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豐速運服務網點更新通知 

 

以下為順豐速運於 2018 年 3 月 16 日至 2018 年 5 月 15 日的服務網點更新: 

 

生效日期 地區 地址 服務網點 點碼 類型 營業時間 (週一

至週六) 

營業時間 (週日/

公眾假期) 

21/3/2018 藍田 九龍藍田連德道 8

號興田商場二樓順

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CC56P 新增 07:00-23:59 07:00-23:59 

23/3/2018 屯門 新界屯門青磚圍路

62 號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U072P 更改時間 08:00-22:00 08:00-22:00 

23/3/2018 元朗 新界元朗元龍街 8

號 YOHO Town 第 7

座地下順便智能櫃

(只供住戶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UA86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23/3/2018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

道 280 號世貿中心

P5 樓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T024P 新增 10:00-22:00 10:00-22:00 

26/3/2018 上水 新界上水龍琛路 48

號上水匯四樓順便

智能櫃(貨用升降機

通道旁)+ 

順便智能櫃 H852A008P 更改格數

至 136 

10:00-22:00 10:00-22:00 

28/3/2018 筲箕灣 香港筲箕灣筲箕灣

道 250 號御景軒一

樓會所順便智能櫃

(只供住戶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PA34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28/3/2018 炮台山 香港炮台山水星街

28 號耀星華庭一樓

順便智能櫃(只供住

戶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P035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28/3/2018 太子 九龍太子柏樹街 1

號地下 B 舖(天天 24

小時洗衣)順便智能

櫃 

順便智能櫃 H852B038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3/4/2018 柴灣 香港柴灣柴灣道341

號宏德居商場地下

順便智能櫃 H852PB18P 更改時間 08:00-22:00 08:00-22:00 



 

 
 

順便智能櫃(側門

旁)+ 

4/4/2018 元朗 新界元朗屏山青山

公路屏山段 131 號

綠悅第一座地下順

便智能櫃(只供住戶

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UA90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4/4/2018 中環 香港中環摩羅廟街

23-27 號嘉怡閣地下

B 舖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M024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4/4/2018 大坑 香港大坑重士街 8

號雋琚地下停車場

順便智能櫃(只供住

戶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TD27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4/4/2018 大角咀 九龍大角咀福利街

8 號港灣豪庭地下

停車場大堂順便智

能櫃(只供住戶使

用) 

順便智能櫃 H852BD36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9/4/2018 慈雲山 九龍慈雲山毓華街

74-80 號 A 嘉華大廈

地下 D1 號舖

(LaundrYup 洗衣店)

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J023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9/4/2018 佐敦 九龍佐敦文英街 37

號 A 文景樓地下

37A 舖(洗衣皇自助

洗衣店)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EA15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9/4/2018 佐敦 九龍佐敦彌敦道

383-389C 平安大樓

地下 32 號舖(洗衣

屋)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EA16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10/4/2018 何文田 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60 號愛民廣場地下

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K014P 更改格數

至 44 

24 小時 24 小時 

10/4/2018 土瓜灣 九龍土瓜灣馬頭角

道 33 號欣榮花園商

場地下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K004P 更改格數

至 60 

07:00 - 24:00 07:00 - 24:00 



 

 
 

11/4/2018 屯門 新界屯門湖翠路 2

號美樂花園中央商

場地下LK01順便智

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U088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11/4/2018 屯門 新界屯門湖翠路 2

號美樂花園中央商

場地下LK02順便智

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U089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11/4/2018 薄扶林 香港薄扶林置富道

12 號置富南區廣場

一樓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TB16P 新增 07:00-23:00 07:00-23:00 

12/4/2018 柴灣 香港柴灣柴灣道111

號東港城廣場地下

81 號舖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PB02P 更改地址 08:00-22:00 08:00-22:00 

13/4/2018 青衣 新界青衣細山路

2-16 號美景花園地

下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GC48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17/4/2018 荃灣 新界荃灣荃貴街

2-18 號富麗花園 A

商場地下順便智能

櫃 

順便智能櫃 H852GA49P 新增 07:00-23:00 07:00-23:00 

17/4/2018 葵涌 新界葵涌圳邊街

15-19 號旭逸酒店‧

荃灣地下順便智能

櫃 

順便智能櫃 H852LA15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17/4/2018 葵涌 新界葵涌光輝圍

39A 昌偉大廈地下

30 號舖(LaundrYup

洗衣店)順便智能櫃

+ 

順便智能櫃 H852LB16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17/4/2018 大窩口 新界大窩口荃華街

3 號悅來坊地下順

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GA07P 關閉     

17/4/2018 大窩口 新界大窩口荃華街

3號悅來坊地下(2號

智能櫃)順便智能櫃

+ 

順便智能櫃 H852GA34P 更改格數

至 92 

24 小時 24 小時 

19/4/2018 大圍 新界大圍美田商場

二樓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FE06P 更改格數

至 44 

24 小時 24 小時 



 

 
 

19/4/2018 牛池灣 九龍牛池灣瓊東街

1 號瓊軒苑地下順

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J024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23/4/2018 藍田 九龍藍田茶果嶺道

93 號麗港城三期城

中薈地下 7 號舖順

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CA57P 新增 08:00-22:00 08:00-22:00 

23/4/2018 粉嶺 新界粉嶺馬適路 1

號逸峰停車場地下

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A041P 新增 07:00-23:00 07:00-23:00 

23/4/2018 新蒲崗 九龍新蒲崗太子道

東 704 號新時代工

貿大廈地下順便智

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J022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26/4/2018 赤柱 香港赤柱白筆山道

18 號紅山半島第 4

座平台順便智能櫃

(只供住戶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PB33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26/4/2018 柴灣 香港柴灣柴灣道111

號高威廣場 LG 層

80 號舖(洗衣寶洗衣

店)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PB38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27/4/2018 大埔 新界大埔太和邨麗

和樓地下順便智能

櫃 

順便智能櫃 H852AA40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27/4/2018 屯門 新界屯門湖秀街 2

號悅湖山莊 3 座地

下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U095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27/4/2018 屯門 新界屯門湖秀街 2

號悅湖山莊 6 座地

下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U096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30/4/2018 觀塘 九龍觀塘寶琳路 2

號寶達商場一樓

LK01 位置順便智能

櫃 

順便智能櫃 H852CC32P 更改時間 06:00-23:59 06:00-23:59 

2/5/2018 九龍灣 九龍九龍灣常悅道

9 號企業廣場一期

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H016P 更改時間 07:00-21:30 07:00-21:30 



 

 
 

4/5/2018 大角咀 九龍大角咀海帆道

11 號凱帆軒地下順

便智能櫃*(只供住

戶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BD37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4/5/2018 長沙灣 九龍長沙灣長沙灣

道 199 號長樂大廈

一樓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BA39P 新增 07:00-21:00 07:00-21:00 

4/5/2018 紅磡 九龍紅磡育才道 11

號香港理工大學邵

逸夫樓 VA126 室順

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E014P 關閉     

7/5/2018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翠琳路

11 號翠林新城三樓

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CC24P 更改時間 24 小時 24 小時 

7/5/2018 火炭 新界沙田火炭樂景

街 2-18 號銀禧花園

1 座地下順便智能

櫃*(只供住戶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F049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7/5/2018 馬鞍山 新界馬鞍山保泰街

16 號地下 G01 號舖

(7-Eleven)順便智能

櫃 

順便智能櫃 H852FE50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9/5/2018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翠琳路

6 號景明苑曦景閣

地下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CC51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9/5/2018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日出康

城領都第 3 座會所

五樓順便智能櫃

*(只供住戶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CC61P 新增 07:30-22:00 07:30-22:00 

9/5/2018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唐俊街

9 號君傲灣平台會

所順便智能櫃*(只

供住戶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CC62P 新增 07:30-22:15 07:30-22:15 

9/5/2018 葵涌 新界葵涌葵盛西邨

7 座地下順便智能

櫃 

順便智能櫃 H852LB17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9/5/2018 九龍灣 九龍九龍灣牛頭角

道 77 號淘大商場三

期二樓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H019P 新增 11:00-23:00 11:00-23:00 



 

 
 

11/5/2018 荃灣 新界荃灣橫龍街

32-40 號興盛工業大

廈地下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GA47P 新增 07:00-19:00 07:00-19:00 

11/5/2018 沙田 新界沙田小瀝源小

瀝源路 68 號康林苑

圓形廣場順便智能

櫃 

順便智能櫃 H852FE48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11/5/2018 鴨脷洲 香港鴨脷洲鴨脷洲

大街 26號地下(洗一

洗自助洗衣店)順便

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TB28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11/5/2018 筲箕灣 香港筲箕灣耀興路

12 號耀東商場二樓

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PA24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請按此瞭解更多順豐速運服務網點的資料。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客戶服務熱線(852) 2730 0273（香港）或 (853) 2873 7373（澳門）。 

http://www.sf-express.com/hk/tc/dynamic_function/S.F.Network/EF-Loc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