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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指聲明, 以下修改會冇左保養, 唔想改既話,  
可以買張 Passme / Super Pass (from Supercard) 之類 Hardware Passme.  

少少講解 ... 睇唔睇都得, 但睇左會易明個過程, 你o係度做緊乜 .  

其實 Passme 一早已經出左, 其實佢主要用途唔係用黎玩 rom, 而係可以 load 到自己寫既 

Program/ Game. 

以下既步驟, 係要先用 Passme (WiFiMe) load 入新 Firmware 既 Program, WiFiMe 係乜 ? 簡單 

d 講係一個 Software 版既 Passme. 
有人寫左個 Firmware 已經內置左 Passme, 實現到用非 Hardware 做到有 Passme 既基本功能
可以直接以 YBXA 開機入到 Passme Mode. 

亦都直接 d 講, 冇 Passme 就 Load 唔到 NDS Rom.  

如果你有 Hardware 既 Passme, 就唔使理呢篇野. 但如果你 Friend 有, 可以借佢一用黎 Flash 
Firmware. 令你部機都有 Passme 功能. 

最後我既 Config : 水貨 NDS , Supercard CF (最新 Firmware) Levelone Wireless Lan PCMCIA 
(WPC-0301 v2) WinXP Pro 中文 SP2 .  

成功 Flash 兩部 ME + my GF, 佢用 Supercard SD 版都得.  

SD 版比 CF 版慢 . 但 SD 版靚仔 d......  

手術前, 你需要有以下設備: A 或 B 

A: RT2500 或 RT2560 Chipset Wireless Lan Card + GBA Flash 咭 
B : Passme + GBA Flash 咭 

再加細十字螺絲批及細一字批, 加一隻正版 NDS Game.  

  

先講用 Wireless Lan (WiFiMe) 既方法. 你要有 : 

- PCI or PCMCIA Wireless Lan Card 用 RT2500 或 RT2560 Chipset (詳細可以睇呢個表 -> 
here) 
   記住 USB 版本係 唔得 
- Download 經改過既 Driver 同 程式 , Firmware (如果你咁岩有支援既 Wireless Lan Card, 就要 

Update 呢個 Driver) 
- Windows 2000 或 Windows XP 

好, 開始 ! 



 
1.) 安裝或更新經需改過既 Driver : 
我自己用 Level one 既 PCMCIA 版本既咭, 安裝順利 .  
 
入左咭之後, 會出現 .. Found New Hardware Wizard 
揀 No, not at this time 後按 Next. 

 
 
揀 Install from a list or specific location (Advanced) 後按 Next.  

 
 
唔好揀 from CD, 自訂, 搵番你爆個 driver 位置.  



 
 
佢就會自己去搵 ...  

 
 
完成 ...  



 
 
最重要既 Driver 安裝完後, 就到第二步 .  
  

2.) 要 Flash 張 GBA Flash 咭  
呢一步要視乎你用既係咩咭, 我自己就用 Supercard (一定要 update 左去最新 firmware 先) & 
Flash Advance 都成功.  
目的係要 Flash flashme.ds.gba (Firmware) 入咭 .  

如果你係 : 

用 EZ-Flash III 就要 Download 呢個版本.  
用 Supercard 的話, 就 Download NDS 版本 (我唔係太記得係咪呢個) 
用 其他 Flash 咭, 用呢個 : Download (最好唔好 Flash Muilt-boot , 用 single file) 
  

3.) Flash 完後, 將 GBA Flash 咭入定去 NDS 度 (唔使開機住) , 之後就要用 Wireless 踢起個 

WiFiMe 
爆開 rt2560_app_wmb_1_1.zip 後 Double click wmb.exe.  
 
你就會見到 :  



 
 
呢個時候, 開你部 NDS, 揀 DS Download Play.  
(記住頭先 Flash 左既 GBA Flash 咭已經插入左 NDS 度) 

 
 
揀 Wireless Multiboot "PassMe".  按 A 兩次就會 Download. 



 
 
 
之後你會見到你 Send 緊個 File 過去. 

 
Send 完之後, 就會直接入左 GBA Flash 咭度, 如果你用 Supercard, 就會出玩 NDS Mode 既 

Menu.  



For Supercard : 直接揀番個 Flashme.nds 應該就會入到另一個畫面.  
For 其他 Flash 咭 : 我張 Flash Advance 一用 WiFiMe boot 完後就會自動 Load 入 Firmware 
Programming (flash.ds.gba) 

4.) 入到 Firmware Programming 後... 根佢指示, 按 XBXB. 
 
當你見到有 0% 出現, 就要用細十字螺絲批開NDS機底個電池殼, 如右下圖所指, 開殼後會見到
張好細既白色/粉紅色既 Label 仔, 拎走張 Label, 用燈照一照, 
你會見到左下圖指住既斷開既圓位(SL1) 

注意 ! 由而家開始, 電池一定唔可以甩&關機 ! 要好小心 !!  
用一字批將 SL1 兩個半圓 Pads 連接. 如果唔小心斷開左連接係冇問題的, 佢只會停, 當連接番
時就會繼續.  

Flash 完之後就可以熄機, 還原番部機, 上番電池殼, 其他野唔好掂, OK ? 

 

如果你手頭上已經有 Supercard, update 好最新 Firmware 後, 按緊 YBXA 開機.  

就會 Load 入 Supercard 既 NDS mode (上下畫面都有野就係 NDS mode, GBA Mode 只有一個
畫面有野睇) .  
成功見到的話, 咁手術就完成. 

我用 Supercard, 佢一定要經佢自家既 Software 去轉 NDS 既 Rom 先可以玩到.  

去 http://www.supercard.cn 可以 Download 到 .  

你會問, 咁又話要正版 NDS Game?  要黎做咩 ? 

要黎做所謂既引導 . 用黎 Save , Supercard 玩 NDS Rom 暫時唔可以直接將 Save 寫入 CF/SD 
咭中,  
因此你要有張咭黎做 Save , 有某 d 正版 game load 完 rom 後, 上下都會出現白畫面, 只有兩個
原因.  

1- 轉換 Program 未 Fully Support  
2- 你用既正版 NDS Game Save Blank 唔岩. 試用第二隻. 

http://www.supercard.cn


For Supercard, Official 話暫時只支援 32M 或以下既 Rom. <-- 可能係第三個原因 

------------------------------------------------ 

有 Passme 既方法 
如果有幸你朋友有 Passme (相信機會好低, 香港唔多見有入) / Superpass (香港有既機會大 d) 
的話. 
而你又唔想買, 就問佢借黎一用.  

以下全經我自己推斷, 未經測試的 !! 

1.) Flash 張 GBA Flash 咭 (最好唔好 Flash Muilt-boot , 用 single file) 
呢一步要視乎你用既係咩咭, 我自己就用 Supercard (一定要 update 左去最新 firmware 先) & 
Flash Advance 都成功.  
目的係要 Flash flashme.ds.gba (Firmware) 入咭 . 如果你係 

用 EZ-Flash III 就要 Download 呢個版本.  
用 Supercard 的話, 就 Download NDS 版本 (我唔係太記得係咪呢個) 
用 其他 Flash 咭, 用呢個 : Download 

2.) 入 Passme , 入 Flash 咭, 用 Passme 開機, Load 入 Firmware Update . (根據 Step 4 咁做)

3.) 咁就完成 .  

你只要買張 Supercard 就可以玩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