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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片 庫 系 統 的 設 計 是 要 滿 足 教 育 單 位
將原生錄製或後製產生的上課影片作安
全且有效率的存放，它 就像一間自動化
且非常 有效率的影片圖書館， 如果搭配
SES 課錄系統使用，錄製下來的課程 影
片會自動備份到 FL 片庫系統，同時間
可提供給至少 120 台以上的 STB 補課機
使用。
FL 片 庫 系 統 採 用 時 下 最 新 的 網 頁 式 管
理方式，方便教育單位管理人員隨時透
過辦公電腦進行派課工作，您可以在 SES 課錄系統或是櫃台電腦上透過專屬帳號
認證後進入 FL 片庫系統，管理所有影片指派的工作， 系統在使用上非常方便。
您擁有的不只是課程錄影系統，更是數位典藏與學習中心。

特色
 提供

位以上學生同時上課補課，沒有延遲、不會停頓

 多樣補課方式可自由選擇，滿足市場上各種教育單位需求
 可匯入

光碟片，派課後一樣用

 客製化

補課機觀看

系統，不會中毒、耐用且穩定性高

 全網頁式操作管理與設定，直覺式介面設計真方便
 瞬間完成派課工作 秒派 ，學生上課補課不用等待


攝影機與網路下載的影片皆可放入，隨時提供學生觀看

 可多台補課機多個影片同時派課，多位學生可快速同時補課
 影片數位典藏功能，不用擔心影片被自動刪除

BlueEyes
BlueEyes®®
http://www.BlueEyes.com.tw
http://www.BlueEyes.com.tw

藍眼科技集團(台灣)
藍眼科技集團(台灣)

FL ®

片庫系統

典藏老師教學精華的知識庫

www.BlueEyes.com.tw

產品功能
DVD 任意匯

雲端學習

教育單位希望SES能夠相容以前舊的DVD補課。

有了 FL 片庫系統，雲端學習或是雲端補課是件極簡單的事。

教育單位有很多以前的DVD光碟片或是教學影片，希望能匯入FL片庫系
統，也做到派課工作。

過去，教育單位為了讓學生在家補課，只能租用電信業者提供的補習街
網站，或是加入線上補習網站，每月都需要花費上萬元成本，但是這些
提供服務的公司又不協助解決學生看不到影片的問題，並且限制非常
多，像是規定一定要先轉檔，轉檔時間非常久，影片只能上傳 DVD 大
小，不接受 HD 高畫質等等，教育單位使用後才發現好像不是當初說的
那麼美好，有上當受騙的感覺。

DVD 任意匯是 FL 片庫系統的一項重要功能，在藍眼科技開發出 SES
超畫質課程錄影系統前，約有90%的教育單位使用VCD或DVD錄影機進
行上課錄影工作，產生的VCD/DVD光碟片數量非常多。藍眼科技覺得，
這些VCD/DVD光碟片都是教育單位花費許多心思與時間錄製，如果不
能繼續使用，對於教育單位要更換成藍眼 SES 超高畫質課程錄影系統
的銜接上影響很大。
因此，藍眼科技特別開發DVD任意匯功能，教育單位可以無痛轉移系
統，舊系統的VCD/DVD片不用丟棄，藉由DVD任意匯，教育單位可以
將這些光碟片匯入新系統中，FL片庫系統會自動掃描新增影片更新資料
庫，您就可以與新錄製的影片一樣，進行方便的派課與清空，學生也可
以使用超級好用的STB補課機進行補課、預習與複習。

上課點名
沒有點名的課程錄影系統不是完整的課程錄影系統！課程錄影系統必須
包含上課、點名、缺課、預約、補課、測驗等六個階段，如果您使用的
課程錄影系統沒有涵蓋這六個階段，它就不是真正的課程錄影系統，充
其量只是錄影系統罷了。
教育單位使用藍眼科技的課程錄影系統時，可以針對每堂課進行點名，
記錄一下缺課的學生，再搭配學生自行派課補課機制(全自動化補課)，
教育單位隨時可以掌握學生出缺勤紀錄，也知道學生是否完成補課。
點名是課程錄影系統中非常重要的功能，也是產生學生缺課資料的依據。

教學典藏
藍眼科技在研發課程錄影系統時，設計了再生空間機制，讓課程錄影系
統能全年365天運作，永遠不用擔心硬碟空間不夠，保證一定能夠錄到。
教育單位使用一段時間後，告訴我們，他們希望影片能永遠保存下來，
不希望被刪除。這是藍眼科技團隊意想不到的事，超乎了補課的用途，
教育單位希望保存影片的最主要目的是作為複習或預習使用，而不單單
是補課之用。
藍眼科技在乎每間教育單位的需求與應用，我們綜合多家教育單位的想
法，開發出教學典藏功能，教育單位只需要在 FL 片庫系統中針對要典
藏的影片進行勾選，影片就會永久保存下來，不會被系統自動刪除。有
了教學典藏功能，教育單位開始每週決定典藏的影片，也計畫使用這些
典藏影片開始為學生預習或複習。

關鍵字快意搜
免去人工打字及開啟檔案總管的搜尋方式，我們提供關鍵字的查詢工
具，就像您平時使用Yahoo或者Google搜尋一樣的便利服務。最精準的
Key Word搜尋引擎立即為您比對列出所有課程，簡化操作流程也是我
們的特點。

其實，這些電信業者或線上補習公司都是認為教育單位不懂，才巧立告
種名目在使用後收費，又欺騙教育單位說他們用了多高級的伺服器、放
在多昂貴的機房，讓教育單位相信他們付錢是值得的，但從來不讓教育
單位參觀這些高級伺服器或昂貴的機房。
不要再當冤大頭了！FL 片庫系統內建雲端學習(線上補課)功能，當您購
買 FL 片庫系統時，您就同時擁有線上補習公司提供您的所有功能，而
且更好的是以後每個月教育單位不需要再支付月租金，省下的錢就是教
育單位的利潤。

自動清空派課影片
我們也發現教育單位一忙起來常常忘記清空 STB 補課機，FL片庫系統
有個貼心設計就是可以設定每天定時，讓系統自動幫您清空STB補課
機。學生補完課後，影片將自動清除，避免其他同學看到，也方便給下
一位學生派課使用。

容易整合至其他系統
藍眼科技過去承接過許多政府大型系統開發，FL 沿襲大型系統設計，提
供整合 API 介面，方便其他系統，像是補教系統或是教育單位管理系
統進行整合。

派課機制真方便
過去，DVD 光碟燒錄是大家都熟悉但最耗時的補課方式，後來有人嘗
試使用 USB 檔案拷貝，如此省去燒片的時間，但教育單位需要花一筆
大錢添購電腦讓學生補課，還可能因為 USB 插拔頻繁而造成電腦中
毒，USB 拷貝方法需要人力操作又要花錢請廠商定期維護電腦，這也不
是很受歡迎的方法。
現在，我們專為補課教室設計了派課機制，讓教育單位在櫃檯就可以完
成派課。因為我們希望您不用在一堆光碟片中找尋學生要補課的片子，
也希望您不用花時間拷貝影片到 USB，這些瑣碎又費時的動作 FL 直接
給您派課視窗，勾選您要的課程就可以直接派課。 您可任意指定要指派
的補課座位。您可以依照學生喜愛或者學習狀況任意指派補課座位，亦
可隨時進行最後的指定座位更換，或者是補課預約劃位。
教育單位還要求我們不能讓下一位補課學生看到上一位看過的課程，避
免因為某些原因學生要求轉班，所以 FL 設計了清空 STB 補課機功
能。這些功能都是藍眼科技為教育單位專門設計的，市場上也只有我們
有這樣好用的功能！

影片會愈錄愈多。DVD要從龐大的光碟櫃中找到要補課的光碟。DVR要
用檔案總管，按照時間順序一個一個找。

缺課補課記錄查詢

教育單位希望能像Google一樣有快速的影片查詢功能，所以我們做了很
多搜尋影片的方式，方便教育單位快速找到影片，教育單位能針對時間、
課程、單元、老師、班別、教室等關鍵字，在最短時間內找到想要的補
課影片。這樣的查詢方式是DVD與DVR做不到的！

FL 忠實記錄下每一位學生的上課記錄，除了缺課外，有沒有補完課都會
有記錄。任課老師或班導師可以很清楚知道那些學生缺課、那些學生尚
未補課、那些學生已經補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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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間秒派

影片資料保全

燒錄 DVD 光碟片需要花時間、拷貝檔案需要花時間、多人同時補課更
花時間，以前的補課簡直是夢靨，老師要花許多時間準備，學生補課也
需要漫長等候，最好祈禱不要遇到 DVD 光碟片不能讀。

片庫系統內建硬碟資料保全機制，當FL片庫系統的硬碟遭人拔除，外接
於其他電腦時，FL硬碟會自動啟動保全機制，讓有心人士無法存取，看
不到任何影片資料。

學生去教育單位的目的是學習，更是享受學習，等待不是應該在教育單
位發生的，藍眼科技的課程錄影系統十分不一樣，FL 能瞬間完成派課工
作，在您眨一下眼的同時，派課已經完成，學生可以立刻觀看影片不用
等待。
瞬間派一部影片不稀奇，派送給多位學生補課一樣也是瞬間，藍眼科技
開發出的獨特秒派功能，幫助教育單位節省時間與人力。

測驗考卷與答案
補課結束後，教育單位常常會讓學生填寫考卷，測驗一下學生這次學習
的程度，但櫃台人員為了找尋考卷，可能會翻遍文書櫃，或是在電腦裡
搜尋半天。
能不能讓考試流程簡單一點？可以的。我們讓教育單位可以針對補課影
片自行上傳測驗考卷與答案到 FL 片庫系統，教育單位在派課時可以順
便將測驗考卷或答案列印下來，讓學生補完課後立刻進行隨堂考試，非
常方便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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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空間，循環利用
FL 內建再生空間功能，當錄影資料愈來愈多，硬碟空間可能會不足，
FL 會隨時偵測空間是否不夠，如果到達臨界值，FL 會根據資料庫記
錄，刪除最舊的影片，回收空間給新影片存放。
您從來都不用擔心 FL 空間不夠，再生空間功能會默默地釋放與回收空
間，您永遠有最新幾個月的補課影片，很久以前的影片就讓它自動回收
吧。

可收納多台 SES 課錄系統
單台 FL 可處理高達 4 台以上 SES 超高畫質課錄系統的同步影片。

擴充容量方便
未來，如果 FL 容量不夠，您可以隨時加購進行容量擴充，有些客戶會
按照年份區別片庫系統，例如：2014年、2015年等；有些會將一台片
庫系統當成補課用途，一台當成測驗用途，再一台當成典藏使用，然後
每週或每月整理補課用途的片庫系統，將影片整理至另外兩台，這三台
片庫都可以同時進行派課與學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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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資訊
訂

購

代

號

產

名

稱

購

買

方

式

藍眼

片庫系統主機【

】

請洽各地代理商或經銷商

藍眼

片庫系統主機【

】

請洽各地代理商或經銷商

藍眼

片庫系統主機【

】

請洽各地代理商或經銷商

藍眼

片庫系統主機【

】

請洽各地代理商或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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