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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條款和條件（2022 年 3 月更新） 

這些銷售條款（“銷售條款”）制定出的條款和條件適用於您通過網站的購買而運往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產品。 

請在下訂單前仔細閱讀這些銷售條款。當您通過網站提交訂單時，確認您已閱讀並接受這些

銷售條款，確認您無條件接受此條款。 

您對本網站的使用受我們的“網站使用條款”的約束，您可以在“法律”部分——查閱“我

們網站的使用條款”。 

在網站上購買產品只針對於消費者。 

在本銷售條款的文件中使用的大寫術語的“定義”部分中具有規定的含義，除非本文的其它

地方另有定義。 

這些銷售條款連同您的訂單以及我們的訂單確認構成我們與您之間的產品供應合同。您承認

您沒有依赖合同中未規定的任何聲明、承諾或陳述或保險或保證。其它條款和條件均不適

用。除非我們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同意更改合同，否則不得修改合同。 

無需事先通知您，通過發布更新或修訂的銷售條款的鏈接的方式，Loro Piana 保留隨時自行

決定更改、修改、修訂、添加或刪除這些銷售條款的部分內容的權利; 但是，前提是銷售條

款的此類更改不適用於您已收到訂單確認的任何訂單。 

在下訂單之前，請確保您已閱讀並理解這些銷售條款。如果您不同意對這些銷售條款所做的

更改，則不得通過本網站訂購產品。 

這些銷售條款的副本可以以電子方式存儲或由我們網站的所有用戶打印。 

1. 定義 

在這些銷售條款中： 

 “消費者”是指任何出於與其業務、商業、手工或專業活動無關的目的，而不是在業務過

程中進行購買的自然人。 

 “合同”是指您與我們之間關於產品銷售和購買的合同，包括您的訂單、我們接受您訂單的電子

郵件確認和這些銷售條款。 

 “交貨收據”是指列出已發貨產品的交貨表格。此表格與產品一起發送。 

 

“排除產品”是指不能退貨的產品，包括： 1) 個性化產品； 2) 因健康保護和衛生

原因不適合退貨的密封產品（內衣、泳衣、襪子、內衣、睡眠口罩、口罩、蠟燭

等），與交貨後未開封或衛生標籤不在原位置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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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品”是指通過本網站購買並發貨給不同收件人的任何產品 

 “Loro Piana 商店”是指我們網站上列出的任何可進行退貨的 Loro Piana 的商店，包括在線

購物服務設施。 

 “知識產權”是指任何類型的專利、數據庫權利、版權、設計權、商標和其它類似的權利，以及

為任何此類權利申請保護的權利，無論它們是否已註冊，包括任何正在等待註冊的產權  .  

 

 “Loro Piana”、“我們”、“我們”或“我們的”是指 Loro Piana (HK) Ltd，其註冊辦事處位於

香 港 鰂 魚 涌 太 古 坊 多 盛 大 廈  37 樓  3706-10 室 ， 電 子 郵 件 地 址 ：

customerservice.hk@loropiana.com,，電話 +852 56300818 和“您”或“您的”是指您，我們尊貴

的客戶。 

 “訂單”是指產品訂單。 

 “訂單處理收據”是指 Loro Piana 在收到您的訂單時發送給您的電子郵件。 

 “訂單確認”是指 Loro Piana 將在產品發貨時發送給您的電子郵件，確認所有或部分訂購產

品的發貨。 

 “個性化產品”是指 Loro Piana 為其提供個性化服務的產品。 

 “產品”是指我們時不時在網站上銷售的產品。 

 “成衣產品”是指成衣品，以成品狀態和標準尺寸出售 

 “退貨授權號”是指您將收到的編號是用於換貨或退貨的。 

. “特殊條款”是指個性化產品的特殊銷售條款。 

 “銷售條款”是指這些特此銷售條款和條件。 

“網站”是指我們位於 http://www.loropiana.com 的網站 

2. 免責聲明；  責任限制  

LORO PIANA 對本網站上的信息的準確性或完整性或本網站上描述或出售的產

品的條件、特性或可用性，不作出任何形式表示說明或保證。 

LORO PIANA 否認所有默示的保證和陳述，包括但不限於對適銷性、特定目的

的適用性和非侵權的默示的保證。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任何購買都是

“按原樣”購買的，風險自負。對於您通過本網站購買或嘗試購買的任何產品

的任何不滿意、缺陷、錯誤或問題，在我們如下的退貨和換貨政策中有著明確

的規定。 

 

mailto:customerservice.hk@loropiana.
http://www.loropia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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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責任限制應適用於任何損失或損害，無論責任的理由是如何引起的，也不

管責任理由是由合同、侵權（包括但不限於，嚴格責任和疏忽）是否派生，或

任何其它法律理論，即使 LORO PIANA 已被告知此類損害的可能性，並且無

論任何有限補救措施是否未能達到其基本目的。 

 

LORO PIANA 將不對其後果性、間接、附帶、特殊或懲罰性損害負責，包括但

不限於利潤損失、保險成本、商業損失或任何類似或其它損害，即使已被告知

此類損害的可能性， 或任何第三方的任何索賠。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

LORO PIANA 的唯一和唯獨性責任應限於您為從本網站購買產品而實際支付的

金額。 

這些銷售條款中的任何內容均不限製或排除法律不能限製或排除的責任。 

根據這些銷售條款，由於您所做或未做的任何事情或由於我們無法控制的行為

或事件，如果我們被阻止或延遲遵守我們對您的義務，LORO PIANA 將不對您

負責。 

 

 3.訂單和驗收 

下訂單，您必須是年滿 18 歲，並且下訂單即表明您已年滿 18 歲 

您必須在網站上選擇產品，選擇顏色和尺寸，然後將它們添加到您的購物袋中。 

 

如果您想繼續購買，請點擊“PROCEED TO CHECKOUT”按鈕。 在這種情況下，您可以

通過註冊或登錄您的個人帳戶繼續進行，也可以不進行任何的註冊繼續進行。 

您有責任維護您的密碼的機密性並限制對您的密碼和帳戶的訪問。 您同意對您帳戶下發生的所有

購買和活動承擔責任。 

選擇付款方式後，您將被重定向到付款頁面，為了完成結帳，您將點擊“提交訂單並付款”按鈕 

 

提交的每個訂單均構成向我們購買產品的請求。訂單視供應情況和我們是否接受而定，我們

可以隨時自行決定拒絕接受您的訂單，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情況： 

- 您向我們提供了 (i) 不正確的信息，包括但不限於不充分或不正確的付款細節、不正確的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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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信息； (ii) 送貨地址不足或不正確——在這方面，請注意我們不會將產品運送到郵政信

箱； (iii) 欺詐性信息； 

- 網站上存在有關與您訂購產品的錯誤，例如與我們網站上顯示有關的產品價格或描述的錯

誤 

- 您訂購的產品沒有庫存 

- 根據我們的逐案評估，請求交易的金額過高，並由我們酌情決定； 或者 

- 如果我們要求您提供您年滿 18 歲的證明，而您沒有提供有效的官方身份證件以證明其他

情況。 

如果我們無法接受您的訂單，，通過您所提供給我們的電子郵件地址或電話號碼，我們將在您下

訂單之日起的 30 天內盡快聯絡您。 

如果您通過電話下訂單，您必須在通話期間在網站上註冊並向我們提供電子郵件地址。 

在您通過網站或電話下訂單後，您將收到一份訂單處理收據，這是一封來自我們的電子郵件，確

認我們已收到您的訂單並正在處理您的訂單。 

如果您在下訂單後 48 小時內未收到訂單處理收據，請致電 +852 56300818 聯繫我們或 通過

WhatsApp 電話 (852) 6797 3675 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customerservice.hk@loropiana.com 或在線聊

天，然後再嘗試再次訂購相同的產品。 

 請注意，訂單處理收據並不構成對您訂單的任何接受。 

只有當我們向您發送訂單確認通知您的訂單已發貨時，我們才會接受您的訂單並從您的信用卡或

您選擇的其它付款方式中收取費用 

連同訂單確認，您還將收到訂單的電子發票。 

您在此承認並同意我們保留全部或部分接受您的訂單的權利； 因此，在部分接受的情況下

，您的卡將被扣款，並且產品將按照訂單被接受的部分發貨。 

如果您對您的訂單有任何問題、意見或疑慮，或者如果您認為我們錯誤地拒絕了您的訂單，

請通過下方“客戶服務”部分中所示的聯繫方式與我們聯繫。 

4. 產品库存性  

我們將盡一切合理努力確保網站上顯示的有關產品的價格和其它信息是準確和最新的。 

但是，如果您希望下訂單購買的在我們的網站上包含的任何產品並不意味著、確保或保證 

這些產品將有庫存。 

我們將有權在不事先通知的情況下隨時更改網站上顯示的產品信息，包括但不限於有關價格、描

述或產品库存性的信息。 

 但是，更改不會影響您所收到訂單確認的任何產品的價格、库存性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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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禮物  

您可以購買產品作為禮物並將其發送給不同的收件人。 

為購買禮品，您表示您有權向我們提供屬於該禮品接受者的信息。請注意，您有責任根據任

何適用的隱私權提供收件人的個人數據。在向我們提供第三方的個人數據之前，我們邀請您

查閱在我們網站上的隱私政策。 

我們保留以任何理由拒絕您的訂單的權利， 如果我們認為您可能沒有適當的授權向我們提

供第三方信息，包括但不限於收件人姓名或地址（等）。 

我們將根據您的陳述把禮物交付給您的收件人。 

當您的禮物已運送給收件人時，您將收到我們的訂單確認，以確認我們已接受您的禮物訂單

並給您一個電子發票。 

6. PRICESANDPAYMENTS價格和付款  

產品價格顯示在網站上，並將在訂單結帳頁面、訂單確認以及您購買產品後收到的電子發票中確

認。 

我們保留隨時更改各產品價格的權利，前提是我們不會在向您發送訂單確認後更改您訂購的任何

產品的價格。請注意，網站上顯示的任何產品的價格可能會更改或調整，以反映當地市場定價和

適用關稅。 

 

價格包含增值稅，除非另有說明 

網站上顯示的價格不包括運費。 

任何其它稅收和關稅（如果適用）不包括在內，根據您的訂單價值和運輸目的地來計算，並在訂

單結賬頁面、訂單確認以及電子發票中逐項列出。 

.運費也可能加在您的訂單上，並將在訂單結賬頁面中註明。 

 您可以使用我們結帳頁面上列出的信用卡、支付寶或鏈接付款。 

在您提交訂單之前，必須以訂單中指定的貨幣付款。 

請注意，您的信用卡發卡機構或銀行可能會收取一些額外費用，對此我們不承擔任何責任。 

 

通過信用卡付款。  

當下訂單時，您必須提供您的卡詳細信息。我們將在您的支付卡上“预留”您訂單的總額

值。如果您的卡上的“预留”額已由您的銀行授權，在將產品運送給您時，將從您的信用卡

中扣除訂單確認的總額值。在您的信用卡發卡機構授權使用您的卡支付訂購產品之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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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接受您的訂單，也不會向您提供產品。如果我們沒有收到此類授權，我們將通知您。我

們保留通過要求提供適當文件來驗證信用卡持有人身份的權利。 

 

在您的銀行授權“预留”您的支付卡後，請注意，如果您的信用卡借記的金額低於“预留”

的總金額，由於我們無法控制的原因，餘額可能無法立即完全提供給您（例如：您的信用卡

發卡機構延遲從给您的信用卡中刪除“预留”的金額）。 

支付寶支付 

如果您選擇支付寶作為支付方式，您將被重定向到支付寶網站，支付寶將按照支付寶的設想

和規定的程序以及您與支付寶之間合約的合同條款和條件進行支付。付款完成後，您將返回

網站。 

數據被輸入支付寶網站,將由支付寶直接處理，不會發送至給 Loro Piana 或與 Loro Piana 共

享。因此，Loro Piana 不知道也不能以任何方式記錄與您的支付寶賬戶相關聯的信用卡的詳

細信息，或與所述帳戶相關的任何其它的支付工具的詳細信息。 

如果通過支付寶支付，支付寶將在線合同簽訂時向您扣除應付的總金額。如果購買協議終止

和任何其它類型的退款，出於任何原因，退款將退入到您的支付寶賬戶或您最初購買時使用

的同一張信用卡/借記卡上。記入與所述賬戶相關的支付工具所需的時間完全取決於支付寶

和銀行系統。一旦安排了以所述賬戶為受益人的信用款項，Loro Piana 將不對任何延遲或遺

漏退款給您負責。要對這些案件提出的異議，您必須直接聯繫支付寶。 

 

我們採取一切合理措施確保網站的安全並防止欺詐。 

 

網站上的所有交易均使用安全在線支付網關處理，該網關在安全的主機環境對您的卡詳細信息加密。 

請注意，我們可以隨時自行決定限制向某些客戶和國家/地區發貨。 

如果您想對信用卡賬單上顯示的費用的有效性或金額提出異議，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customerservice.hk@loropiana.com 或致電 +85256300818，或通過 WhatsApp  (852) 6797 3675，或實

時聊天聯繫我們。 

 

7. 交貨和訂單跟踪  

除非或直到付款已被獲授權和/或已存入 Loro Piana 的銀行賬戶，否則我們不會交付任何產

品。當產品已交付給我們的承運方後，我們將向您發送訂單確認。 

快遞將在正常工作時間內發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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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運費可能在您的訂單已付，並且我們的快遞員在未收到簽名和/或支付適用關稅的

情況下無法交付和釋放包裹。 

我們將盡力合理在您的訂單確認書指定的天數內交付產品。但是，我們指定的任何交貨日期

或時間僅是最佳的估計，對於您因任何此類延遲交貨而遭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我們概不負

責。 

 

您可以通過輸入所提供的跟踪號來確認您的訂單進度。 

產品丟失的風險應在交付此類產品時轉移給您。產品所有權應以下日期後從 Loro Piana 轉移

給您 (i) 此類產品的交付日期和時間（如果有），或 (ii) 我們收到此類產品全額付款的日期和

時間（如果有）。 

一旦我們將產品交付給您，您將對它們以及此後對它們造成的任何損失或損壞負責。.   

產品交付後，在簽署任何交付證明的文件之前，您必須仔細檢查包裝的完整性。如果外包裝

或商品在交付時損壞，請拒收包裹並在交付確認/證明中註明損壞情況。 

通過簽署收貨確認書/證明，您承認商品和支付的金額是正確的。 

如果您未能遵守這些規定，您在此是放棄獲得任何退款或補償的權利。 

8. 轉售/重新運送我們的商品  

在本網站上購買的產品，出於商業或專業原因嚴禁轉售、出租或轉讓。 

如果我們懷疑您打算轉售我們的產品，我們保留拒絕接受您的訂單的權利。  

9. 我如何退貨/換貨？  

以下政策僅適用於在我們網站上購買的產品。 

我們不接受從其它的網站、實體店購買的產品或來自我們不直接運送商品的國家/地區的產

品的退貨/換貨。 

請參閱下面的具體適用條件： 

A.  在線退貨或換貨使用 Loro Piana 的免費取貨服務： 

i. 您購買的產品： 

您可以在收到產品後 30 天內，退回或更換您在線購買產品的任何顏色或尺碼。 

請注意，我們只接受更換已購買的相同產品的顏色或尺寸。如果您想要不同的產品，請退回您的

購買並重新下訂單。 

使用我們的退貨服務退貨或換貨是免費的，只需 以下 3 個簡單的步驟即可完成： 

1. 請登錄您的帳戶（如果未註冊，請單擊以下鏈接

https://us.loropiana.com/en/FAQs?section=faq-returns）在“訂單歷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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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選擇相關訂單的詳細信息的頁面，並註明您想要退貨/換貨的產品以及退貨原

因或所想要的新顏色/尺寸。您將收到一個退貨的授權號。直接從網站打印此號碼

（或者，如果您無法使用打印機，請在您收到的原始貨件的收據中指示的行上手寫

退貨授權號） 

2.  將所有需要退貨/換貨的产品，必須是新產品、未使用產品和完好無損的產品，把標籤附

在原包裝盒和包裝中，並附上退貨授權號（根據上述打印或手寫）。 

3. 將隨原始貨件一起收到的 ESHOP URGENT 貼紙和 DHL 退貨標籤貼在包裝箱外。 

如果您想指定不同的取貨地址，您可以在輸入退貨請求時執行此操作（在上述步驟 1 中說明）並

打印新的退貨標籤。直接致電  DHL 或訪問他們的網站以安排免費取件。您將被要求提供  Loro 

Piana 客戶代碼，該代碼將自動顯示在您的空運單上，以及取貨的最佳時間。 

 

將免費提供給您使用 DHL 的退貨。 

如果產品屬於以下排除產品類別之一，則不享有退貨權： 1) 個性化產品； 2) 因健康保護和

衛生原因不適合退貨的密封產品（內衣、泳衣、襪子、內衣、睡眠口罩、口罩、蠟燭等），

並且在交付後未開封或衛生標籤不再在的產品的原位置。 

如果您要求退款，我們將退還给您為產品支付的價格和適用的稅款（不包括可能在運輸和處

理過程中操作的費用的任何稅款）。但是，我們無法退還給您所支付的任何適用的處理附加

費或與此類費用相關的稅款。 

如果我們自行決定認為您進行的換貨次數過多，我們保留向您提供退款並拒絕為您提供進一

步換貨的權利。 

ii. 作為禮物收到的產品： 

 您可以在收到產品後 30 天內以任何理由退回或更換作為禮物收到的任何產品。 請注意，我

們只接受更換已購買的相同產品的顏色或尺寸。 如果您退回禮物，只有原購買者有權獲得

退款。 收到的每件禮品產品只能更換一次。 

如果產品屬於以下排除產品類別之一，則不享有退貨權： 1) 個性化產品； 2) 因健康保護和

衛生原因不適合退貨的密封產品（內衣、泳衣、襪子、內衣、睡眠口罩、口罩、蠟燭等），

並且在交付後未開封或衛生標籤不再在的產品的原位置。 

 

如需禮品的更換，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customerservice.hk@loropiana.com 或致電 +852 56300818

聯繫我們的客服來接收一個退貨授權號，然後按照上面的第 i 點中列出的 2 至 3 步驟。 

如果您要退貨，只有原購買者有權獲得退款。 此退款將僅限於為產品支付的價格和適用的

稅費，（不包括可能在運輸和處理過程中操作的費用的任何稅款）。但是，我們無法退還所

支付的任何適用的處理附加費或與此類費用相關的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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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自行決定認為您進行的換貨次數過多，我們保留向原始購買者提供退款並拒絕為您

提供進一步換貨的權利。 

請注意，當產品退回給我們時，我們將對其進行質量檢查。如果產品以完好、全新、未使用

並附有所有標籤和商標的狀態退回，我們將批准退貨，並視情況更換產品或退還已支付的總

金額減去原始運費和信用卡、PayPal 賬戶或用於原始購買的銀行賬戶的關稅（視情況而

定）。我們將在收到退回產品之日起大約三十 (30) 天內將退款存入您用於支付產品費用的信

用卡、PayPal 賬戶或銀行賬戶，除了不歸咎於我們的技術性的延遲（例如：信用卡系統故

障）。 

如果產品出現磨損或使用、缺少任何標籤或商標、不符合我們的銷售條款、不直接從我們發

貨的國家或我們有任何理由相信產品是欺詐性的或不是直接在我們的網站上購買的，我們將

無法接受退貨/換貨，我們會將原始產品寄回給您。 

B. 退回損壞或有缺陷的產品 

您有權在本銷售條款規定的範圍內因質量問題而退貨。 

要從保障中受益，您必須能夠出示產品的購買時間，保留在原始貨件的收貨收據裡。 

本政策適用於您在線購買的產品和作為禮物您所收到的在線產品。  

對於在收到產品後 30 天內發生的與質量問題相關的退貨，請按照上面字母 A. 項中概述程序。對

於您在我們的網站上購買的產品是 第 i 點。對於您作為禮物收到的產品是第 ii 點- 或 B 點是對於

收到產品 30 天后的退貨，請通過 customerservice.hk@loropiana.com 或 +85256300818 聯繫我們的客

戶服務。 

在收貨時，您需要檢查產品，以確定它們與訂購的產品一致並且沒有任何缺陷。 

請注意，當產品因質量問題而退回時，我們將對其進行檢查。如果產品有質量問題，我們將

對其進行維修（如果可能）或更換新產品。如果我們無法及時且令人滿意地維修或更換產

品，將會： 

- 對於您在我們的網站上購買的產品，我們將按照適用的規定將購買產品的價格退還至

用於原始購買的信用卡、支付寶（連同最初的運費和您為退回產品而承擔的任何費

用，前提是您提供書面證明）。根據您自產品交付以來對產品的使用情況，向您作出

的任何此類退款將減少。 

- 對於您作為禮物收到的產品，退款只能退給購買者，因此客戶服務部將與您聯繫以獲取與此

相關的所有必要信息。 

只當產品是正確使用的、符合其預期用途的並符合產品中包含和/或隨附的使用和洗滌說明

時，才能應用不合格的保障。因此，如果我們有理由相信您退回給我們的產品是沒有缺陷/

損壞且沒有質量問題，或是因誤用而損壞或晚於上述截止日期運送給我們，您將無權得到退

款和/或維修和/或換貨，我們會將原始產品退還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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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更改  

更改服務為客戶提供合適的尺寸。 

例如，更改褲腿下擺、收腰或縮短夾克袖子可以被認為是更改的說明性示例。 

對原始產品設計的任何調整均不視為更改（例如，將袖子縮短到四分之三的長度或修改領口）。

同樣，產品個性化和維修不被視為更改。 

您可以將您在網上購買的任何成衣拿到位於產品發貨的國家/地區的任何一家 Loro Piana 直營店進

行基本更改。 

在購買產品後六 (6) 個月內免費提供更改。 請攜帶交貨收據副本以及要更改的產品。 

更改的時間取決於請求的服務、要更改的產品數量以及每個商店員工的時間性。 

請聯繫客服以獲取產品發貨國家的 Loro Piana 直營店列表。 

11. 客戶服務  

我們為與網站使用、下訂單、產品跟踪、產品庫存性、登錄/註冊過程相關的任何問題，以

及您在使用我們的網站和/或我們的產品時可能需要任何進一步的信息提供客戶幫助。 

我們的客戶服務以英語和中文提供服務，週一至週五上午 10 點至晚上 7 點（節假日除

外）。 

如果您需要任何信息，我們邀請您参考我們網站上的“常見問題解答部分”，如果您不滿意，您

可以通過以下電子郵件或電話聯繫我們： 

電子郵件:customerservice.hk@loropiana.com 

電話+852 56300818（週一至週五上午 10 點至晚上 7 點之間，節假日除外）。 

WhatsApp 電話 (852) 6797 3675（週一至週五上午 10 點至晚上 7 點之間，節假日除外）。 

提供實時聊天（週一至週五上午 10 點至晚上 7 點之間，節假日除外）。 

12. 個人信息  

當您通過我們的網站下訂單時，您將向我們提供您的個人信息。我們將使用您的個人信息來處理您

的訂單並交付所訂購的產品以及用於其它的有限目的。我們對您的個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將根據我

們在網站上的隱私政策條款而進行。 

向我們提供個人信息，即表示您同意我們將此類個人信息用於處理訂單、收取付款以及接收方就此

類訂單提出的任何請求。 

mailto::%20customerservice.hk@loropia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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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個性化產品的特殊銷售條款  

這些特殊條款與銷售條款一起適用於您和您購買的個性化產品。 如果銷售條款與這些特殊

條款發生衝突，則以後者為準。 

個性化產品不被接受退貨或換貨，除非個性化產品是損壞或有缺陷的，根據第 9 條字母 B。

但是，您可以在您在網站上下訂單後三 (3) 天內取消您的訂單。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全額

退還給您所購買的費用。 

此外，如果個性化產品與正式簽署的訂單中包含的產品不符，可在交付後 10 天內通過提供購買證

據（即收據或發票）和正式簽署的訂單退回產品。 

個性化產品可能會在我們網站上指定的時間段內交付。交付條款只是指示性的，可能會根據

個性化的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 

個性化產品與其它產品的訂單是分開發貨的 

在您下訂單後，您的信用卡或支付寶賬戶將被扣除您的訂單總金額，您將收到一封電子郵件訂單

確認以及一張預付款電子發票。但是，我們可能會在某些情況下確認您的訂單，但隨後發現我們

無法提供您訂購的個性化產品；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取消訂單並全額退還您的購買價格。當您

的訂單準備好後，我們將向您發送一封電子郵件，通知您您的訂單已連同運單號一起發貨。  

個性化產品服務接受的付款方式為信用卡、支付寶和通過鏈接付款 

14. 知識產權  

本網站及其內容受知識產權保護。 

您承認並同意，所有版權、商標和所有其它知識產權和其它類似權利始終歸我們或我們的許

可人所有。未經我們的明確同意，您不得使用我們或我們的許可方擁有的任何此類知識產

權。 

 

15. 一般條款  

▪ 這些銷售條款和此處明確指出的任何文件/條款，代表您與我們之間就本協議達成的完整

協議，並取代所有先前就本協議達成的口頭或書面協議和理解。 

▪ 如果本銷售條款的任何條款被視為無效、非法或不可執行，其餘的條款的有效性、合法

性和可執行性不應因此而受到任何影響或損害。 

▪ 在合同期限內的任何時候，我們保留向第三方調派、轉讓、收費、抵押或以其它方式處

置合同與合同有關的任何付款索賠的權利。未經我們明確同意，您不得調派、轉讓、收

費、抵押或以其它方式處置合或您在本合同項下產生的任何權利和義務。 

▪ 除您或我們外，任何一方均無權執行本銷售條款的任何條款 

▪ 如果您或我們不執行或延遲執行我們在這些銷售條款下的任何權利，這不會阻止我們以後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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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法律和管轄權  

本銷售條款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應據此解釋。 

任何爭議將提交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專屬管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