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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冊 

本手冊適用於以下產品  

 藍眼 STB 上課機 

 

 

 

感謝您使用藍眼科技的產品。 

本手冊將介紹藍眼科技產品。在您開始使用產品前，建議您先閱讀過本手冊。  

手冊裡的資訊在出版前雖已被詳細確認，實際產品規格仍將以出貨時為準。藍

眼科技對本手冊中的內容無任何擔保、宣告或暗示，以及其他特殊目的。除此

之外，對本手冊中所提到的産品規格及資訊僅供參考，內容亦可能會隨時更新，

恕不另行通知。本手冊中所提的資訊，包括軟體、韌體及硬體，若有任何錯誤，

藍眼科技沒有義務爲其擔負任何責任。 

任何產品規格或相關資訊更新請您直接到藍眼科技官方網站查詢，本公司將不

另行通知。若您想獲得藍眼科技最新產品訊息、使用手冊、韌體，或對藍眼科

技產品有任何疑問，請您聯絡當地供應商或到藍眼科技官方網站取得相關訊

息。 

本手冊的內容非經藍眼科技以書面方式同意，不得擅自拷貝或使用本手冊中的

內容，或以其他方式改變本手冊的資料及發行。  

本手冊相關產品內容歸 藍眼科技 版權所有 

 

藍眼科技 

地址：404 台灣台中市北區文心路四段 200 號 7 樓之 3 

電話：+886 4 2297-0977 / +886 982 842-977 

傳真：+886 4 2297-0957 

E-mail：support@blueeyes.com.tw 

網站：www.BlueEyes.com.tw   

mailto:support@blueey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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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 STB上課機 

1.1 介紹 

過去補習班建置完補課系統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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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補課使用，添購這些新電腦的費用甚至比補課系統還要高出許多；或者有些補習班將淘汰的

舊電腦充當補課電腦使用，因為舊電腦效能不高，播放 HD 高畫質影片時效果不佳，會 lag 或影

音不同步，學生觀看時非常不舒服；再者愈多電腦就代表需要有專業電腦工程師或電腦公司進行

固定維護，對補習班來說衍生的成本負擔不小，並且也不好管理。 

藍眼科技了解補習班都希望有便宜、好用、不需要專人管理的專業上課機，耗費數月終於研發完

成補課教室專用的 STB 上課機，以每個補課座位僅花費數千元的價格，就可以用最低成本建置完

整的補課教室，SES 超高畫質課錄系統錄製的影片，不需要轉檔或匯出，就可以在下課後立刻讓

學生進行補課或複習。更棒的是如果補習班原有的是 DVD 補課系統，也可以不用急著花錢更換

螢幕，將 DVD 播放器替換成 STB 上課機，就直接升級到新一代補課系統，幫助補習班省下大筆

金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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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拷保護影片不外流  

‧ 時間軸平移與畫面放大，功能超越 PC 

‧ HDMI 純數位訊號，畫面清晰好銳利  

‧ 數秒內快速開機完成，學生補課不用等  

‧ 使用遙控器操作，老師不用教大家都會用  

‧ 全新無線與線控雙設計，多人補課不干擾  

‧ 終身不會中毒、不必額外花錢購買作業系統  

‧ 簡單好用耐用，不需電腦資訊人員也能管理  

 

更多 STB上課機的特色與說明，詳見藍眼科技官方網站： 

http://www.blueeyes.com.tw/iLearning_STB.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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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組成 

iLearning 多元學習系統係由 iCam 超高畫質數位攝影機、SES 超高畫質課錄系統主機、STB上課

機、FL 片庫系統、MTS 開班高手、Montage蒙太奇無失真快速剪輯軟體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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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架構示意圖 

 

 

 

STB 上課機僅適用於第二代 iCam®數位攝影機，如果您是使用第一代 iCam®數位攝影

機，會有以下限制： 

1. 只能以 2倍數(2x)快轉，無法 4倍數(4x), 8倍數(8x)等更高速度快轉 

2. 時間軸瞬間移動功能可能無法正常使用 

如果您不清楚目前使用的是第一代或是第二代 iCam®，請與我們聯繫。 

 

1.5 關於本手冊 

本手冊可幫助您快速、有效的瞭解 STB上課機的各項功能及操作方法 

 本公司鄭重建議您單獨存放所有重要資料的書面記錄，某些情況下，電子儲存器中保

存的資料可能會丟失或更改，因此，無論因使用不當、維修、缺陷、使用過期或其它

任何原因而造成的資料丟失及無法使用等情況，本公司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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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協力廠商原因使用本產品及其它任何功能造成的經濟損失或索賠，如刷協力廠商

DIY 韌體，  儲存的資料丟失或變更等，本公司概不負責。  

 本使用者手冊中的畫面版式可能與實際版式有所不同 ,這跟軟體的版本變更有關係。  

 本用戶手冊中的資訊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詳情請關注藍眼科技官網服務支援。  

 本公司對於從網路中下載的內容概不負責。  

1.6 智慧財產權 

依智慧財產權法規定，受版權（音樂、圖片等）保護的資料的複製、變更和使用僅限於個人或私

人用途，若用戶未擁有更大範圍的版權或者未得到版權擁有者的明確同意而擅自複製，變更或使

用以此方式製作或修訂的複本，則視為違反版權法，版權擁有者有權索賠其損失。為此，切勿非

法使用受版權保護的資料。 

1.7 使用前的注意事項 

★ 為保證其配件的正常使用，請確保瞭解下列特性並注意 ★ 

 使用前請仔細閱讀本說明書，本公司對產品錯誤使用引發的人為問題不承擔責任。  

 爲避免火災，觸電或產品損壞的危險，請勿讓本機遭受雨淋，潮濕或滴濺上液體，也

不要將諸如花瓶等盛水之器物置於本機之上。  

 爲了確保良好的通風條件，請勿將本機安放於書櫃、內藏式機櫃或其它密閉的空間裡。

勿讓窗簾或任何其它物體堵塞通風孔，以免因機器過熱而造成觸電或火災的危險。  

 切勿將點燃的蠟燭等明火火源置於本機之上。  

 切勿打開機殼，以免觸電。僅有受過本公司專業訓練並領有證書資格的維修人員才可

打開。  

 HDMI 插座請勿熱插拔(即帶電插拔)，會減短機器和顯示設備 HDMI 插座的使用壽命。  

放置 

 請將本機放置在平坦的平面，應遠離直射陽光，並避免高溫、高濕和頻繁的震動。否

則會造成機殼和其它內部零件的損壞，從而縮短本機的使用壽命。  

 本機放置場所必須遠離熱源，如暖氣機、熱調節器、加熱爐以及其他發熱產品。  

 使用時請將產品置於乾燥通風平穩的環境使用，以免造成故障。  

 爲避免失真和不正常的音響效果，請不要在本機上放置重物。放置本機時，請於牆壁

保持 15 公分以上距離。  

電源 

 請勿使用過高的電壓，會造成本機過載並引起火災，應正確地連接交流電源線，並保

持電源線沒有損傷。請不要拉扯、折彎電源線或在電源線上放置重物。  

 插座上的電源不可超載，延長電源線、集成式插座等也要倍加小心，因為這些都可能



藍眼科技  8 www.BlueEyes.com.tw 

 

造成觸電或引起火災。  

 請不要將交流電源線夾在機器和牆壁、書架之間。  

 爲了防止雷電引起的損壞，長時間不使用本機器時，應將電源插座拔下。  

清潔 

 在清潔本機前，請拔掉電源線的插頭。  

 應使用微濕的柔軟布料，不可使用液體洗滌劑以及噴霧清潔劑，對於難以清洗的汙點，

用柔軟的布料浸上清水，擰乾後擦拭，再使用柔軟的乾布料擦乾機器。  

 不可使用任何溶劑，比如稀釋劑和汽油類溶劑，因為這類溶劑會損壞機器的表面。  

防潮 

 使用本機時，應盡量避免潮濕的地方，如潮濕的地下室等。  

 在以下情況下容易產生結露：  

–  當您將機器驟然間從寒冷處搬移到溫暖處。  

–  當您在剛打開暖氣的房間使用本機，或者機器的放置場所剛好是空調及暖氣掃過

處。  

–  在炎熱的夏季，把剛在空調室內用過的機器搬到高溫多濕的場所使用。  

 濕氣結露有損本機。試想您在熱天裡向玻璃杯中倒入冰涼的飲料，玻璃杯的外表面就

會出現水珠。同樣道理，結露也會在本機頂蓋上出現，頂蓋是本機器中最敏感的一個

部件。  

 如出現結露，請將電源線插頭插入電源插座，用遙控器開啟本機的電源開關，運作 2

到 3 小時。這樣，機器就會遇熱使結露蒸發。  

關於本手冊 

 使用前請仔細閱讀本說明書，本公司對產品錯誤使用引發的人為問題不承擔責任。  

 仔細閱讀並托妥善保管使用說明書。按照說明書中的使用說明進行操作。  

 在本手冊中所使用的畫面顯示圖示可能與顯示在螢幕上的圖形不一致。這可能是由軟

體版本不同造成的。  

服務 

 請勿擅自修理本機。  

 如果由非專業人員修理、拆卸或組裝本機，可能會發生觸電事故或造成本機的損壞。  

 當機器的使用出現異常的現象時，這一般意味著需要修理  

 當需要更換部件時，要保證維修技術人員換上廠家指定的部件與原部件特性相同的部

件。違反規定的替換部件可能引起火災、觸電或其它損害。  

 如出現如下情況或其它說明書中未記載的故障，請拔掉電源插頭，並與代理商或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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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維修中心聯繫。  

–  輸出聲音/影像不正常、指示燈不亮、發出煙霧  

–  當電源線或插頭破損  

–  機內灑入液體或有異物進入  

–  機器遭雨淋或水澆之後  

–  機器從高處墜落或因其它原因而損壞時  

–  按照本手冊說明操作機器卻不能正常工作時  

 

1.8 外觀 

STB 上課機是專門為補習班補課設計，其外觀如下： 

前面板 

前面面板顯示為遙控接收頭和 LED顯示燈。 

 

注意！ 

 請勿擋住紅外線遙控接收窗口  

 機器上蓋請勿放置重物  

 請遠離水杯，保持乾燥  

 為保護硬體，關機後如需再開機，請等待主機完全斷電過程為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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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板 

 

 

STB 上課機背面各端子說明如下： 

A 
 

有線網路插座(10/100M Ethernet)－LAN 

B  

高清晰度多媒體介面(HDMI)輸出  

(HDMI v1.3 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Output) 

注意！HDMI 請勿熱插拔  

C 
 
類比立體聲音輸出(Stereo output L/R)－白色與紅色端子  

D 
 

類比影像輸出(Composite)－黃色端子  

E 
 

線控遙控器插座  

F 
 

電源插座(DC 5V 2.0A Power input) 

G 
 

更新韌體用  

 

1.9 支援影音格式 

STB 上課機支援市場上大部分影音格式，詳細參數請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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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格式 SUB、SMI、SSA、SRT、PGS 

字幕字庫 UTF8、繁體中文、簡體中文、土耳其、希臘、希伯來、日本語 

* 音訊與圖片需修改副檔名後才能顯示。 

 

 

如果您是使用日本 JVC攝影機(DV)，錄製的影片會是 xxx.mod格式檔案，建議您可以

直接將.mod修改為.mpg，影片就可以順利在 STB 上課機上播放。 

若您使用 DV拍攝的影片無法透過 STB播放，請讓我們知道協助您解決。 

 

1.10 支援的顯示器 

STB 上課機可連接電視、電腦螢幕或投影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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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搭配 HDMI螢幕(另購) 

2.1 購買螢幕(顯示器) 

STB 上課機必須搭配 HDMI 螢幕使用，請您先購買具有 HDMI 端子的螢幕。HDMI 的中文名稱是

「高清晰度多媒體介面」，如果您希望更認識 HDMI 知識，請您至本公司網站了解，網址如下： 

http://www.blueeyes.com.tw/TECH_HDMI.php 

 

 

請您務必購買具有 HDMI 端子與 Audio Out 聲音輸出端子的液晶螢幕。 

STB 上課機具有兩種輸出介面 – HDMI 與 AV，只有使用 HDMI輸出才能有 HD畫質

的影像，使用 AV輸出只有 DVD畫質。 

 

2.2 【無內建】喇叭的 HDMI螢幕 

請您購買無內建喇叭的 HDMI 螢幕，此類螢幕具備 HDMI 端子與 Audio Out 聲音輸出端子，這

類型螢幕是最適合 STB 上課機使用，參見下圖： 

 

設備連接示意圖如下，特別注意的是學生補課用的耳機是連接到螢幕的聲音輸出(Audio Out)，耳

機頭是 3.5mm 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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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無內建喇叭 HDMI 螢幕的 STB上課機端子連接示意圖如下： 

 

 

 

HDMI 線並不具有熱插拔功能，如果您有觸碰到 HDMI 線或是 HDMI 線脫落需要重插

時，記得一定要將 STB關機或拔掉 STB 電源後，再插上 HDMI 線。 

 

2.3 【有內建】喇叭的 HDMI螢幕 

如果您購買的是有內建喇叭的螢幕，因為這種螢幕沒有聲音輸出端子，所以您必須使用另外的方

式連接耳機至 STB上課機。 

請先至 3C 賣場或電料行自行購買【梅花插頭轉 3.5mm 立體聲插座】，外觀形狀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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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連接示意圖如下，特別注意耳機是連接到 STB 上課機，中間透過梅花插頭轉 3.5mm 立體聲

插座轉換。 

 

連接有內建喇叭 HDMI 螢幕的 STB上課機端子連接示意圖如下： 

 

2.4 有無內建喇叭的 HDMI螢幕比較表 

 

 
聲音輸出端子  連接耳機  連接線端子  

無內建喇叭的 HDMI 螢幕  有  HDMI 螢幕  3.5mm 端子  

有內建喇叭的 HDMI 螢幕  無  STB 上課機  RCA 梅花端子  

貼心提醒您！建議使用無內建喇叭的 HDMI 螢幕較為方便！ 

 

 

連接 STB 上課機的 HDMI 接線，並不支援熱插拔功能，若需重新連接 HDMI 接線時，

請務必先將 STB 上課機關閉電源後再重新連接使用，若未關閉 STB 上課機且任意拔插

HDMI 接線，可能會造成 STB 上課機與螢幕之間訊號不良出現雜訊。 

 

 

2.5 如何調整 HDMI螢幕音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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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購買 HDMI 螢幕，您可先確認螢幕音量大小是否調整至最大，避免學生補課時發生音量

太小的問題，當螢幕音量調至最大後，學生若需調整音量時，使用遙控器自行調整上課機音量即

可，以下使用 ENVISION P2271whL 螢幕為使用範例： 

 

步驟一：開啟螢幕後，點擊螢幕下方【+】選項，將出現調整音量視窗。 

 

 

步驟二：點擊【+】，將音量調整至最大(音量 100 為最大)即可。 

 

 

 

市售HDMI螢幕種類繁多，當您自行購買HDMI螢幕時可參考內附說明書來調整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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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類型螢幕(另購) 

3.1 搭配 DVI介面的顯示器 

STB 上課機可以搭配 DVI 顯示器使用，但您必須先另購〈HDMI 轉 DVI 訊號轉換器〉使用，轉換

器市價約四百元左右。 

 

上圖為 DVI 端子  

 

3.2 搭配 VGA介面的顯示器 

STB 上課機可以搭配 VGA 介面的顯示器使用，但您必須先另購〈HDMI 轉 VGA 訊號轉換器〉使

用，轉換器市價約九元左右。 

 

上圖為 VGA 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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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HDMI 轉 VGA 訊號轉換器〉 

 

 

注意！STB 上課機搭配 VGA 顯示器使用時，解析度可能無法達到 Full HD高畫質，並

且聲音會較小聲。 

 

3.3 搭配 RCA介面的顯示器(電視) 

如果補習班的補課教室原有 DVD 放影機，使用的螢幕是有 RCA 訊號的電視，當補習班將 DVD

放影機淘汰換成 STB 上課機時，電視仍然可以繼續使用，您只需要連接 STB 上課機的 RCA 端子

即可。 

 

上圖為 RCA 梅花端子 

 

 

注意！STB 上課機搭配電視使用，解析度無法達到 HD高畫質，受限於 RCA訊號與電

視，畫質將自動降為普通畫質，並且聲音會較小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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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遙控器(另購) 

4.1 學生專用【紅外線】遙控器(另購) 

學生專用【紅外線】遙控器(另購)是針對學生設計、簡單好用的遙控器，多項控制功能方便學生

在操作上毫無負擔，能夠專注在學習上。 

4.1.1 外觀 

STB 上課機使用紅外線遙控器操作，非常方便好用。 

 

電源開關 

(紅色) 

多次學習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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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按鈕說明 

以下是學生專用遙控器的常用按鈕說明 

 

【電源鍵】按此鍵使用遙控器開啟或關閉 STB 上課機  

 

【方向鍵】實現上、下、左、右的操作進行選擇。當播放影片時，左右鍵具

有時間軸平移功能  

【OK】按此鍵，確認當前的選擇或操作  

 

【返回鍵】返回上一功能表或上一個操作指令介面  

 

【VOL】音量調整鍵，按此調整音量大小，按(＋)增加音量，按(－)減少音量  

 

【播放/暫停鍵】播放時按一次暫停播放，再按一次繼續播放  

 

【停止鍵】停止正在播放的影片，並返回到影片存放目錄  

 

【快轉鍵】有 1x、1.5x、2x 等數種倍數選擇，按播放鍵回到正常播放狀態  

【倒轉鍵】有 1.5x、2x 等數種倍數選擇，按播放鍵回到正常播放狀態  

 

【縮放鍵】在播放影片時，按此鍵將畫面放大 0.9x、2x、3x、4x、8x 等倍

數，並可同時配合方向鍵移動觀看範圍  

 

【學習鍵】在播放狀態下，按一下可記憶 A 點，再按一下可記憶 B 點，此時

會重複循環播放 A-B 間片段，學習完後按一下即可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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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進，按一下跳進 10 秒  

秒退，按一下跳返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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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生專用【線控】遙控器(另購) 

學生專用【線控】遙控器與學生專用【紅外線】遙控器外觀與功能相同，只是【線控】遙控器沒

有紅外線發射器，而是利用傳輸線(黑色)與 STB 上課機相接，學生在使用時不會干擾到隔壁同學。 

 

使用學生專用【線控】遙控器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將 STB上課機隱藏起來，甚至將遙控器固定在

桌面，就可以防止學生弄壞 STB上課機，也讓補課座位的桌面更清爽。 

 

4.3 教師專用遙控器(另購) 

建議每一間補習班都至少配置一支教師專用遙控器，如果您需要可向本公司選購。老師用遙控器

除了包含學生用遙控器所有功能外，還可以進入設置選單，進行 STB 上課機的環境設定，像是網

路位置、螢幕解析度、SES/FL 捷徑等等。 

老師專用遙控器應該避免學生取得，學生的好奇可能會增添補習班的困擾，所以學生用〈學生專

用遙控器〉，老師用〈教師專用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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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外觀 

 

4.3.2 按鈕說明 

以下是老師專用遙控器的常用按鈕說明 

 
【電源鍵】按此鍵使用遙控器開啟或關閉 STB 上課機  

藍色 紅色 

綠色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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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鍵】實現上、下、左、右的操作進行選擇。當播放影片時，左右鍵具有

時間軸平移功能  

【OK】按此鍵，確認當前的選擇或操作  

 
【返回鍵】返回上一功能表或上一個操作指令介面  

 
【靜音鍵】在播放狀態下用做聲音關閉和打開  

 

【VOL】音量調整鍵，按此調整音量大小，按(＋)增加音量，按(－)減少音量  

 
【播放/暫停鍵】播放時按一次暫停播放，再按一次繼續播放  

 
【停止鍵】停止正在播放的影片，並返回到影片存放目錄  

 
【快退鍵】有 1x、1.5x、2x 等數種倍數選擇，按播放鍵回到正常播放狀態  

 
【快進鍵】有 1.5x、2x 等數種倍數選擇，按播放鍵回到正常播放狀態  

 

【縮放鍵】在播放影片時，按此鍵將畫面放大 0.9x、2x、3x、4x、8x 等倍數，

並可同時配合方向鍵移動觀看範圍  

 

【慢放鍵】在播放影片時，按此鍵將正在播放的檔慢放，多次按壓這個按鍵將

使影片播放緩慢。有 3/4x、1/2x、1/4x、1/8x、1/16x 等數種倍數選擇，按

播放鍵回到正常播放狀態  

 

【重複鍵】在播放狀態下，按此可切換重複標題 (循環播放單一影片檔案 )、重

複全部(循環播放所有影片檔案)、關閉重複播放(取消循環播放)等三種模式  

 
【學習鍵】在播放狀態下，按一下可記憶 A 點，再按一下可記憶 B 點，此時會

重複循環播放 A-B 間片段，學習完後按一下即可取消  

 
【藍色功能鍵】快進 10 秒；【黃色功能鍵】快退 10 秒  

 【綠色功能鍵】加入/修改設定/刪除  

以下是其他較不常用的按鈕說明 

 

【選單鍵】在播放狀態下，按該鍵將出現進一步選單，包括字幕、音頻、跳點

播放、重複標題、循環播放、依序播放、影像輸出設定  

 
【數字鍵】輸入 0-9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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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鍵】按此鍵出現相關的播放資訊，包含檔案大小、已經過時間、影片長

度、重複模式、字幕格式、影像格式、聲音格式等資訊  

 

【上一影片、下一影片】在播放狀態下，可隨意切換上一或下一影片來選擇播

放  

 
【音軌切換鍵】播放多音軌影片時，切換各音軌  

 
【選時鍵】播放影片時按此鍵可進行時間選擇  

 

【字幕鍵】當播放支持的字幕檔時，可進行字幕開/關、字幕語言選擇、時間

偏移、字幕顏色、字幕輪廓、字幕大小、垂直偏移設置  

 

【比例鍵】按此切換顯示長寬比例，包含輸出寬屏幕 16:9、寬屏幕 16:10、Pan 

Scan 4:3、Letter Box 4:3 畫面  

 

【制式鍵】按此鍵可切換視訊輸出模式，包含 1080i 50Hz、1080i 60Hz、1080P 

50Hz、1080P 60Hz、480P、576P、720P 50Hz、720P 60Hz 

以下按鈕無作用 

  

  

 

4.4 操作說明 

為了幫助您快速找尋到您要找的片段，建議您熟悉以下操作方式。 

4.4.1快進與快退 

大部分客戶對於【快退鍵】或【快進鍵】較為熟悉，因為過去使用 DVD 放映機時的習慣。【快退

鍵】或【快進鍵】較適合短時間距離的移動，與接下來介紹的時間軸、快進 10 秒相比，【快退鍵】

或【快進鍵】的好處是可以邊移動邊觀看畫面與聽到聲音，所以當您不是很熟悉影片內容，但想

移動時間時，【快退鍵】或【快進鍵】是您最好的選擇。使用這功能時也要特別注意，倍數不能超

過 2 倍，不然會發生停止時的時間點不是真正時間點的狀況，因為不論是幾倍快進或快退，真正

的速度不會超過 2 倍，確保影片不會因為高倍數快進或快退造成停止播放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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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退鍵】有 1x、1.5x、2x 等數種倍數選擇，按播放鍵可回到正常播放狀態  

 

【快進鍵】有 1.5x、2x 等數種倍數選擇，按播放鍵可回到正常播放狀態  

 

 

注意！使用【快進鍵/FWD】時，建議最高不超過 2 倍快進，因 STB 上課機係透過網

路即時傳送影片，無法進行太高倍速快進。 

如果您希望快速跳轉至長影片中每一片段，建議您使用【左、右方向鍵】，會出現時間

軸平移功能，您會發現比【快進鍵/FWD】還好用。 

 

使用快進與快退時，若倍數切換至最高倍數後，在切換回 1x 時影像可能會產生停頓現

象，請暫停後再播放影片即可 

 

4.4.2時間軸平移 

時間軸平移的功能是許多客戶最喜愛的功能之一，主要用於要快速移動至較長時間間格，只用時

間軸平移功能非常簡單，當您在觀看影片時，您只需要按一下【方向鍵】的右(往後)或左(往前)，

時間軸畫面就會出現，按下多次就可以移動到更長時間，到指定時間後，您只需要按一下【OK】

就會跳轉到此時間點開始播放。 

 

【方向鍵】實現上、下、左、右的操作進行選擇。當播放影片時，左右鍵具

有時間軸平移功能  

【OK】按此鍵，確認當前的選擇或操作  

值得注意的是時間軸會依據影片長度不同，單次移動單位也會有所改變 

4.4.3秒進與秒退 

這個功能是來自於許多補習班的建議，我們再進行開發的特殊功能，假如我們要在短時間距離移

動，使用這個功能非常好用，像是補習班長錄製一些解題影片，每題時間都不長，使用【快轉鍵】

或【快轉鍵】又容易太過或不及，使用時間軸平移會因為出現時間軸擋住畫面，需等待幾秒後才

會消失，這時使用【秒進鍵】或【秒退鍵】就比較容易移動至想要觀看的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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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進 10 秒  

 
快退 10 秒  

 

我們貼心為您設計，您可以自行設定快進秒數與快退秒數，讓您操作上更加方便快速。可自行設

定以 5、10、15、20、30、45、60、120、180、300 秒數快進或快退。 

 

《快速流程》 

設置  高級  選擇快進秒數或快退秒數  設定秒數 

 

 

1. 按下遙控器【設置】  2. 高級  

  
 

3. 選擇快進秒數或快退秒數  4. 快進秒數設定  

   

4. 快退秒數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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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回復前次停止點繼續撥放功能  

學生觀看影片播放時，若按下停止按鈕或發生影片未播放完畢跳出畫面，再次播放影片按下〈確

定〉可選擇前次停止點繼續播放，影片將返回上次播放時畫面；若不小心將電源拔除或網路線拔

除，再次播放影片時也可選擇此功能。 

 

 

4.5 遙控器紅外線干擾 

無論是學生用或是教師用遙控器，出廠時都是可以遠距離遙控 STB 上課機，但有些補習班因為補

課座位的空間配置，常會造成學生使用遙控器時彼此干擾影響學習。 

建議您購買學生專用【線控】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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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補課時操作流程(SES) 

 

 

《快速流程》 

開機 按遙控器的 ok鍵 01  播放 

第一台 STB 上課機是 01，第二台是 02，以此類推。 

 

1. 開機  2. 按遙控器的 ok 鍵 3. 01  

     
 

4. 選擇補課影片  5. 按下【確認】鍵播放 

  

STB01 (以上課機示範，選擇 01)，若是第二台上課機，請選擇 02，以此類推。補課影片名稱會

出現課程、單元、老師、班別、上課與下課日期時間等影片資訊 

 

 

影片播放時若需要快進或快退時，建議採用時間軸平移功能，可更方便與快速找到影

片內容。 

【補課播放影片時請先確認網路速度】 

影片播放時，您會在一開始的畫面左上角看到網路速度，若您發現網路速度低於

2000Kbites 時，代表您使用的網路有問題，將會造成影片播放的品質下降，建議您將

網路設備重啟電源，重插網路接頭試試，如果能無法解決，請聯絡本公司技術人員。 

 

6. 補課時操作流程(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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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說明適合有購買 FL片庫系統的客戶，如果您沒有 FL片庫系統，請跳過這一章節。 

 

 

《快速流程》 

開機  按遙控器的 ok鍵  上課機 1  播放 

 

1. 開機  2. 按遙控器的 ok 鍵 3. 上課機 1  

   
 

4. 選擇補課影片  5. 按下【確認】鍵播放 

  

以第一台上課機示範，選擇【上課機 1】，若是第二台上課機，請選擇【上課機 2】，以此類推。

補課影片名稱會出現課程、單元、老師、班別、上課與下課日期時間等影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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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設定 

 

 

STB 上課機在出貨時皆已設定妥當，設定值以標籤貼於上課機左側，所以您不需要做

任何設定或更改，接上電源線、網路線與 HDMI 線後即可使用。萬一遇到設定被他人

修改，才需要按照此章節重新設定。 

 

7.1 網路設定 

 

 

《快速流程》 

按下遙控器【設置】  網路  設定有線網路  FIX IP (手動)  輸入 IP位址 

 

1. 按下遙控器【設置】  2. 網路   

  
 

3. 設定有線網路  4. FIX IP (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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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輸入 IP 位置  

 

 

FIX IP(手動)視窗中，子網路遮罩設定為 255.255.255.0 

 

 

STB 上課機的 IP位址設定在出廠時皆已設定完畢，以貼紙貼在 STB上課機側面，第一

台 STB 上課機的 IP 為 192.168.1.177，第二台為 192.168.1.178，以此類推。 

 

7.2 關於 SES捷徑(My_Shortcuts)設定 

 

 

此 SES 捷徑於出貨時已經設定完畢，萬一 STB上課機中捷徑不慎刪除時，可按此章節

說明重新設定。 

貼心提醒您！學生補課時，您可以將遙控器收回櫃台，以免學生擅自修改設定值，導

致無法進行補課。 

 

 

《快速流程》 

按下遙控器【綠色功能鍵】  加入  輸入網路使用者 ID、網路密碼、特定檔案伺

服器 IP  選擇細節  輸入標籤  確定  按遙控器的 ok 鍵 

 

1. 遙控器【綠色功能鍵】 2.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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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網路使用者 ID、網路密碼、特定檔案伺

服器 IP  

4. 選擇細節輸入標籤(按遙控器的 ok 鍵)確

定 

  
依序輸入網路使用者 ID(請輸入 STB上課機之帳號，例如第一台是 client1，其他請參考出廠預設

值清單)、網路密碼、特定檔案伺服器 IP (SES 補課系統的 IP 位址，預設為 192.168.1.169)。輸入

完畢後選擇「細節」，設定標籤名稱為「按遙控器的 ok 鍵」，按下確定鍵 

  

5. 按遙控器的 ok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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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關於 FL捷徑(My_Shortcuts)設定 

 

 

以下說明適合有購買 FL片庫系統的客戶，如果您沒有 FL片庫系統，請跳過這一章節。

此 SES 捷徑於出貨時已經設定完畢，萬一 STB上課機不慎遭人變更時，可按此章節說

明重新設定。 

貼心提醒您！學生補課時，您可以將遙控器收回櫃台，以免學生擅自修改設定值，導

致無法進行補課。 

 

 

《快速流程》 

按下遙控器【綠色功能鍵】  加入  網路使用者 ID、網路密碼、特定檔案伺服器

IP  選擇細節  輸入標籤  確定  按遙控器的 ok鍵 

 

1. 遙控器【綠色功能鍵】 2. 加入  

  
 

3. 輸入網路使用者 ID、網路密碼、特定檔案伺

服器 IP  

4. 選擇細節  輸入標籤(按遙控器的 ok 鍵)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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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輸入網路使用者 ID(請輸入登入上課機之帳號，本範例以上課機 1 為例，故輸入「Client1」，

可參考 FL 片庫系統使用手冊)、網路密碼、特定檔案伺服器 IP (FL 片庫系統 IP 位址，預設為

192.168.1.170)。輸入完畢後選擇「細節」，設定標籤名稱為「按遙控器的 ok 鍵」，按下確定鍵。 

  

 5. 按遙控器的 ok 鍵  

 

 

  



藍眼科技  36 www.BlueEyes.com.tw 

 

8. 關於 SES One的錄影資料夾分享設定 

請按照以下方式設定 SES One 電腦的資料夾分享：  

1.調整 Windows7/8 系統網路共用中心設定  

開啟控制台網路和網際網路網路和共用中心變更進階共用設定  

a.網路探索-開啟  

b.檔案及印表機共用-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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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密碼保護的共用-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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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啟用 guest 帳號  

開啟控制台使用者帳戶點擊管理其他帳戶  

 

點擊 Guest 帳號  

 

點擊啟動，將來賓帳戶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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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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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定共用對象  

在錄影資料夾 Video 目錄上，點選滑鼠右鍵，然後在選單中，點選共用對象特定人員，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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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擇人員 Everyone 以及 Guest，點選新增。執行成功後，會在下方清單中出現 Everyone

以及 Guest 權限等級為讀取的資訊。  

 

點擊共用後，出現公用資料夾項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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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檢查網路分享  

按下視窗鍵+R 叫出執行的視窗。然後輸入\\電腦 ip 位址後按下確定。如下圖所示  

 

設定正確，會在網路目錄中出現 Video 共用資料夾。  

 

  

file://///電腦ip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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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改本機安全性原則  

請上網下載登錄修正檔，匯入登錄檔，修改系統分享權限設定。  

下載路徑：  

http://blueeyes.tv/download/fixreg.zip 

登錄檔內容：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 

"everyoneincludesanonymous"=dword:00000001 

"NoLmHash"=dword:00000000 

"LmCompatibilityLevel"=dword:00000002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LanManServer\Parameters] 

"restrictnullsessaccess"=dword:00000000 

"AutoShareWks"=dword: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 

"LocalAccountTokenFilterPolicy"=dword:0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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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常見問題 Q&A 

【問題 1】如何設定中文操作介面  

【解答】  請開機後按下教師用遙控器下方【設置】鍵【系統】【選單語言】【繁

體中文】，即可設定為中文介面。  

 

【問題 2】上課機的 HDMI螢幕畫面看起來很模糊 

【解答】  如果螢幕上影片看起來很模糊，有可能是上課機的輸出設定錯誤，請您確認解

析度是否已設定為 HDMI 輸出，請按下教師用遙控器下方【設置】鍵【影像】

【電視系統】選擇【HDMI Auto】即可。  

 

【問題 3】補課時看不到影片 

【解答】  在 STB 上課機上看不到影片，可能有以下兩個原因：  

1. 學生補課時需要先在 SES 補課系統主機或 FL 片庫系統上完成派課程序，

請您確認是否已經將上課影片派送到 STB 上課機。  

2. 當您要觀看的是自行匯入的影片，其格式可能無法支援，請您進行正規化

轉換，經過正規化轉換的影片就能在 STB 上課機上觀看。關於正規化轉換

的方式，詳見 SES 使用手冊(附錄)。  

 

【問題 4】遙控器無法使用 

【解答】  如果遙控器無法使用，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1. 遙控器需要兩顆 4 號電池，請您打開遙控器背面蓋板，先確認是否有安裝

電池，電池是否仍有電力。  

2. STB 上課機前面板的紅外線接收器是否被東西擋住。  

3. 遙控器已經損壞了，遙控器屬於消耗品，請您聯絡本公司購買新的遙控器。  

貼心提醒您！  

1. 遙控器不要使用鹼性電池，鹼性電池內物質容易流出，建議使用環保電池。  

2. 若遙控器長時間沒有使用，建議將電池取下。  

3. 平常不用時可將遙控器收納在櫃檯，補課時再提供給學生使用。  

4. 學生補課時可將遙控器收回櫃台，避免學生擅自修改設定值，導致無法補

課。  

 

【問題 5】如何降低使用 STB播放影片時出現的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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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使用 STB 上課機進行補課時，建議將 STB 上課機音量使用遙控器調整至 20~26

之間，若聲音輸出太大(30 以上)可能會造成失真或雜音出現。  

備註：雜音也可能是因為耳機接觸不良或品質較差造成，建議您使用品質較好

的耳機。  

 

【問題 6】STB要如何清潔保養 

【解答】   STB 上課機應盡量避免安裝在高溫、潮濕或灰塵多的環境，門窗緊閉的冷氣房

間是比較適合的環境。請每週定期使用乾布或撢子清除 STB 表面灰塵，每月使

用棉花棒沾藥用酒精或電子接點清潔劑定期清潔 STB 網路插座中的銅線與連

接的網路線水晶頭上金手指，曾經發生補習班補課教室環境太糟，STB 長時間

暴露在高灰塵與高溫潮濕環境下，造成網路插座銅線提早氧化，網路速度受到

影響，常常發生登入 FL 時間過長。所以，請特別注意定期保養與清潔，確保

STB 上課機的健康。  

 

【問題 7】出現要求輸入帳號與密碼  

【解答】   當您使用 STB 上課機時，若出現輸入帳號與密碼時，可能發生以下問題：  

1. 開機時偶而會因為不明原因造成設定 IP 錯誤，重開機後就可設定 IP 成功。  

2. SES 超高畫質課錄系統主機、FL 片庫系統主機或 MTS 開班高手主機尚未開

機，使用時請務必檢查主機是開機且連網。  

3. 網路交換器(Switch)曾經關機過，也會影響上課機的網路連線，並出現帳號

密碼輸入視窗，請將上課機重新開機(遙控器關機後開機、拔除電源後再插

上)即可。  

4. FL 片庫系統中登入上課機的帳號密碼可能被變更過，請進入 FL 片庫系統重

新設定上課機登入的帳密。  

 

備註：如果您希望終結 STB 出現帳密，請將 STB 永遠開機(不關機)，STB

耗電量很小(10W)，請不用擔心電費問題。  

 

仍有不清楚之處，請向本公司技術人員詢問  +886 4 2297-0977。  

  

【問題 8】快進/快退使用 2x播放時會停頓再播 

【解答】   使用快進/快退播放時，可能會發生連續快進/快退十幾分鐘後影片會停頓的情

形發生。此為正常現象，停頓約 15 秒後，影片會自動繼續快進/快退播放，原

理同您觀看 Youtube 時影片會緩衝後播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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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9】登入或觀看影片等待很久  

【解答】   當您發現登入過慢或愈來愈慢，觀看影片時，一開始影片很慢才出現，這些問

題可能是網路造成的，最常見以下幾個現象：  

 

1. 網路交換器是錯用了集線器 (Hub)，而不是按照本公司規定要用交換器

(Switch)。  

2. 您有多台網路交換器，但網路交換器之間只用 100Mbps 相連而不是用

1,000Mbps，網路交換器一定要用 1,000Mbps 相連，並且網路線要用 Cat.6

等級，更好的做法是使用網管型交換器，利用兩條 Cat.6網路線做 trunking，

達到最佳網路效能。  

3. 您使用太多集線器串接，造成網路拓樸錯誤，建議您利用 24 埠或 48 埠網

路交換器簡化網路架構。  

4. 當您發現每次只要將網路交換器斷電重啟，登入與載入影片的速度就恢復正

常，這就是因為網路出現了問題，請您請教電腦網路專家改善網路，或來電

向本公司諮詢。  

 

【問題 10】上課機 AV端子音量輸出太小聲 

【解答】   當您使用上課機的 AV 端子作為音量輸出，發現聲音太小聲時，有以下幾種解

決方法：  

1. 改用 HDMI 螢幕，透過 HDMI 螢幕的音量才是正確音量，也較大聲。  

2. 添購【耳擴】，連接在 AV 端子與耳機中間，可增益獲得較大音量。  

3. 改用較佳的耳機，耳機好壞也會影響收聽音量，建議使用較貴耳機試試。  

 

╳━╳━╳━╳━╳━╳━╳━╳━╳━╳━╳━╳━╳━╳━╳━╳━╳━╳━╳━╳━╳━╳━╳━╳━╳━╳━╳━╳  

本 手 冊 內 容 到 此 為 止 ， 感 謝 您 的 耐 心 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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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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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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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地球，藍眼用心】 

本手冊採用環保列印，如需電子檔請向代理商或藍眼科技客服中心免費索取。 

 

 

 

 

 

 

 

 

 

 

 

 
 

 

 

 

 

 

 

 

 

 

 

 

 

藍眼科技客戶服務中心 
台灣 台中市文心路四段 200 號 7F-3 

電話：+886 4 2297-0977 

 

手冊中的所有資料都是根據藍眼標準測試方法測定，如有任何印刷錯誤或翻譯上的誤差，望廣大使用者

諒解。本手冊或產品設計與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手冊中的畫面用語、圖示等與實際相比，可

能會有微小變化和差異，請以實際操作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