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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眼科技集团(台湾) 

不同于一般工程商随意找寻监视系统充当课程

录像系统使用，SES 录课系统是蓝眼科技自行

设计开发，花费一年时间实际走访多家教育单位

请教询问与反复拍摄测试，再经由受过各县市警

局、交通局、高速公路局等委托建置路口监控、

交控中心等大型系统的「蓝眼科技创新技术研发

团队」进行研发与设计，打造出最适合教育单位

使用的录课系统。  

相较于一般市场上其他销售课程录像系统的厂

商在遇到教育单位抱怨影音不同步、录像无预警

中断、影片不能播放等棘手问题时，因为不是厂

商自己研发的产品，往往只能回避问题或撒手不

管，销售前与销售后态度差异迥大，对教育单位

来说这样犹如欺骗，花了许多金钱与人力建置课程录像系统，却落得问题一大堆，且学生、家

长与老师抱怨连连。  

蓝眼科技是一间以技术研发为本位、客户需求为动力

的公司，拥有许多课程录像系统的影音处理关键技术，

能迅速找出问题对症下药，并且从出货 48 小时测试、

施工伙伴认证安装，一直到专业讲师的教育训练皆有

完整的 SOP 标准作业流程。补习教育市场竞争激烈，

教育单位没有时间充当白老鼠不断尝试厂商拼凑出来

的不成熟产品，蓝眼科技录课系统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超过四百间教育单位每天使用 (教育单位分享的见证

信、推荐信、安装照片与识别标章照片等参见官网)，

我们能为您提供稳定、好用且高质量的课程录像系统。 

特色 
 SES 2.0 全新设计，增添多样针对教育单位需求设计的崭新功能  

 轻巧安静，放置在柜台不会吵；超高效能，六间教室同时录制  

 稳定性高，长时间运作不当机；中文接口，操作简单容易上手  

 影音同步，影片顺畅如同电影；可同时观看教室上课的实时影像  

 教室课表全自动排程录像，不需人操作，影片自动更名与自动归档  

 SCT 远程控制，方便你在手机或计算机上控制 SES，进行录像控制  

 独特快速还原机制，开机后五分钟恢复正常，不怕病毒或意外发生  

 独创下课前提醒与延后下课功能，轻松控制录像非常有弹性  

 派课操作简单且快速(秒派)，学生可立刻同时补课不用等待  

 录制的上课影片可制作成标准或蓝光 DVD 光盘，且影像更细腻  

 捍卫老师著作权，影片防拷不外泄，教育单位安心且放心  

 完整的影片搜寻功能，关键词找寻影片毫不费力  

 系统硬件运作实时状态、教室收音实时显示  

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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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修护  
许多教育单位使用 DVD 录像机或 DV 摄影机进行课程录制时，常常

会遇到电源意外中断，造成刚录制 1 小时或两小时的影片无法观看，也

无法挽救，这类问题常让教育单位头痛不已。 

教育单位将此状况告诉我们并且希望我们的课程录像系统有办法解决，

因此，蓝眼科技研发团队开始脑力激荡要如何修复并保护正在录像的影

片，避免因为意外(例如电力消失、程序中断等)造成刚刚录制的影片成

为垃圾，经过数个月的讨论、实验与修正，蓝眼科技研发团队终于成功

发明出「神奇修护」机制，无论您在录制中发生什么意外，神奇修护都

能够在事后修复损坏的影片，并且保护影片仍可继续在 STB 补课机上

播放观看。 

DVD 随意烧 
教育单位会使用 DVD 录像机这么久，每年宁愿花费不少的光盘耗材费

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 DVD 光盘片格式还是较为通用，也是教育

单位或是学生在家里都可以轻易播放的储存媒体。 

SES 是录制在硬盘中，不需要 DVD 光盘片，但是很多教育单位仍希望 

SES 的影片能够在事后直接烧成 DVD 片，蓝眼科技一直以客户的需求

为前进的动力，SES 录制的影片是可以直接利用市售刻录软件进行刻录

成 DVD 光盘片，因为是超高画质，还比一般 DVD 片影像细腻真实，

教育单位可以备存或让学生带回家观看。 

如果教育单位有函授教学需求，除了利用 SES 录制的影片制作 DVD 光

盘片外，还可以刻录成超高画质(1920x1080p)的蓝光 DVD，呈现老师

上课清晰的影像。 

手动录像  
想要录像吗？简单！只要单击。在 SES 的接口设计上，我们采用清楚

易懂的颜色按钮，没有复杂难懂的使用接口。教室就是摄影棚，您可以

随时手动录制更精彩活泼的教学影片，让您的教育单位教学更具特色！

想录就录，Any Time, Just Click!!。 

课表录像  
如果课程录像系统能够按照教室课表，时间到了自动录像，那该有多好！

蓝眼科技知道教育单位的心声，您只需要将教室课表设定好，SES 就会

全自动运作，像个忠实的管家，不会漏掉任何精彩的课程。 

有了课表录像，教育单位除了可以节省时间外，省下的人力成本更是可

观，尤其是再也不用重复训练新来的员工操作，因为 SES 不需要人提

醒。 

试听  
近年来，教育单位数量暴增，竞争越来越激烈，遇到新学期或者招生季，

除了要花大钱请工读生发传单或到学校招揽学生外，更要不定期开试听

班，非常耗费金钱与人力。我们设计有试听功能，教育单位可以在教室、

洽谈室、会议室等任何地方让学生试听，无论是现场直播，或是以前精

辟的上课讲解影片，学生看到、感受到教育单位的用心，报名当然踊跃。 

下课闹钟 
我们都知道教育单位柜台非常忙碌，要随时注意手上的表或墙上的时钟，

因为下课后会更热闹。常常有教育单位希望延后录像时间，因为下课时

间到了可是老师还在谆谆教诲，还有要准备一下心情迎接学生出教室。

我们体贴教育单位，贴心设计下课闹钟功能，设定好下课前闹钟时间，

SES 在下课前就会发出温柔不扰人的钟声，提醒柜台老师注意，准备一

下，大家要下课了。 

延后下课 
市面上的录像系统是为家庭录制电视节目开发或者是居家安全的监控侧

录系统，操作过程需要人工之外，预录时间一到就开始录像与结束录像。

若老师延后下课，就录到不了!这对教育单位而言非常困扰!因为往往大

考小考各种考试前授课老师总会在下课前提示重点、叮咛要注意的题型

等，难免延误下课时间。这些授课的精华，我们全都录，延后下课的功

能让您想录多久就录多久，不用担心录不到的窘境。 

超高画质 
不论手机内建的相机或是家中电视或者戏院拨放的数字电影,我们生活

周遭的产品都已经提升为高画质影像。传统监视侧录系统拍摄下来的画

面无法放大到全屏幕观看,因为放大就会模糊就会看不清楚甚至出现马

赛克的方格状。 

然而我们很清楚,来补课的学生从开始补课到结束最少一待就是半小时

以上!您可以想象一双眼睛需要长时间注视模糊影像的窘境与疲倦吗？

所以本公司坚持不采用安全监控侧录用的摄影机，开发专为教育单位教

室环精心设计一款超高解析摄影机[iCam]，让补课影像如同老师亲临现

场为学生专属一对一补课。学生先看补课影片再由老师解题，不但学习

效果加倍同时也减少很多时间更减轻急征辅导老师长期的人事开销。 

录像指示灯  
简单、清楚、一目了然是好产品的第一要件。蓝眼科技知道教育单位的

柜台人员十分忙碌，对于课程录像系统的使用最好是一目了然，这间教

室有没有在录像，一看就知道。 

我们知道老师上课无法重来，课程录像系统一定要准时录到且要录的完

整，没有录到就会需要额外人力进行补课或重录，这是教育单位最不能

接受的，建置了课程录像系统就是要节省人力，所以课程录像系统一定

要十分稳定，没有任何录不到的风险！ 

断线侦测  
没有一间教育单位可以容许上课影片没录到，没有一位名师会因为录像

没录到愿意花时间重录课程。我们都知道课程录像系统做重要的忠旨就

是[一定要录到]。许多教育单位跟我们反映现有的课程录像系统在录制

过程若遇到电源脱落或是人员不小心断电甚至线路问题都会造成课程没

录到，没有任何防范机制!到最后也只能想"没录到算正常，有录到算幸

运"的采取消极的做法。 

当教育单位回馈给我们市售课程录像系统可能录不到的使用经验，蓝眼

研发团队特地针对录不到的状况加以钻研，独家开发断线侦测功能，当

发生线路异常联机异常时都会立即判断并且通报柜台人员，教育单位从

此可以安心放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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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录像  
经营教育单位成本最高的就是人力，最难管理的是员工，蓝眼科技发现

教育单位十分仰赖自动化运作的系统，因为有更多人力介入系统操作就

容易犯错，造成录像中断或是其他许多不能预期的事情发生，SES 在设

计之初就有考虑到一定能够自动化运作，减少人力介入的可能，SES 可

以完全不需要人力操作自动定时录像，您只需要在学期开始时将课表输

入系统，日后 SES 就会自动运作，非常方便。 

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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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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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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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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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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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心词组  
课程录像系统可能不只有一个人操作，甲用注音输入法，乙用仓颉，丙

用无虾米，教育单位平时事务繁琐，是否能在开学或有空时将所有会用

到的课程、单元、老师、班别先行输入到词组，以后就用点一下就好。 

SES 是专用机，所以我们设计的方式就跟餐厅用的 POS 系统一样，直

觉式操作，非常人性化，也不用特别教学。 

能帮教育单位省力省时间就是 SES 的目标。 

将 SES 导入教育单位后系统就可以一条龙的为您处理所有后流程，何乐

而不为?上课影片录制后老师不用在比对班别时间建立档案及光盘名称,

贴心的词组功能让您制定您所需要的所有词汇，让系统化取代人工操作，

在您需要输入文字时词组小帮手随时会出现并且协助您。 

高清录像 
现在生活中，到处都是高清影像，我们用的电视、手机、蓝光 DVD、计

算机等等都是高清，如果您现在买的课程录像系统没有达到高清标准，

就像您现在还去买过去笨重的传统电视，明显就是跟不上时代。SES 全

部都是以高清方式录制，画质是业界中最好的，足以媲美高档 DV 摄影

机。 

影音同步  
声音与影像有没有同步是蓝眼科技软件测试工程师每天在软件实验室进

行的例行测试，我们的要求是对嘴测试。声音与嘴型对不上就不合格，

而且是至少四小时影片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都要影音同步。这样的严格

要求造就了 SES 录像质量保证，不同于一般市售课程录像系统产品只

是将上课录下来，根本不在乎影片好坏，蓝眼科技的 SES 是以最高质

量的将上课录制下来，并且录制的影片一定是从头到尾影音同步，每一

秒每一幅都是。 

轻松后制  
当您在评选课程录像系统时，录制的影片能不能直接后制会是您非常在

意的事。许多教育单位希望课程录像系统不只是学生补课使用，他们会

用课程录像系统拍摄的影片，进行后制编辑，制作出高质量的教学影片，

所以影片能否直接后制对于教育单位来说非常重要！ 

蓝眼科技课程录像系统绝对不会让后制成为教育单位辛苦的工作，就像

当您使用蓝眼科技课程录像系统后，补课就成为最轻松的事，若您需要

后制可以将 SES 的影片直接进行后制与剪辑，一点都不麻烦！ 

您可以修剪多余的中间休息时间、剪去不适宜的笑话、插入精彩片头、

制作出如同电影般的片尾、补上老师没写的数学题目、写上字幕、放上

教育单位大名等等，这些都是教育单位可以轻松办到的。 

如果您仍不会，没关系，蓝眼科技每周都有开办教育训练课程，一对一

教学，保证让您学到会。蓝眼科技欢喜看到教育单位将上课影片制作得

有声有色，教育单位用心、学生才能安心。 

收音计量 
过去常听说教育单位使用 DVD 补课时发现后半段没有声音，可是我们

怎么知道目前教室收音有没有问题呢？ 

蓝眼科技团队经过多次与教育单位讨论测试后，设计出收音计量功能，

教育单位只需要在柜台观看 SES 操作接口中每间教室的收音计量，就

可以清楚知道各教室的收音状况，如果发现试听画面里老师正在滔滔不

绝说话，但是收音计量没有任何变化，那就是代表收音有问题了。 

影片有影像没有声音时，有录等于没录。 

用麦克风或收音设备上课不代表录制系统就一定有影像和声音，忘记开

麦克风、扩大机都可能造成收音不全。蓝眼 SES 录课系统可靠的收音计

量功能让非专业人员都可以从收听的图示，还有计量格了解每间教室实

时的收音状况，事前就为您做好层层把关。 

FineFlow™ 
为了不影响 SES 里其他仍在上课教室的录像，我们采用 FineFlow™ 技

术，在不影响录像效能的前提下，动态控制上传速度，每次的上传都是

完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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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流畅  
一般市售课程录像系统大都是使用监视系统充数，监视系统不可能会画

面流畅，您只需要看看新闻报导中常见的小偷影片就知道，教育单位常

问我们，学生补课时容易产生疲惫，注意力无法集中，可能是什么原因？

经过蓝眼技术团队亲自取样测试发现，使用 DVR 当成课程录像系统所

录制的影片，有高达 98%的影片画面更新率不到 20fps，我们平常看电

视或电影至少都是 25fps 以上，数字电影甚至高达 60fps，学生长时间

观看，容易疲累、近视加深，甚至会头晕，补课成效当然大打折扣。 

蓝眼科技从一开始就发现监视系统与课程录像系统就是完全不同的设计

理念，课程录像系统必须以画面流畅与声音不中断为最低质量要求，一

切会影响质量的因素都要消灭，所以专为教育单位设计的 SES 录课系

统采用最新的高清影像捕捉技术，老师走动时不会产生影像残影失真，

系统所录制的每一个动作及画面都以最优异 H.264 高质量编码压缩，

称得上是以电视台摄影棚的水平打造课程录像系统。 

秒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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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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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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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pidRescue™ 
天有不测风云，当意外发生时，RapidRescue™ 就是您的最佳保险！

RapidRescue™ 能让您在几分钟内还原整个 SES 系统至出厂默认值，无

论您发生什么事，可能是不知人士删除重要系统档案或是意外被病毒侵

害，不用害怕，更不用紧张，使用 RapidRescue™ ，只要五分钟就可以

恢复原状。 

自动上传  
每次下课时，SES 会自动将影片上传至 FL 片库系统，完全不需要您花

时间手动操作。自动上传技术是经过蓝眼科技研发团队设计 

再生空间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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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 会随时侦测空间是否不够，如果到达临界值，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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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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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设定值备份 
轻单击，就能将您的系统设定值、词组、课表、电子广告牌设定值等自

动备份，方便您在发生意外进行还原后，可以顺利恢复原先储存的工作

状态。 

时光机备份  
每个人都知道备份很重要，但往往难以做到。一旦数据遗失才后悔却为

时已晚。只需使用时光机，备份的难题得以解决，为你保存重要的文件

和不少脑细胞。 

* 时光机必须搭配 FL 片库系统使用 

影片储存量 
SES 主机容量为 4TB(4,000GB)，4TB 可以录制 1,638 小时影片。如果需

要更长时间录制，您可以增购 MTS 开班高手服务器。 

录制影片用途广泛  
SES 录制的影片用途非常广泛，例如用于到班补课、在家补课、刻录成

DVD 光盘、转成 MP3 声音档、上传在线补习网站、影音分享网站、后

制剪辑、用平板计算机观看、用智能型手机观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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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舰版(Ultimate)功能 
针对学校与企业客户需求，蓝眼科技推出 SES 录课系统旗舰版

(Ultimate)，增加控制服务器与直播服务器，控制服务器方便管理者在

其他计算机或 Android 手机上控制 SES，完全不受距离限制。直播服务

器满足教学现场直播需求，只要在转播教室安装 Livebox 直播机，就可

以轻松做到 1080P 超高画质现场影音直播。 

 

SCT 远程控制* 
为方便将 SES 安置在机房或希望在教室控制录像的管理者，我们特别设

计 SCT 远程控制软件。搭配 SES 旗舰版使用时，可利用教育单位放至在

教室的个人计算机或笔记本电脑，进行上课录像的控制与了解课表录像

的状态。SCT 远程控制软件内建密码设定，可防止未经授权的人使用，

并且每个 SCT 远程控制端都必须输入账号密码，其设定在 SES 旗舰版的

设定单元中，只有授权的 iCam 摄影机才能控制，并且可分别设定单一

账号控管哪几支 iCam 摄影机，iFollow 群组亦可一并控制没有问题，对

于教育单位来说，SCT 远程控制无疑解决了个别教室无法自行控制录像

的困境，将课录系统带向另一高峰。 

 

 

教学现场直播 
SES 录课系统旗舰版(Ultimate)具有现场直播(Live Broadcast)功能，能

满足您对于教学现场直播的需求，只要在转播教室(观看端)安装 Livebox

直播机，就可以轻松做到 1080P 超高画质现场影音直播。 

直播没有距离限制，只要连上网络就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教学现场的直

播。直播画面的影像质量为 1080P(1920x1080 像素)，声音与影像同步，

且延迟时间非常低。目前 SES 旗舰版支持 20 台 Livebox 直播机同时转

播。 

 

支持 iFollow 多机拍摄 
iFollow 分镜拍摄是蓝眼科技独创的新一代拍摄技术，藉由多支 iCam 摄

影机组合一起拍摄，达到媲美电影的分镜手法。不同于一般分镜拍摄需

要导播机与多人协助，蓝眼科技的 iFollow 技术可在无人控制的环境下，

自动侦测老师走位与变换场景，节省人力与导演经验判断。SES 课录系

统旗舰版支持 iFollow 分镜拍摄技术，可帮助您将上课录像达到全新的

境界。 

整合开发接口(API) 
为了方便其他系统开发商整合 SES 课录系统，我们提供了完整的应用程

序开发接口(API)，其中包含上下课控制、读取课表等许多功能。系统开

发商只需要简单撰写程序就可以控制 SES 主机运作。 

 

* SCT 软件为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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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眼科技斥资设立专业的「软件实验室」，每天 小时不间断仿真各种教育单位环境反

复测试，因为我们知道老师的精采教学不能重来，每次上课时一定要完整且稳定地录制下

来。教育单位的人力与时间成本高，蓝眼科技的产品研究团队不断简化产品操作流程，建

构许多教育单位实务模型，希冀以全自动化作业流程大幅降低教育单位人力操作成本。

 

 

 

 

购买信息 
订 购 代 号 产 品 名 称 购 买 方 式

蓝眼 录课系统【专业版】

请洽各地代理商或经销商

蓝眼 录课系统【旗舰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