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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升級包內容 

執行升級請先至官網下載兩項壓縮檔。 

https://ebook.hyread.com.tw/activity/201902gaze/guide.jsp 

一、 Android 升級工具包 

檔案名稱為 HyReadGazeA6toA8.zip，解壓縮後有兩個資料夾： 

(一) 驅動程式 

資料夾名稱為「DriverAssitant_v4.5」 

(二) 升級工具 

資料夾名稱為「AndroidTool_Release_v2.58_TW」 

二、 Android 8 升級包 

請依型號選擇升級包，不同型號之升級包檔案不一樣，解壓縮後的

資料夾內含升級映像檔 (.img)。Android 8 升級包請至官網下載。

https://ebook.hyread.com.tw/activity/201902gaze/guide.jsp 

貳、 特別注意事項 

一、 請注意本升級工具僅可使用 Gaze系列，目前升級包有

Note(R08P)、X(R10P)、Gaze (R08N) 可供升級，請務必使

用 HyRead Gaze 機器，若使用非 HyRead Gaze原廠機型，發

生錯誤造成機器無法使用，請自行負責。 

二、 升級後系統會將內部檔案全部移除，更新前請務必備份

個人資料。 

三、 個人藏書內之畫線註記與 Android 8 個人藏書版本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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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請自行備份匯出儲存。 

四、 筆記內容請在升級前將檔案管理 > note資料夾整包備

份，待升級至 Android 8 後，再將 note資料夾覆蓋至

Android 8 檔案管理內。 

參、 升級更新步驟 

升級前，請先準備一台 Windows 作業系統電腦，將升級工具包及升級

包先下載至電腦中備用。 

一、 解壓縮「Android 升級工具包」與「Android 8 升級包」 

請使用Windows作業系統電腦將「Android 升級工具包」以及

「Android 8 升級包」解壓縮，解壓縮之後請勿更改任何檔案與資料夾

名稱，且存放路徑必須為英文名稱，資料夾也必須為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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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裝驅動程式 

(一) 執 行 「 DriverAssitant_v4.5 」 資 料 夾 底 下 之

「DriverInstall.exe」 

 

(二) 點「Install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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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裝完成後，於「Install driver ok.」視窗點 [確定] 後即

可關閉此驅動程式安裝視窗。 

 

 

三、 執行升級工具 

(一) 執 行 「 AndroidTool_Release_v2.58_TW 」 之

「AndoidTool.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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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擇頁籤「升級韌體」，並點「韌體」用以選擇升級包解

壓後的映像檔。 

 

(三) 選擇「Android 8 升級包」解壓縮之後的映像檔 (.img) 

Android 8升級包請依型號選擇，在此以 Note為例，請 X的使

用者務必下載 X的 Android 升級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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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載入映像檔之後，確認有出現韌體相關版本資訊與路徑。 

 

(五) 連接欲升級設備 

１. 將 Gaze關機 

２. 使用取卡針插入 reset重啟孔保持按壓狀態 / 按著

Home鍵保持按壓狀態 

注意 1：插入 reset重啟孔時，請勿壓到開關鍵，若不慎壓

到開關鍵將抓取設備失敗，並進入還原模式，請按 Home 鍵選擇

Power off 即可關機，再重新執行此步驟。 

注意 2：Gaze 7.8 吋白色型號(R08N)無 reset孔，請按著

Home鍵保持按壓狀態。 

３. 將電源線連接電腦後插入 Type C接頭充電孔 

(１) Gaze Note (R08P) 7.8 吋黑色 

螢幕朝上，reset 重啟孔在充電孔左邊的小洞。 

http://ebook.hyrea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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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Gaze X (R10P) 10.3 吋黑色 

螢幕朝上，reset 重啟孔在頂部開關鍵左邊的小洞。 

 

(３) Gaze (R08N)7.8 吋白色 

無 reset 重啟孔，請按著 Home鍵保持按壓狀態後插入，

再將電源線連接電腦後插入 Type C接頭充電孔。 

 

 

Note 

X(R10P) 

Gaze (R0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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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確認升級工具下方狀態由「沒有發現設備」變更為

「發現一個 LOADER設備」表示成功，此時即可放

開取卡針了。沒有讀到設備的話請再試一次。 

 

(六) 點「升級」開始升級程序，待流程跑完即完成升級作業，

機器將會自動重新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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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FAQ常見問題 

一、 如何確認你的設備是 Android 6 ? 

(一) 請至「更多應用」 > 「設定」   查看「關於設備」，有

Android 版本資訊。 

二、 升級前要注意什麼？ 

(一) 升級後更換整個作業系統，所有資料都會被清除，請務

必備份在設備中的個人資料。 

(二) 目前升級包僅提供 HyRead Gaze Note (R08P)以及

HyRead Gaze X (R10P) 型號，非本型號請勿嘗試升級。 

(三)  個人藏書中的畫線、註記，請自行匯出存檔，筆記本的

資料夾位置在：更多應用>檔案管理>note資料夾，請將整

個資料夾備份。 

三、 升級後如何還原筆記本資料 

(一) 將步驟二已備份的 note資料，整個覆蓋到已升級的設備

中，路徑：更多應用>檔案管理>note資料夾。 

(二) 進入筆記本，確認筆記內容無誤，即可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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