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款及細則 – Zoff 客戶獨家 liviSave 開戶迎新獎賞
推廣期
1. 本 Zoff 客戶獨家 liviSave 開戶迎新獎賞 (本獎賞) 有效推廣期為 2021 年 6 月 15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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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ff (商戶) 的邀請碼 (ZOFF#2021) 開立 liviSave
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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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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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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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獎賞是什麼
4. 本獎賞是一張 $250 Zoff 眼鏡現金劵，其使用受制於其自身條款。憑專享邀請碼成功
開戶之後，我們會在 7 個工作天內將本獎賞經電郵發送至客戶在 livi 登記之電郵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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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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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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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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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及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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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安排、投訴及陳述，我
們不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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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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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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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網站查閲關於本獎
賞的最新消息、限額、條款及細則。
其他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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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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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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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或
享有本條款及細則中任何條文的利益。
15. 如有任何爭議，我們的決定為最終及具決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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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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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7 日)

條款及細則 – livi Paylater x Zoff 獨家優惠
推廣期
1. 本 livi PayLater x Zoff 獨家優惠（本獎賞）有效推廣期為 2021 年 6 月 15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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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任 何 Zoff 香 港 分 店 進 行 單 筆 交易 使用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爲免疑問，不包括 livi Debit Mastercard）付款港幣 800 元或以上
（指定交易）並符合本條款及細則列明的其他條件的客戶（合資格客戶）尊享。

本獎賞是什麼

3. 本獎賞是港幣 100 元現金折扣，在交易時即時扣減。

獲享本獎賞的條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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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合資格客戶在推廣期內每天（每個曆日的 00:00:00 及 23:59:59 之間）僅能獲享本獎
賞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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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及信息）及本獎賞限額的記
錄為最終及具決定性。

修改本條款及細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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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網站查閲關於本獎
賞的最新消息、限額、條款及細則。

其他條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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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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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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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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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如有任何爭議，我們的決定為最終及具決定性的。

12. 本獎賞的提供及享用均受現行監管要求限制。

13.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按此詮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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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款及細則 –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客戶尊享 Zoff 折扣優惠

•

此優惠適用於 Zoff 所有香港分店。客人需以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付款以享
優惠。

•

此活動優惠期由 2021 年 6 月 15 日至 8 月 31 日。

•

購買鏡架產品 (不包括減價貨品、太陽眼鏡及 PC 鏡套裝)單筆消費金額達
HK$498 或以上，即可享 9 折優惠。

•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指定店舖優惠同時使用。

•

Omni Beauty Retailing Limited 有權修改有關條款及細則、更改或終止有關 優
惠，而不作另行通知。

•

如有任何爭議，Omni Beauty Retailing Limited 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