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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用時機 

用戶使用電腦更新導航軟體，用戶可以自行上網下載自動更新程式(Papaya_Home)，安裝

後可以上網更新用戶的導航軟體。 
 

二、 準備工具 

(1) 可連線上網的電腦。 
(2) 瀏覽器限 IE 8.0 以上。 
(3) SD 卡 / Micro SD 卡。 
(4) 讀卡機。 

 

三、 下載及安裝流程 

(1) 啟動瀏覽器，下載自動更新程式 (Papaya_Home)。下載網址： 
http://map.polstargps2.com/fixture/TaiwanTool/PapayaHome_Setup.exe 

 
 
 
 
 
 
 
 

(2) 下載之後會出現一個 PapayaHome_Setup.exe 的檔案, 點選檔案安裝 Papaya_Home 程

式。在下載檔案視窗，請點選”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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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E 瀏覽器若出現下圖所示，請點”執行”進行下載。 

   

 
 

若出現下圖所示，請點”動作”進行下載。 

 

 
 

若出現下圖所示，請先點選”更多選項”，再點選”仍要執行”進行下載。 

    
 
 

(3) 下載之後會出現一個 PapayaHome_Setup.exe 的檔案, 點選檔案安裝 Papaya_Home 程

式。在下載檔案視窗，請點選”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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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安裝視窗，請點選”Next >” (下一步)。再點選”Next >” (下一步)。最後點選”Install” (安

裝)及”Finish”(完成)。 

      
 

                                                                                                                     

     

 
若電腦没有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在安裝 papaya 前，會自先動安裝 
Framework。 

 

                                                                            

 
 
 
 
 

1.先打勾 

2.再點”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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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後，桌面會出現自動更新程式(Papaya_Home)的圖示。在電腦左下角”開始”的位置也

可以看到一個 Papaya_Home 的程式目錄。同時 C 磁碟機裏，會自動建立一個 
C:\Papaya_Home 的目錄。  

 
 
 
 
 
 
 

桌面→ 

C:\磁碟機目錄 

“開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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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開始使用 Papaya_Home 

(1) 啟動更新工具 Papaya_Home： 

                            
 

注意:  

1. 如果您的導航軟體是內建於主機內, 請先準備一張空白的 SD 卡。 

2. 如果導航機是 PND，請先將PND 以 USB 線連結至電腦。等到電腦偵測到此PND 為

一台外接硬碟機，才可以進行地圖更新。PND 就視同為導航軟體安裝於 SD 卡的安

裝方式操作。 

 
(2) 點選第一步 Step1 “瀏覽” SD 卡的位置。 

 

    

(點兩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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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apaya_Home 會依照用戶使用的 SD 卡內容，自動選擇適合的更新方式。請依照

Papaya_Home 的指示點選適合的更新工具。 
 

 (或是)  

 

五、 更新地圖 (PND 或導航軟體是安裝於 SD 卡) 

(1)  點選 “更新地圖 (PND 或導航軟體是安裝於 SD 卡)”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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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 “開始”, 進入 Tomato 更新工具的主畫面。 

 

 

5-1  使用 Tomato 更新工具 

(1) 點選 Step2  “開始” 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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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 Step3 “下一步” 的按鈕。 

 

 
 

(3) 更新工具會自動備份 SD 卡的舊檔案, 下載圖資, 解壓縮, 安裝及回存用戶資料。當看

到更新圖資完成, 即可以按下[關閉程式] 將更新工具關閉。 
 

 

經過時間 

備份位置 

您的導航軟體

型號及裝置編

號。 



北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10 頁，共 40 頁 

 

 

注意: 下載圖資的時間與網路連線速率有關。 
 

 

 

下載檔案儲

存位置 

檔案下載速度可
能會隨網路連線
速度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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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出現 “授權已經過期，請準備好刮刮卡，按﹝下一步﹞進行更新” 時, 請點 Step3【下

一步】。點選【下一步】後 Papaya_Home 會先將用戶使用的圖資下載,解壓縮至電腦準

備安裝到 SD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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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 [線上購買] 按鈕。 

 

 
(6) 輸入電子郵件信箱並確認輸入資料無誤後, 按下 [線上購買] 按鈕。 

 

↓(輸入電子郵件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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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時電腦瀏覽器會出現發信成功訊息。 

 
 

(8) 您的電子郵件信箱會收到一封購買確認信。如果確定購買, 請點擊電子郵件內文的網

址, 來開啟購買的網頁;如果您不打算購買, 請忽略或刪除此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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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購買的網頁, 請輸入收發票人姓名, 電話以及地址, 如發票需統編, 抬頭, 請依序輸

入網頁上的欄位。輸入完成, 請按 [Confirm]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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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下來請輸入信用卡資料。輸入完成, 請按下 [確認送出] 按鈕。 

(注意: 目前我們只接受 Visa, Master 或 JCB 這三種信用卡) 

 

 
 

(11) 此時網頁上方會出現一個小的對話框。請按下 [確定], 將對話框關閉。 
 

 

 
 

 

NT$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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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交易成功。 

 
 

(13) 交易成功後, 您的信箱會收第二封附有訂單編號以及安全碼的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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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將安全碼輸入工具的 Step1 欄位後, 按下右上方 Step2 [ 取授權 ] 的按鈕。取授權成功

後, 按下 [確認]。 

 

 

 
(15) 取授權成功後, 按右下方 [ 下一步 (更新圖資) ] 的按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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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完成更新圖資後, 按 [關閉程式]。 

 
 
 

六、 更新地圖 (導航軟體是內建於主機內) 

(1) 點選 “更新地圖 (導航軟體是內建於主機內)” 按鈕。 

 

 

注意: 如果您的導航軟體是內建於主機內, 請先準備一張空白的 SD 卡。 Papaya_Home
會指引用戶使用 Flash 更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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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使用 Mango2 更新工具 

系統判斷為安裝於 WinCE 作業系統的 Flash 版本的導航軟體版時, 會自動選擇 WinCE 更新

工具 – Mango. 
 

(1) 點選您導航軟體的 Model, 如 EL-828-FL-Pro 。 

 
 
 

(2) 按一下”啟動更新工具”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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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開始” 按鈕。 

 

  
(4) 再按”開始” 按鈕, 治具開始偵測 SD 卡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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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 “下一步” 。開始下載及安裝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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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時新地圖已經安裝至 SD card, 請取出 SD 卡, 回到車子按照指示操作安裝地圖。 

 
(7) 若用戶授權已經過期, 主機畫面出現授權已經過期畫面, 並且已經取得車機的導航軟

體資訊, 此時請將 SD 卡取出, 回到電腦前, 重新操作一次 Papaya_Home。操作前請準

備好信用卡, 以便線上付費購買更新授權。 
 

(8) 啟動 Papaya_Home, 操作流程同 6.1 (1) ~ (4)的步驟 (見 P.13~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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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請按 [下一步]取得新授權。 

 

 
(10)  點選 [線上購買] 進行線上購買更新授權。請準備好您的信用卡, 以便做線上付費更

新。註: 本更新工具目前只接受 Visa, Master, JCB 三種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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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對於線上購買的流程不清楚, 您可以點選 [線上購買的流程說明] 按鈕, 此時

會電腦的瀏覽器會開啟說明文件 pdf 檔的新網頁。可以參考 pdf 的說明。 

 

 
(11) 當完成 [線上購買]流程後, 會收到一封有 20 碼安全碼的 Email. 請將這 20 碼的序號

輸入到更新工具程式的安全碼欄位, 並按下 [取授權]。 
註: 安全碼為 20 碼英文與數字混合的碼, 輸入時需注意不要輸入 “ - “ 或是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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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當取授權成功後, 按 [關閉程式], 取出 SD 卡, 回到車上安裝更新的地圖以及授權

碼。將 SD 卡插回車機, 發動引擎, 開啟主機時長按電源鈕 5 秒。 

 

 

6-2 使用 Papaya 更新工具 

(1) 系統判斷您點選的 Model Name, 為安裝於 Android 作業系統的 Flash 版本時, 會自動

開啟 Android 專屬的更新工具 – Pap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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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paya 的 歡迎畫面. 請點選”開始”. 開始使用 Android Flash 更新工具. 

 

 
(3) Papaya 的歡迎畫面. 請點選工具右上方 Step2 [開始]的按鈕。開始將您的 SD 卡製作成

Android 車機 (導航內建於主機 Flash) 的更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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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新治具(您的 SD 卡)已製作完成。 請將 SD 卡從電腦移除, 並插回車機, 啟動車機後

取得車機的資料。 

 

 
(5) 在取得車機資料後, 將 SD 卡從車機取出, 回到電腦前。在電腦前再操作一次 Papaya 

Home 治具。 
 

(6) 當 SD 卡已經車機的資料, Papaya 會顯示”SD card 已經有車子的資訊, 請按[下一步]”. 
此時請選點畫面右下角的 [下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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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下一步]之後, 進行資料比對。 

 

 
(8) 若圖資過期, 請按[下一步], 程式會自動進行下載圖資、解壓縮, 安裝圖資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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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若授權已過期, 請按[下一步], 程式會自動進行下載圖資、解壓縮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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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點選 [線上購買] 進行線上購買更新授權。請準備好您的信用卡, 以便做線上付費更

新。註: 本更新工具目前只接受 Visa, Master, JCB 三種信用卡。 

 

 
(11) 當完成 [線上購買]流程後, 會收到一封有 20 碼安全碼的 Email. 請將這 20 碼的序號

輸入到更新工具程式的安全碼欄位, 並按下 [取授權]。 
註: 安全碼為 20 碼英文與數字混合的碼, 輸入時需注意不要輸入 “ - “ 或是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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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當取授權成功後, 按 [關閉程式], 取出 SD 卡, 回到車上安裝更新的地圖以及授權碼。 

 

 

七、 Q&A 

(Q1) 當第一次安裝完成後，下次開始使用時，程式會自動針測是否有新版本。若有新版本

會自動下載並更新 Tomato 工具，若出現”更新時發生異常,是否要重新更新?”應如何

處理? 

Ans:請點選重新更新，再更新一次 Tomato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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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若出現 “所選擇的磁區有開啟防寫保護，請關閉後再次執行!!” 或 “is readonly”的警

告視窗，應如何處理? 

Ans: 請檢查 SD 卡是否卡旁邊的卡榫位置在”Lock”位置(下)。若是”Lock”住，請將卡榫

搬至”Unlock”(上)位置，重新再使用一次 Papaya_Home 更新工具。 

            
 

(Q3) 若出現 “您的 SD 卡不適用此更新工具!!” 的警告視窗，應如何處理? 

Ans:請檢查 SD 卡內容是否安裝本公司的導航軟體。若不確定是否使用本公司的導航

軟體，請與本公司客服人員聯繫。Email: support_team@polstargps.com 

 
 

(Q4) 若出現 “FTP 上找不到此 Model，請聯繫客服人員” 的警告視窗，應如何處理? 

Ans:您所使用的導航軟體型號未在 Tomato 更新工具支援的型號內，請與本公司客服

人員聯繫。Email: support_team@polstarg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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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若出現 “您的 SD 卡不適用此更新工具!!：没有註冊金鑰!!” 的警告視窗，應如何處理? 

Ans:您所更新的 SD 卡內容没有註冊金鑰 (*. Key 檔)，請與本公司客服人員聯繫並提供

裝置編號給客服人員，以便客服人員將您的註冊碼寄還給您。Email: 
support_team@polstargps.com 

 
 

(Q6) 若出現 “請選擇正確的隨身碟或 SD Card 目錄!!” 的警告視窗，應如何處理? 

Ans:請點選瀏覽，重新選取正確的抽取式裝置 (卸除式磁碟機)。若有任何疑問，請與

本公司客服人員聯繫。Email: support_team@polstargps.com。 

 
 

(Q7) 若出現 “不是抽取式裝置!!” 的警告視窗，應如何處理? 

Ans:請點選瀏覽，重新選取正確的抽取式裝置 (卸除式磁碟機)。若有任何疑問，請與

本公司客服人員聯繫。Email: support_team@polstargps.com。 

 



北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35 頁，共 40 頁 

 
(Q8) 若出現 “SD 卡已經被拔除!!” 的警告視窗，應如何處理? 

Ans:請您檢查讀卡機或是 SD 卡是否已經被拔除，請重新將讀卡機或是 SD 卡連接到電

腦，以便使用更新工具 Papaya_Home 完成導航軟體的更新。若有任何疑問，請

與本公司客服人員聯繫。Email: support_team@polstargps.com。 

 
 

(Q9) 若出現”DownloadUI --> downloadMap….has timed out.” 及 “連不上伺服器!!” 的警告

視窗，應如何處理? 

Ans:請檢查您的網路是否可以正常連線使用，檢查後若無問題，請按下[確定] 。在”
連不上伺服器!!”的畫面中，點選[繼續續傳下載]，繼續下載新版圖資。如有任何

疑問，請與本公司客服人員聯繫。Email: support_team@polstarg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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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 若出現 “您的電腦無法連線網際網路，請確認!!” 的警告視窗，應如何處理? 

Ans:請檢查您的網路連線是否可以正常使用，檢查後若無問題，請再使用一次

Papaya_Home 工具即可。若有任何疑問，請與本公司客服人員聯繫。Email: 
support_team@polstargps.com。 

 
 

(Q11) 若出現 “圖資已經是最新版本 不需要更新” 的訊息列，應如何處理? 

Ans:您的圖資已經是最新版本，無需更新。若有任何疑問，請與本公司客服人員聯繫。

Email: support_team@polstarg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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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 若出現 “下載圖資失敗，請重新下載!!” 的警告視窗，應如何處理? 

Ans:請檢查您的網路是否可以正常連線使用，檢查連線後，請再使用一次

Papaya_Home 工具更新。若有任何疑問，請與本公司客服人員聯繫。Email: 
support_team@polstargps.com。 

 
 

          

 

 

網路連線

正常 

網路未連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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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 若出現 “缺少 pinfo.txt 檔案，環璄有誤!!” 的警告視窗，應如何處理? 

Ans:請將您的 SD 卡插回主機上並啟動導航軟體。將 SD 卡重新取回再使用一次

Papaya_Home 更新工具即可。若有任何疑問，請與本公司客服人員聯繫。Email: 
support_team@polstargps.com。 

 

(Q14) 若出現 “The Same program to run. Don’t repeat the open!!” 的警告視窗，應如何處理? 

Ans:Papaya_Home 已經在執行使用，請勿重覆開啟 Papaya_Home 程式。若有任何疑

問，請與本公司客服人員聯繫。Email: support_team@polstargps.com。 

 

(Q15) 若註冊碼過期，依照上述方式輸入刮刮卡安全碼，但出現 “此刮刮卡已被使用過!!” 的

警告視窗，應如何處理? 

Ans:您所輸入的刮刮卡序號已經被其它裝置編號註冊使用過，請與原購買經銷商或聯

繫，使用新的刮刮卡。若有任何疑問，請與本公司客服人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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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6) 輸入刮刮卡序號時，若出現”請檢查刮刮卡序號是否輸入完成!!” 的警告視窗，應如何

處理? 

Ans:請檢查您所輸入的刮刮卡序號是否完整，請重新輸入一次 20 碼的序號。 

 

 
(Q17) 輸入刮刮卡序號時，若出現”請檢查刮刮卡序號是否正確!!” 的警告視窗，應如何處理? 

Ans:請檢查您所輸入的刮刮卡序號是否正確無誤，請重新輸入正確的序號。 

 

 
(Q18) 輸入刮刮卡序號時，若出現”刮刮卡號錯誤!!” 的警告視窗，應如何處理? 

Ans:請檢查您所輸入的刮刮卡序號是否正確無誤，請重新輸入正確的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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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操作注意事項 

(1) 更新圖資時請確定網際網路連線正常。 

 

 

 

 

(2) 若電腦裝有防毒軟體，在安裝 Papaya_Home 時若出現警告視窗，請按”是”，

然後繼續安裝。安裝完成後桌面出現的 Papaya_Home 程式圖示，右下角出現防

毒軟體圖示，仍可繼續使用。 

 

papaya.exe 

網路連線

正常 

網路未連

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