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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片 库 系 统 的 设 计 是 要 满 足 教 育 单 位
将原生 录制或后制 产生的上课影片作安
全且有效率的存放，它 就像一间 自动化
且非常 有效率的影片 图书馆，如果搭配
SES 课录系统使用，录制下来的课程影
片会自动备份到 FL 片库系统，同时间
可提供给至少 120 台以上的 STB 补课机
使用。
FL 片 库 系 统 采 用 时 下 最 新 的 网 页 式 管
理方式，方便教育 单位管理人员随时透
过办公计算机进行派课工作，您可以在 SES 课录系统或是柜台计算机上透过专属
账号认证后进入 FL 片库系统，管理所有影片指派的工作，系统在使用上非常方
便。您拥有的不只是课程录像系统，更是数字典藏与学习中心。

特色
 提供

位以上学生同时上课补课，没有延迟、不会停顿

 多样补课方式可自由选择，满足市场上各种教育单位需求
 可汇入

光盘片，派课后一样用

 客制化

补课机观看

系统，不会中毒、耐用且稳定性高

 全网页式操作管理与设定，直觉式接口设计真方便
 瞬间完成派课工作 秒派 ，学生上课补课不用等待


摄影机与网络下载的影片皆可放入，随时提供学生观看

 可多台补课机多个影片同时派课，多位学生可快速同时补课
 影片数字典藏功能，不用担心影片被自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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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
DVD 任意汇

云端学习

教育单位希望SES能够兼容以前旧的DVD补课。

有了 FL 片库系统，云端学习或是云端补课是件极简单的事。

教育单位有很多以前的DVD光盘片或是教学影片，希望能汇入FL片库系
统，也做到派课工作。

过去，教育单位为了让学生在家补课，只能租用电信业者提供的补习街
网站，或是加入在线补习网站，每月都需要花费上万元成本，但是这些
提供服务的公司又不协助解决学生看不到影片的问题，并且限制非常多，
像是规定一定要先转档，转档时间非常久，影片只能上传 DVD 大小，
不接受 HD 高画质等等，教育单位使用后才发现好像不是当初说的那么
美好，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DVD 任意汇是 FL 片库系统的一项重要功能，在蓝眼科技开发出 SES
超画质课程录像系统前，约有90%的教育单位使用VCD或DVD录像机进
行上课录像工作，产生的VCD/DVD光盘片数量非常多。蓝眼科技觉得，
这些VCD/DVD光盘片都是教育单位花费许多心思与时间录制，如果不
能继续使用，对于教育单位要更换成蓝眼 SES 超高画质课程录像系统
的衔接上影响很大。
因此，蓝眼科技特别开发DVD任意汇功能，教育单位可以无痛转移系统，
旧系统的VCD/DVD片不用丢弃，藉由DVD任意汇，教育单位可以将这
些光盘片汇入新系统中，FL片库系统会自动扫描新增影片更新数据库，
您就可以与新录制的影片一样，进行方便的派课与清空，学生也可以使
用超级好用的STB补课机进行补课、预习与复习。

上课点名
没有点名的课程录像系统不是完整的课程录像系统！课程录像系统必须
包含上课、点名、缺课、预约、补课、测验等六个阶段，如果您使用的
课程录像系统没有涵盖这六个阶段，它就不是真正的课程录像系统，充
其量只是录像系统罢了。
教育单位使用蓝眼科技的课程录像系统时，可以针对每堂课进行点名，
记录一下缺课的学生，再搭配学生自行派课补课机制(全自动化补课)，
教育单位随时可以掌握学生出缺勤纪录，也知道学生是否完成补课。
点名是课程录像系统中非常重要的功能，也是产生学生缺课数据的依据。

教学典藏

其实，这些电信业者或在线补习公司都是认为教育单位不懂，才巧立告
种名目在使用后收费，又欺骗教育单位说他们用了多高级的服务器、放
在多昂贵的机房，让教育单位相信他们付钱是值得的，但从来不让教育
单位参观这些高级服务器或昂贵的机房。
不要再当冤大头了！FL 片库系统内建云端学习(在线补课)功能，当您购
买 FL 片库系统时，您就同时拥有在线补习公司提供您的所有功能，而
且更好的是以后每个月教育单位不需要再支付月租金，省下的钱就是教
育单位的利润。

自动清空派课影片
我们也发现教育单位一忙起来常常忘记清空 STB 补课机，FL片库系统
有个贴心设计就是可以设定每天定时，让系统自动帮您清空STB补课机。
学生补完课后，影片将自动清除，避免其他同学看到，也方便给下一位
学生派课使用。

容易整合至其他系统
蓝眼科技过去承接过许多政府大型系统开发，FL 沿袭大型系统设计，提
供整合 API 接口，方便其他系统，像是补教系统或是教育单位管理系
统进行整合。

蓝眼科技在研发课程录像系统时，设计了再生空间机制，让课程录像系
统能全年365天运作，永远不用担心硬盘空间不够，保证一定能够录到。

派课机制真方便

教育单位使用一段时间后，告诉我们，他们希望影片能永远保存下来，
不希望被删除。这是蓝眼科技团队意想不到的事，超乎了补课的用途，
教育单位希望保存影片的最主要目的是作为复习或预习使用，而不单单
是补课之用。

过去，DVD 光盘刻录是大家都熟悉但最耗时的补课方式，后来有人尝
试使用 USB 档案拷贝，如此省去烧片的时间，但教育单位需要花一笔
大钱添购计算机让学生补课，还可能因为 USB 插拔频繁而造成计算机
中毒，USB 拷贝方法需要人力操作又要花钱请厂商定期维护计算机，这
也不是很受欢迎的方法。

蓝眼科技在乎每间教育单位的需求与应用，我们综合多家教育单位的想
法，开发出教学典藏功能，教育单位只需要在 FL 片库系统中针对要典
藏的影片进行勾选，影片就会永久保存下来，不会被系统自动删除。有
了教学典藏功能，教育单位开始每周决定典藏的影片，也计划使用这些
典藏影片开始为学生预习或复习。

关键词快意搜
免去人工打字及开启档案总管的搜寻方式，我们提供关键词的查询工具，
就像您平时使用Yahoo或者Google搜寻一样的便利服务。最精准的Key
Word搜索引擎立即为您比对列出所有课程，简化操作流程也是我们的
特点。
影片会愈录愈多。DVD要从庞大的光盘柜中找到要补课的光盘。DVR要
用档案总管，按照时间顺序一个一个找。
教育单位希望能像Google一样有快速的影片查询功能，所以我们做了很
多搜寻影片的方式，方便教育单位快速找到影片，教育单位能针对时间、
课程、单元、老师、班别、教室等关键词，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想要的补
课影片。这样的查询方式是DVD与DVR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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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专为补课教室设计了派课机制，让教育单位在柜台就可以完
成派课。因为我们希望您不用在一堆光盘片中找寻学生要补课的片子，
也希望您不用花时间拷贝影片到 USB，这些琐碎又费时的动作 FL 直接
给您派课窗口，勾选您要的课程就可以直接派课。 您可任意指定要指派
的补课座位。您可以依照学生喜爱或者学习状况任意指派补课座位，亦
可随时进行最后的指定座位更换，或者是补课预约划位。
教育单位还要求我们不能让下一位补课学生看到上一位看过的课程，避
免因为某些原因学生要求转班，所以 FL 设计了清空 STB 补课机功能。
这些功能都是蓝眼科技为教育单位专门设计的，市场上也只有我们有这
样好用的功能！

缺课补课记录查询
FL 忠实记录下每一位学生的上课记录，除了缺课外，有没有补完课都会
有记录。任课老师或班导师可以很清楚知道那些学生缺课、那些学生尚
未补课、那些学生已经补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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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秒派

影片数据保全

刻录 DVD 光盘片需要花时间、拷贝档案需要花时间、多人同时补课更
花时间，以前的补课简直是梦靥，老师要花许多时间准备，学生补课也
需要漫长等候，最好祈祷不要遇到 DVD 光盘片不能读。

片库系统内建硬盘数据保全机制，当FL片库系统的硬盘遭人拔除，外接
于其他计算机时，FL硬盘会自动启动保全机制，让有心人士无法存取，
看不到任何影片资料。

学生去教育单位的目的是学习，更是享受学习，等待不是应该在教育单
位发生的，蓝眼科技的课程录像系统十分不一样，FL 能瞬间完成派课工
作，在您眨一下眼的同时，派课已经完成，学生可以立刻观看影片不用
等待。
瞬间派一部影片不稀奇，派送给多位学生补课一样也是瞬间，蓝眼科技
开发出的独特秒派功能，帮助教育单位节省时间与人力。

测验考卷与答案

再生空间，循环利用
FL 内建再生空间功能，当录像数据愈来愈多，硬盘空间可能会不足，
FL 会随时侦测空间是否不够，如果到达临界值，FL 会根据数据库记录，
删除最旧的影片，回收空间给新影片存放。
您从来都不用担心 FL 空间不够，再生空间功能会默默地释放与回收空
间，您永远有最新几个月的补课影片，很久以前的影片就让它自动回收
吧。

补课结束后，教育单位常常会让学生填写考卷，测验一下学生这次学习
的程度，但柜台人员为了找寻考卷，可能会翻遍文书柜，或是在计算机
里搜寻半天。

可收纳多台 SES 课录系统

能不能让考试流程简单一点？可以的。我们让教育单位可以针对补课影
片自行上传测验考卷与答案到 FL 片库系统，教育单位在派课时可以顺
便将测验考卷或答案打印下来，让学生补完课后立刻进行随堂考试，非
常方便好用。

扩充容量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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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台 FL 可处理高达 4 台以上 SES 超高画质课录系统的同步影片。

未来，如果 FL 容量不够，您可以随时加购进行容量扩充，有些客户会
按照年份区别片库系统，例如：2014年、2015年等；有些会将一台片
库系统当成补课用途，一台当成测验用途，再一台当成典藏使用，然后
每周或每月整理补课用途的片库系统，将影片整理至另外两台，这三台
片库都可以同时进行派课与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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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信息
订

购

代

号

产

名

称

购

买

方

式

蓝眼

片库系统主机【

】

请洽各地代理商或经销商

蓝眼

片库系统主机【

】

请洽各地代理商或经销商

蓝眼

片库系统主机【

】

请洽各地代理商或经销商

蓝眼

片库系统主机【

】

请洽各地代理商或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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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藍眼科技集團(台灣)
蓝眼科技集团(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