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使用本產品之前，請務必先仔細閱讀本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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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冊 

本手冊適用於以下產品  

 藍眼 Facebook 自動貼文留言機器人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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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眼科技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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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 

1.1 產品功能 

FBLUE 軟體產品功能如下：  

 讓閒置的電腦，可以代為自動貼文留言。  

1.2 安裝環境 

FBLUE 軟體必須安裝於 Microsoft  Windows 7 / 8 / 10 作業系統以上的電腦。  

FBLUE 軟體安裝電腦必須先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 套件  

1.3 版本支援 

當您在安裝行銷機器人軟體時，可能會遇到安裝程式告知需要先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如果您是  Windows 7 或  Windows 8 或  Windows 10 作業系統，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 可以在控制台的程式集中開啟此  Windows 功能，請按

照以下步驟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安裝完畢後就可以繼續安裝行銷機器

人。  

 按  Windows Key + S，輸入控制台  

 

 點擊程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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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開啟或關閉  Windows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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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選  .NET Framework 3.5 (包括 .NET 2.0 和 3.0) 

 

 點擊從  Windows Update 下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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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下載必要檔案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 完成安裝  

 

 

1.4 安裝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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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連線到 https://FBLUE.blueeyes.tw/，下載最新版本的 FBLUE 安裝檔案。  

FBLUE 軟體下載完畢之後，將壓縮檔進行解壓縮作業，即可開始安裝。  

【步驟一】進入資料夾，點擊 Setup(.exe)執行檔。  

 

【步驟二】進入 FBLUE 安裝精靈，選擇 Next 即可。  

 

【步驟三】選擇 FBLUE 安裝資料夾，預設為 C:\Program Files (x86)\Marketing 

Robot\Marketing Robot，選擇完畢後，點擊 Next 即可。  



藍眼科技集團  8 www.BlueEyes.com.tw 

 

 

【步驟四】您可以選擇 FBLUE 的介面語言為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或者日文，確認

完畢後，點擊 Next 即可。  

 

【步驟五】確認安裝，選擇 Next 即可開始安裝 FBLUE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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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安裝完成，選擇 Close 即可。  

 

1.5 執行程式 

【步驟一】點擊〈開始〉，選擇〈所有程式〉您可以在 Marketing Robot 下尋找到  Marketing 

Robot 程式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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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環境相關設定 

1.6.1 Windows 的文字與項目大小要設定為 100% 

Windows 7使用者 

 

Windwos 10使用者 

 

1.6.2 其他應用程式與排程設定 

為了避免程式受到干擾而中斷，請關閉Windows背景排程工作，像是磁碟重組,定時掃毒,硬體檢

查,Windows或其他軟體自動更新等。 

 

1.6.3調整瀏覽器縮放比例 

設定瀏覽器縮放比為 100%，可提高辨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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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關閉 FB聊天室窗 

關閉聊天室通知，可避免軟體執行 時受到干擾。 

 

1.6.5關閉 FB影片自動撥放 

影片自動播放預設是開啟，當 FB網頁出現直播或影片時，會自動播 放影片，如此會造成電腦負

擔增加 （影片解壓縮），故建議關閉自動 播放避免電腦資源浪費。 

請進入 Facebook設定中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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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自動播放影片功能 

 

1.6.6關閉 FB應用程式動態 

應用程式邀請與動態可能會干擾機器人運作，建議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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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關閉瀏覽器通知 

關閉瀏覽器通知可避免軟體執行時受到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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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介面 

程式啟動後，FBLUE 操作介面如下：  

點擊 FBLUE 功能  

開啟 FBLUE 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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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序號啟用 

點擊『關於』頁面『線上啟用』。  

 

輸入序號，點擊『線上啟用』。  

完成啟用後，會出現訂閱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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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設定參數 

點擊設定程式參數。  

設定瀏覽器類別，螢幕解析度大小以及影像辨識正確綠調整為 95% 

執行設定FB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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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下拉次數判斷條件，建議初期先依造預設值執行，在根據實際結果進行微調。 

貼文開始前下拉網頁次數，請依造實際電腦畫面大小調整，建議設定為可以讓開啟貼文功能時可

正常顯示下方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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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測試 

設定自訂圖資編輯。  

做自訂圖資編輯，確保機器人能分辨圖像。  

開啟 Facebook 首頁後，點擊自訂圖資編輯。  

首先擷取 Facebook Logo。  

開啟顯示格線，並調整紅色框到合適區域大小，可以讓 logo 正好在紅色框正中間，上下

左右多兩格間隔。然後按儲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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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白色未按讚圖示。  

開啟顯示格線，並調整紅色框到合適區域大小，可以讓 logo 正好在紅色框正中間，上下

左右多兩格間隔。然後按儲存保存設定。  

其餘圖示請根據上列步驟逐一調整設定擷取畫面。  

相片/影片這個圖示會有三種變化：  

開啟開始討論，未開始動作時  

滑鼠移動到相片/影片欄位上時  

上傳一張圖片後：  

這三種張圖片後：開始動狀態種張圖片後：開始動作時都需要擷取畫面，擷取時請直接儲

存即可。軟體會根據三次截圖的畫面進行分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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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按鈕圖示  

 

留言內圖片上傳圖示  

 

粉絲專頁上傳照片  

 

全部設定完成後，請執行逐一測試(1)搜尋 FB 標誌，(2)測試下拉網頁，(3)貼文動作測試

以及(4)按讚留言測試。確認滑鼠是否移動至正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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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社團 

建立社團清單，點擊新增社團按鈕。  

輸入社團名稱，社團網址以及貼文間隔時間。  

2.5 貼文庫 

設定圖文組合，點擊新增組合名稱，輸入文字以及加入圖片。一個組合最多 20 張圖片。  

 

設定類別管理，設定類別名稱，並加入圖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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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社團歸類  

 

2.6 留言庫 

設定文字資料庫。  

設定圖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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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圖文組合  

 

設定類別管理  

設定社團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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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執行 

測試完成後，請回到首頁，按 Alt+P 或者執行藍色 FBLUE 開始。機器人會開始自動貼文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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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見問題 Q&A 

【問題 1】如何將軟體移轉到其他電腦使用？ 

【解答】  當然可以的。你可以在舊電腦  FBLUE 軟體的關於中按下反註冊按鈕以解除序號綁定，

然後在新電腦中重新註冊。  

 如過電腦不幸故障，無法開啟軟體。請透過我們的網站進行解除。  

反註冊網址：https://www.blueeyestech.com/pay/online_Software_unreg.php 

【問題 2】序號弄丟了，請問能重新申請嗎？  

【解答】  可以。請透過我們的網站進行重新申請序號的作業。  

找回序號網頁：https://www.blueeyestech.com/pay/online_Software_seria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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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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