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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HOME+客戶獨家 liviSave 開戶迎新獎賞 
 

推廣期 

  

1. HOME+客戶獨家 liviSave 開戶迎新獎賞 （本獎賞） 有效推廣期為 2021 年 9 月 23 日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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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Plus (Hong Kong) Limited（商戶）的邀請碼 

“homeplus#2021”成功開立 liviSave 帳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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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獎賞不適用於下列情況： 

  

a. livi 的現有客戶;或 

 

b. 在申請開立 liviSave 帳戶的日期之前 12 個月內，曾經在 livi 持有 liviSave帳戶的客戶 （不

論該客戶曾否獲享我們 的任何迎新獎賞） 。  

  

本獎賞是什麼 

  

4. 本獎賞是一張港幣 250 元的 HOME+電子現金券以及一張港幣 100 元的 HOME+電子現金券，

各自受限於下述條款： 

獎賞 條款及細則 發放方式 

港幣 250 元

的 HOME+

電子現金券 

1. 可在 https://home-plus.hk 電子商務消費平臺或其他連接到

該平臺的關連網站（平臺）使用； 

2. 其使用受制於其自身條款，詳情請參見有關電子現金券。 

開戶後 7 個工作

天內經電郵發

送至合資格客

戶在 livi 登記之

電郵地址 

港幣 100 元

的 HOME+

電子現金券 

1. 可使用於平臺上净額達到港幣 400 元的單一消費（不包括

運費）； 

2. 其使用受制於其自身條款，詳情請參見有關電子現金券。 

  

獲享本獎賞的條件 

  

5. 在本獎賞發放時，合資格客戶的 liviSave 帳戶必須被 livi 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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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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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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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

能允許合資格客戶在我們批准其 liviSave 帳戶申請之前更改邀請碼最多三次，以其最後輸入的

邀請碼為準。 此外，本獎賞的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在沒有明顯錯誤的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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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及資訊）及本獎賞限額的記錄為最終及

具決定性。  

 

7. 就合資格客戶與商戶之間與本獎賞有關的任何爭議、協定、安排、投訴及陳述，我們不承擔任

何責任或義務。  

 

8. livi 可於合資格客戶成功完成開戶時通知商戶。合資格客戶同意 livi 可為通知的目的向商戶提供

其姓名的一部分。 

 

9. 為免生疑問，本條款及細則或本獎賞均不應視為、暗示、明示或構成商戶作為 livi 的代理人或

代表，或以其他方式代 livi 招攬業務。  

 

10. 我們不會就本獎賞所提供的產品、服務、附隨服務的供應商或服務提供者，不對與之有關的任

何事項負責。 有關產品及服務的責任與義務由有關的商戶獨自負責。  

 

變更本項目的項目與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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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替換或兌換成財物、或其他會籍/會員積分、獎賞或禮遇。非現金獎

賞不可兌換為現金。  

 

13. 如以欺詐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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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權酌情決定暫停、終止、修改或替換本獎賞，而毋須事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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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或享有本

條款及細則中任何條文的利益。  

 

16. 如有任何爭議，我們的決定為最終及具決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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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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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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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Livi Bank Limited 刊發 （日期：  2021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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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livi Paylater x HOME+ 1%現金獎賞 
 
推廣期 

 

1. liviPayLater x HOME+ 1%現金獎賞優惠 (本獎賞) 有效推廣期為 2021 年 9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包括首尾兩日 (推廣期) 。 

 
誰可獲享本獎賞 

 

2. 本獎賞由成功申請 livi PayLater 貸款（連同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並於推廣期內完成以下交易

（指定交易）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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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HOME+ （商戶）官方網上平臺 https://home-plus.hk 或其他連接到該平臺的關連網站; 或於商戶

所指定之銷售點，使用合資格客戶的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進行交易並付款達港幣 5,500 元或以

上的單筆消費；並  

a. 以提取的 livi PayLater 貸款支付該消费。 

 
本獎賞是什麼 

 

4. 本獎賞是指定由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付款的指定交易淨金額的 1%現金回贈。我們將在合資

格客戶成功完成指定交易後 ，根據下述條件發放本獎賞： 

交易日期 發放時間及方式 發放方式 

2021 年 9 月 23 日至 30 日 2021 年 11 月 21 日或之前 經 HOME+核實後向其 liviSave 

賬戶存入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31 日 2021 年 12 月 21 日或之前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30 日 2022 年 1 月 21 日或之前 

 
為計算本獎賞： 

a. 指定交易的金額是以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結算的消費淨金額，該金額應扣除所有優

惠、折扣以及禮券，並向下取至整數。例如，一筆為港幣 102.95 元的合資格交易將向

下取整至港幣 102 元； 

b. 如果指定交易並非以港幣結算，本獎賞將基於根據該指定卡的條款及細則收取的港幣

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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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現金回贈的金額將向下取整至仙位。例如，一筆港幤 2.539 元的現金回贈將向下取整至

港幤 2.53 元；及 

d. 如果於推廣期內發生任何交易取消或退款 (不論有關交易是否合資格交易)，我們保留

權利於計算本獎賞時，在發生退款當月的指定交易總金額中抵銷該等退款金額。如當

月的指定交易總金額不足以抵銷同月退款金額，餘額將於推廣期内的其後月份抵銷，

直至抵銷完畢。上述抵銷並不會影響我們對每月上限的計算。 

 
 
獲享本獎賞的條件  

 

5. 在本獎賞發放時，合資格客戶的 liviSave 賬戶及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必須被 livi 認為處於有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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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每名合資格客戶在推廣期內最高可享港幣 300 元回贈。本獎賞的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在沒有明

顯錯誤的情況下，我們就指定交易（包括指定交易的日期和向我們提交的文件及訊息）及本獎賞

限額的記錄為最終及決定性。 

 

7. livi 可於合資格客戶成功完成指定交易時通知商戶。合資格客戶同意 livi 可為通知的目的向商戶提

供其姓名的一部分。 

 

8. 就合資格客戶與商戶之間與本獎賞有關的任何爭議、協議、安排、投訴及陳述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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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示或構成商戶作為 livi 的代理人或代表，

或以其他方式代 livi 招攬業務。 

 

10. 我們不是本獎賞所提供的產品、服務、附隨服務的供應商或服務提供者，不對與之有關的任何事

項負責。有關產品及服務的責任與義務由有關的商戶獨自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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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網站查閲關於本獎賞的最新消息、

限額、條款及細則。 

 

其他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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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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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如以欺詐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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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權酌情決定暫停、終止、修改或替換本獎賞，而毋須事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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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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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決定為最終及具決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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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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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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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livi PayLater & HOME+ 12 個月免息優惠 

 
推廣期 

 

1. livi Paylater & HOME+ 12 個月免息優惠 (本獎賞) 有效推廣期為 2021 年 9 月 23 日至 2022 年 9 月 22

日，包括首尾兩日 (推廣期) 。 

 
誰可獲享本獎賞 

 

2. 本獎賞由成功申請 livi PayLater 貸款（連同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並於推廣期內完成以下交易

（指定交易）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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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HOME+ （商戶）官方網上平臺 https://home-plus.hk 或其他連接到該平臺的關連

網站, 或於商戶所指定銷售點，使用合資格客戶的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進行交易

並付款達港幣 5,500 元或以上的單筆消費；並  

b. 以提取的 livi PayLater 貸款支付該消费。 

 
本獎賞是什麼 

 

4. 本獎賞是指豁免因支付指定交易所提取的 livi PayLater 貸款（已提取貸款）高達 12 個月的每月手

續費，但不影響適用於已提取貸款的任何其他費用和收費。爲此目的： 

a. 對於分期不超過 12 個月的已提取貸款，將免除所有每月手續費；  

b. 對於分期超過 12 個月的已提取貸款，將免除首 12 個月的每月手續費。 

 
退款安排 

 

5. 如果指定交易根據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的相關卡組織採用的標準程式發生任何全單退款、退貨、

取消或糾紛退款（合資格退款），則適用以下安排： 

a. 合資格客戶必須在發生合資格退款的 7 個曆日（退款結清期）內提前償還發生合資

格退款的已提取貸款。在此情況下，如需收取任何提早結清費用，該提早結清費用

將首先根據適用於相關已提取貸款的條款及細則（原條款）收取，並在 15 個曆日

內退還至合資格客戶的 liviSave 賬戶。 

b. 如果合資格客戶未能在退款結清期內提前償還已提取的貸款： 

i. 則將根據原條款對已提取貸款自合資格交易發生之日起收取每月手續費。我們

將通過短訊、電子郵件及/或應用程式內通知的形式告知合資格客戶在此優惠適

用的整個期間內已提取貸款的所有每月手續費總額（手續費差額），該金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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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該等通知後的 10 個曆日內從合格客戶的 liviSave 賬戶中扣除。 如果我們

無法相應地扣除手續費差額，則將根據原條款收取違約利息。 

ii. 除手續費差額外，合資格客戶仍須根據適用的分期計劃償還所有未償還的已提

取貸款。 

iii. 所有其他費用及收費，包括任何每月手續費、提早結清費用及違約利息，將根

據原條款收取，猶如本優惠從未適用於相關指定交易。 

c. 為免生疑問，上述退款安排不適用於任何現金、代金券或其他不符合相關卡組織標

準程式的退款。 上述退款安排也不適用於指定交易的任何部分退款。 我們對有關

退款是否符合資格及其金額、時間和方式擁有獨家且絕對的酌情權，包括但不限於

依賴相關卡組織提供的相關報告。 

d. 以下是一些用於說明目的的示例： 

i. 如合資格客戶於 2021 年 9 月 1 日於商戶消費港幣 5,000 元並提取 livi PayLater 貸
款以 18 個月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並於 2022 年 2 月 15 日根據 Mastercard 的標
準退款程式獲得全單退款，則他/她可以在 2022 年 2 月 22 日或之前（即退款後 

7 天）提前償還本次消費使用的 PayLater 貸款，並無需支付任何提早結清費用或
任何進一步的手續費。 

ii. 但是，如果他/她未能在 2022 年 2 月 22 日或之前償還該筆 livi PayLater 貸款，我
們將通知他/她手續費差額的總額，即本優惠適用的全部 16 個月的每月手續費
（按他/她的授信函中規定的費率計算）。如果他/她的每月手續費率為 0.2%，
則手續費差額為 120 港元（5,000 港元 x 0.2% x 12）。合資格客戶需要確保他/她
的 liviSave 賬戶中有足夠的資金，以便我們可以扣除該金額。 如果我們無法相應
地扣除該金額，則可能收取違約利息。 如果合資格客戶打算在 2022 年 2 月 22 

日之後提前償還相關貸款，則會收取標準提前還款費用，除非有其他適用的優
惠。 

iii. 在同一例子中，若合資格客戶僅在相關指定交易中獲得部分退款，或以現金或
商戶代金券形式退款，則不適用退款安排，而合資格客戶須按照分期計劃還款。 

 
 
獲享本獎賞的條件  

 

6. 在本獎賞發放時，合資格客戶的 liviSave 賬戶及 livi PayLater 額度必須被 livi 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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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獎賞的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在沒有明顯錯誤的情況下，我們就指定交易（包括指定交易的日期和

向我們提交的文件及訊息）及本獎賞限額的記錄為最終及決定性。 

 

8. livi 可於合資格客戶成功完成指定交易時通知商戶。 合資格客戶同意 livi 可為通知的目的向商戶提

供其姓名的一部分。 。 

 

9. 就合資格客戶與商戶之間與本獎賞有關的任何爭議、協議、安排、投訴及陳述等等，我們不承擔

任何責任或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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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免生疑問，本條款及細則或本獎賞均不應視為、暗示、明示或構成商戶作為 livi 的代理人或代表，

或以其他方式代 livi 招攬業務。 

 

11. 我們不是本獎賞所提供的產品、服務、附隨服務的供應商或服務提供者，不對與之有關的任何事

項負責。有關產品及服務的責任與義務由有關的商戶獨自負責。 

 

修改本條款及細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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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網站查閲關於本獎賞的最新消息、

限額、條款及細則。 

 

其他條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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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如以欺詐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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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我們有權酌情決定暫停、終止、修改或替換本獎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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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獎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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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