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區
地區 網點代碼 網點簡稱 地址 顏色

852HBL 九龍灣得寶商場順豐站 香港九龍觀塘區九龍灣牛頭角道3號得寶商場1樓209號舖 粉紅
852HFL 九龍灣麗晶花園順豐站 香港九龍觀塘區九龍灣宏光道80號麗晶花園1樓129號舖 橙色
852H 九龍灣同力工業中心營業點 香港九龍觀塘區九龍灣臨興街19號同力工業中心B座地下 紅色
852HB 九龍灣環球工商大廈營業點 香港九龍觀塘區九龍灣常悅街20號環球工商大廈地下4A號舖 黃色
852HC 九龍灣榮發工廈營業點 香港九龍觀塘區九龍灣宏泰道12號榮發工業大廈地下5號舖 綠色
852HGL 牛頭角安基商場順豐站 香港九龍觀塘區牛頭角安基苑安基商場1樓131A號舖 啡色
852YMCM 牛頭角裕民順豐站 香港九龍觀塘區牛頭角牛頭角道300-302號裕民中心地下53號舖 淺藍

秀茂坪 852CNL 秀茂坪安達商場順豐站 香港九龍觀塘區秀茂坪安達邨安達商場地下低層LG21號舖 藍色
油塘 852AJL 油塘大本型順豐站 香港九龍觀塘區油塘大本型2樓229號舖 綠色

852ACL 藍田匯景廣場順豐站 香港九龍觀塘區藍田匯景道8號匯景廣場3樓4A20-22號舖 藍色
852CKL 藍田廣田商場順豐站 香港九龍觀塘區藍田碧雲道廣田邨廣田商場1樓105號舖 啡色
852Z151 觀塘泓富廣場順豐站 香港九龍觀塘區觀塘成業街6號泓富廣場7樓708室 淺藍
852C 觀塘豐業大廈營業點 香港九龍觀塘區觀塘偉業街170號豐業工業大廈B地舖 粉紅
852CAB 觀塘鴻圖工廈營業點 香港九龍觀塘區觀塘鴻圖道80號鴻圖工業大廈地下1號舖 橙色
852CAD 油塘味千集團大廈營業點 香港九龍觀塘區油塘仁宇圍味千集團大厦B座地庫（蔚藍東岸對面） 紅色
852CAC 觀塘友聯大廈營業點 香港九龍觀塘區觀塘巧明街112號友聯大廈地倉 黃色
852CH 觀塘金凱工廈營業點 香港九龍觀塘區觀塘鴻圖道58號金凱工業大廈地下 綠色
852HAL 黃大仙豪苑順豐站 香港九龍黃大仙區黃大仙龍翔道110號豪苑地下29A舖 啡色
852HCL 黃大仙竹園廣場順豐站 香港九龍黃大仙區黃大仙竹園路15號竹園南邨竹園廣場2樓S215A舖 淺藍

慈雲山 852HDL 慈雲山華麗樓順豐站 香港九龍黃大仙區慈雲山蒲崗村道153-155號華麗樓地下2號舖 粉紅
新蒲崗 852J 新蒲崗福和工廈營業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區新蒲崗雙喜街5號福和工業大廈地下 藍色
石硤尾 852WCLM 石硤尾偉智里順豐站 香港九龍深水埗區石硤尾偉智裡2號金玉大廈地下222號舖 啡色
⾧沙灣 852DDL 深水埗青山道順豐站 香港九龍深水埗區深水埗青山道143號地下 粉紅

852DCL 荔枝角泓景匯順豐站 香港九龍深水埗區荔枝角荔枝角道863號泓景台泓景匯地下2A舖 橙色
852D 荔枝角順昌工廈營業點 香港九龍深水埗區荔枝角永康街24-26號順昌工業大廈地下A舖 紅色
852DB 荔枝角福源廣場營業點 香港九龍深水埗區荔枝角永康街37號福源廣場地下A2舖 黃色
852NC 荔枝角麗昌工廈營業點 香港九龍深水埗區荔枝角青山道479-479A號麗昌工廠大廈地下3號舖 綠色

深水埗 852Z201 南昌港鐵順豐站 香港九龍深水埗區深水埗南昌站NAC 22-23號舖 (非入閘區) 淺藍
大角咀 852BFL 大角咀惠安街順豐站 香港九龍油尖旺區大角咀中匯街41號中興樓地下12號舖 粉紅

852BDL 太子大南街順豐站 香港九龍油尖旺區太子大南街24, 24A及26號地下A舖 啡色
852BF 太子基隆街營業點 香港九龍油尖旺區太子基隆街19號地下 淺藍
852KIIM 尖沙咀K11順豐站 香港九龍油尖旺區尖沙咀梳士巴厘道18號K11 MUSEA B1層 淺藍
852Z251 尖沙咀海港城順豐站 香港九龍油尖旺區尖沙咀廣東道3-27號海港城港威商場四樓 (近GW4002號鋪) 粉紅
852EB 尖沙咀南洋中心 香港九龍油尖旺區尖沙咀麼地道75號南洋中心地下60-66號舖 橙色
852E 尖沙咀余仁生中心營業點 香港九龍油尖旺區尖沙咀漆咸道南11-15號余仁生中心地下A, B及C舖 紅色
852EE 尖沙咀漆咸圍營業點 香港九龍油尖旺區尖沙咀漆咸圍10-12號意公寓地下商舖 黃色

佐敦 852EA 佐敦廟街營業點 香港九龍油尖旺區佐敦廟街271號華興大廈地下（連閣樓） 綠色
852BAL 旺角富榮花園順豐站 香港九龍油尖旺區旺角海泓道富榮花園2期地下38號舖 橙色
852GLPM 旺角家樂坊順豐站 香港九龍油尖旺區旺角登打士街56號家樂坊（柏裕）16樓1626室 紅色
852BD 旺角福全街營業點 香港九龍油尖旺區旺角福全街福康大樓17-19號地下AB1舖 黃色
852BA 太子汝洲街營業點 香港九龍油尖旺區太子汝州街58號地下 綠色
852BE 旺角廣華街營業點 香港九龍油尖旺區旺角豉油街126-128號廣華街15-33號明威閣地下B舖 藍色

油麻地 852BB 油麻地金華大廈營業點 香港九龍油尖旺區油麻地廣東道831號金華大廈B座地下B1舖 藍色
852KCL 九龍城大華大廈順豐站  香港九龍九龍城區九龍城太子道西414號地下 橙色
852K 紅磡恆豐工廈營業點 香港九龍九龍城區紅磡鶴園街2G號恆豐工業大廈2期地下A2室 紅色
852KDL 土瓜灣興基豪園順豐站 香港九龍九龍城區土瓜灣炮仗街178號興基豪園地下B舖 黃色
852KFL 土瓜灣樂民新邨順豐站 香港九龍九龍城區土瓜灣樂民新邨G座平台地下126號舖（連閣樓） 綠色

何文田 852KBL 何文田愛民邨康民樓順豐站 香港九龍九龍城區何文田忠孝街60號愛民邨康民樓（C座）地下5號舖 藍色
紅磡 852KEL 紅磡黃埔花園順豐站 香港九龍九龍城區紅磡黃埔花園12期地庫9A及9B號舖 啡色

港島區
地區 網點代碼 網點簡稱 地址 顏色
天后 852Z551 天后店美城花園大廈順豐站（禮事豐） 香港香港島東區興發街62 64 66 70 72及74號,永興街2A-2E號,及清風街1A-1B號美城花園大廈地下D舖 淺藍

852T 灣仔文石大廈營業點 香港香港島灣仔區灣仔謝斐道404-406號文石大廈地下A及B號舖 黃色
852TA 灣仔莊士敦大樓營業點 香港香港島灣仔區灣仔聯發街9, 11-13號莊士敦大樓地下D舖 綠色
852TC 灣仔謝菲道營業點 香港香港島灣仔區灣仔謝菲道182號地下 藍色
852TD 銅鑼灣希雲街營業點 香港香港島灣仔區銅鑼灣希雲街15號地下 啡色
852M 上環文樂商廈營業點 香港香港島中西區中上環文咸東街91號及永樂街117號文樂商業大廈地下A號舖 淺藍
852MD 上環新街市街營業點 香港香港島中西區上環新街市街15-27號干諾道西8-14號嘉安大廈地下15號舖 粉紅

中環 852MB 中環勝基營業點 香港香港島中西區中環皇后大道中208號勝基中心地下D舖 紅色
西營盤 852MA 西營盤兆祥坊營業點 香港香港島中西區西營盤朝光街4A號兆祥坊A2地下 啡色

852MAL 西環順昌大廈順豐站 香港香港島中西區西環厚和街28號順昌大廈地下C舖 黃色
852MCL 西環寶翠閣順豐站 香港香港島中西區西環西祥街2號寶翠閣地下9號舖 綠色

堅尼地城 852MC 西環恒裕大廈營業點 香港香港島中西區西環堅尼地城加多近街45-55號恒裕大廈地下3及4號舖 藍色
小西灣 852Z552 小西灣藍灣廣場順豐站 香港香港島東區柴灣小西灣道28號藍灣廣場G01舖 淺藍

852NPTM 北角豐富商場順豐站 香港香港島東區北角英皇道480號豐富商場地下8號舖 橙色
852PDL 北角國都廣場順豐站 香港香港島東區北角英皇道255號國都商場2樓202及203號舖 紅色

西灣河 852PGL 西灣河興民街順豐站 香港香港島東區西灣河興民街28-36號地下E鋪A部份 黃色
炮台山 852P 砲台山海城洋樓營業點 香港香港島東區炮台山威非路道1-1B號電氣道141-155號海城洋樓地下E舖 粉紅

852PCL 柴灣國貿中心順豐站 香港香港島東區柴灣祥利街29號國貿中心5樓1室 藍色
852PB 柴灣益高工廈營業點 香港香港島東區柴灣嘉業街10號益高工業大廈地下B室 啡色

筲箕灣 852PAL 筲箕灣天悅廣場順豐站 香港香港島東區筲箕灣南康街17號天悅筲箕灣廣場1樓1142及1143號舖 綠色
852TAL 香港仔富嘉工廈順豐站 香港香港島南區香港仔大道234號富嘉工業大廈9樓6室 藍色
852TBL 香港仔華富邨華安樓順豐站 香港香港島南區薄扶林華富道18號華富（㇐）邨華安樓119號舖 啡色
852TCL 鴨脷洲利是大廈順豐站 香港香港島南區鴨脷街大街57-63號利是大廈地下A舖 淺藍
852Z601 鴨脷洲海怡西商場順豐站 香港香港島南區鴨脷洲海怡路12A號海怡西商場209D舖 粉紅
852TB 黃竹坑益年工廈營業點 香港香港島南區黃竹坑香業道6號及業發街6號益年工業大廈地下A2號舖 橙色
852TE 黃竹坑保濟工廈營業點 香港香港島南區黃竹坑道28號保濟工業大廈地下A室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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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區
地區 網點代碼 網點簡稱 地址 顏色

852AAL 將軍澳茵怡花園順豐站 香港新界西貢區將軍澳貿泰路8號茵怡花園第1座地下6號舖 啡色
852ABL 將軍澳寶盈花園商場順豐站 香港新界西貢區將軍澳唐俊街11號寶盈花園商場㇐樓S21-S21A號舖 淺藍
852CLL 將軍澳尚德廣場順豐站 香港新界西貢區將軍澳唐明街2號尚德邨尚德廣場2樓215號舖 粉紅
852CUL 坑口安寧花園順豐站 香港新界西貢區將軍澳常寧道10號安寧花園1座地下14號舖 橙色
852HHUM 坑口南豐廣場順豐站 香港新界西貢區將軍澳培成路8號南豐廣場1樓B28-B31舖 紅色
852Z101 將軍澳康城順豐站 香港新界西貢區將軍澳康城路1號THE LOHAS康城商場3樓340舖 黃色

西貢 852SKL 西貢宜春街順豐站 香港新界西貢區西貢宜春街66號地下10號舖 藍色
852FEL 大圍海福花園順豐站 香港新界沙田區大圍積運街2-8號海福花園地下16A及17號舖 啡色
852FVL 大圍雲疊花園商場順豐站 香港新界沙田區大圍富田里雲疊花園商場地下3A號舖 淺藍
852NBL 大圍顯徑商場順豐站 香港新界沙田區沙田車公廟道69號顯徑邨顯徑商場1樓203號舖 粉紅
852F 沙田美高工廈營業點 香港新界沙田區火炭坳背灣街53-55號美高工業大廈地下B室 橙色
852FE 沙田裕昌中心營業點 香港新界沙田區火炭黃竹洋街1-3號裕昌中心地下E室 紅色
852FSL 沙田第㇐城樂薈順豐站 香港新界沙田區沙田百得街置富第㇐城樂薈地下G41號舖 黃色
852NAL 沙田㇠明邨明信樓順豐站 香港新界沙田區沙田㇠明邨街3號明信樓地下51號舖 綠色
852NJL 沙田瀝源邨華豐樓順豐站 香港新界沙田區沙田瀝源街6號瀝源邨華豐樓地下ST5號舖 藍色
852FB 沙田新貿中心營業點 香港新界沙田區沙田安平街6號新貿中心B座地下7號 啡色
852FH 沙田工業中心營業點 香港新界沙田區沙田源順圍5-7號沙田工業中心B座地下16室 淺藍
852FDL 馬鞍山新港城中心順豐站 香港新界沙田區馬鞍山新港城中心大街地下G-3／68B號舖 粉紅
852FUL 馬鞍山WeGoMall順豐站 香港新界沙田區馬鞍山保泰街16號WeGoMall地下G09舖 橙色
852GDL 荃灣南豐中心順豐站 香港新界荃灣區荃灣西樓角路64-98號及荃灣青山公路264-298號南豐中心638-639室 粉紅
852G 荃灣匯力工業中心營業點 香港新界荃灣區荃灣沙咀道26-38號匯力工業中心地下7及8B舖 橙色
852GA 荃灣金銘聯合中心營業點 香港新界荃灣區荃灣楊屋道127-135號金銘聯合中心地下 紅色

青衣 852GH 青衣工業中心營業點 香港新界葵青區青衣⾧輝路青衣工業中心2期C座地下3-5室 淺藍
荔景 852DEL 荔景邨明景樓順豐站 香港新界葵青區荔景荔景邨明景樓地下4號舖 黃色

852L 葵涌葵昌路禎昌工廈營業點 香港新界葵青區葵涌大連排道葵昌路1-7號禎昌工業大廈地下C舖 粉紅
852LAL 葵涌恒景商場順豐站 香港新界葵青區葵涌榮芳路9號恒景花園恒景商場地下G16舖 綠色
852LBL 葵涌大隴街葵都大廈順豐站 香港新界葵青區葵涌大隴街129-151號葵都大廈地下7號舖 藍色
852LA 葵涌打磚坪街和豐工廈營業點 香港新界葵青區葵涌打磚坪街68號和豐工業中心地下6號6B室 啡色
852LB 葵涌葵豐街鍾意恆勝中心營業點 香港新界葵青區葵涌貨櫃碼頭路71-75號鍾意恆勝中心地下3室 淺藍
852LC 葵涌嘉慶中心營業點 香港新界葵青區葵涌嘉慶路5-9號嘉慶中心地下B鋪 橙色
852FCL 大埔昌運中心順豐站 香港新界大埔區大埔安慈路4號昌運中心地下A5舖 紅色
852NHL 大埔太和中心順豐站 香港新界大埔區大埔太和路15號太和中心地下30號舖 黃色
852NLL 大埔富善商場順豐站 香港新界大埔區埔富善商場1樓 F122B舖 綠色
852AA 大埔同茂坊營業點 香港新界大埔區大埔同茂坊1及3號北翼地舖 藍色
852FGL 元朗大福大廈順豐站 香港新界元朗區元朗建德街57號大福大廈地下7號舖 粉紅
852FLL 元朗同發大廈順豐站 香港新界元朗區元朗屏會街9號同發大廈地下F鋪連閣樓 橙色
852UBL 洪水橋德祥樓順豐站 香港新界元朗區元朗洪水橋大街1號德祥樓地下20及21號舖 紅色
852UFL 元朗好順利大廈順豐站 香港新界元朗區元朗鳯攸南街9號好順利大廈地下79號舖 黃色
852UGL 元朗安泰樓順豐站 香港新界元朗區元朗安興街59-67號安泰樓地下3號舖 綠色
852UHL 元朗萬金中心順豐站 香港新界元朗區元朗水車館街28號萬金中心地下23舖 藍色
852UAA 元朗麗新元朗中心營業點 香港新界元朗區元朗宏業東街26號麗新元朗中心地下12C 啡色
852UAB 元朗雄偉工廈營業點 香港新界元朗區元朗喜業街1-5號雄偉工業大廈地下F室 淺藍
852FBL 天水圍天瑞商場順豐站 香港新界元朗區天水圍天瑞邨天瑞商場地下24-25號舖 粉紅
852FKL 天水圍嘉湖順豐站 香港新界元朗區天水圍天恩路12-18號嘉湖1期2樓226舖 橙色
852UCL 天水圍天澤商場順豐站 香港新界元朗區天水圍天瑞路71-77號天澤商場3樓310舖  紅色
852UJL 天水圍天㇐商城順豐站 香港新界元朗區天水圍天秀路8號天㇐商城3樓3007號舖  黃色
852FAL 屯門華都花園商場順豐站 香港新界屯門區屯門屯利街1號華都花園商場地下29舖 綠色
852FFL 屯門盈豐商場順豐站 香港新界屯門區屯門良德街9號盈豐商場地下A13號舖 藍色
852FNL 屯門富泰商場順豐站 香港新界屯門區屯門富泰邨富泰商場1樓102B舖 啡色
852HDSM 屯門愛定商場順豐站 香港新界屯門區屯門鄉事會路2A號安定邨愛定商場地下A135-A138號舖 淺藍
852TCSM 屯門井財街順豐站 香港新界屯門區屯門井財街11號仁愛大廈地下9號舖 粉紅
852UAL 屯門美樂花園商場順豐站 香港新界屯門區屯門碼頭美樂花園商場65號舖 橙色
852ULL 屯門康景花園順豐站 香港新界屯門區屯門青善街4-24, 28, 38-46, 50-56及60-70號康景花園地下22號舖 紅色
852U 屯門凱昌工廈營業點 香港新界屯門區屯門河田街4號凱昌工業大廈地下F舖 黃色
852UC 屯門永發工廈營業點 香港新界屯門區屯門建群路3號永發工業大廈地下B室 綠色
852FTL 上水彩園邨彩珠樓順豐站 香港新界北區上水彩園路彩園邨彩珠樓地下117號舖 啡色
852NDL 上水馬會道順豐站 香港新界北區上水符興街4號地下 淺藍
852FHL 粉嶺祥華邨祥頌樓順豐站 香港新界北區粉嶺新運路38號祥華邨祥頌樓G111-112舖 粉紅
852NFL 粉嶺和泰街順豐站 香港新界北區粉嶺聯和墟和泰街17號地下A舖 橙色
852NPL 粉嶺華明商場順豐站 香港新界北區粉嶺華明邨華明商場地下G28號舖 紅色
852A 粉嶺龍豐集團中心營業點 香港新界北區粉嶺業暢街23號龍豐集團中心地下G01號舖 黃色

赤鱲角 852QB 赤鱲角機場營業點 香港新界離島區大嶼山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1號客運大樓L7, J區1,2號櫃檯 綠色
852GBL 東涌逸東商場順豐站 香港新界離島區東涌逸東街8號逸東邨逸東商場2樓201號舖 藍色
852Z351 東涌東薈城順豐站 香港新界離島區東涌達東路20號東薈城2樓顧客服務中心(近259號鋪) 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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