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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7日 | 新聞稿 

 

livi bank慶祝開業兩週年 呈獻創新數碼體驗 

為客戶帶來喜悅  加快業務增長 

• livi歡迎來自未來的活潑調皮兔子「Mochi」成為全新品牌代表 

• 為慶祝開業兩年，livi 呈獻獨一無二的限量 Mochi NFT 收藏藝術品，以回饋客戶與同事

的陪伴和支持 

• livi成為香港首間銀行於其手機應用程式推出 NFT 

• 憑藉安全可靠的頂尖技術，livi為客戶帶來各種創新產品，建立數碼銀行服務的領先地位 

• 踏入第三年，livi 將加快業務增長，並以中小企和財富管理為重點，拓展多元化的產品組

合 

  

 
 

livi bank宣佈慶祝開業兩週年，作為全方位貼近客戶日常生活的香港虛擬銀行，livi團隊致力

建立一站式數碼銀行服務平台，鞏固其作為本港虛擬銀行先行者之一的領導地位。為慶祝這個

獨特時刻，livi 更帶來全新品牌代表「Mochi」，一隻來自未來的活潑調皮兔子。同時，以領

先業界的方式於其手機應用程式上推出獨一無二的 NFT藝術品「Mochi」永久收藏系列，感謝

及回饋客戶和同事的支持。  

 

livi bank 行政總裁孫大威表示：「我們的願景是為客戶的生活增添價值和喜悅。在過去兩年，

livi 透過其手機應用程式，為香港原有的銀行理財服務帶來改變。踏入第三年，隨著加快開發

創新產品和加強與生態圈夥伴的合作，我們的業務正快速增長並逐步邁向盈利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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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高興最近推出的產品受客戶歡迎，特別是 livi 靈活貸和三年保儲蓄保險計劃。livi 團

隊一直悉心締造簡單又創新的客戶體驗。客戶對產品的熱烈反應，正正反映了團隊所注入的熱

情和技術獲得回報。」  

 

孫大威補充：「隨著數碼銀行服務更趨普及，以及本港消費者日益重視數碼化服務，livi 將繼

續把握此趨勢，利用獨特的數碼銀行產品，以進取的步伐以實現強勁的業務增長。」 

 

「Mochi」– 從未來到訪，以建立 liviVerse 

為慶祝開業兩週年，livi推出活潑調皮兔子角色「Mochi」。Mochi

由本港著名藝術家司徒偉平創作，背後的故事引人入勝 —Mochi從

未來穿越到 2022 年，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以來自未來的想法和

創新理念，建立普惠金融的新世界 liviVerse。  

 

livi 市場總監林明星表示：「整個 livi 團隊對於全新角色 Mochi的

登場感到興奮。作為慶祝 livi 開業兩週年的其中一環，我們歡迎

Mochi加入成為全新的 livi品牌代表。Mochi體現了 livi思維創新、

勇於探索和心繫社區的精神，並將加強 livi 與客戶之間的情感聯繫，

與我們一同成長。」  

 

獨家 NFT收藏品 Mochi 

livi更推出限量版 Mochi NFT收藏藝術品以慶祝 Mochi的加入，其中 1,888個 NFT將贈予客

戶，以答謝他們由開業以來一直伴隨 livi，見證我們的每一個里程碑。每個 Mochi NFT均是獨

一無二，不能被交換、交易及轉讓，確保客戶可永恆持有及收藏。Mochi NFT收藏品系列再次

體現 livi如何利用自身的科技優勢，為客戶提供與別不同的的個人化體驗。  

 

livi 客戶可由即日起在 livi 手機應用程式內參加抽獎，得獎者將於應用程式內的電子錢包獲得

獨一無二的 Mochi NFT收藏品。Mochi持有者可以下載、分享及展示 Mochi NFT藝術品，例

如將其用作他們的社交媒體頭像。 這次活動不但為 livi手機應用程式開拓了別具意義的全新領

域，而Mochi持有者更可在未來享有專屬福利及優惠。   

 

是次抽獎活動只限 livi 客戶參與。由即日起至 6月 28日，只需開立 livi 戶口，然後前往「隨

你賞」頁面的「liviVerse」，在「抽獎」頁面點按「分享並參加抽獎」，即有機會贏取Mochi

收藏品。抽獎結果將於 7月 6日公佈。即使錯過了抽獎活動，客戶仍可在 livi手機應用程式內

「liviVerse」下查看 Mochi NFT的完整系列。  

 

在這個別具意義的日子，livi 亦希望表揚超過 200位努力不懈的程式設計師、市場營銷團隊、

UXUI設計師、風險專家、產品設計師和其他團隊的同事，在 livi bank發展的路上給予莫大支

持，讓 livi取得今天的成功。所有 livi同事都將會收到獨一無二的 Mochi收藏品，以答謝他們

與 livi一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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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尖端科技提升客戶體驗和安全性  

livi積極投資於建立安全、可靠和與時並進的科技架構，以支持其未來增長，並採用最新的科 

技繼續拓展業務。livi的理念是利用科技優勢及大數據能力，設計個人化、簡單易用和緊貼 

客戶需求的產品，並將它們快速推出市場。 

 

livi科技總監林冠宇說：「現今網絡其中一道最大的變革力量，正是邁向Web3.0的趨勢。livi

正在探索新科技如何改變金融服務行業，因為我們相信科技締造機遇，促進社會共融和普惠金

融，讓客戶受惠。」 

 

林冠宇補充：「我們利用新興Web3.0頂尖技術打造Mochi收藏系列，例如區塊鏈等分散式賬

簿技術，充分展示 livi 靈活的數碼能力和科技優勢，這使我們能為客戶送上源源不斷的驚喜，

並在市場上脫穎而出。我們的團隊傾注心力投入開發，對於能夠推出嶄新和與別不同的產品，

亦感到十分鼓舞。」 

 

2022年的盈利增長動力 

在 2022 年，livi 將專注提升創新貸款服務、發展中小企業務，進一步拓展財富管理和保險業

務，以帶動盈利增長。  

 

• 簡單和靈活的貸款產品 

livi 在去年推出 livi PayLater，成為全港首間提供「先買後付」服務的銀行，這個新趨勢

特別受喜愛靈活支付模式的年輕客戶群歡迎。截至目前為止，livi PayLater 已收到超過

90,000份申請，貸款總額超過 1.4 億港元。 

 

livi PayLater 取得成功後，livi 推出另一創新貸款產品 livi靈活貸，客戶可享受一般分期

貸款所提供的具競爭力的利率，同時可以在其信貸額度内加借，享有循環貸款所提供的自

主度和靈活性。livi產品總監洪滿霜表示：「livi靈活貸結合了簡單、自主和具彈性的產品

特色，獲得客戶的讚譽。我們利用強大的科技基礎架構和能力，配合頂尖的數據驅動模式

和獨特的信用評估模型，貸款最快兩分鐘即可獲批，解決了客戶在申請傳統貸款時所面對

的痛點。」 

 

由四月推出至今，livi靈活貸收到超過 7,000份申請，貸款總額逾 1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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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業務 

在傳統金融生態系統中，中小企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仍未受到全面的照顧，不少中小企仍面

對各種痛點。中小企在建立和發展業務的過程中，將可受惠於 livi 簡單透明的數碼銀行服

務。livi 將於今年稍後時間推出中小企開戶服務，從而支持這個重要客戶群，推動普惠金

融。   

 

livi中小企主管嚴偉德表示：「livi 股東龐大的業務網絡是我們獨有優勢，讓我們可向中小

企提供度身訂做的數碼銀行服務，滿足他們的財務需求。他們因此能夠專注管理核心業

務，推動企業發展。除了與 7-Eleven合作推出首個特許經營融資方案，我們同時與 livi股

東怡和集團旗下的其他公司進行商討，以探索更多合作機會。」 

 

嚴偉德續說：「livi的特許經營融資方案為客戶帶來高效和流暢的用戶體驗，讓他們感受

到與別不同的銀行服務。透過度身訂造的現金流量預測和信用評估模型，客戶在申請貸款

時無需遞交任何文件，更可即日獲批貸款。」 

 

• 擴展財富管理和保險服務  

livi 正積極開拓財富管理和保險服務領域，並秉承一貫的發展理念，建立簡單易用的數碼

工具，滿足年輕家庭和新興富裕客戶群的需要。 

 

隨著獲頒發保險代理機構牌照，livi於早前正式推出三年保儲蓄保險計劃。產品由 livi 主

要股東中銀香港（控股）之附屬公司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中銀人壽」）承保。

livi將於 2022 年下半年推出更多財富管理和保險產品。 

 

致力融入香港社區  

招聘合適的人才是 livi 持續取得成功的關鍵。儘管市場對金融科技人才需求殷切，livi 仍能吸

引並留住不少優秀人才，因為他們享受於 livi的工作。今年，livi將招聘約 30名具創新思維的

實習生和畢業見習生，以助香港培養下一代金融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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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心繫社會，專注於履行環境、社會及管治（ESG）的責任，並持續投入於做正確的事以貢

獻社會。livi很高興宣布與食物回收及援助計劃「惜食堂」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繼去年推出的

捐款計劃，livi客戶將可再次透過 livi手機應用程式向「惜食堂」捐款，支援社區中的弱勢社

群。  

 

把握今日及塑造未來 

行政總裁孫大威表示：「虛擬銀行在推動社會數碼化發展擔當重要角色。我們有信心，憑藉

livi 的金融知識、技術專長和善於與客戶溝通交流的能力，能贏得客戶的信任。透過利用股東

網絡優勢，livi將致力於這場席捲銀行業的變革中保持領先地位。」 

 

行政總裁孫大威續說：「我們視大灣區為香港市場的延伸，為本港銀行業提供機遇與潛力。香

港市場的成功，讓我們有信心可繼續為客戶提供優質體驗，並加快開發及推出更多創新的產

品。」  

 

- 完 - 

 

關於 livi bank www.livibank.com  

 

自 2020 年，livi 以促進金融科技發展、推廣普及金融並為客戶提供更完善體驗為目標，為香

港帶來嶄新及與別不同的銀行體驗。livi 以創新思維，讓客戶能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享有既

安全又靈活的銀行服務，並運用生態圈的夥伴優勢以提升客戶體驗。livi 心繫客戶，致力了解

和滿足客戶的需求，成為他們值得信賴的夥伴，此理念深植於我們的業務之中。 

 

livi 貫徹以客為本的營運模式，透過敏捷的產品開發流程以快速進入市場，並於 2022 年進一

步推進產品創新，拓展新的客戶群。livi 正在不斷推出嶄新的融資和保險產品，以滿足客戶在

個人和商業上的財務需求，並為小型企業提供融資方案。 

 

livi 得到其股東中銀香港（控股）、京東科技和怡和集團的支持，為 livi 帶來財務實力、科技

優勢和市場推廣網絡。 

 

livi的卓越服務得到廣泛認同，並屢獲殊榮，包括在 Hong Kong Living舉辦的「Hong Kong 

Living Awards 2021」中獲選為「最佳虛擬銀行」；在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舉辦的「私

隱之友嘉許獎 2021」中獲得金獎狀；在新城財經台舉辦的「香港企業領袖品牌 2021」選舉中

獲評為「卓越金融科技（虛擬銀行）品牌」；在經濟通主辦的「2021金融科技大獎」的虛擬

銀行組別中獲得「傑出虛擬銀行靈活支付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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