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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教育單位建置完課程錄影系統 (或稱之補課系統 )後，才發現還需要準備更多

錢購買新的電腦放置在補課教室，提供給學生補課或複習使用，添購這些新電腦

的費用甚至比原先購買課程錄影系統 (補課系統 )的花費還要高出許多；或者有些

教育單位將淘汰的舊電腦充當補課電腦使用，但因為電腦太舊效能不高，播放 Full 

HD高畫質影片時效果欠佳，時常會出現 lag或影音不同步，學生觀看時非常不舒

服且不方便。再者，愈多電腦

就代表需要有專業的電腦工程

師或電腦公司定期進行維護。

對教育單位來說，購買市售電

腦充作補課用途所衍生的成本

與負擔不小，並且一直都有管

理與安全上的隱憂。  

藍眼科技了解教育單位希望有

價格便宜、學生好用且不需要

後續維護或專人管理的上課機，耗費數個月終於研發完成了補課教室專用的 STB

上課機，目前已進步到第三代了。教育單位以每個補課座位僅需花費數千元的價

格，就可以建置完整的補課教室，教育單位所錄製的影片，不需要轉檔或匯出等

額外工作，就可以立刻讓學生進行補課或複習。更棒的是如果教育單位原有已有

舊式的 DVD 光碟錄影機，也可以不用急著花錢更換螢幕，將 DVD 播放器直接替

換成 STB 上課機，就立刻升級到新一代課程錄影系統，幫助教育單位省下大筆金

錢與人力成本。  

特色 
 以最經濟划算的價格，建立完整補課教室 

 專為學生補課設計，防盜防拷影片不外流 

 時間軸平移與畫面放大，功能大大超越 PC 

 HDMI 純數位訊號，畫面清晰好銳利 

 開機超快速，學生立刻補課不用等 

 學生專用遙控器，每個人都會使用 

 終身不會中毒、不必額外花錢購買作業系統 

 穩定方便，不需電腦資訊人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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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功能 

建立多元自主學習環境 

少子化的影響，父母對於小孩子疼愛加倍，孩子長時間處於被動學習的

狀態，缺乏自主學習的能力。傳統教育單位的上課方式也是讓學生坐在

下面乖乖聽課，如果無法建立起多元自主的學習環境，孩子始終是為父

母或為老師而讀書，找不到讀書的樂趣。 

藍眼科技 STB 上課機所營造的學習環境就是多元自主學習環境，就像

是圖書館一樣，FL 片庫中典藏有老師豐富的上課精華，學生操作 STB 

上課機，就像開啟寶庫的大門，進入了知識的殿堂。 

防盜防拷設計，影片不外流 

教育單位一直有個困擾，就是使用電腦(PC)補課衍生出許多問題。在 

STB 上課機誕生之前，教育單位都是使用電腦讓學生補課，電腦的成本

不便宜，為了學生補課添購電腦設備對於教育單位來說是一大負擔！此

外，電腦的使用與管理又是另一大負擔，現在的學生接受電腦資訊較早，

他們可能比老師更清楚電腦的操作，調皮的學生可能會擅改電腦密碼、

私自刪除檔案、或是當老師不注意的時候偷偷玩接龍遊戲。使用電腦補

課的環境是無法讓學生專心學習的。 

電腦還有另一項嚴重的缺點，就是學生可以用USB隨身碟將上課影片複

製帶走，每台電腦都有USB插座，USB隨身碟又很便宜，過去常有教育

單位告訴我們，他們懷疑學生已經偷偷將影片拷走，有些學生甚至是受

到教育單位的競爭對手指使，因對手想知道教育單位的上課內容與教學

技巧。 

因此，我們開發出 STB 上課機，有了它您不用再擔心影片被盜用，STB

上課機內建防拷保護，無任何USB插座，就算被學生惡意拔走，一斷電

其中影片也會自動消失不留痕跡。 

成本低廉，可大量佈署 

過去大部分的教育單位都是使用電腦讓學生補課，電腦的成本(包含正版

作業系統+滑鼠+鍵盤)其實不低，至少都需要一萬五千元以上，非常昂

貴！教育單位為了省錢，甘冒風險安裝盜版作業系統，但被人檢舉使用

盜版的新聞時有所聞，尤其是聽說很多都是同業(競爭對手)主動檢舉告

發。 

藍眼科技深知教育單位的困擾，特別針對教育單位的需求開發出市場上

獨有的 STB 上課機，最大的特色就是價格非常低，不到一般電腦的1/3

價格，並且永遠不會中毒、不用安裝昂貴的作業系統、穩定不當機等特

色，獲得教育單位熱愛使用。 

畫面任意放大•不放過細節 

超高畫質不應該被螢幕限制，無論您是使用19吋或是22吋螢幕補課，我

們能夠讓您看到更多畫面的細節。STB 學生專用遙控器內建畫面放大功

能，只要您輕輕一按，就可以將畫面放大，最高放大倍數達 8 倍，放

大時您可以同時進行上下左右平移，影片也不會因為放大功能而暫停播

放。如此好用，您一定要親自體驗！ 

 故障率低，堅固耐用  

電腦故障常是因為高耗電、風扇或硬碟損壞這三個因素。高耗電代表需

要更穩定的電壓與足夠的電流，只要一出錯就會造成電腦主機板損壞或

是零件故障，這也是為何不斷電系統(UPS)一直是電腦的好搭檔。電腦

內有風扇是為了散熱，一台電腦至少有兩個風扇，一個裝在電源、另一

個裝在CPU上，但風扇遲早有停止運轉的時候，其最大的殺手就是灰塵，

風扇一停電腦就會因為過熱而停擺無法使用。硬碟也是電腦元件中最容

易故障的地方，硬碟運轉時如果遇到碰撞(電腦主機因太大太重所以常放

置在地上，學生補課時容易踢到電腦主機)，硬碟就會因為磁蕊偏移產生

壞軌而無法使用。 

STB 上課機的設計與電腦截然不同，STB 的耗電量非常低、沒有硬碟、

也沒有任何風扇，加上MIT台灣製造的專業品質，穩定耐用，故障機率

非常低。 

回想您曾經為了電腦故障影響補課而心情鬱悶的情景，快使用 STB 上

課機享受多元自主無中斷的學習環境。 

體積迷你，不佔空間 

STB 上課機與一般電腦相比迷你許多，厚度比便當盒還薄、體積比 iPad 

還小很多。 

過去教育單位建置補課教室，桌面必須要足夠放置電腦，在空間使用上

非常浪費。自從有了 STB 上課機，教育單位可以用最節省的空間建置

補課環境，您要在意的只有螢幕大小，因為一點點空間就可以安裝 STB 

上課機。有電腦時，桌子要很大，因為要放置鍵盤與滑鼠，現在桌面空

出來可以讓學生放置筆記或課本。 

STB 沒有滑鼠鍵盤，那要如何操控呢？答案是遙控器，只要您會使用電

視遙控器，您就會使用 STB 上課機。 

很多教育單位將遙控器收管在櫃台，學生報到時先到櫃檯押證件並取走

遙控器，補完課再歸還遙控器且拿回證件。從此，教育單位不用再提心

吊膽害怕鍵盤滑鼠放在補課教室裡，要用時才發現早已被不知名學生玩

壞了。 

省電環保，為單位省錢 

電費漲不停！教育單位節省電費的最佳做法就是使用 STB 上課機。 

如果您仍在使用電腦補課可要小心了！每台電腦的耗電量至少有

250W，而 STB 上課機的用電量不到10Ｗ，比一盞省電燈泡還省電，

您使用一台電腦的電量，足以供應25台以上的 STB 上課機使用。 

省錢就是賺錢！教育單位使用 STB 上課機可省下可觀的電費成本，讓

您在經營成本上獲得優勢。 

遙控器操作，人人都會用 

什麼樣的操作方式最直覺？什麼樣的控制方式最容易上手？答案就是

「遙控器」。 

遙控器是每個人，包括老弱婦孺都會使用的控制方式，當您想要看電視

時，直覺就是拿起遙控器打開電視。用遙控器補課，就像看電視一樣簡

單方便。 

我們認為多元自主的學習環境不應該存在複雜難用的操作方式，複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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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習失去樂趣並感到挫折，如果想讓學生自主學習，一定要化繁為簡，

學生應專注在吸收老師的教學，而不是花時間研究如何操作上課機。 

為了讓遙控器非常容易且直覺操作，藍眼科技研發團隊特別反覆研究各

年齡學生的使用習慣，設計了適合各類型教育單位的新式遙控器，它比

一般遙控器反應更迅速、使用更便利、操作也更靈敏，我們還設計了多

種好用的控制方式，讓學生能夠快速找到想看的片段，其中包括倍數快

轉(倒轉)播放、時間軸快速平移、快進(快退)十秒、播放時亦可放大畫面

讓黑板的字更清楚、段落重複學習、凍結暫停等等。 

放心播，不用在乎格式 

STB上課機可以播放市面上大部分的影音格式，無論是DVD光碟、DV攝

影機、電影、音樂、錄音檔等都沒問題，您不用擔心手上的影片能不能

播，STB上課機都讓您放心地播放，從此，您不用再在乎是什麼格式了。 

視訊播放格式 BDMV、AVI、ASF、WMV、TS、MP4、MKV、RMP4、

IFO、DVD-ISO、BD-ISO、MINI  BS、BD-9、BD25、

RBD、D5、D9、DVD、RM/RMVB等格式 

視訊編碼格式 MPEG1/2/4、XVID、H.264、WMV9、VC-1、XVID、

SD/HD 

音訊播放格式 APE、M4A、MPEG AUDIO(MP1、MP2、MP3、

MPA)、WAV、OGG 

音訊編碼格式 MPEG I LAYER 1/2/3、LPCM、PCM、FLAC 

圖 片 格 式 JPG、BMP、GIF、TIF 

字 幕 格 式 SUB、SMI、SSA、SRT、PGS 

字 幕 字 庫 UTF-8、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日本語 

時間軸平移，搜尋不費力 

一堂課下來錄製的影片都不會太短，但並不是每一秒都是學生想要看

的，如何快速找尋到想要觀看的時間點變得非常重要。DVD放映機的傳

統的做法是使用倍數快轉，但操作人員常常因為倍數太高造成快轉過頭

或是在來回快轉與倒轉切換非常不方便。 

藍眼科技為解決此問題特別設計「時間軸平移」功能，您只需要操作遙

控器上的左右方向鍵，畫面立即出現時間軸，您可以清楚知道目前觀看

到哪裡，並且重複按下方向鍵還可以在時間軸上游移，找到時間點後按

下確認鍵即可跳至此時間點觀看。 

AB 循環播放，直到看懂 

無論是語言或是數理學科，要將知識吸收記憶一定需要透過反覆學習技

巧，看不懂就再看一次，直到完全記憶。但是有時我們希望的不是整部

影片重播，而只希望影片中的某個片段反覆播放，STB 上課機可以做到

嗎？ 

客戶的需求是藍眼科技成長的動力！STB 設計有A-B循環播放功能，按

下遙控器特殊A-B鍵，按一次為記憶A時間點，按第二次為記憶B時間點，

學生就可以在此時間區段內反覆重播片段，一直到您滿意再按一次取消

重播繼續學習。 

 

HDMI 數位訊號，畫面超清晰 

HDMI 介面可以提供高達5Gbps的資料傳輸帶寬，可以傳送無壓縮的音

頻信號及高解析度視頻信號。同時無需在信號傳送前進行數/模或者模/

數轉換，可以保證最高質量的影音信號傳送。應用 HDMI 的好處是：

只需要一條 HDMI 線，便可以同時傳送影音信號，而不像現在需要多

條線材來連接；同時，由於無線進行數/模或者模/數轉換，能取得更高

的音頻和視頻傳輸質量。對消費者而言，HDMI 技術不僅能提供清晰的

畫質，而且由於視訊/音訊採用同一電纜 ，大大簡化了家庭影院系統的

安裝。 

看觀賞超高畫質上課影片需要 HDMI 純數位訊號，STB 上課機內建 

HDMI 介面，能夠以高速無失真傳送影像與聲音至液晶螢幕，讓色彩更

完美呈現，畫質更細膩。 

只有 HDMI 介面才是真正的高傳真與數位訊號，一般電腦使用的 VGA 

或 DVI 都無法與 HDMI 相比擬。我們特別斥資製作高傳真 HDMI 發

燒線，有別於市場上一般 HDMI 線材，藍眼科技的 HDMI 發燒線用料

實在，採用最新規格，使用尼龍網線包覆，抗磨損且隔絕干擾、外面三

層屏蔽防護纜線可有效抗干擾與防止訊號衰減、還加裝防干擾磁環，市

場上類似規格的線材都至少要  500 元以上。在接頭處都有本公司 

BlueEyes 商標以資區別，這是我們對品質的要求與保證。 

HDMI(高解析多媒體介面)是近來快速普及的一種數位顯示介面技術，

HDMI 是從 DVI(Digital Video Interface) 介面發展而來，它的最大特

色是整合影音訊號一起傳輸，與傳統影音分離傳輸不同。 

快進 10 秒，解題超好用 

許多教育單位使用我們的 iLearning 作為測驗後觀看解答影片，教育單

位預先將測驗卷的解題過程用SES課錄系統錄製下來，方便學生在考完

試後直接使用 STB 上課機觀看。 

藍眼科技發現傳統的遙控器設計對於這類型影片在操作上非常不方便，

學生常常按快轉操作，但控制不易常過頭或不及，這樣不便的學習方式

是教育單位與我們不希望看到的。 

調查訪問幾十間教育單位客戶後，藍眼科技研發團隊決定在遙控器上增

加獨創的快進10秒與快退10秒*功能。研究人員調查發現大部分教育單

位老師的解題過程都不會太長，有些題目甚至解題時間小於一分鐘，經

過深入討論與實測後，最後決定以十秒為最小單位，按下遙控器上的快

進十秒按鍵一次，影片就瞬間跳至10秒後，按二下就立刻跳至20秒後。 

客戶在使用新式遙控器後都發現此功能比快轉更適合學生使用，從此學

生不再為觀看解題影片找題目而手忙腳亂了！ 

* 快進秒數可以自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