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豐速運服務網點更新通知 

 

以下為順豐速運於 2018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9 年 0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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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公眾

假期) 

14/12/2018 屯門 
新界屯門康景花園地下 22 號

舖順豐站旁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U060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14/12/2018 屯門 
新界屯門康景花園地下 22 號

舖順豐站旁二號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U062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14/12/2018 沙田 
新界沙田穗禾苑詠茂閣(G

座)地下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F082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14/12/2018 葵芳 
新界葵芳芊紅居順便智能櫃

*(只供住戶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LB31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17/12/2018 新蒲崗 

九龍新蒲崗富源街 4 號仁愛

大樓地下 L1 舖順便智能櫃

(衣道 24 小時自助洗衣店) 

順便智能櫃 H852J012P 更改地址 24 小時 24 小時 

17/12/2018 長沙灣 

九龍長沙灣福華街 544 號地

下 B 舖(你的自助洗衣坊)順

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DA18P 更改地址 24 小時 24 小時 

17/12/2018 西營盤 
香港西營盤維港峰地下 3 號

舖(Sunshine 24)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MA31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17/12/2018 旺角 
九龍旺角星際城市中僑商業

大廈一樓 119 舖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BE54P 新增 10:00-22:30 10:00-22:30 

18/12/2018 馬鞍山 

新界馬鞍山錦英商場二樓順

便智能櫃(惠康超級市場對

出)+ 

順便智能櫃 H852FE05P 更改地址 24 小時 24 小時 

20/12/2018 九龍塘 

九龍九龍塘畢架山道一號畢

架山一號三座地下順便智能

櫃 

順便智能櫃 H852BD33P 關閉 24 小時 24 小時 

20/12/2018 長洲 
離島長洲新興街 53 號地下順

便智能櫃(橫店百貨) 
順便智能櫃 H852M006P 更改時間 

11:00-20:00 

(星期六

10:00-18:00) 

10:00-13:00 

21/12/2018 大埔 
新界大埔頌雅路 6 號富亨邨

亨盛樓地下二號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AA67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居民大閘旁) 

21/12/2018 大埔 
新界大埔寶鄉街 1 號寶鄉邨

寶順樓地下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AA71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21/12/2018 大窩口 
新界大窩口大窩口街市順便

智能櫃(正門入口) 
順便智能櫃 H852G071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24/12/2018 長沙灣 
九龍長沙灣深盛路 8 號碧海

藍天地下停車場近 18 號車位 
順便智能櫃 H852DA29P 關閉 24 小時 24 小時 

25/12/2018 沙田 
大圍新田圍村商場地下 

11-12 號舖 (7-Eleven) 
順便智能櫃 H852FE52P 關閉 24 小時 24 小時 

27/12/2018 油麻地 
九龍油麻地鴉打街 6 號地下

(紅茶館酒店)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BB11P 關閉 24 小時 24 小時 

27/12/2018 紅磡 
九龍紅磡溫思勞街 57A-61 號

地下(紅茶館酒店) 
順便智能櫃 H852K016P 關閉 24 小時 24 小時 

27/12/2018 粉嶺 

新界粉嶺碧湖商場 AEON 高

層地下 22 至 29 號舖及 29A

號舖順便智能櫃(家品區) 

順便智能櫃 H852A068P 新增 10:00-22:00 10:00-22:00 

27/12/2018 石硤尾 
九龍石硤尾帝景峰會所地下

順便智能櫃(只供住戶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BD57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28/12/2018 深井 

新界深井浪翠園一期平台順

便智能櫃(近一座停車場出入

口) (只供住戶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GC62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28/12/2018 土瓜灣 
九龍土瓜灣明倫街 10A 地下

(都會洗衣)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K038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28/12/2018 長沙灣 
九龍長沙灣幸祥街 8 號幸福

商場地下 6 號舖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DA19P 新增 06:00-23:59 06:00-23:59 

28/12/2018 長沙灣 

九龍長沙灣幸祥街 8 號幸福

商場地下 6 號舖二號順便智

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DA28P 新增 06:00-23:59 06:00-23:59 

28/12/2018 長沙灣 

九龍長沙灣幸祥街 8 號幸福

商場地下 6 號舖三號順便智

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DA30P 新增 06:00-23:59 06:00-23:59 

28/12/2018 長沙灣 

九龍長沙灣幸祥街 8 號幸福

商場地下 6 號舖四號順便智

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DA31P 新增 06:00-23:59 06:00-23:59 

28/12/2018 元朗 
新界元朗溱柏會所接待處順

便智能櫃(只供住戶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UB07P 更改時間 24 小時 24 小時 



 

 
 

31/12/2018 大窩口 

新界大窩口大廈街 43 號葵賢

苑地下順便智能櫃(緊急車閘

通道入口旁更亭位置) 

順便智能櫃 H852G069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31/12/2018 荃灣 

新界荃灣荃景圍 195 號荃威

花園商場一期地下 3 號舖(富

士 24 洗衣店)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G077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31/12/2018 屯門 
新界屯門良景廣場二樓順便

智能櫃(麥當勞對面) 
順便智能櫃 H852U029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31/12/2018 屯門 

新界屯門良德街 8 號珀御 3

樓順便智能櫃(只供住戶使

用)* 

順便智能櫃 H852U052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31/12/2018 屯門 

新界屯門海榮路 22 號屯門中

央廣場商場地下二號順便智

能櫃 (停車場地下升降機大

堂旁) 

順便智能櫃 H852U054P 新增 06:30-23:59 06:30-23:59 

31/12/2018 屯門 

新界屯門河興街 10A 號大興

花園第二期商場 AEON 2 樓

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U055P 新增 10:00-22:00 10:00-22:00 

31/12/2018 秀茂坪 

九龍秀茂坪秀明道秀茂坪商

場三樓二號順便智能櫃 (社

會福利署對面通道) 

順便智能櫃 H852C088P 新增 06:00-23:59 06:00-23:59 

31/12/2018 九龍灣 
九龍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地

庫一樓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H032P 新增 07:00-23:59 07:00-23:59 

31/12/2018 黃大仙 

九龍黃大仙睦鄰街 8 號現崇

山商場地庫停車場順便智能

櫃(只供住戶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J031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31/12/2018 新蒲崗 
九龍新蒲崗彩虹道 92 號舖

(水漾衣坊)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J032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31/12/2018 西營盤 

香港西營盤德輔道西 273 號

均益大廈三期地下 32A 舖

(LaundrYup 洗衣店)二號順便

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MA32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31/12/2018 石硤尾 
九龍石硤尾石硤尾街 12 號 B

號舖(洗衣點)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BA58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3/1/2019 屯門 
新界屯門良景廣場二樓順便

智能櫃(麥當勞對面) 
順便智能櫃 H852U029P 更改地址 24 小時 24 小時 

4/1/2019 美孚 
九龍美孚百老匯街 69-119 號

美孚新邨美孚廣場一樓 101
順便智能櫃 H852DB32P 新增 08:00-22:00 08:00-22:00 



 

 
 

號舖&102 號舖順便智能櫃 

4/1/2019 美孚 

九龍美孚百老匯街 69-119 號

美孚新邨美孚廣場一樓 101

號舖&102 號舖部份二號順便

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DB33P 新增 08:00-22:00 08:00-22:00 

4/1/2019 美孚 

九龍美孚百老匯街 69-119 號

美孚新邨美孚廣場一樓 101

號舖&102 號舖部份三號順便

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DB34P 新增 08:00-22:00 08:00-22:00 

4/1/2019 美孚 

九龍美孚百老匯街 69-119 號

美孚新邨美孚廣場一樓 101

號舖&102 號舖部份四號順便

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DB35P 新增 08:00-22:00 08:00-22:00 

7/1/2019 屯門 
新界屯門良德街 9 號盈豐商

場一樓 B29B 舖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U043P 新增 09:00-22:00 09:00-22:00 

7/1/2019 屯門 

新界屯門良德街 9 號盈豐商

場一樓 B29B 舖二號順便智

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U044P 新增 09:00-22:00 09:00-22:00 

7/1/2019 屯門 

新界屯門良德街 9 號盈豐商

場一樓 B29B 舖三號順便智

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U046P 新增 09:00-22:00 09:00-22:00 

7/1/2019 屯門 

新界屯門良德街 9 號盈豐商

場一樓 B29B 舖四號順便智

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U070P 新增 09:00-22:00 09:00-22:00 

7/1/2019 半山區 

香港半山衛城道活倫大廈地

下 C 號舖(英發成 Laundry & 

Bakery)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M033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7/1/2019 九龍城 

九龍九龍城沐寧街 2 號啟德

發展區啟德一號(1 期)低座第

三座地下順便智能櫃(只供住

戶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H033P 新增 24 小時 24 小時 

7/1/2019 柴灣 
香港杏花邨杏花新城 212 號

舖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PB41P 新增 10:00-22:00 10:00-22:00 

7/1/2019 柴灣 
香港杏花邨杏花新城 212 號

舖二號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PB53P 新增 10:00-22:00 10:00-22:00 

8/1/2019 九龍城 
九龍九龍城龍崗道 7 號地下

順便智能櫃(Wash & Shop 洗
順便智能櫃 H852K032P 更改地址 24 小時 24 小時 



 

 
 

衣便利店麥當勞對面) 

8/1/2019 九龍城 

九龍九龍城龍崗道 7 號地下

(二號)順便智能櫃(Wash & 

Shop 洗衣便利店麥當勞對

面) 

順便智能櫃 H852K033P 更改地址 24 小時 24 小時 

8/1/2019 九龍城 

九龍九龍城龍崗道 7 號地下

(三號)順便智能櫃(Wash & 

Shop 洗衣便利店麥當勞對

面) 

順便智能櫃 H852K034P 更改地址 24 小時 24 小時 

9/1/2019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132-134T

號美麗華商場地庫二樓順便

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E002P 更改時間 06:30-00:00 06:30-00:00 

9/1/2019 九龍灣 

九龍九龍灣牛頭角道 179 號

兆景商場地下 8 號舖順便智

能櫃(近五金舖) 

順便智能櫃 H852H013P 更改時間 07:00-20:30 07:00-20:30 

9/1/2019 黃大仙 
九龍黃大仙竹園道 55 號天馬

苑商場一樓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J013P 更改時間 07:00-22:00  07:00-22:00  

9/1/2019 鴨脷洲 

香港鴨脷洲海怡路 18 號海怡

東商場三樓 335 號舖順便智

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TB30P 更改時間 07:00-22:00 07:00-22:00 

9/1/2019 紅磡 
九龍紅磡鶴翔街 8 號維港中

心二期一樓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K017P 更改時間 07:00-22:00 07:00-22:00 

9/1/2019 青衣 

新界青衣楓樹窩路 10 號青衣

邨青衣商場地下順便智能櫃

+ 

順便智能櫃 H852GC50P 更改時間 24 小時 24 小時 

9/1/2019 青衣 

新界青衣楓樹窩路 10 號青衣

邨青衣商場一樓順便智能櫃

(近惠康,面向停車場) 

順便智能櫃 H852GC51P 更改時間 24 小時 24 小時 

9/1/2019 葵涌 

新界葵涌大隴街 110 號石籬

商場二期二樓 205 號舖順便

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LA22P 更改時間 06:00-23:00 06:00-23:00 

9/1/2019 葵涌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

412-416 號葵星中心商場地下

順便智能櫃(商場洗手間旁) 

順便智能櫃 H852LA01P 更改時間 07:00-23:00 07:00-23:00 

9/1/2019 鰂魚涌 

香港鰂魚涌康柏徑 10 號康景

花園 B 座地下順便智能櫃(只

供住戶使用)+* 

順便智能櫃 H852PA20P 更改時間 24 小時 24 小時 



 

 
 

9/1/2019 葵涌 
新界葵涌石蔭商場 G/F 順便

智能櫃(近寧峰苑出入口) 
順便智能櫃 H852LA07P 更改時間 06:30-23:00 06:30-23:00 

9/1/2019 荃灣 
新界荃灣麗城薈 2 期地下順

便智能櫃(茶餐廳對面) 
順便智能櫃 H852G070P 更改時間 07:00-22:00 07:00-22:00 

9/1/2019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常寧路 2 號 TKO 

Gateway 地下順便智能櫃(近

德安樓出口) 

順便智能櫃 H852CC18P 更改時間 24 小時 24 小時 

9/1/2019 大圍 

新界沙田大圍美田路 30 號美

林商場一樓順便智能櫃(郵政

局旁) 

順便智能櫃 H852FE01P 更改時間 06:00-23:59 06:00-23:59 

10/1/2019 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天華路天晴邨晴

彩樓地下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UA36P 更改格數 24 小時 24 小時 

10/1/2019 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天華路天晴邨晴

彩樓地下順便智能櫃 
順便智能櫃 H852UA36P 更改地址 24 小時 24 小時 

11/1/2019 青衣 
新界青衣長發廣場三樓順便

智能櫃(八方雲集旁邊通道)+ 
順便智能櫃 H852GC16P 更改格數 06:00-21:30 06:0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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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