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換領特別版多樂貓雪糕匙之7-Eleven 店舖地址
*贈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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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信德中心 G01 干諾道中 200 號地下
香港荷李活道123號荷李活華庭地下3號舖
香港北角七姊妹道 14-16 號兆景大廈地下舖位
香港港島東太古城第5期寧安閣G506至G507號舖
香港杏花邨杏花新城地下G58A舖
香港柴灣漁灣村魚豐樓地下 3-4 號舖
香港灣仔天樂里 9-17 號兆豐大廈地下 C 舖
香港灣仔活道8-10A號長春大廈地下K及L舖位
香港灣仔港灣道 25 號海港中心地下 G6 號舖
香港灣仔軒尼斯道245-251號守時商業大廈地下A2舖位。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13-317B 地下 G4 舖位
香港筲箕灣愛禮街2號愛蝶灣地下5號舖位。
香港筲箕灣東大街 62-74 號太安閣地下 23-28 號舖
香港筲箕灣耀東村耀東商場中心地下一號舖位
香港筲箕灣興民街1至18號協青社赛馬會大樓地下3號舖位。
香港筲箕灣道 15-31 號興祥大廈地下 E 舖
香港石塘咀山道 20 號高雅大廈地下 C 舖
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 15 號地下
香港銅鑼灣摩頓臺 13至33 號灣景樓地下 8及9 號舖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21-23號均峰商業大廈地下A及B號舖
香港 香港仔大道178號 地下
香港香港仔田灣村田灣商場 102 號舖位
香港香港仔華貴道3號華貴邨華貴商場(華貴坊)地下1號舖
香港北角七姊妹道 180-182 號健康村地下 A 舖
香港英皇道774號地下模範村C座地下12-13號舖
香港鴨利洲利東村商業中心一期 102 號舖
香港鴨利洲大街 25-31 號年豐大廈地下 6-9 號舖
九龍東頭村旺東樓地下 2 號舖
九龍啟業村商場 3 號舖
九龍彩雲(一)邨彩雲三期商場地下105號鋪
九龍土瓜灣北帝街 24-24A 地下
九龍土瓜灣馬頭角道 33 號欣榮花園地下 24 及 25 號舖
九龍漆咸道 423-433 義發大廈地下 6 號舖
九龍馬頭圍村洋葵樓地下 109 號舖
九龍大角咀新九龍廣場地下 79-80 號舖
九龍大角咀道 79 號興旺大廈地下 7 號舖
九龍 彩虹邨 金華樓地下 6號 舖位
九龍富山邨富仁樓地下五號舖位
九龍彩雲(一)邨彩雲二期商場UG層A116號鋪
九龍慈雲山毓華街 23 號慈雲山中心商場 3 樓 324-325 號舖
九龍慈雲山芳華里 1-11 號毓華樓地下 D 舖
九龍新蒲崗崇齡街 88 號地舖
九龍衍慶街 2-32 號新蒲崗大廈地下
九龍橫頭磡村宏輝中心第三層單位 5,6,7,8
九龍油麻地眾方街 3 號駿發花園戲院大樓地下 H1 舖
九龍 深水埗 北河街44-48號 永富大廈 地下 1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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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荔枝角道 175-185 號嘉福中心商場地下 6-11 號舖
九龍 牛頭角 彩德商場 5樓 506號舖位
九龍秀茂坪村第三期停車場 1 號舖地下
九龍觀塘順利村利溢樓B01 號舖位
九龍紅磡香港理工大學邵逸夫樓二樓VA206 室
九龍紅磡黃埔新村民泰街 2-32 永華及達華樓地下 B2A-B2B
九龍荔枝角海麗邨海麗商場地下 8號舖位。
九龍廣田村廣田商場 1 號舖位
九龍官塘通明街 7 號光明大樓地下舖位
九龍 長沙灣 長沙灣道 681號 貿易廣場 地下 1B舖位。
九龍長沙灣元州街303號元州邨元州商場地下G17號舖
九龍黃大仙下村二期龍樂樓地下 1 號舖
九龍黃大仙竹園(南)邨商場2樓S219C號舖
九龍黃大仙竹園村竹園商場 S4 號舖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136號黃大仙上邨黃大仙中心北館一樓N116號舖
新界上水天平村購物商場 116 號舖
新界上水太平邨平熙樓地下110A號舖
新界上水新豐路 75 號地下舖
新界上水新財街 25-27 號地下
元朗 青山公路 239-247A號 萬昌樓 地下 E舖。
新界 元朗 元朗青山公路 180號 地下。
新界元朗又新街38號恒富大廈地下12及13號舖位
新界元朗康景街 3-19 號利景樓及部份 G 舖地下
新界元朗錦綉花園商場D座地下D4a, D4b 及 D5a號舖位。
新界元朗鳳攸南街3號好順景大廈地下1及46 舖位
新界大圍美林邨美林商場地下 G02 號舖
新界大圍道 2-18 號積輝街金禧花園地下 15 號舖
新界沙田顯徑村商場 114 號舖
新界大埔大元村商場 101-109 號舖
新界大埔大榮里 2 及 4 號行樂樓地下 A 舖
新界大埔太和商場2樓227A號舖
新界大埔廣福道148號同福樓地下。
新界大埔運頭塘村運頭塘商場地下 11號
香港新界大埔 安埔路12號 富善邨富善商場地下G010舖
新界元朗天水圍嘉湖銀座第 2 期地下 G33-G34 號舖位
新界天水圍天恩路12-18號嘉湖銀座一期地下G58-60號舖
香港新界天水圍天慈邨天慈商場地下1D &1E舖
香港新界天水圍天華路33及 39號天悅邨 T Town North地下NG09 & NG10號舖
九龍將軍澳景林村景林商場第 2 號舖
將軍澳唐明街2號尚德商場2樓228號舖
將軍澳善明邨善智樓地下1號舖位
將軍澳彩明商場1號舖位。
新界 將軍澳厚德邨厚德商場東翼地下G41-42號舖
屯門田景路31號 良景邨良景商場1樓L101號舖
新界 屯門 井財街15號 金銘大廈 地下 21號舖位
新界 屯門 景峰徑 2號 景峰花園 地下 G09 及 G10號 舖位 。
新界 屯門 石排頭路 11號 康德花園 地下 4號部份舖位
新界屯門仁愛堂圍 42-58 號金滿閣地下 A & B 舖
新界屯門大興花園 1 期商場平台地下 2, 3 號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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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屯門山景村商場中心 8-9 號舖
新界屯門新屯門商場三樓 178-180 號舖
新界屯門青河坊 18 號置樂花園地下 55-56 號舖
新界深井麗都花園地下 2 號舖
香港東涌東堤灣畔第六座地下13號舖位。
香港東涌逸東村逸東商場地下8號舖位。
新界沙田廣源村商場第四座 7 號舖位
新界沙田愉翠商場地下1+2舖位。
新界沙田沙角村漁鷹樓地下 14-15 號舖
新界沙田禾輋邨禾輋廣場地下G3 及 G4號舖
新界沙田秦石村商場地下 4 號舖
新界沙田隆亨熟食檔 1-4 號舖
新界粉嶺一鳴路18號華心邨華心商場地下R31號鋪
新界粉嶺海聯廣場地下六號舖位
新界粉嶺百和路 88 號花都廣場商場地下 22-24 號舖
新界 荃灣楊屋道138號 樂悠居地下 6C舖位
新界荃灣 67-95號荃灣街市街荃灣千色匯地下G8號舖
新界荃灣大窩口村購物中心第二期 1 號舖
新界荃灣川龍街 93 號地下舖位
新界荃灣海濱花園怡康街 1-7 號地下平台 A 132 號舖部份
新界荃灣海盛路 28 祈德尊新村商場地下 5-7 號舖
新界荃灣眾安街9號地下舖位。
新界荃灣石圍角村商場 330 號舖
新界 葵涌 葵盛東邨 葵盛東商場 地下 1號舖
新界葵涌信芳街 10-12 號月波樓地下 B2 舖
新界葵涌工業街 2 至 8號 力豐工業大廈 地下 D舖。
新界葵涌石籬商場第二期地下5號舖位。
新界西貢匡湖居第三期匡湖居購物中心地下 C2 號舖
新界荃灣青衣長亨村商場地下 1 號舖
新界青衣島美景花園中座第 3-4 & 17-20 號舖
新界青衣島長康村第二商業中心 106-107 號舖
新界馬鞍山利安村商場 G3 舖位
新界馬鞍山烏溪沙路8號迎海薈2樓8號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