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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SAN『68∞延長保固專案』
會員專屬權益

一、6大系統8年內無限里程延長保固

68∞延長保固專案會員可享有6大系統8年內無限里程延長保固的會員車主

專屬權益(以下簡稱本專案)，其權益之內容，請參見後述之詳細說明。

延長保固範圍：包括引擎冷卻系統(係指水箱)、引擎燃油系統、進排氣系

統、引擎控制電腦盒(ECM)、引擎本體機件與變速箱系統等6大系統。

＊ 申辦加入本專案時必須於延長保固會員車主申請書上填寫指定車輛登錄

(該車輛以下簡稱會員車輛，該車主以下簡稱會員車主)，會員車主權益生

效後才能享有本專案之各項權益。

二、無限里程道路救援服務

『68∞延長保固專案』有效會員車主，在本專案期限內，若會員車輛發生

機件故障或交通事故導致無法行駛時，自故障地點起拖吊至最近NISSAN經

銷公司服務廠，可享免費救援服務，其他無限里程免費拖吊權益之內容，

請參見後述之詳細說明。

68∞延長保固專案會員義務

1、會員車主需繳交會員費，並配合車況查驗且通過確認初始車況正常。

2、 本專案會員車主需配合每年至NISSAN經銷公司為會員車輛辦理保險，
並投保本專案指定保險公司之強制險及1,000元(含)以上任意主險。

(1)1,000元(含)以上任意主險請以指定保險公司可提供之保單為主。

(2)強制險與任意險需為同一間保險公司。

(3) 強制險與任意險之保險起始日不同時，權益起始日以後到者為準；

  強制險與任意險之保險到期日不同時，權益到期日以先到者為準。

3、 本專案之會員車輛需配合至少每六個月或每一萬公里(視何者先到為準)
至NISSAN經銷公司服務廠選用定保套餐實施定期保養。

4、本專案之會員車輛需配合使用NISSAN經銷公司服務廠所銷售之原廠油
品及原廠零件。

＊ 若未盡上述會員車主義務者之會員車主資格將失效，亦無法持續享有
本專案之會員車主權益。

＊ 本專案限3,500cc(含)以下之NISSAN國產車型申辦 (不含商用車、營
業用車、租賃車及法人公司車)。

＊ 本專案台灣本島以外地區不適用。

＊ 裕隆日產汽車及NISSAN經銷公司保留接受會員車主加入與否之權利。

（係指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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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心服務  真心承諾  ★

一、6大系統8年內無限里程延長保固權益詳細說明：

本專案會員車主享有會員車輛之引擎、變速箱等六大系統近200種(各車型
零件數略有不同)零件之8年內無限里程延長保固權益。

保固系統範圍：引擎本體機件、引擎冷卻系統(係指水箱)、引擎燃油系統、
引擎進排氣系統、引擎電腦控制盒系統(ECM)、變速箱系統

 

保固期間：會員車輛自首次領牌日起8年內

本專案對象：限3,500cc(含)以下之NISSAN國產車型(不含商用車、營業用
車、租賃車、法人公司車，台灣本島以外地區亦不適用)

延長保固權益延續須知

會員車主權益持續有效條件須符合下列義務：

1、 本專案會員車主需配合每年至NISSAN經銷公司為會員車輛辦理保險，
並投保本專案指定保險公司之強制險及1,000元(含)以上任意主險。

(1 )1,000元(含)以上任意主險請以指定保險公司可提供之保單為主。

(2)強制險與任意險需為同一間保險公司。

(3) 強制險與任意險之保險起始日不同時，權益起始日以後到者為準；
　 強制險與任意險之保險到期日不同時，權益到期日以先到者為準。

2、 本專案之會員車輛需配合至少每六個月或每一萬公里(視何者先到為準)
至NISSAN經銷公司服務廠選用定保套餐實施定期保養。

3、 本專案之會員車輛需配合並使用NISSAN經銷公司服務廠所銷售之原廠
油品及原廠零件。

申請保固補償服務程序

1、 請會員車主儘速聯絡NISSAN經銷公司服務人員並至NISSAN經銷公司
服務廠進行維修。

2、 會員車主違反前項規定，裕隆日產汽車對因此而擴大之損失不負保固及
維修之責，若未至NISSAN經銷公司服務廠進行維修者，裕隆日產汽車
不負擔該次故障維修費用。

3、  如需申請本專案之延長保固維修時，請會員車主攜帶行車執照至
NISSAN經銷公司服務廠辦理。

保固權益補償方式

1、 若會員車輛發生保固範圍內之機械故障時，由全國NISSAN經銷公司服
務廠以下列保固方式進行維修或零件更換。

2、 保固方式：六大系統保固方式以功能修復為優先，若無法修復則以更換
整新零件為優先；若無法修復亦無整新零件可更換，始更換全新零件。

延長保固除外事項

下列事項不適用本專案之保固範圍：

1、 會員車主未依權益延續條件每年回到NISSAN經銷公司為會員車輛續保
本專案配合之指定保險公司強制險及1,000元(含)以上任意主險。(1,000
元(含)以上任意險請以指定保險公司可提供之保單為主，強制險與任意
險需投保同一間保險公司。強制險與任意險之保險起始日不同時，權益



3

起始日以後到者為準；強制險與任意險之保險到期日不同時，權益到期

日以先到者為準。)

2、  會員車主於保固期間內，未依約定至少每六個月或每隔一萬公里(視何
者先到為準)至NISSAN經銷公司服務廠選用定保套餐實施定期保養。

3、  會員車主於保固期間內定期保養自備油品或自備零件，而未使用
NISSAN服務廠銷售之油品或零件者。

4、 不適用本專案之保固服務的項目及零件：

(1)引擎調校部分：包括火星塞、高壓線、點火線圈、分電盤、轉子。

(2) 引擎系統屬消耗性零件如：電池、濾清器、潤滑液、風扇皮帶、油封
等。

(3) 懸吊定位系統、定速器、輪胎、輪胎蓋、鋼圈、方向機、避震器、離
合器及踏板、離合器軸承、傳動軸防塵套、雨刷片、皮帶油料。

其他不適用本保固服務書約定事項

1、  任何因會員車主本身疏忽、使用不當、不法行為、肇事車禍、碰撞、傾
覆、火災、天然災害、墜落物、第三人非善意行為及其他外來事故所造

成會員車輛之機械故障。

2、 會員車輛因任何形式之賽車、濫用、誤用等所致之損害或故障。

3、  會員車輛因使用遭污染之各種油料或未依照貼附於車上加油口，儀錶板
上之標籤和新車「使用及服務保證手冊」之燃油規定使用燃油者。

4、 會員車輛因未保持最低油量或水量所致之損壞，或因任何污染、過熱、
缺乏冷卻劑或潤滑劑、或油黏質澱、油路阻塞等原因所致之機械故障，

但係因保固零件瑕疵所致之損失不在此限。

5、 會員車輛非經原廠進行之改裝、拆卸原廠零件加裝其他設備，或因非原
廠設備零組件或系統所致之機械故障，但係原廠授權者不在此限。

6、 為確認機械故障而發生之檢查、拆裝會員車輛之費用。

7、 會員車輛因存放場所不當所造成之材料變質、鏽蝕所致之機械故障(如酸
雨、鹽害化學物質等)。

8、 會員車輛因氣候或人為不當操作導致引擎系統進水所造成的損害。

9、 會員車輛里程表已經停權、遭人為更改或錯誤致無法實際計算實際行駛
里程數之車輛。

會員車主應維護與負責之事項

1、 保固期限或里程內屬正常保養之工作，如引擎調整、前後輪定位校正、
輪胎調換、輪胎平衡校正、煞車調整、離合器調整及其他應執行之保養

維護工作，請會員車主參考「使用及服務保證手冊」所載之內容。

2、  因機械故障而衍生之費用，如特殊道路救援服務或違反交通規則所致之
罰鍰、時間損失、寄託費、飲食支出、運輸費、儲存費或其他附帶損失

或財務損失，或因而增加之租車費用，營業損失等，概由會員車主自行

負擔，但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3、  會員車輛移轉予他人者，若本專案之保固期間尚未到期或未停止本專案
之權利時，會員車主得保留本專案之權利並轉讓與受讓人，但受讓人需

遵守6大系統8年內無限里程延長保固相關規範，延長保固專案權益始
能延續享有。

    （相關規範請參考前述之延長保固權益延續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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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會員車輛移轉予他人時，且該車強制險及任意險尚未到期前，讓
與人(原車主)務必向指定保險公司辦理保險移轉。如無移轉則受讓人
需直接回到NISSAN經銷公司為會員車輛辦理保險，並投保本專案指
定保險公司之強制險及1000元(含)以上任意主險。(1,000元(含)以上
任意主險請以指定保險公司可提供之保單為主，強制險與任意險需投

保同一間保險公司。強制險與任意險之保險起始日不同時，權益起始

日以後到者為準；強制險與任意險之保險到期日不同時，權益到期日

以先到者為準。)

(2) 受讓人(新車主)務必攜帶行車執照至NISSAN經銷公司服務廠申辦權
益移轉以及車主車籍資料變更。

4、  若會員車主僅變更會員車輛車籍資料中之車牌號碼或行車執照時，自變
更日算起15日內，務必攜帶行車執照回NISSAN經銷公司服務廠辦理車
籍資料變更，否則延長保固服務權益暫行停止。

二、無限里程免費拖吊權益詳細說明：

道路救援服務內容

1、 服務對象：具備6大系統8年內無限里程延長保固專案會員車主，於延長
保固期間內且權益有效者。

＊ 申辦時必須於會員車主申請書中填寫辦理道路救援車號登錄，會員權
益生效後才能享有此項權益，後續延長保固期間，會員車主需依本專

案會員車主義務規範辦理，會員資格持續有效者始能持續享有本項權

益及服務。

2、服務車輛：限會員車輛。

3、服務時間：24小時全年無休。

4、 服務範圍：台灣本島救援服務車輛可到達之處(如因天災致服務有實質
困難而無法前往者除外)，台灣本島以外地區不適用。

5、服務專線：NISSAN客戶服務諮詢專線0800-088-888。

免費服務項目

1 、 拖吊服務免費：會員車輛發生故障或車禍，致無法行駛時，自故障點起
拖吊至最近NISSAN經銷公司服務廠免費拖吊服務。

2、急修服務免費：

(1) 接電啟動服務：提供接電啟動服務，但接電會影響會員車輛電子儀器
或不宜接電者，概以拖吊至NISSAN經銷公司服務廠處理。

(2)換胎充氣服務：更換備胎及充氣(輪胎由車主自備)。

(3)送油服務：代購汽油補充，油資憑單據向會員車主收費。

(4)加水服務：冷卻水補充。

(5) 開車門鎖服務：開車門鎖，概以拖吊至NISSAN經銷公司服務廠處理。

3、 必要性全載服務免費：會員車輛因故障或事故導致車輛前後輪卡死，需
動用全載或輔助輪拖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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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服務項目

1、 特殊處理：會員車輛打滑、陷入沙地泥沼、陷於凹處、驅動輪卡死、架
於安全島或凸起物、落於山溝或水溝、農田中、等非正常道路上而須動

用全吊作業處理。(若非裕隆日產汽車指定之行遍天下拖吊車所能提供服
務，而需外包由巨型吊車或特殊機器者，依外包成本議價支付)

2、門票、過路費、收費停車場費用由會員車主自行付費。

3、 救援車輛抵達故障現場，需等候執行作業超過30分鐘以上，需支付待
時費每小時300元。(未滿30分鐘不計，超過30分鐘以1小時計)

4、會員車主主動要求非必要性全載服務。

其他會員服務須知

1、 救援服務時以空車為限，會員車主應先行卸載，如需協助卸載，費
用另計。

2、  現場服務以裕隆日產汽車登錄之會員權益狀態為有效者，方可享有免費
拖吊權益，如延長保固會員權益已失效者，現場一律依一般NISSAN車
主優惠價格向會員車主收費。

   （一般NISSAN車主優惠價格請見附件，或洽NISSAN客戶服務諮詢專線    
        0800-088-888詢問）

3、  夜間拖吊服務：夜間拖吊服務限拖吊至有夜間接車、警衛或行動檢修之
NISSAN經銷公司服務廠。夜間拖吊時間為下午六點至隔日上午八點。

4、 拖吊救援服務時，會員車主需於服務完畢後簽名確認。

5、  同一天內同一服務項目服務兩次以上時，第二次(含)起由會員車主自
行負擔 ; 同一服務項目服務三天以上時，第三天起須由會員車主負擔
服務費用。

6、 道路救援服務僅提供故障會員車輛自故障地點至NISSAN經銷公司服務
廠之拖吊服務，恕不提供服務廠對服務廠之拖吊服務。

7、  若會員車輛辦理移轉車主變更，原車主及該會員車輛則失去原有會員車
輛拖吊救援免費服務；新車主需申辦延長保固會員車主移轉，並符合延

長保固權益者，新車主及會員車輛始能享有此項權益。

8、  服務過程中，若有收費不實或服務不周或不慎導致服務項目加重損壞
時，請於服務一個月內檢附相關文件資料， 向NISSAN客戶服務中心申
訴。

9、 未經NISSAN客戶服務中心專線0800-088-888請求道路救援服務之
會員車主，不列入本專案服務保證範圍，無法享有免費服務及事後辦理

退費要求。

10、 各項服務如因天災人禍，或事故地點之道路狀況非拖吊車能到達，以
致提供服務有實質困難者而無法前往服務時，不列入服務範圍內。

11、  除基本免費服務項目外，其餘車主自費部份需於事先徵得會員車主同意
始可服務，並於各項服務完成後，依收費表所列之收費標準向會員車主

收費。

12、 各項服務若有違反法律行為，如為偷竊車或駕駛人酒醉，將不予提
供服務。

13、 以上活動權益與義務裕隆日產保有解釋、變更、終止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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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車主拖吊收費表：

服務內容 一般NISSAN車主 備         註

一般道路 1200元 基本拖吊里程：起吊10公里內。道路救援拖吊以最近服務廠為準

高速公路 1500元 基本拖吊里程：起吊10公里內。道路救援拖吊以最近服務廠為準

超里程 (一般道路) 50元 / 公里

超里程 (高速公路) 50元 / 公里

一般道路
全載費

600元
限前兩輪或後兩輪以上正常，無需特別處理者。
若非救援所需之服務，車主自行要求時，須加收費用；非車主自
行要求，則一律免費，輔助輪亦同全載。

送油 600元 油價以發票金額向客戶收費。

加水 600元 加水後仍無法行駛而需拖吊時，依照拖吊標準。

更換備胎 600元 無補胎服務，無備胎而需拖吊時，依照拖吊標準。
（改裝品無法提供服務）

接電啟動 600元 接電後仍無法行駛，而需拖吊時，依照拖吊標準。

國道現場作業費

自費1800元 車輛翻覆、衝至下邊坡、撞入大車底盤、掉入山谷下。

自費900元
衝至上邊坡、後輪破損、四輪傳動車、後輪傳動車、陷入水溝、

底盤卡於凸起障礙物、機件脫落或車輪咬死致無法直接執行拖救

作業。

未遇 300元 出車超過15分(含)車主才來電取消。

特殊救援
(顧客自費服務項目)

現場議價 依現場狀況議價，客戶同意後施救。

待命工時費
(顧客自費服務項目) 500元/小時 等待超過30分鐘以上，每小時加收待時費(以小時計算) ，如等待

35分鐘則加收1小時待時費。

山區加碼

20公里內加收400元
超過20公里
每公里加收25元

一級以上鄉鎮偏遠地區或山區，如北、中、南橫貫公路、北宜公

路、蘇花公路、南迴公路、西濱工業區、國家風景區涵蓋範圍等

地。但得車輛駕駛人同意後始行動救援。

夜間/假日 200元 夜間18：00~08：00。(含假日全日)

停車場加碼

(樓層加價)

B1=500，B2=800 
B3=800+200*(層數-2)

依此類推

1.立體停車場及地下室停車場計價方式同。
2. 車輛故障於地下室或立體停車場（限高2.5公尺以上）；若高度
低於2.5公尺以下，而需動用特殊處理則依特殊狀況處理收費。

★ 以上會員辦法及活動，裕隆日產汽車保有各項權益修正、暫停與終止權利。

註1：高速公路注意事項：

本專案之會員車輛於高速公路上發生故障或事故時，基於安全考量或情

況緊急已被其他高速公路合法拖吊公司拖吊車拖離現場時，請立即向

NISSAN客戶服務專線申告，以免個人權益受損，服務中心人員將會告
知其處理程序。

註2：高速公路局規定拖吊救援服務收費標準：（若有異動則依照高速公路
局公告為準）

小型車拖救收費方式：採統一收費價格，收費項目有下列各項：

1、 車輛拖救費：拖救里程在十公里以內者，收基本費1,500元，超出一公
里，每公里加收50元。

2、 事故現場作業費：依事故嚴重性分別收取新台幣900元或1,800元，輕
微事故不收取此項費用。

3、 待時費：事故車輛拖至警察隊製作筆錄，拖救車等待期間之費用，每小
時以150元計，第1小時若不足30分鐘不予計費，超過1小時以上，不足
1小時之時間以1小時計。

4、 本項收費價格已包含營業稅、各車道或路肩上拖救之危險津貼、假日及
夜間加成及其他各種費用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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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後正時鏈條外殼

2.左側凸輪鏈條張力器

3.內部鏈條導槽

4.凸輪軸鏈條

5.右側凸輪鏈條張力器

6.正時鏈條張力器

7.鬆動側鏈條導槽

 8.正時鏈條

9.曲軸鏈輪 

10.下部鏈條導槽

11.上部鏈條導槽

12.前正時鏈條外殼

13.曲軸皮帶盤

14.水泵浦外殼

 15.鏈條張力器外蓋

16.第二排氣凸輪鏈輪

17.第二進氣凸輪鏈輪

18.第一凸輪鏈輪

19.水泵浦

■  六大系統零件圖示之

   引擎本體機件-正時鏈條

■  六大系統零件圖示之

   引擎本體機件-汽缸體

＊此零件圖僅供參考，不同車型零件圖會有所差異

6大系統8年內無限里程延長保固零件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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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大系統零件圖示之

   引擎燃油系統

1.機油添加蓋

2.搖臂室蓋

3.凸輪軸支架

4.凸輪軸

5.汽缸蓋

6.汽門

■  六大系統零件圖示之

   引擎本體機件-汽缸蓋

7.汽門彈簧座

8.汽門彈簧

9.汽門彈簧固定座

10.汽門鎖片

11.汽門舉桿

12.墊片

■  六大系統零件圖示之

   引擎本體機件-油底殼

＊此零件圖僅供參考，不同車型零件圖會有所差異

6大系統8年內無限里程延長保固零件圖示

（係指水箱）



9＊此零件圖僅供參考，不同車型零件圖會有所差異

6大系統8年內無限里程延長保固零件圖示

（係指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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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伯公坑39號之2
服務專線：0800-088-888       www.niss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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