责任及／或义
务。
(e) 除您与本行之外，概无任何人士有权根据香港法例第 623 章《合约（第三者权利）
条例》执行本条款或享有本条款的权益。
(f) 本条款受香港法律管限并须据其诠释。双方均接受香港法院的非专有司法管辖权管
辖。
(g) 本条款的中文版本仅供参考，若中英文版本之间有任何不一致，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万事达卡虚拟借记卡条款
本条款所指的指定借记卡乃万事达卡虚拟借记卡。您确认已阅读、明白及接受该卡的条款及细
则（https://www.livibank.com/pdf/livi-debit-mastercard-tnc-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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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贷款产品资料概要（本概要）
Livi Bank Limited 理慧银行有限公司

livi PayLater
2021 年 5 月
此为循环贷款产品。
本概要所列明的利息、费用及收费等资料仅供参考，本产品的最终条款以授信函为
准。
利率及利息支出
实际年利率
本行就 livi PayLater 收取每月手续费。如每月手续费为交易金
额的 0.2%，视乎贷款期及分期还款期数，实际年利率如下：
贷款期(月数及分期期数)
实际年利率
3
3.18%
6
3.86%
12
4.29%
18
4.45%
24
4.52%
30
4.57%
36
4.59%

违约年利率

超出信用额度利率
最低还款额
费用及收费
手续费

如有欠款于到期当日或之前未全数偿还，则需缴付违约利
息，违约利息由相关款项到期日起就到期未付的本金款项按
日累计。
违约年利率相等于适用于相关分期还款的实际年利率
（APR）的 150%。如每月手续费为交易金额的 0.2%，视乎贷
款期，违约年利率如下：
贷款期(月数及分期期数)
违约年利率
3
4.77%
6
5.79%
12
6.44%
18
6.68%
24
6.78%
30
6.86%
36
6.89%
livi 理慧银行不收取超出信用额度利息。
你需按时全数支付 livi PayLater 月结单中列出的金额。
livi PayLater 的每月手续费低至 0.2%，按该笔交易的总金额计
算。每月手续费需与每期分期还款一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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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若一笔交易的总金额为港币 1,200 元，每月手续费的
费率为 0.2%，则每期需要支付的每月手续费为港币 1,200 x
0.2%，即港币 2.4 元。
年费
提款费用/交易费用
滞纳金及收费
提前结清费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请参阅上述「违约年利率」一栏。
如需提早偿还一笔贷款，你可全数偿还该笔贷款（不接受提
前偿还部分贷款），并须支付相等于还款本金 3%的提前结清
费用。livi 理慧银行可随时酌情调整提前结清费用。
如你在某笔贷款首次记入 livi PayLater 月结单或其之前全数偿
还该笔贷款，则该笔贷款的提前结清费用将可豁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超出信用额度手续费
退票费用
替换遗失卡费用
其他资料
◼ 低于最低消费额的交易会通过你的存款账户支付，而非通过 livi PayLater 支付。
livi 理慧银行可随时酌情调整最低消费额。
◼ 你只需支付每月手续费。livi 理慧银行就 livi PayLater 并不收取利息或其他费用。
每位客户需缴的每月手续费可能不同。
例如，若一笔交易的总金额为港币 1,200 元，分 12 期还款及每月手续费的费率为
0.2%，则此笔交易每期需要偿还的款项 = 每月分期本金（港币 1,200/12）+ 每月
手续费（港币 1,200 x 0.2%）=港币 102.4 元。

本概要的中文版本仅供参考。若中英文版本之间有任何不一致，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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