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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适用于以下产品  

 蓝眼 MTS 开班高手服务器 

 

 

 

感谢您使用蓝眼科技的产品。 

本手册将介绍蓝眼科技产品。在您开始使用产品前，建议您先阅读过本手册。 

手册里的信息在出版前虽已被详细确认，实际产品规格仍将以出货时为准。蓝

眼科技对本手册中的内容无任何担保、宣告或暗示，以及其他特殊目的。除此

之外，对本手册中所提到的产品规格及信息仅供参考，内容亦可能会随时更新，

恕不另行通知。本手册中所提的信息，包括软件、韧体及硬件，若有任何错误，

蓝眼科技没有义务为其担负任何责任。 

任何产品规格或相关信息更新请您直接到蓝眼科技官方网站查询，本公司将不

另行通知。若您想获得蓝眼科技最新产品讯息、使用手册、韧体，或对蓝眼科

技产品有任何疑问，请您联络当地供货商或到蓝眼科技官方网站取得相关讯息。 

本手册的内容非经蓝眼科技以书面方式同意，不得擅自拷贝或使用本手册中的

内容，或以其他方式改变本手册的数据及发行。 

本手册相关产品内容归 蓝眼科技 版权所有 

 

 

蓝眼科技 

地址：404 台湾台中市北区文心路四段 200 号 7 楼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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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886 4 2297-0957 

E-mail：support@blueeyes.com.tw 

网站：www.BlueEyes.com.cn  

mailto:support@blueey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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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介绍 

许多客户在使用 FL 片库系统后，回馈给我们很多非常棒的建议，其中最常提到的就是希望能达到

完整且一条龙方式的管理，从学生报名、上课、补课、观看影片等朝向自动化管理。 

为此，我们花费半年的时间搜集教育单位想要的功能，重新打造超越 FL 片库系统的全新平台，称

为 MTS 开班高手。 

MTS 不同于过去 FL 只是单纯管理与典藏影片，MTS 更注重学员与职员的管理，并以科学的方法

整合教育单位的作业流程，从报名到结业、从上课到补课，全部以 e 化管理来节省人力与时间。 

除此之外，MTS 更适合学校单位使用，全新课表管理可统一控制多台 SES 课录系统的录制课表，

MP4自动转档方便客户上传至磨课师(MOOCs)平台，MTS最高容量可达24TB，可储存高达7,332

小时影片，满足学校高容量需求。 

1.2 特色 
– 拥有  FL 片库系统所有功能  

– 完整的职员管理授权  

– 丰富的学生数据管理  

– 学生可属于多个班别  

– 点名+补课+上课三种机制  

– 学员看影片可扣点数  

– 内建简讯发送功能  

– SES 录制的影片自动转成  MP4 格式  

– 节省人力的感应条形码方式点名与补课  

– 最高容量达  24TB，可保存  5 年  3 个月的影片* 

– RAID 1~RAID 5 高规格保护影片与数据库  

– 课表与  SES 结合，可在  MTS 统一管理全部课表  

– 座位不足时，可启用在线预约以发挥最大效益  

– 可汇入旧补课系统的  DVD 光盘片或影音教材  

– 提供  120 位以上学生同时补课，没有延迟停顿  

– 客制化  Linux 系统，不会中毒、耐用且稳定性高  

更多 MTS 开班高手的特色与说明，详见蓝眼科技官方网站： 

http://www.blueeyes.com.tw/iLearning_MT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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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蓝眼科技 iLearning 系统组成 

iLearning 多元学习系统系由 iCam 超高画质数字摄影机、SES 超高画质课录系统主机、STB 补课

机、FL 开班高手、Montage 蒙太奇无失真快速剪辑软件、MTS 开班高手、iFS 自动剪辑系统、

LOL 学习在线、DDS 广告机、Livebox 直播机等产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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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蓝眼科技 iLearning 系统产品架构 

iLearning 多元学习系统的产品架构示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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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 MTS 开班高手的用途 

MTS 开班高手的用途非常广泛，MTS 除了可以做为缺课补课用途外，视讯上课、考试解题、课

后复习、课前预习、补充教材等都可以使用 MTS 开班高手达到自动化、省时、省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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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于 MTS 的架构示意图 

以下是 MTS 开班高手的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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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 MTS 的整体流程图 

以下是 MTS 开班高手的整体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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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按照时间轴分析学生上课与补课行为 

以下是按照时间轴分析学生上课与补课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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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接口 

2.1 首页 

首页包含操作单元(学员报到、最新消息、预约补课、课表、统计、派课、发送简讯、个人化设定、

管理)、补习班 LOGO、所有课程、最新消息、日历、补习班吉本资料。 

2.2 登入 

请开启网页浏览汽，输入 MTS 开班高手 IP 地址，于用户登入窗口中输入账号与密码，输入完毕

后点击「登入」即可。 

 

 

 

以上操作建议使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下载网址如下： 

https://www.google.com/chrome/ 

 

2.3 最新消息 
授权的职员可刊登最新消息在 MTS，方便其他职员或学生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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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预约补课 

预约补课包含预约订位、预约纪录、预约补课机等信息。 

 

2.4.1 预约补课 

刷卡或键入学生的条形码，您可以搜寻预约补课的时间(包含今天、昨天、本周、上周、本月、上

个月)、时间区间、课程、单元、老师、班别搜寻。选择预补课影片并加入观看清单，点击预约派

课即可。 

 

 

 

2.4.2 预约纪录 

您可以搜寻您预约相关纪录，刷入或键入学生条形码后即可显示数据。预约纪录显示预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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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间、结束时间、Total、STB、报到/取消时间、动作、学生等数据。 

 

 

 

2.4.3 补课纪录 

您可以搜寻您补课相关纪录，刷入或键入学生条形码后即可显示数据，补课纪录包含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STB、学生等。 

 

 

2.5 课表 

显示所有班别课表，包含日期、上课时间、下课时间进行点名。 

 

 

2.6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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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此观看学生出缺席状况。您可以使用时间搜寻(包含今天、昨天、本周、上周、本月、上

个月)、时间区间、班级(仅显示缺课未补、仅显示迟到)，搜寻完毕后您可得知学生学号、姓名、

应到、实到、缺课、缺课已补、迟到等相关信息。 

 

 

 

2.7 派课 

您可以「依照课程进行派课」或「依照影片进行派课」。您可观看到目前全部影片数量、已转档影

片数量、转档中影片数量、未转档影片数量、问题档影片数量。 

2.7.1 依照课程派课搜寻 

您可以依照时间(包含今天、昨天、几天内、本周、上周、本月、上个月、时间区间)、班级、课

程、老师，选择完毕后点击右方放大镜即可。 

 

 

2.7.2 依照课程派课 

搜寻完毕后，下方会出现影片搜寻列表，包含缺课信息、派送、日期、上课、下课、课程、单元、

老师、Class、教室、课程长度、影片数量、点数等相关信息。点击您预派课的影片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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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依照影片派课搜寻 

您可以依照时间(今天、昨天、几天内、本周、上周、本月、上个月、时间区间)、仅显示正在派

课、仅显示典藏(锁定)、课程、单元、老师、班别、全文搜寻、影片容量<=、影片容量>=，选

择完毕后点击右方放大镜搜寻即可。 

 

 

2.7.4 依照影片派课 

搜寻完毕后，下方会搜寻影片列表，包含缺课信息、派送信息、典藏信息、日期、上课时间、下

课时间、课程、单元、老师、班别、教室、影片片长、影片档名、是否转档成功。点击您预派课

的影片即可。 

 

 

 

2.8 简讯 

您可以发送相关班内讯息、开课信息、调课通知等简讯至老师或学生的手机，让您快速且方便传

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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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个人资料 

个人资料包含基本数据、变更密码、点数纪录、登入纪录等信息。 

 

 

2.9.1 基本数据 

基本资料中包含账号、姓名、身分证/护照、职称、到期日、性别、生日、最高学历、毕业学校、

住家电话、移动电话、移动电话 2、Email、Email2、Email、户籍地址、居住地址、紧急联络人

1、紧急联络人 2、紧急联络人 3、关系、住家电话、移动电话、管理班级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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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变更密码 

您可以变更用户密码，更改完毕后，按此修改即可。 

 

 

2.9.3 点数记录 

您可以使用时间区间搜寻，选择完毕后点击搜寻即可。您可以查询到扣点时间、之前点数、点数

增减、之后点数、描述等数据。 

 

 

2.9.4 登入记录 

您可以使用时间搜寻相关纪录，选择完毕后点击搜寻即可。您可搜寻到登入时间、来源地址、使

用系统等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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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状态 

职员登入后，点击上方单元列最右侧的[管理专区]，即可进入 MTS 后台进行管理。 

 

进入管理专区后，点击下列红框，即可进入〈状态〉单元。 

 

此单元显示 MTS 高班高手服务器的运作状态，其中包含影片储存硬盘(HD)使用率、系统平均负

载、物理内存(RAM)使用率、系统容量、网络、CPU 实时负载、CPU 温度、交换内存(SWAP)使

用率、上线运作时间等，另外也同时显示了硬盘运作健康状态、转文件进度与补课机联机状态。 

3.1 影片储存硬盘(HD)使用率 

 
* 以上数值仅供参考且非正式出货产品，实际数值以客户购买的产品为准。 

这是所有影片存放的硬盘，在此显示影片储存硬盘(HD)使用率，包括全部值、已使用值、典藏(锁

定)剩余值，TB 代表 Terabyte(兆字节, TB)，GB 代表 Gigabyte(吉字节, GB)。 

兆字节（Terabyte, TB） 

兆字节（Terabyte、TB，中国大陆、港澳地区又称太字节或太拉字节）是一种信息计量单位，现今通常在标示硬盘

总容量，或具有大容量的储存介质之储存容量时使用。 

1 TB = 1,024 GB (千兆)，所以中文的全称是：百万兆 

吉字节（Gigabyte, GB） 

吉字节（GB、Gigabyte，中国大陆又称吉咖字节或京字节或千兆位组或戟），常简写为 G，是一种十进制的信息计量

单位。吉字节(Gigabyte)常容易和二进制制的信息计量单位 Gibibyte 混淆。常使用在标示硬盘、内存等具有较大容量

的储存媒介之储存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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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平均负载 

 

* 以上数值仅供参考且非正式出货产品，实际数值以客户购买的产品为准。 

在此显示系统平均的负载，包括过去 1 分钟、5 分钟、15 分钟的平均负载状态。 

3.3 物理内存(RAM) 

 
* 以上数值仅供参考且非正式出货产品，实际数值以客户购买的产品为准。 

在此显示物理内存(RAM)的使用率，包括全部、核心与软件、缓冲、快取。 

3.4 系统容量 

 

* 以上数值仅供参考且非正式出货产品，实际数值以客户购买的产品为准。 

在此显示目前系统容量，包括全部、已使用、剩余容量。 

3.5 网络 

 

* 以上数值仅供参考且非正式出货产品，实际数值以客户购买的产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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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目前网络状态与模式，并显示上传与下载传输速率。 

3.6 显示 CPU 实时负载/温度 

 
* 以上数值仅供参考且非正式出货产品，实际数值以客户购买的产品为准。 

显示 CPU 实时负载状态，包括全部、系统、用户等，并显示目前 CPU 温度。 

3.7 交换内存(SWAP) 

 
* 以上数值仅供参考且非正式出货产品，实际数值以客户购买的产品为准。 

在此显示交换内存(SWAP)的使用率。 

3.8 上线运作时间 

 

* 以上数值仅供参考且非正式出货产品，实际数值以客户购买的产品为准。 

在此显示上线运作时间，代表从 MTS 开班高手开机至今的时间。 

3.9 硬盘运作与健康状态 

 

* 以上数值仅供参考且非正式出货产品，实际数值以客户购买的产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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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S 开班高手可针对内建或外接硬盘设备进行侦测，其中包含挂载位置、容量、S.M.A.R.T 状态、

S.M.A.R.T 数据、硬盘型号、软件版本、硬盘序号、温度(摄氏)等。 

3.10 转文件速度 

 
* 以上数值仅供参考且非正式出货产品，实际数值以客户购买的产品为准。 

您可以在此观看影片转文件速度，包含存放目录、文件名、分辨率、片长、FPS、进度、历时、

取消转档等。 

3.11 补课机联机状态 

 
* 以上数值仅供参考且非正式出货产品，实际数值以客户购买的产品为准。 

代表正在联机的补课机，其中包含补课机名称、账号、计算机名称、地址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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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新消息 

职员登入后，点击上方单元列最右侧的[管理专区]，即可进入 MTS 后台进行管理。 

 

进入管理专区后，点击下列红框，即可进入〈消息〉单元。 

 

此单元可将单位内相关讯息，刊登于最新消息中，供老师或学生观看其内容。 

 

4.1 搜寻 

您可以依主旨、内文、类别(全部、置顶、重要、系统、课务、一般)、状态(全部、发布、过期/

隐藏)、搜寻最新消息内相关讯息，选择完毕后，点击右方放大镜图示即可。 

 

4.2 新增消息 

点击下方左边第一个图标即可新增消息。 

 

新增消息中您可输入主旨、类别、内文、连结网址、发布范围、状态、刊登期限等信息，填写完

毕后点击〈确认新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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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新增消息主旨内容，可输入中英文字(全角半角)，数字，特殊符号字符，字数限

制 30 字，不予许空白 

类 别 
可选择一般、置顶、重要、系统、课务等，若选择〈置顶〉消息，则显示于〈最

新消息〉中最上位 

内 文 
新增消息内文，可输入中英文字(全角半角)，数字，特殊符号字符，字数无限制，

不予许空白，支持 html 网页语法 

连 结 网 址 新增消息链接网址  

发 布 范 围 选择新增消息预发布范围，可选择「依班别」或「不限」范围发布 

状 态 最新消息「发布」或「隐藏」 

刊 登 期 限 设定最新消息刊登期限，期限一到消息显示「过期」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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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下方显示目前页数，您可以自由切换页码、上一页、下一页、最前页、最末页，以及每

页显示记录，包含显示 30、50、100 笔记录。 

 

4.3 学习 html 语法 

在最新消息的内文中，我们设计接受 html 语法，方便您可以按照自己需求，呈现不同风貌的内

文，如果您不是非常清楚 html 语法，本章节会有清楚介绍。 

4.3.1 强迫换行 

如果觉得您的文字太长，想要您的文字跳到下一行，就要加上<br>的码 

第一段文字<br> 

第二段文字<br> 

第三段文字<br> 

4.3.2 文字的大小与颜色 
文字的控制要加上<font>的码，它可以控制文字的大小与颜色，在<font>里加上一些属性就可

以控制。 

color=控制文字颜色，值可以是〈英文网页色码〉或〈16 进位网页色码〉参考数据如下： 

英文网页色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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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freesite.com/color/html-color-code.htm 

16 进位网页色码表 

http://www.ifreesite.com/color/ 

size=控制文字大小，数字 1～7 

例如：「学习在线」文字颜色为紫色，文字大小为 5，html 语法如下： 

<font color="#cc33ff"size="5">学习在线</font> 

 

 

 

html 语法只支持双引号使用，不可使用单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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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显示图片 
图片是一个美化网页的重要因素，要插入图片，就要加入<img src="图档名"> 

<img src="http://www.blueeyes.com.tw/images/focus/iLearning_16.jpg"> 

 

而<img src="**.gif">内还可加入下列属性，来变化图文件长度、高度、对齐方式与外框粗细。 

width=控制图档长度 

height=控制图档高度 

align=控制图档 left(靠左)／right(靠右)／center(置中) 

border=控制外框粗细，无框为 0 

 

 

html 语法只支持双引号使用，不可使用单引号。 

 

4.3.4 超链接 

超链接为一个网页不可少的东西，没有连结就那都不能去，如要插入一个连结便要加入<a 

href="URL">的 html 码，URL 就是所要连结的网址，结束要加上</a>，如果是要链接在同一系

统内的档案，则将 URL 改成相对的路径即可，以下示范链接。 

<a href="http://www.blueeyes.com.tw">蓝眼科技官方网站</a> 

 

点击后即可连结至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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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a href="URL">的标签中，可插入 target="_new／_top／_blank／name"，来改变连结所开

启的页面。 

以下是较常用 html 语法，点击文字后以新窗口开启网址： 

<a href="http://www.blueeyes.com.tw" target="_blank">蓝眼科技官方网站</a> 

在 target 里的参数如下： 

_new=在一个新窗口开启，不过只会一直在同一个新窗口开启，不会另外在开一个新窗口 

_top=在同一个窗口出现，不过是整个大窗口，而不是所分割后的窗口 

_blank=跟_new 差不多，只是会一直出现新的窗口，而不会在同一个新窗口开启 ='' 

name=在 frame 有介绍，是给 frame 的 name 

而在<a href="URL">的标签中，可插入 style="text-decoration:none"来消除连结的底线。 

 

 

html 语法只支持双引号使用，不可使用单引号。 

 

4.4 修改消息 

选择要修改的消息，点击左边第二个图示即可修改，可修改全部内容，修改完毕后点击〈确认更

新〉即可。 

 

 

4.5 删除消息 

选择想要删除的消息，点击左边第三个图示即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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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简讯 

职员登入后，点击上方单元列最右侧的〈管理专区〉，即可进入 MTS 的后台进行管理。 

 

进入管理专区后，点击下列红框位置，即可进入〈简讯〉单元。 

 

您可以发送相关班内讯息、开课信息、调课通知等简讯至老师或学生的手机，让您快速且方便传

达信息。 

5.1 发送简讯 

您可以点击〈发送简讯〉并填写相关简讯内容，点击〈确认发送〉即可发送简讯至老师或学生的

手机。 

 

点击上图发送简讯，即出现以下窗口。 

 

词 组 群 组 您可以选择词组群组中预设的内容，方便您更快速发送简讯，点击〈清空简讯



蓝眼科技  31 www.BlueEyes.com.cn 

 

内容〉即可将简讯内容数据删除 

简 讯 内 容 您可输入传送简讯内容，每 67 个字扣除 1 点 

发 送 时 间 您可选择简讯发送日期与时间 

所 需 点 数 纪录您发送○组电话 X 1 则简讯所需○点数=总需○点数资料 

学 员 您可选择发送简讯班别与学生账号或姓名，点击〈加入个别〉即可加入，点击

〈此班全部〉则全部学员加入发送简讯 

职 员 您可选择发送简讯职员账号或姓名，点击〈加入个别职员〉即可加入，点击〈加

入全部职员〉则全部职员加入发送简讯 

其 它 您可输入其它需发送简讯的电话号码，以 09 开头与 10 个数字电话号码才为正

确电话号码，若需多组电话传送请用 , 分隔 

确 认 发 送 点击〈确认发送〉即可将简讯送出 

 

 

针对学员与职员发送简讯时，只显示正确电话号码才可发送。 

 

5.2 汇入 XLS 大量发送简讯 

 

您可以点击〈汇入 XLS 大量发送简讯〉下载模板档案后，输入相关讯息即可汇入，方便您大量发

送相同简讯内容使用。 

步骤一 

选择〈汇入 XLS 大量发送简讯〉。 

 

 

步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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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格式模板，请点击〈下载汇入格式 XLS 范例文件〉。 

 

 

步骤三 

开启下载完毕档案，档名为 import_send_sms_sample.xls，开启档案后，您可以于 excel 档案

中输入学生电话，以及想发送的简讯内容，输入完毕后储存为.xls 格式。 

 

 

步骤四 

选择欲汇入档案，点击〈按此开始上传 XLS 档案〉。 

 

 

步骤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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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发送时间为〈立即传送〉或〈预定时间传送〉，选择完毕后点击〈确定发送〉即可。 

 

点 数 显示○(目前点数)-○(预约发送点数)=○(真实点数)相关资料 

发 送 时 间 您可以选择简讯发送时间为〈立即传送〉或〈预定时间传送〉 

汇 入 笔 数 显示您简讯汇入数据笔数 

所需扣除点数 显示您传送简讯须扣除的点数 

重 新 上 传 重新上传汇入数据文件 

确 定 发 送 确定发送简讯资料 

取 消 发 送 取消简讯发送资料 

 

5.3 汇入 XLS 大量发送简讯【不同讯息内容】 

您也可以使用〈汇入 XLS 大量发送简讯〉发送不相同讯息内容，方便您发送不同简讯内容。 

 

 

如果您需要〈汇入 XLS 大量发送简讯〉【不相同讯息内容】.xls 格式，请洽蓝眼科技

04-22970977 索取汇入档案：【原始】.xls。 

 

步骤一 

以范例说明： 

假设「全贤珠」老师想告知「金元」与「崔东旭」家长，「金叹」与「崔英道」学生的段考成绩时，

可使用下列方式，开启【原始.xls】档案，于 C1、D1、E1、F1 新增〈学生姓名〉、〈分数〉、〈家

长姓名〉、〈联络老师〉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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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字段数量不限，但不可删除移动电话与传送 SMS 内容字段。 

 

步骤二 

输入移动电话、学生姓名、分数、家长姓名、联络老师相关数据，并于 B2 输入以下公式。 

 

 

 

公式：=E2&"家长您好!"&C2&"同学这次段考分数"&D2&"请家长多注意如有需要可连络 

"&F2&"老师谢谢!" 

说明：E2 是家长姓名+家长您好+C2 是学生姓名+同学这次段考分数+D2 是分数+请家长多注意 

如有需要可连络+F2 是联络老师+老师谢谢! 

 

 

“&”代表链接，文字叙述需加双冒号 "。 

 

步骤三 

数据输入完毕后，另存成【原始(1).xls】档案。请于 LOL 简讯单元中〈汇入 XLS 大量发送简讯〉

下载汇入档案【import_send_sms_sample.xls】，请将【原始(1).xls】A2、A3、B2、B3 复制于

【import_send_sms_sample.xls】档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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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到【import_send_sms_sample.xls】档案中，贴上时，请选择【选择性贴上】。 

 

请选择【值】，点击〈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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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上 import_send_sms_sample.xls 档案时，请记得选择【选择性贴上-值】，若未选

择时传送简讯时将以原始格式传送。 

 

5.4 修改词组 

 

您可以在此修改词组群组内容，方便您发送简讯时更快速。 

 

 

新 增 群 组 您可新增词组群组 

简 讯 内 容 您可输入传送简讯内容，每 67 个字扣除 1 点 

发 送 时 间 您可选择简讯发送日期与时间 

所 需 点 数 纪录您发送○组电话 X 1 则简讯所需○点数=总需○点数资料 

学 员 您可选择发送简讯班别与学生账号或姓名，点击〈加入个别〉即可加入，点击

〈此班全部〉则全部学员加入发送简讯 

职 员 您可选择发送简讯职员账号或姓名，点击〈加入个别职员〉即可加入，点击〈加

入全部职员〉则全部职员加入发送简讯 

其 它 您可输入其它需发送简讯的电话号码，以 09 开头与 10 个数字电话号码才为正



蓝眼科技  37 www.BlueEyes.com.cn 

 

确电话号码，若需多组电话传送请用 , 分隔 

确 认 发 送 点击〈确认发送〉即可将简讯送出 

 

5.5 搜寻 

您可以根据日期区间、时间(包含今天、昨天、本周、上周、本月、上个月)、简讯状态(包含全部、

传送中、已传送、预约中)，点击右方放大镜即可搜寻。 

 

日 期 区 间 点击日期即可选择预搜寻的日期区间。 

时 间 您可依照预设时间搜寻，包含今天、昨天、本周、上周、本月、上个月。 

简 讯 状 态 您可依照简讯状态搜寻，包含全部简讯、传送中简讯、已传送简讯、预约发送

的简讯。 

 

您可以确认目前简讯数据，包含简讯列表笔数、收到、扣点、回补、实际扣点等信息。 

 

简讯清单笔数 显示简讯总笔数 

收 到 显示简讯发送后收到笔数 

扣 点 显示简讯扣除点数 

回 补 显示简讯传送后，无法接收回补点数 

实 际 扣 点 显示简讯实际扣除总点数 

 

5.6 简讯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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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列表下方显示目前页数，您可以自由切换页码、上一页、下一页、最前页、最末页，以及每

页显示记录，包含显示 30、50、100 笔记录。 

您可以在观看相关讯息，包含简讯内容、收到、扣点、回补、发送时间、操作人员、状态、动作

等信息。 

简 讯 内 容 显示简讯传送内容 

收 到 显示单一简讯发送后收到笔数 

扣 点 显示单一简讯扣除点数 

回 补 显示单一简讯传送后，无法接收回补点数 

发 送 时 间 显示简讯发送日期与时间 

操 作 人 员 显示发送简讯操作人员姓名 

T y p e 传送简讯类型【大量】、【一般】、【报名】 

状 态 显示简讯传送状态，包含传送中、已传送、预约中 

动 作 当您使用预约简讯发送时，您可以选择删除简讯 

 

5.6 修改简讯 

当您使用预约简讯传送时，在尚未传送简讯时您可以修改简讯内容，双点击您预修改简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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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简讯内容与发送清单 

您可以双点击简讯内容，观看发送简讯清单，包含发送时间、简讯内容、点数、发送列表等信息。 

 

发 送 时 间 显示简讯发送日期与时间 

操 作 人 员 显示发送简讯操作人员姓名 

简 讯 内 容 显示简讯传送内容 

点 数 显示您实际发送点数 

电 话 显示发送简讯电话 

姓 名 显示发送简讯姓名 

身 分 显示发送简讯身分 

发 送 时 间 显示简讯发送日期与时间 

状 态 显示简讯传送状态，包含已送达手机、已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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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列表下方显示目前页数，您可以自由切换页码、上一页、下一页、最前页、最末页，以及每

页显示记录，包含显示 20、30、50 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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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补课机 

职员登入后，点击上方单元列最右侧的〈管理专区〉，即可进入 MTS 的后台进行管理。 

 

进入管理专区后，点击下列红框位置，即可进入〈补课机〉单元。 

 

您可以在此观看补课机相关数据，包含补课机名称、登入账号、学生姓名、派课数量、开始时间、

清空时间、派送至补课机的影片等。 

 

6.1 清空补课机内的影片 

6.1.1 清空所有补课机 

点击下图按钮即可将派送至所有补课机内的影片全部清空。 

 

6.1.2 清空单一补课机 

点击下图按钮即可将派送至该台补课机内的影片全部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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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新增补课机 

 

点击上图图示即可开启以下新增补课机属性数据的窗口。您可以输入补课机名称、登入密码，并

且设定该补课机为预约席、VIP 席或自由席。 

 

6.3 修改补课机 

 

点击上图图示即可开启以下修改补课机属性数据的窗口。您可以修改补课机名称、登入密码，并

且设定该补课机为预约席、VIP 席或自由席。 

 

6.4 删除补课机 

请选择要删除的补课机，选取后会反白标明(如下图所示)。 

 

接着点击垃圾桶图示(如下图所示)，就可以删除此补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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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删除补课机功能主要是因为出厂时会预先设定 120 台补课机，但客户实际

上会少于此数量，建议您从数字大的开始删除(120,119,118…)。 

删除的补课机无法复原，新增补课机一律由最后编号开始，所以强烈建议您勿删除前

面或中间编号的补课机，以免造成缺号，使用上产生不便。 

 

6.5 派送至补课机的影片 

您可以在此观看到派送至某一补课机的影片信息，包含日期、上课时间、下课时间、课程、单元、

老师、片长、目录、文件名等信息。 

 

6.6 补课机的指定用途 

补课机可指定为三种用途，分别是预约席、VIP 席与自由席。这三种指定用途与派课之间关系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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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预约席 

 

设定为〈预约〉用途的 STB 补课机，会在该行数据第一栏出现蓝色 预约 图示。预约的补课机可

接受学生在线预约补课。该补课机无法同时让老师手动派课(根据影片派课与加课除外)，预约的

补课机一律作为预约补课之用。 

6.6.2 ＶＩＰ席 

 

设定为〈VIP〉用途的 STB 补课机，会在该行数据第一栏出现红色 VIP 图示。VIP 补课机可由老

师手动派课，但不会因为学生看完自动清空。 

6.6.3 自由席 

 

设定为〈自由席〉用途的 STB 补课机，会在该行数据第一栏出现 自由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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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室 

职员登入后，点击上方单元列最右侧的〈管理专区〉，即可进入 MTS 后台进行管理。 

 

进入管理专区后，点击下列红框，即可进入〈教室〉单元。 

 

教室包含相关教室内容，包含教室清单、教室编号、教室名称、影片数量、容量、七天内课表。 

7.1 教室的设定 

教室系指架设 iCam摄影机与SES课录系统进行录像的地点，在SES主机设定中，默认第一支 iCam

所录制的文件夹定义为 Class1，第二支 iCam 的文件夹为 Class2，以此类推。如果有第二台 SES

进行录像，如有告知，在出厂时本公司会另行设定 Class7~12，第三、第四台以此类推。教室名

称并无特别限制，以好记易懂为基本原则，您可以使用楼层当成第一码，上楼后依序编号，像是

201 代表二楼的第一间教室，302 代表三楼的第二间教室。 

SES#1  MTS 

Class1  影片  Class1 

Class2  影片  Class2 

Class3  影片  Class3 

Class4  影片  Class4 

Class5  影片  Class5 

Class6  影片  Class6 

 

SES#2  MTS 

Class7  影片  Class1 

Class8  影片  Class2 

Class9  影片  Clas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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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10  影片  Class4 

Class11  影片  Class5 

Class12  影片  Class6 

在此单元内，请务必设定与 SES 主机相对应的教室编号，才能正确分析课程影片。 

如果有使用 iFollow 分镜拍摄技术的教室，则需要在 iFS 主机中〈设定〉单元里输入〈上传教室〉

数据，上传教室就是教室编号(像是 Class7, Class12)，确认上传至 MTS 的哪一个教室编号文件夹。 

7.2 教室清单 

 

教室清单中有四个字段，包含教室编号、教室名称、影片数量与七天内课表。 

7.2.1 新增教室 

 

您可点击上方功能列中第一个图示即可新增教室，如下图所示，请输入教室编号与名称，教室编

号必须相对应 SES 主机的文件夹，或与 iFS 上传教室设定相同。 

 

7.2.2 修改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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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点击上方功能列中第二个图示即可修改教室内容。 

 

7.2.3 删除教室 

 

请先选择要删除的教室(选取成功后该行会反白成黄色)，接着点击上方功能列中第三个图示即可

删除此教室。 

 

7.2.4 教室课表(七天内) 

在每间教室的右侧会有课表图示 ，点击后可观看七天内此教室的相关课表。例如以下是

教室编号 Class9 教室名称 901 的七天内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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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编班 

职员登入后，点击上方单元列最右侧的[管理专区]，即可进入 MTS 后台进行管理。 

 

进入管理专区后，点击下列红框，即可进入〈编班〉单元。 

 

〈编班〉单元内包含了班级分类与班级清单等两大部分。开班前我们必须要先建立好班级分类，

设定班级代码，方便后续编班的管理。 

8.1 认识代码 

〈代码〉分为三个属性组成(分类、级别、班别)，分类是大范围的区分，像是国中部、高中部等；

级别是年级，像是一年级、二年级等；班别是该年级有哪些班，像是甲班、乙班等。 

分类 级别 班别 

A-S 1-26 A-Z 

19 个 26 个 26 个 

〈代码〉仅是作为班别名称对应之用，与未来在升级(例：一年级升二年级)时方便调整。如果您

是将 MTS 开班高手用于补习班而非学校，建议您可以将分类视为英文、国文等科目类别，级别

为对应学校的年级，像是国一、国二等，班别就是同一分类同一级别开设那几个相同教学内容但

是不同时段的班别。 

 

 

如果您对于单位内的课程不太清楚要如何编码，请您联络我们，蓝眼科技客服人员将

协助您完成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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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代码制定范例 

以下是学校单位的代码制定范例： 

学校单位 范例 

分类 级别 班别 班级代码 班级名称 

国中部(A) 一年级(1) 

二年级(2) 

三年级(3) 

甲班(A) 

乙班(B) 

丙班(C) 

丁班(D) 

A1A 

A2C 

A3D 

A2B 

国一甲 

国二丙 

国三丁 

国二乙 

高中部(B) 一年级(1) 

二年级(2) 

三年级(3) 

A 班(A) 

B 班(B) 

C 班(C) 

D 班(D) 

E 班(E) 

F 班(F) 

B1A 

B2C 

B3D 

B2B 

高一Ａ 

高二Ｃ 

高三Ｄ 

高二Ｂ 

高职部(C) 一年级(1) 

二年级(2) 

三年级(3) 

应用英文科甲班(A) 

应用英文科乙班(B) 

餐饮管理科甲班(C) 

餐饮管理科乙班(D) 

餐饮管理科丙班(E) 

汽车修护科甲班(F) 

汽车修护科乙班(G) 

C1A 

C2C 

C3F 

C1G 

C3B 

高一应甲 

高二餐甲 

高三汽甲 

高一汽乙 

高三应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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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补习班的代码制定范例： 

补习班 范例 

分类 级别 班别 班级代码 班级名称 

国中英文(A) 

国中数学(B) 

国中国文(C) 

一年级(1) 

二年级(2) 

三年级(3) 

周间班(A) 

周六班(B) 

周日班(C) 

A1A 

A2C 

B3C 

C2B 

国一英周间基础班 

国二英文周日班加强班 

国三数学周日加强班 

国二国文周六复习班 

全民英检(D) 初级(1) 

中级(2) 

周间班(A) 

周六班(B) 

周日班(C) 

D1A 

D1C 

D2B 

英检初级菁英班 

英检初级冲刺班 

英检中级假日班 

 

〈代码〉并无一定常规，只需要方便管理即可，如果您对于代码的制定有疑问，欢迎您与我们联

络，我们非常乐意协助您制定。 

8.3 班级分类 

 

班级分类上下方的功能图标 ，由左至右为重新整理页面资料、新增班级分类、修改班级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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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新增班级分类 

 

点击〈新增班级分类〉，可看到以下画面，请选择分类代码，并输入分类名称。 

 

 

 

注意！已使用的分类代码将不会出现在下拉选单中。 

 

8.3.2 修改班级分类 

 

先选择哪一个班级分类要修改(如下图)，接着点击〈修改班级分类〉，就可以针对此班级分类进行

修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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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班级分类无法删除，请多利用既有班级分类加以修改。 

 

 

8.4 班级清单 

 

班级分类上下方的功能图标 ，由左至右为新增班级、修改班级、删除班级、重新整理

页面资料。 

8.4.1 新增班级 

 

点击〈新增班级〉，可看到以下画面，红色代表必须填写的字段，包含班别名称、代码、开课日期、

结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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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修改班级 

 

请先选择要修改的班级(如下图，反白代表已经选择)，接着点击〈修改班级〉，就可看到修改的画

面，请针对要修改的字段进行修正，完成后按下〈更新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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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删除班级 

 

请先选择要删除的班级(如下图，反白代表已经选择)，接着点击〈删除班级〉。 

 

 

 

注意！删除的班级将无法复原，删除前请务必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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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课表(重要) 

 

当您拥有 MTS 服务器时，SES 主机的课表将由 MTS 服务器决定，SES 主机上的课表单元将隐藏

无法开放修改，一切以 MTS 为准。 

请在班级清单中，针对个别班别输入所对应的上课课表，点击上图红框图示，就会出现下图设定

课表窗口。 

 

针对此班别，建立该班别的整学期(开始至结束时间)课表，并在每堂课属性中设定所属教室(如下

图所示)，MTS 就会将此课表同步至 SES 主机，指挥 SES 在设定时间内进行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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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MTS 的课表是【班别的课表】，与 SES 单纯的教室课表不同。单一班别可以在

不同教室上课，课表中也会对应到不同间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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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学生 

职员登入后，点击上方单元列最右侧的[管理专区]，即可进入 MTS 后台进行管理。 

 

进入管理专区后，点击下列红框，即可进入〈学生〉单元。 

 

〈学生〉单元显示学生相关内容，包含学生搜寻、导出汇入学员数据、学生列表等信息。 

 

9.1 学生搜寻 

为方便您在众多学员中找到您需要数据，我们帮您设计了学员搜寻功能，您可依照班别、账号、

姓名等 

 

您可以输入班别、账号、班别等信息、系统会自动帮您搜寻符合这些条件的影片（可选择使用「AND」

与「OR」集合搜寻） 

AND（和） OR（或） 

 

A+B A∩B 

 

9.2 汇入(import)学员数据(重要) 

为了方便您管理数据，您可将学员数据进行内容新增或修改，并汇入学员数据中。这类批次大容

量导入数据方式，有助于您单次新增或修改大批学员。 

要使用这种批次大量新增或更新学员数据，可依顺序执行以下步骤即可轻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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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下载〈汇入格式 XLS 学员范例文件〉 

点击学员清单右方〈汇入(import)学员数据〉按钮。 

 

点击〈下载汇入格式 XLS 范例文件〉，您可将数据储存于同一个文件夹方便日后修改或新增。 

 

 

 

学员范例文件默认文件名为 stud_sample.xls 

 

9.2.2 编辑学员数据(.xls 汇入) 

开启 stud_sample.xls，您可以新增或修改学员相关数据(包含账号、姓名、密码、权限、到期日、

身分证或护照、生日、姓别、最高学历、毕业学校、就读学校、就读班级、室内电话、移动电话、

email、户籍地址、居住地址、备注、班别列表)等。 

字段 属性 范例 

1 账号 ST1200001015 

2 姓名 王大华 

3 密码 (若无同账号) abc123 

4 权限 Y/N (若无为 N) Y 

5 到期日 2012-12-06 

6 身分证 or 护照 A123456789 

7 生日 2012-12-06 

8 姓别(男：M，女：F)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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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最高学历 大学 

10 毕业学校 国立政治大学 

11 就读学校 国立政治大学 

12 就读班级(年-班) 1-7 

13 联系人 1 王大同 

14 联系人 1 关系 父 

15 联系人 1 电话 04-1234567 

16 联系人 1 行动 0977-123456 

17 联系人 2 曾大芳 

18 联系人 2 关系 母 

19 联系人 2 电话 04-1234567 

20 联系人 2 行动 0977-123123 

21 联系人 3 王大明 

22 联系人 3 关系 兄 

23 联系人 3 电话 04-2234567 

24 联系人 3 行动 0933-123123 

25 室内电话 04-2234567 

26 移动电话 0911-123123 

27 移动电话 2 0922-123123 

28 email red@yahoo.com.tw 

29 email2 blue@yahoo.com.tw 

30 email3 white@yahoo.com.tw 

31 户籍地址 台中市北区文心路四段 300 号 

32 居住地址 台中市北区文心路四段 200 号 

33 备注 学生英文能力需加强，请老师多费心 

34 班别列表 (班别列表请查班级 NO 以逗 28,29,75,80,90,91,92,93,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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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分隔) 

 

 

第 1、2 字段不可为空白，为必填写字段。 

第 3~12、25、26、28、32~34 字段可空白，为可填或不填写字段。 

第 13~24、27、29~31 字段不需填写，为无效字段。 

 

项目 34 班别列表，如空白不填，默认值为【依授权】。 

 

项目 5 到期日、8 生日字段必须使用日期格式，若非日期格式则为无效值。 

 

9.2.3 储存学员数据 

汇入学员数据必须为 Office Excel 2003 格式，其余格式不支持，当您新增或修改学员数据完毕后，

点击〈另存新档〉，文件名可根据需求修改(ex：stud_sample_20140402)，存档类型必须选择

〈Excel97-2003 活页簿〉选择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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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入格式必须为 Office Excel 2003 格式，否则无法汇入。 

 

9.2.4 汇入学员数据 

点击学员清单右方〈汇入(import)学员数据〉，选择要汇入的档案，右方可选择档案汇入状态(包

含账号重复时，数据覆盖、账号重复时，略过此笔)选择完毕后点击〈上传汇入〉即可。 

点击〈汇入(import)学员数据〉 

 

选择您即将汇入的档案，若发生数据重复时您可选择〈账号重复时，数据覆盖〉，则原本账号将被

新账号内容取代；若选择〈账号重复时，略过此笔〉，则原本账号将保留下来，新账号内容并不汇

入。 

 

点击〈上传汇入〉即可汇入数据，汇入成功会出现以下窗口。 

 

 

9.3 学生清单 

显示各学员内容，包含学号、姓名、班别、性别、住家电话、移动电话、权限、到期日、剩余点

数、加值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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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列表会显示目前页数，您可以自由切换页码、上一页、下一页、最前页、最末页，以及每页

显示记录，包含显示 30、50、100 笔记录 

9.3.1 新增学员 

点击学生清单上方或下方左边第一个图示，即可新增学生资料。 

 

您可新增学员登入账号、登入密码、姓名、性别、移动电话、电子邮件、住家电话、身分证、就

读学校、就读班级、最高学历、毕业学校、生日、到期日、权限、居住地址、备注、班级数据、

相片即可，输入完毕后点击〈确认新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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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入 账 号 ( 学 号 ) 可输入登入学员账号 

登 入 密 码 可输入登入学员密码 

学 生 姓 名 可输入学员姓名 

性 别 可选择学员性别「男」或「女」 

登 入 权 限 可选择此账号是否「启用」或「停用」 

卡 片 内 码 可输入学员卡片内码 

身 分 证 可输入学员身份证字号 

生 日 可输入学员生日，可使用行事历方式点选 

最 高 学 历 可输入学员最高学历 

毕 业 学 校 可输入学员毕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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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读 学 校 可输入学员目前就读学校 

就 读 班 级 可输入学员目前就读班级 

上 传 相 片 可上传学员照片，上传档案需小于 100KBytes 

住 家 电 话 可输入学员住家电话 

移 动 电 话 可输入学员移动电话 

电 子 邮 件 可输入学员电子邮件 

户 籍 地 址 可输入学员户籍地址 

居 住 地 址 可输入学员目前居住地址 

学 籍 资 料 可选择分类代码、班级名称、期数、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和状态 

连 络 资 料 可输入紧急联络人、关系、住家电话和移动电话 

缴 费 纪 录 ( 备 注 ) 可输入学员的缴费纪录 

 

 

如果您是以网页方式新增职员，「登入账号」、「登入密码」、「姓名」、「性别」、「移动电

话」、「电子邮件」为必填字段、不填则无法汇入。 

 

9.3.2 修改学员 

点击学员列表下方左边第二个图示，即可修改学员数据。 

 

9.3.3 重新整理表格 

点击下方左边第五个图标，即可重新刷新表格。 

 

9.3.4 登入记录 

您可以搜寻相关登入记录，可依照时间区间搜寻、登入时间、注销时间、来源 IP、操作系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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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网页浏览器等信息 

 

登入记录上方与下方都有显示目前页数，您可以自由切换页码、上一页、下一页、最前页、最末

页，以及每页显示记录，包含显示 20、30、50 笔记录。 

 时间区间搜寻 

当您输入日期时间条件时，我们精心设计了日历功能，您可以在日历中点选您要输入的日期，如

果不是您要的年月份，您可以在年月份下拉式选单中，选您所需要的年月份，选择完毕后点击右

方〈放大镜〉图示即可 

日历功能让您更快速找到需要的时间区间，点选下拉式选单可选择您需要年月份，也可以在日历

中点选您要输入的日期 

9.3.5 学习记录 

您可查阅观看影片记录，包含班别、课程、单元、老师、长度、播放、截止、扣点、回放、再次

播放时间等信息 

 
观看记录显示目前页数，您可以自由切换页码、上一页、下一页、最前页、最末页，以及每页显

示记录，包含显示 20、30、50 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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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区间搜寻 

当您输入日期时间条件时，我们精心设计了日历功能，您可以在日历中点选您要输入的日期，如

果不是您要的年月份，您可以在年月份下拉式选单中，选您所需要的年月份，选择完毕后点击右

方〈放大镜〉图示即可 

日历功能让您更快速找到需要的时间区间，点选下拉式选单可选择您需要年月份，也可以在日历

中点选您要输入的日期 

9.3.6 点数记录 

您可搜寻相关点数记录，包含时间区间搜寻、日期时间、原有点数、增减点数、剩余点数、备注，

并可依照区间搜寻 

 

点数记录显示目前页数，您可以自由切换页码、上一页、下一页、最前页、最末页，以及每页显

示记录，包含显示 20、30、50 笔记录 

 时间区间搜寻 

当您输入日期时间条件时，我们精心设计了日历功能，您可以在日历中点选您要输入的日期，如

果不是您要的年月份，您可以在年月份下拉式选单中，选您所需要的年月份，选择完毕后点击右

方〈放大镜〉图示即可 

日历功能让您更快速找到需要的时间区间，点选下拉式选单可选择您需要年月份，也可以在日历

中点选您要输入的日期 

9.3.7 加值 

您可使学员点数增加或减少，输入预增加或减少点数值，点选「正字符号」为增加点数，点选「减

字符号」为减少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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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职员 

职员登入后，点击上方单元列最右侧的[管理专区]，即可进入 MTS 后台进行管理。 

 

进入管理专区后，点击下列红框，即可进入〈职员〉单元。 

 

〈职员〉单元包含职员搜寻、汇入(import)职员数据、职员列表等信息。 

10.1 职员搜寻 

为方便您在众多职员中找到您需要数据，我们帮您设计了职员搜寻功能，您可依照账号、姓名、

全部、正常、到期/停权等条件搜寻，输入完毕后点击左方放大镜即可。 

 

您可以输入账号、班别等信息、系统会自动帮您搜寻符合这些条件的影片（可选择使用「AND」

与「OR」集合搜寻） 

AND（和） OR（或） 

 

A+B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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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汇入(import)职员数据(重要) 

为了方便您管理数据，您可将职员数据进行内容新增或修改，并汇入职员数据中。这类批次大容

量导入数据方式，有助于您单次新增或修改大批职员。 

要使用这种批次大量新增或更新职员数据，可依顺序执行以下步骤即可轻松完成。 

10.2.1 下载〈汇入格式 XLS 职员范例文件〉 

点击职员清单右方〈汇入(import)职员数据〉按钮。 

 

点击〈下载汇入格式 XLS 职员范例文件〉，您可将数据储存于同一个文件夹方便日后修改或新增。 

 

 

 

职员范例文件默认文件名为 teacher_sample.xls 

 

10.2.2 编辑职员数据(.xls 汇入) 

开启 teacher_sample.xls，您可以新增或修改职员相关数据(包含账号、姓名、密码、权限、到期

日、身分证或护照、职称、生日、姓别、最高学历、毕业学校、email、居住地址、简历、系统管

理权限、学生账号管理权限、职员账号管理权限、管理影片权限、班别/消息/SMS 记录查询/寄

书管理权限、班别范围权限)等。 

字段 属性 范例 

1 账号 ST1200001015 

2 姓名 王大华 

3 密码(若无同账号) abc123 

4 权限 Y/N (若无为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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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到期日 2012-12-06 

6 身分证 or 护照 A123456789 

7 职称 主任 

8 生日 1980-12-06 

9 姓别值 M/F (男：M，女：F) M 

10 最高学历 大学 

11 毕业学校 国立政治大学 

12 联系人 1 王大同 

13 联系人 1 关系 父 

14 联系人 1 电话 04-1234567 

15 联系人 1 行动 0977-123456 

16 联系人 2 曾大芳 

17 联系人 2 关系 母 

18 联系人 2 电话 04-1234567 

19 联系人 2 行动 0977-123123 

20 联系人 3 王大明 

21 联系人 3 关系 兄 

22 联系人 3 电话 04-2234567 

23 联系人 3 行动 0933-123123 

24 室内电话 04-2234567 

25 移动电话 0911-123123 

26 移动电话 2 0922-123123 

27 email red@yahoo.com.tw 

28 email2 blue@yahoo.com.tw 

29 email3 white@yahoo.com.tw 

30 户籍地址 台中市北区文心路四段 3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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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居住地址 台中市北区文心路四段 200 号 

32 简历 英语教学、语言习得、英文英语课程与教材设计 

33 系统管理值 Y/N (若无为 N) N 

34 学生账号管理 Y/N (若无为 N) N 

35 职员账号管理 Y/N (若无为 N) N 

36 
管理影片权限(RW可修改，RO 只可读，

若无为 RO) 
RW 

37 
班别/消息/SMS 记录查询/寄书管理权

限(RW 可修改，RO 只可读，若无为 RO) 
RO 

38 
班别范围(若是全部为 A，其他个别如 

1,2,3) 
28,29,75,80,90,91,92,93,94,95 

 

 

第 1、2 字段不可为空白，为必填写字段。 

第 3~11、24、25、27、31~38 字段可空白，为可填或不填写字段。 

第 12~23、26、28~30 字段不需填写，为无效字段。 

 

项目 33 系统管理值、34 学生账号管理、35 职员账号管理，如空白不填，默认值都是

【无权限】。 

项目 36 管理影片权限，如空白不填，默认值为【可读(RO)】。 

项目 37 班别/消息/SMS 记录查询/寄书管理权限，如空白不填，默认值为【依授权】。 

 

项目 5 到期日、8 生日字段必须使用日期格式，若非日期格式则为无效值。 

 

10.2.3 储存职员数据 

汇入职员数据必须为 Office Excel 2003 格式，其余格式不支持，当您新增或修改职员数据完毕后，

点击〈另存新档〉，文件名可根据需求修改(ex：teacher_sample_20140402)，存档类型必须选

择〈Excel97-2003 活页簿〉选择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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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入格式必须为 Office Excel 2003 格式，否则无法汇入。 

 

10.2.4 汇入职员数据 

点击职员清单右方〈汇入(import)职员数据〉，选择要汇入的档案，右方可选择档案汇入状态(包

含账号重复时，数据覆盖、账号重复时，略过此笔)选择完毕后点击〈上传汇入〉即可。 

点击〈汇入(import)职员数据〉 

 

选择您即将汇入的档案，若发生数据重复时您可选择〈账号重复时，数据覆盖〉，则原本账号将被

新账号内容取代；若选择〈账号重复时，略过此笔〉，则原本账号将保留下来，新账号内容并不汇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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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汇入〉即可汇入数据，汇入成功会出现以下窗口。 

 

 

 

10.3 职员清单 

显示各职员数据，包含姓名、账号、职称、性别、生日、住家电话、移动电话、权限、到期日、

登入记录等信息。 

 

职员列表可显示目前页数，您可以自由切换页码、上一页、下一页、最前页、最末页，以及每页

显示记录，包含显示 30、50、100 笔记录。 

10.3.1 新增职员 

点击职员列表下方左边第一个图示，即可新增职员数据。 

 

您可新增职员登入账号、登入密码、姓名、职称、生日、性别、身分证、电子邮件、住家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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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话、最高学历、毕业学校、权限、到期日、居住地址、照片、简历、权限(包含系统管理、

学生账号管理、职员账号管理、影片范围、影片、班别/消息/寄书管理)与管理班级等信息，输入

数据完毕后，点击〈确认新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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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入 账 号 可输入职员登入账号 

登 入 密 码 可输入职员登入密码 

姓 名 可输入职员姓名 

职 称 可输入职员职称 

身 分 证 可输入职员身分证字号 

性 别 可输入职员性别，可选择「男」或「女」 

生 日 可输入职员生日，可使用行事历点选 

最 高 学 历 可输入职员最高学历 

毕 业 学 校 可输入职员毕业学校 

卡 片 内 码 可输入职员卡片内码 

上 传 相 片 可上传职员照片，上传档案需小于 100KBytes 

住 家 电 话 可输入职员住家电话 

移 动 电 话 可输入职员住家电话 

电 子 邮 件 可输入职员电子邮件 

户 籍 地 址 可输入职员户籍地址 

居 住 地 址 可输入职员居住地址 

连 络 资 料 可输入职员紧急联系人、关系、住家电话、移动电话 

其 他 可输入备注事项 

登 入 权 限 是否启用职员账号，可选择「启用」或「停用」 

到 期 日 可输入职员账号到期日 

系 统 管 理 职员可进行系统管理工作，可选择「有」或「无」 

学 生 账 号 管 理 职员可进行学生账号管理工作，可选择「有」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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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员 账 号 管 理 职员可进行职员账号管理工作，可选择「有」或「无」 

影 片 / 点 名 范 围 职员可观看上传影片和点名的范围，可选择「全部」或「依授权」 

影 片 职员可管理影片的内容，可选择「修改」或「读取」 

点 名 职员可管理点名，可选择「修改」或「读取」 

管 理 班 级 职员可管理的班级，可左右增加或移除班别 

 

 

如果您是以网页方式新增职员，「登入账号」、「登入密码」、「姓名」、「职称」、「性别」

为必填字段、不填则无法汇入。 

 

管理班级只局限于影片范围权限，其它管理权限不适用，假设管理班级中只有一个班

别，职员观看影片时，只能观看所管理班级影片内容。 

 

10.3.2 修改职员 

点击职员列表下方左边第二个图标，即可修改职员数据。 

 

10.3.3 重新整理表格 

点击职员列表下方左边第三个图示即可，即可重新刷新表格 

 

10.3.4 登入记录 

您可以搜寻相关登入历史记录，可依照时间区间搜寻、登入时间、注销时间、来源 IP、操作系统、

使用网页浏览器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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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记录显示目前页数，您可以自由切换页码、上一页、下一页、最前页、最末页，以及每页显

示记录，包含显示 20、30、50 笔记录。 

 时间区间搜寻 

当您输入日期时间条件时，我们精心设计了日历功能，您可以在日历中点选您要输入的日期，如

果不是您要的年月份，您可以在年月份下拉式选单中，选您所需要的年月份，选择完毕后点击右

方〈放大镜〉图示即可 

日历功能让您更快速找到需要的时间区间，点选下拉式选单可选择您需要年月份，也可以在日历

中点选您要输入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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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设定 

职员登入后，点击上方单元列最右侧的[管理专区]，即可进入 MTS 后台进行管理。 

 

进入管理专区后，点击下列红框，即可进入〈设定〉单元。 

 

设定单元提供管理者进行各项系统设定值的修改，其中包括基本设定(单位基本数据、最高管理账

号、课程预设长度、自动删除影片临界值、学生刷卡自动派课预约、预设的课程扣点值)、MP4

转档设定(转档设定)、简讯设定(SMS)(简讯发送帐密、简讯储值点数)、刷卡点名设定(自动点名、

迟到 / 缺课)、网络驱动器机(网络芳邻)(网络驱动器机名称、使用者名称(拥有管理权限)、使用者

名称(仅有观看权限))、预约补课(每周可接受预约的时段、排除预约日期、接受预约的 STB、接受

/取消预约天数、提前多久报到)、STB 补课机(影片显示设置、影片预设长度、派课影片总长度限

制、每日自动清空补课机、学生看完自动清空)、网络(Network)(网络设定)、硬盘(Hard Disk)(储

存空间管理)、SSM 影片备份(SSM 分离式储存机影片备份)、配置文件(备份配置文件、还原配置

文件)、韧体(Firmware)(韧体版本、韧体更新)、维护(设备搬迁或维护)等等。 

11.1 基本设定 

11.1.1 单位基本数据 

 

在此更新单位的名称、地址、电话、传真、电邮等数据，并上传 LOGO 横幅。 

点击图示 后出现以下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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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最高管理账号 

 

您可以在此更新最高管理账号 admin 的识别名称、登入密码、电子邮件、移动电话等信息。 

点击图示 后出现以下画面： 

 

请输入识别名称(可自取名称)、登入密码、电子邮件与移动电话等信息，输入完成后请点击「确

认更新」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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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课程预设长度 

 

当影片文件名中缺少时间长度信息时，自动以此课程预设长度作为影片时间长度。 

11.1.4 自动删除影片临界值 

 

当硬盘储存空间不足时，MTS 会从最旧的数据开始删除，将储存空间进行有效的循环利用。MTS

可以自动资源回收循环使用硬盘空间，您可以在此设定当小于〇〇G 时，释放空间〇〇G，或是

不启动删文件功能。 

点击图示 后即设定完成。 

 

 

注意！当您设定为不启动删文件功能时，硬盘空间不够时，〈SES 课录系统〉就无法

复制影片至〈MTS 开班高手服务器〉。若设定为删档时，MTS 会从最旧的上课影片开

始删除，直到释放空间达到设定值。 

 

11.1.5 学生刷卡自动派课预约 

 

启用自动登入，学生可以刷卡登入系统自行派课、预约补课。 

 

 

注意！学生刷卡报到仅限单位局域网络(LAN)执行，透过因特网(Internet)是无法进行

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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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网络（Local Area Network, LAN） 

局域网络（Local Area Network, LAN），又称内网。指覆盖局部区域（如办公室或楼层）的计算机网络。按照网络

覆盖的区域（距离）不同，其他的网络类型还包括个人局域网络、都会网络、广域网等。 

因特网（Internet） 

因特网（英语：Internet），又称互联网，或音译因特网、英特网，是网络与网络之间所串连成的庞大网络，这些网

络以一组通用的协议相连，形成逻辑上的单一巨大国际网络。这种将计算机网络互相联接在一起的方法可称作「网

络互联」，在这基础上发展出覆盖全世界的全球性互联网络称因特网，即是互相连接一起的网络。因特网并不等同全

球信息网，全球信息网只是一建基于超文本相互链接而成的全球性系统，且是因特网所能提供的服务其中之一。 

 

11.1.6 预设的课程扣点值 

 

预设的课程扣点值。 

 

11.2 MP4 转档设定 

 

启用此功能可将 SES 的影片转成 MP4 格式。 

 

 

注意！MP4 转文件功能仅针对本公司 SES 超高画质课录系统所录制的影片(MKV 格

式)进行转换成 MP4 格式，非 SES 录制的影片无法进行转换，请特别留意。 

 

11.3 简讯设定(SMS) 

针对〈简讯〉单元，管理者先向蓝眼科技储值购买简讯点数，就可以发送简讯给学生或家长。简

讯费率请参考蓝眼科技官方网站。 

http://www.blueeyes.com.tw/iLearning_LOL_sms_pag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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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简讯发送帐密 

 

请向蓝眼科技申请简讯发送的账号与密码。 

11.3.2 简讯储值点数 

 

画面会显示目前可使用的简讯储值点数。如果出现下图情形，代表您尚未申请开通简讯功能，请

洽蓝眼科技客服人员。 

 

 

11.4 刷卡点名设定 

11.4.1 自动点名 

 

启用此功能，学生刷卡后，当日的其余课堂将自动点名，学生不需要一堂一堂刷卡。 

11.4.2 迟到/缺课 

 

此为迟到与缺课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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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网络驱动器机(网络芳邻) 

11.5.1 网络驱动器机名称 

 

在键盘上点击 +R 就会开启执行窗口，输入〈MTS 开班高手服务器〉的 IP 地址，例如 

file://192.168.0.170/，再按下键盘 Enter 键即可开启〈MTS 开班高手服务器〉在网络芳邻的文

件夹。 

点击图示 后出现以下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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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 使用者名称(拥有管理权限) 

 

以此用户名称 blueeyes 登入网络芳邻文件夹时，可观看、拷贝、变更或删除上课影片，常用于

有后制作需求的使用者。 

点击图示 后出现以下画面： 

 

 

 

注意！请勿轻易将此账号交付他人，避免上课影片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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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 使用者名称(仅有观看权限) 

 

以此用户名称 sesuser 登入网络芳邻文件夹时，只能观看或拷贝，但无法变更或删除上课影片。 

点击图示 后出现以下画面： 

 

 

11.6 预约补课 

11.6.1 每周可接受预约的时段 

 

每周可接受学生预约的时段。 

11.6.2 排除预约日期 

 

如果您有设排除日期，该日不接受预约。 

11.6.3 接受预约的 STB 

 

此功能可指定那些 STB 补课机开放接受预约，那些 STB 补课机设定给 VIP 使用。 

点击图示 后出现以下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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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接受预约的 STB 补课机，未选择〈可预约〉的补课机将不开放接受预约功能。设定成〈VIP〉

的 STB 补课机不可预约，也无法让学生自行派课，只能由老师手动派课。除〈VIP〉的 STB 补课

机外，其余都会在学生看完影片后执行自动清空。 

11.6.4 取消预约期限 

 

多久时间前可取消预约。 

11.6.5 提前多久报到 

 

预约补课时，需提前多久时间报到，可设定 5、10、15、20、25、30 分钟。预约补课未报到时，

是否按照时间派课且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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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您勾选未报到直接扣点，可减少学生预约补课后未出现也未取消的情事，避免资

源浪费。您可在学生扣点后听取学生的申诉，再决定是否帮学生加回点数。 

 

11.7 STB 补课机 

11.7.1 影片显示设置 

 

当使用学生自行派课时，您可以选择显示学生所属班别的所有课程影片，或是只显示经过点名后

有缺课的影片，勾选此项目就只会显示学生未到缺课的影片。 

 

 

注意！由老师进行派课的方式不受此设定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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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 影片预设长度 

 

除了 SES 录制的上课影片外，您可能会汇入 DVD 光盘片、DV 摄影机、网络上的影片、后制过的

影片等等到系统中，这些影片并无任何时间信息可判断片长，所以系统会将这些影片设定为预设

片长值。 

11.7.3 派课影片总长度限制 

 

当您派送影片至 STB 补课机时，限制单台 STB 补课机允许派送的影片最大长度。常用运用在学生

自行补课时，补习班希望限制学生不要自己派送过多影片，造成学生自行离开后，需要很久才会

自动清空。 

11.7.4 每日自动清空补课机 

 

设定在每天不会有人补课的时间，像是早上开始营业时或是晚上下课后，设定完成后每天时间一

到就会清除已派课的影片。 

 

 

注意！启用此功能时，系统请勿关机，维持 24 小时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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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 学生看完自动清空 

 

学生在看完影片后，系统会自动清空 STB 补课机，减轻老师手动清空的人力负担。请选择适当长

度的缓冲时间，方便学生在观看影片时，可能会暂停去洗手间、与同学讨论课程、外出用餐等。

缓冲时间长度应该设定多少，需要教育单位多测试找出合适的长度。但 STB 设定为 VIP 时，此功

能排除在外。 

 

 

11.8 网络(Network) 

 

您可以在此修改〈MTS 开班高手服务器〉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NETMASK)、网关(GATEWAY)、

域名服务器(DNS1,DNS2)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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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示 后出现「更新网络设定」画面： 

 

 

 

更改网络设定前，请先确认同网段是否有相同 IP，避免 IP 冲突造成无法联机。 

 

11.9 硬盘(Hard Disk) 

 

当您要更换硬盘或 SSM 分离式储存机时，需要重新设定储存空间。 

 

 

注意！储存空间管理属于高阶操作，如果您没有更换硬盘，请勿任意修改此功能，因

为可能会造成硬盘数据遗失而无法回复，如有更换硬盘需求，请先询问蓝眼科技系统

工程师。 

 

11.10 SSM 影片备份 

注意！本功能仅适用于有购买〈SSM 分离式储存机〉的客户。 

如果您有连接第二台 SSM 分离式储存机，此功能才会出现。当您按下图示 时，系统会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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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SSM 的数据备份至第二台 SSM，备份时间从几分钟至几小时不一定，视 SSM 内的影片数据

容量而定，备份的进度会显示在画面右上方。 

当您有两台〈SSM 分离式储存机〉，可以使用此功能进行影片复制。先连接的〈SSM 分离式储存

机〉为主要(Master)，后连接的为次要(Slave)，点击同步按钮后，就可以将次要(Slave)的〈SSM

分离式储存机〉变成与主要(Master)一样的影片资料。 

 

 

因为上课影片数据量可能十分庞大，复制时间可能需要很久，请耐心等待。操作画面

右上方会自动显示目前复制进度。 

 

11.11 配置文件 

11.11.1 备份配置文件 

 

您就可以将 MTS 开班高手服务器的设定值备份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下载的文件名为

MTSbackup.bin，请将配置文件妥善存放于安全的位置。 

点击图示 后，选择您要储存的位置，即可下载备份。 

11.11.2 还原配置文件 

 

当您不小心变更设定值，希望以之前备份的配置文件进行还原时，您可以使用此还原配置文件功

能，还原后既有 IP 地址不会改变。 

按下浏览选择要上传的配置文件，再点击图示 进行上传更新设定值。 

 

11.12 韧体(Fir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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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 韧体版本 

 

在此您可看到目前 MTS 开班高手服务器使用的韧体版本编号。 

 

 

当您来电或来信询求技术支持时，请您先记下 MTS 韧体版本编号，本公司技术人员或

辅导专员可能会询问您此版本编号。 

 

11.12.2 韧体更新 

 

按下〈选择档案〉选择要上传的 MTS 韧体档案，再点击图示 进行上传更新韧体。 

 

 

注意！更新韧体时请勿关闭电源，也不可以拔除网络线。保固期限内，如果韧体更新

失败，请将 MTS 开班高手服务器送回本公司进行免费修复。 

如果超过保固期限，本公司将酌收处理费用。 

 

11.13 维护 

 

当您需要搬移〈MTS 开班高手服务器〉或关闭〈SSM 分离式储存机〉电源时，您就需要对 MTS

进行关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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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示 后，MTS 开班高手服务器将于 30 秒内完成关机。 

点击图示 后，MTS 开班高手服务器立刻重开机，约一分钟后就可以重新使用。 

 

 

关机后，如要再开机，请在 MTS 开班高手服务器前面板按下电源按钮，开机时间约

1 分钟，如超过时间，请您点选重新整理或按键盘 F5。 

注意！关机后将无法再联机，请务必确认是否要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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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其他单元 

12.1 日志 

职员登入后，点击上方单元列最右侧的[管理专区]，即可进入 MTS 后台进行管理。 

 

进入管理专区后，点击下列红框，即可进入〈日志〉单元。 

 

日志单元记录了所有 MTS 运作的各种事件，方便您确认系统运作时发生了什么事。当有问题发

生时，本公司的系统工程师可能会询问您日志内容。 

 

 

12.2 关于 

职员登入后，点击上方单元列最右侧的[管理专区]，即可进入 MTS 后台进行管理。 

 

进入管理专区后，点击下列红框，即可进入〈关于〉单元。 

 

若您对本系统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在这单元中找到本公司的联络方式，您可以发送电子邮件或

打电话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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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注销 

职员登入后，点击上方单元列最右侧的[管理专区]，即可进入 MTS 后台进行管理。 

 

进入管理专区后，点击下列红框，即可〈注销〉管理专区。 

 

点击注销后，即可注销 MTS。当您使用公用计算机或他人计算机登入 MTS 时，务必记得注销且

关闭网页浏览器。 

12.4 影片与简讯信息 

职员登入后，点击上方单元列最右侧的[管理专区]，即可进入 MTS 后台进行管理。 

 

进入管理专区后，操作画面右上角，即可看到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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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使用〉代表目前储存空间中已被占用的容量与相对全部容量的百分比。 

〈典藏中〉代表目前储存空间中已被典藏锁定不被删除的容量与相对全部容量的百分比。 

〈简讯点数〉代表目前可使用的简讯储值点数，如有发送简讯，此数值会减少。如果您出现未申

请字样，代表您目前尚未申请简讯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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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手 册 内 容 到 此 为 止 ， 感 谢 您 的 耐 心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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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地球，蓝眼用心】 

本手册采用环保打印，如需电子文件请向代理商或蓝眼科技客服中心免费索取。 

 

 

 

 

 

 

 

 

 

 

 

 
 

 

 

 

 

 

 

 

 

 

 

 

 

 

蓝眼科技客户服务中心 
台湾 台中市文心路四段 200 号 7F-3 

电话：+886 4 2297-0977 

 

手册中的所有数据都是根据蓝眼标准测试方法测定，如有任何印刷错误或翻译上的误差，望广大使用者

谅解。本手册或产品设计与规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手册中的画面用语、图示等与实际相比，可

能会有微小变化和差异，请以实际操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