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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一般工程商隨意找尋監視系統充當課程

錄影系統使用，SES 錄課系統是藍眼科技自行

設計開發，花費一年時間實際走訪多家教育單位

請教詢問與反覆拍攝測試，再經由受過各縣市警

局、交通局、高速公路局等委託建置路口監控、

交控中心等大型系統的「藍眼科技創新技術研發

團隊」進行研發與設計，打造出最適合教育單位

使用的錄課系統。  

相較於一般市場上其他銷售課程錄影系統的廠

商在遇到教育單位抱怨影音不同步、錄影無預警

中斷、影片不能播放等棘手問題時，因為不是廠

商自己研發的產品，往往只能迴避問題或撒手不

管，銷售前與銷售後態度差異迥大，對教育單位

來說這樣猶如欺騙，花了許多金錢與人力建置課程錄影系統，卻落得問題一大堆，且學生、家

長與老師抱怨連連。  

藍眼科技是一間以技術研發為本位、客戶需求為動力

的公司，擁有許多課程錄影系統的影音處理關鍵技

術，能迅速找出問題對症下藥，並且從出貨 48 小時測

試、施工夥伴認證安裝，一直到專業講師的教育訓練

皆有完整的 SOP 標準作業流程。補習教育市場競爭激

烈，教育單位沒有時間充當白老鼠不斷嘗試廠商拼湊

出來的不成熟產品，藍眼科技錄課系統已經遍佈全國

各地，超過四百間教育單位每天使用(教育單位分享的

見證信、推薦信、安裝照片與識別標章照片等參見官

網)，我們能為您提供穩定、好用且高品質的課程錄影

系統。  

特色 

 SES 2.0 全新設計，增添多樣針對教育單位需求設計的嶄新功能  

 輕巧安靜，放置在櫃台不會吵；超高效能，六間教室同時錄製  

 穩定性高，長時間運作不當機；中文介面，操作簡單容易上手  

 影音同步，影片順暢如同電影；可同時觀看教室上課的即時影像  

 教室課表全自動排程錄影，不需人操作，影片自動更名與自動歸檔  

 SCT 遠程控制，方便你在手機或電腦上控制 SES，進行錄影控制  

 獨特快速還原機制，開機後五分鐘恢復正常，不怕病毒或意外發生  

 獨創下課前提醒與延後下課功能，輕鬆控制錄影非常有彈性  

 派課操作簡單且快速(秒派)，學生可立刻同時補課不用等待  

 錄製的上課影片可製作成標準或藍光 DVD 光碟，且影像更細膩  

 捍衛老師著作權，影片防拷不外洩，教育單位安心且放心  

 完整的影片搜尋功能，關鍵字找尋影片毫不費力  

 系統硬體運作即時狀態、教室收音即時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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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功能 

神奇修護  
許多教育單位使用 DVD 錄影機或 DV 攝影機進行課程錄製時，常常

會遇到電源意外中斷，造成剛錄製 1 小時或兩小時的影片無法觀看，也

無法挽救，這類問題常讓教育單位頭痛不已。 

教育單位將此狀況告訴我們並且希望我們的課程錄影系統有辦法解決，

因此，藍眼科技研發團隊開始腦力激盪要如何修復並保護正在錄影的影

片，避免因為意外(例如電力消失、程式中斷等)造成剛剛錄製的影片成

為垃圾，經過數個月的討論、實驗與修正，藍眼科技研發團隊終於成功

發明出「神奇修護」機制，無論您在錄製中發生什麼意外，神奇修護都

能夠在事後修復損壞的影片，並且保護影片仍可繼續在 STB 補課機上

播放觀看。 

DVD隨意燒 
教育單位會使用 DVD 錄影機這麼久，每年寧願花費不少的光碟耗材費

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 DVD 光碟片格式還是較為通用，也是教育

單位或是學生在家裡都可以輕易播放的儲存媒體。 

SES 是錄製在硬碟中，不需要 DVD 光碟片，但是很多教育單位仍希望 

SES 的影片能夠在事後直接燒成 DVD 片，藍眼科技一直以客戶的需求

為前進的動力，SES 錄製的影片是可以直接利用市售燒錄軟體進行燒錄

成 DVD 光碟片，因為是超高畫質，還比一般 DVD 片影像細膩真實，

教育單位可以備存或讓學生帶回家觀看。 

如果教育單位有函授教學需求，除了利用 SES 錄製的影片製作 DVD 光

碟片外，還可以燒錄成超高畫質(1920x1080p)的藍光 DVD，呈現老師

上課清晰的影像。 

手動錄影  
想要錄影嗎？簡單！只要按一下。在 SES 的介面設計上，我們採用清

楚易懂的顏色按鈕，沒有複雜難懂的使用介面。教室就是攝影棚，您可

以隨時手動錄製更精彩活潑的教學影片，讓您的教育單位教學更具特

色！想錄就錄，Any Time, Just Click!!。 

課表錄影  
如果課程錄影系統能夠按照教室課表，時間到了自動錄影，那該有多好！

藍眼科技知道教育單位的心聲，您只需要將教室課表設定好，SES 就會

全自動運作，像個忠實的管家，不會漏掉任何精彩的課程。 

有了課表錄影，教育單位除了可以節省時間外，省下的人力成本更是可

觀，尤其是再也不用重複訓練新來的員工操作，因為 SES 不需要人提

醒。 

試聽  
近年來，教育單位數量暴增，競爭越來越激烈，遇到新學期或者招生季，

除了要花大錢請工讀生發傳單或到學校招攬學生外，更要不定期開試聽

班，非常耗費金錢與人力。我們設計有試聽功能，教育單位可以在教室、

洽談室、會議室等任何地方讓學生試聽，無論是現場直播，或是以前精

闢的上課講解影片，學生看到、感受到教育單位的用心，報名當然踴躍。 

下課鬧鐘  
我們都知道教育單位櫃台非常忙碌，要隨時注意手上的錶或牆上的時

鐘，因為下課後會更熱鬧。常常有教育單位希望延後錄影時間，因為下

課時間到了可是老師還在諄諄教誨，還有要準備一下心情迎接學生出教

室。我們體貼教育單位，貼心設計下課鬧鐘功能，設定好下課前鬧鐘時

間，SES 在下課前就會發出溫柔不擾人的鐘聲，提醒櫃台老師注意，準

備一下，大家要下課了。 

延後下課  
市面上的錄影系統是為家庭錄製電視節目開發或者是居家安全的監控側

錄系統，操作過程需要人工之外，預錄時間一到就開始錄影與結束錄影。

若老師延後下課，就錄到不了!這對教育單位而言非常困擾!因為往往大

考小考各種考試前授課老師總會在下課前提示重點、叮嚀要注意的題型

等，難免延誤下課時間。這些授課的精華，我們全都錄，延後下課的功

能讓您想錄多久就錄多久，不用擔心錄不到的窘境。 

超高畫質  
不論手機內建的相機或是家中電視或者戲院撥放的數位電影,我們生活

周遭的產品都已經提升為高畫質影像。傳統監視側錄系統拍攝下來的畫

面無法放大到全螢幕觀看,因為放大就會模糊就會看不清楚甚至出現馬

賽克的方格狀。 

然而我們很清楚,來補課的學生從開始補課到結束最少一待就是半小時

以上!您可以想像一雙眼睛需要長時間注視模糊影像的窘境與疲倦嗎？

所以本公司堅持不採用安全監控側錄用的攝影機，開發專為教育單位教

室環精心設計一款超高解析攝影機[iCam]，讓補課影像如同老師親臨現

場為學生專屬一對一補課。學生先看補課影片再由老師解題，不但學習

效果加倍同時也減少很多時間更減輕急徵輔導老師長期的人事開銷。 

錄影指示燈  
簡單、清楚、一目了然是好產品的第一要件。藍眼科技知道教育單位的

櫃檯人員十分忙碌，對於課程錄影系統的使用最好是一目了然，這間教

室有沒有在錄影，一看就知道。 

我們知道老師上課無法重來，課程錄影系統一定要準時錄到且要錄的完

整，沒有錄到就會需要額外人力進行補課或重錄，這是教育單位最不能

接受的，建置了課程錄影系統就是要節省人力，所以課程錄影系統一定

要十分穩定，沒有任何錄不到的風險！ 

斷線偵測  
沒有一間教育單位可以容許上課影片沒錄到，沒有一位名師會因為錄影

沒錄到願意花時間重錄課程。我們都知道課程錄影系統做重要的忠旨就

是[一定要錄到]。許多教育單位跟我們反映現有的課程錄影系統在錄製

過程若遇到電源脫落或是人員不小心斷電甚至線路問題都會造成課程沒

錄到，沒有任何防範機制!到最後也只能想"沒錄到算正常，有錄到算幸

運"的採取消極的做法。 

當教育單位回饋給我們市售課程錄影系統可能錄不到的使用經驗，藍眼

研發團隊特地針對錄不到的狀況加以鑽研，獨家開發斷線偵測功能，當

發生線路異常連線異常時都會立即判斷並且通報櫃台人員，教育單位從

此可以安心放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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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錄影  
經營教育單位成本最高的就是人力，最難管理的是員工，藍眼科技發現

教育單位十分仰賴自動化運作的系統，因為有更多人力介入系統操作就

容易犯錯，造成錄影中斷或是其他許多不能預期的事情發生，SES 在設

計之初就有考量到一定能夠自動化運作，減少人力介入的可能，SES 可

以完全不需要人力操作自動定時錄影，您只需要在學期開始時將課表輸

入系統，日後 SES 就會自動運作，非常方便。 

派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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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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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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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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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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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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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片語  
課程錄影系統可能不只有一個人操作，甲用注音輸入法，乙用倉頡，丙

用無蝦米，教育單位平時事務繁瑣，是否能在開學或有空時將所有會用

到的課程、單元、老師、班別先行輸入到片語，以後就用點一下就好。 

SES 是專用機，所以我們設計的方式就跟餐廳用的 POS 系統一樣，直

覺式操作，非常人性化，也不用特別教學。 

能幫教育單位省力省時間就是 SES 的目標。 

將 SES 導入教育單位後系統就可以一條龍的為您處理所有後流程，何樂

而不為?上課影片錄製後老師不用在比對班別時間建立檔案及光碟名稱,

貼心的片語功能讓您制定您所需要的所有辭彙，讓系統化取代人工作

業，在您需要輸入文字時片語小幫手隨時會出現並且協助您。 

高清錄影  
現在生活中，到處都是高清影像，我們用的電視、手機、藍光 DVD、電

腦等等都是高清，如果您現在買的課程錄影系統沒有達到高清標準，就

像您現在還去買過去笨重的傳統電視，明顯就是跟不上時代。SES 全部

都是以高清方式錄製，畫質是業界中最好的，足以媲美高檔 DV 攝影機。 

影音同步  
聲音與影像有沒有同步是藍眼科技軟體測試工程師每天在軟體實驗室進

行的例行測試，我們的要求是對嘴測試。聲音與嘴型對不上就不合格，

而且是至少四小時影片從第一秒到最後一秒都要影音同步。這樣的嚴格

要求造就了 SES 錄影品質保證，不同於一般市售課程錄影系統產品只

是將上課錄下來，根本不在乎影片好壞，藍眼科技的 SES 是以最高品

質的將上課錄製下來，並且錄製的影片一定是從頭到尾影音同步，每一

秒每一幅都是。 

輕鬆後製  
當您在評選課程錄影系統時，錄製的影片能不能直接後製會是您非常在

意的事。許多教育單位希望課程錄影系統不只是學生補課使用，他們會

用課程錄影系統拍攝的影片，進行後製編輯，製作出高品質的教學影片，

所以影片能否直接後製對於教育單位來說非常重要！ 

藍眼科技課程錄影系統絕對不會讓後製成為教育單位辛苦的工作，就像

當您使用藍眼科技課程錄影系統後，補課就成為最輕鬆的事，若您需要

後製可以將 SES 的影片直接進行後製與剪輯，一點都不麻煩！ 

您可以修剪多餘的中間休息時間、剪去不適宜的笑話、插入精彩片頭、

製作出如同電影般的片尾、補上老師沒寫的數學題目、寫上字幕、放上

教育單位大名等等，這些都是教育單位可以輕鬆辦到的。 

如果您仍不會，沒關係，藍眼科技每週都有開辦教育訓練課程，一對一

教學，保證讓您學到會。藍眼科技歡喜看到教育單位將上課影片製作得

有聲有色，教育單位用心、學生才能安心。 

收音計量  
過去常聽說教育單位使用 DVD 補課時發現後半段沒有聲音，可是我們

怎麼知道目前教室收音有沒有問題呢？ 

藍眼科技團隊經過多次與教育單位討論測試後，設計出收音計量功能，

教育單位只需要在櫃台觀看 SES 操作介面中每間教室的收音計量，就

可以清楚知道各教室的收音狀況，如果發現試聽畫面裡老師正在滔滔不

絕說話，但是收音計量沒有任何變化，那就是代表收音有問題了。 

影片有影像沒有聲音時，有錄等於沒錄。 

用麥克風或收音設備上課不代表錄製系統就一定有影像和聲音，忘記開

麥克風、擴大機都可能造成收音不全。藍眼 SES 錄課系統可靠的收音計

量功能讓非專業人員都可以從收聽的圖示，還有計量格了解每間教室即

時的收音狀況，事前就為您做好層層把關。 

FineFlow™ 
為了不影響 SES 裡其他仍在上課教室的錄影，我們採用 FineFlow™ 

技術，在不影響錄影效能的前提下，動態控制上傳速度，每次的上傳都

是完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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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流暢  
一般市售課程錄影系統大都是使用監視系統充數，監視系統不可能會畫

面流暢，您只需要看看新聞報導中常見的小偷影片就知道，教育單位常

問我們，學生補課時容易產生疲憊，注意力無法集中，可能是什麼原因？

經過藍眼技術團隊親自取樣測試發現，使用 DVR 當成課程錄影系統所

錄製的影片，有高達 98%的影片畫面更新率不到 20fps，我們平常看電

視或電影至少都是 25fps 以上，數位電影甚至高達 60fps，學生長時間

觀看，容易疲累、近視加深，甚至會頭暈，補課成效當然大打折扣。 

藍眼科技從一開始就發現監視系統與課程錄影系統就是完全不同的設計

理念，課程錄影系統必須以畫面流暢與聲音不中斷為最低品質要求，一

切會影響品質的因素都要消滅，所以專為教育單位設計的 SES 錄課系

統採用最新的高清影像捕捉技術，老師走動時不會產生影像殘影失真，

系統所錄製的每一個動作及畫面都以最優異 H.264 高品質編碼壓縮，

稱得上是以電視台攝影棚的水準打造課程錄影系統。 

秒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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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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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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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pidRescue™ 
天有不測風雲，當意外發生時，RapidRescue™ 就是您的最佳保險！

RapidRescue™ 能讓您在幾分鐘內還原整個 SES 系統至出廠預設值，

無論您發生什麼事，可能是不知人士刪除重要系統檔案或是意外被病毒

侵害，不用害怕，更不用緊張，使用 RapidRescue™ ，只要五分鐘就

可以恢復原狀。 

自動上傳  
每次下課時，SES 會自動將影片上傳至 FL 片庫系統，完全不需要您花

時間手動操作。自動上傳技術是經過藍眼科技研發團隊設計 

再生空間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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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 會隨時偵測空間是否不夠，如果到達臨界值，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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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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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設定值備份  
輕按一下，就能將您的系統設定值、片語、課表、電子看板設定值等自

動備份，方便您在發生意外進行還原後，可以順利恢復原先儲存的工作

狀態。 

時光機備份 
每個人都知道備份很重要，但往往難以做到。一旦資料遺失才後悔卻爲

時已晚。只需使用時光機，備份的難題得以解決，爲你保存重要的文件

和不少腦細胞。 

* 時光機必須搭配 FL 片庫系統使用 

影片儲存量  
SES 主機容量為 4TB(4,000GB)，4TB 可以錄製 1,638 小時影片。如果需

要更長時間錄製，您可以增購 MTS 開班高手伺服器。 

錄製影片用途廣泛  
SES 錄製的影片用途非常廣泛，例如用於到班補課、在家補課、燒錄成

DVD 光碟、轉成 MP3 聲音檔、上傳線上補習網站、影音分享網站、後

製剪輯、用平板電腦觀看、用智慧型手機觀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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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艦版(Ultimate)功能 
針對學校與企業客戶需求，藍眼科技推出 SES 錄課系統旗艦版

(Ultimate)，增加控制伺服器與直播伺服器，控制伺服器方便管理者在

其他電腦或 Android 手機上控制 SES，完全不受距離限制。直播伺服器

滿足教學現場直播需求，只要在轉播教室安裝 Livebox 直播機，就可以

輕鬆做到 1080P 超高畫質現場影音直播。 

 

SCT 遠程控制* 
為方便將 SES 安置在機房或希望在教室控制錄影的管理者，我們特別設

計 SCT 遠程控制軟體。搭配 SES 旗艦版使用時，可利用教育單位放至在

教室的個人電腦或筆記型電腦，進行上課錄影的控制與了解課表錄影的

狀態。SCT 遠程控制軟體內建密碼設定，可防止未經授權的人使用，並

且每個 SCT 遠程控制端都必須輸入帳號密碼，其設定在 SES 旗艦版的設

定單元中，只有授權的 iCam 攝影機才能控制，並且可分別設定單一帳

號控管哪幾支 iCam 攝影機，iFollow 群組亦可一併控制沒有問題，對於

教育單位來說，SCT 遠程控制無疑解決了個別教室無法自行控制錄影的

困境，將課錄系統帶向另一高峰。 

 

 

教學現場直播  
SES 錄課系統旗艦版(Ultimate)具有現場直播(Live Broadcast)功能，能

滿足您對於教學現場直播的需求，只要在轉播教室(觀看端)安裝 Livebox

直播機，就可以輕鬆做到 1080P 超高畫質現場影音直播。 

直播沒有距離限制，只要連上網路就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教學現場的直

播。直播畫面的影像品質為 1080P(1920x1080 像素)，聲音與影像同步，

且延遲時間非常低。目前 SES 旗艦版支援 20 台 Livebox 直播機同時轉

播。 

 

支援 iFollow 多機拍攝 
iFollow 分鏡拍攝是藍眼科技獨創的新一代拍攝技術，藉由多支 iCam 攝

影機組合一起拍攝，達到媲美電影的分鏡手法。不同於一般分鏡拍攝需

要導播機與多人協助，藍眼科技的 iFollow 技術可在無人控制的環境

下，自動偵測老師走位與變換場景，節省人力與導演經驗判斷。SES 課

錄系統旗艦版支援 iFollow 分鏡拍攝技術，可幫助您將上課錄影達到全

新的境界。 

整合開發介面(API) 
為了方便其他系統開發商整合 SES 課錄系統，我們提供了完整的應用程

式開發介面(API)，其中包含上下課控制、讀取課表等許多功能。系統開

發商只需要簡單撰寫程式就可以控制 SES 主機運作。 

 

* SCT 軟體為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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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眼科技斥資設立專業的「軟體實驗室」，每天 小時不間斷模擬各種教育單位環境反

覆測試，因為我們知道老師的精采教學不能重來，每次上課時一定要完整且穩定地錄製下

來。教育單位的人力與時間成本高，藍眼科技的產品研究團隊不斷簡化產品操作流程，建

構許多教育單位實務模型，希冀以全自動化作業流程大幅降低教育單位人力操作成本。

 

 

 

 

購買資訊 

訂 購 代 號 產 品 名 稱 購 買 方 式

藍眼 錄課系統【專業版】

請洽各地代理商或經銷商

藍眼 錄課系統【旗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