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菲思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 2016年

⚫ 公司團隊

✓來自於廣達無線通訊(WiFi, 3G, 4G) 團隊。鑽研於無線醫療通訊
領域,超過二十年以上經驗。專注開發醫療錄影, 光學影像, 跟提
供雲端整體系統服務。

✓醫療產業具有豐富經驗醫師顧問。提供醫生使用回饋跟建議。

⚫ 公司使命

✓菲思博是一個光學醫療通訊領域中，專注於創新無線產品設計, 
開發與行銷的公司。

✓從終端設備、雲端平台與應用程式，我們提供可靠而高品質的
移動解決方案。

公司簡介



醫療產品規畫

Year  2018                                               2019                                                      2020

FM-100S: WiFi MediCam

(FHD/HD)  
WiFi MediCam (4K) 

Full High Definition (FHD) 4K Ultra HD (4K)

FM-200W: Mounted WiFi 

MediCam (FHD/HD)  

FM-100AW: WiFi MediCam

Wider View (FHD/HD) 

WiFi MediCam(FHD/HD)  

Integrated LED or Loupe



雲端整體系統服務



有獨創性的醫療產品



FM-100S 設計概念

• 業界首創頭戴式無線錄影機
• 針對醫療使用上需要的窄視角錄影
• 解決醫師頭戴式產品需要有線連接的困擾
• 符合人體工學設計, 既使長時間配戴也無壓力感
• 除了即時錄製影像, 並能提供遠端即時教學功能
• 應用領域: 牙醫, 耳鼻喉科,整形醫美,手術外科



FM-100S 功能介紹

• 802.11b/g/n 無線通訊
• 全高清(Full HD) 高解析度(1920 x 1080) 的影像錄製, 並且同時錄下

語音
• 精確的光學自動對焦技術, 從 5公分到無限遠的距離
• 三種視角的選擇, 10 度, 19 度或 28 度
• 整合 LED 聚焦燈束, 了解錄影的區域
• 提供 iOS App 多重使用功能選項
• 內建128GB 記憶體, 可以錄製 22 小時(全高清) 或 32 小時(高清).
• 配置無線藍芽踏板供錄影或拍照使用
• 提供完整雲端服務, 能做遠端即時直播(Live Streaming) 教學
• 內建麥克風, 可以做雙向的語音視訊對談
• 內建 3400mAh 充電電池, 連續錄影續航力長達3小時



功能比較

功能 Faspro MediCam Other Medical Camera

連接 無線 (WiFi + BT) 有線

對焦 自動或可調手動 手動

對焦景深 5公分 ~ 無限遠 15公分

預覽 智慧機APP 需連接到電腦

LED 光源 已整合在 LED 需另外接配件

錄影處理 單機MCU晶片處理 需連接到電腦

操控 機器按鍵 or 藍芽踏板 or APP 踏板需連接到電腦

拍照 機器按鍵 or 藍芽踏板 or APP 需連接到電腦

儲存 內建128GB記憶體 需連接到電腦

語音 內建麥克風 需另外連接麥克風到電腦

直播 提供完整雲端服務 無此功能

電源 內建 3400mA 電池 有線外接電源



FM-100 系列產品認證

• FCC (USA) 

• CE (Europe)

• Telec (Japan)

• BSMI (Taiwan)

• TFDA (Taiwan)

• IEC60601-1-2 (Worldwide Medical)



FM-100S

開始使用



包裝內容

1. 快速入門指南
2. 視角區域校準圖 X 1
3. 攝影機 X 1
4. 皮套前額支架 X 1
5. 18650 電池 X 2, 變壓器 X 1  
6. 充電器及USB線 X 1
7. 藍牙踏板X  1
8. Type C 線 X 1
9. 備用皮套 X 1
10. 束帶 X 1



外觀介紹



使用MediCam之前

• 安放或更換電池

✓ 使用一個硬幣從底邊把電池蓋打開。小心地插入一顆電池並注意
“+” 和 “-“標記, 電池“+”標記朝下放入。再把電池蓋 卡入到位放回
去。

• 首次使用MediCam前,請至少充電四個小時。

• 請勿使用其他產品的電源線或變壓器.



扣上 /卸下前額支架

扣上: 先將底臂插入底部的凹槽, 然後 

往上扣進上面的凹槽。 

 

卸下: 將前額支架從上往下拉出凹槽並移除。 

  



如何加裝束帶 (選擇性)

A. 將皮套從前額支架上卸下。 

B. 再將螺絲鎖在前額支架中間的位置。 

C. 將前額支架的兩側往束帶上兩側的孔穿入。 

D. 將皮套包覆前額支架並扣上。 

 

 



開啟 MediCam

A. 開啟/關閉: 按住電源鍵 3 秒鐘以 

開啟/關閉 MediCam， 

開啟後，電源鍵顯示綠燈恆亮。 

B. LED: 快速點擊電源鍵可切換不同 LED 亮度 

(弱 -> 中 -> 強 -> 關閉 LED, 亮度依此順序循環) 

建議錄影時打開 LED。 

電源鍵 



MediCam 與 App 建立連接(1)

7.1 下載 App 

從 App Store 搜尋名稱為”MediCam” 的 app 並下載至您的

智慧裝置。 

7.2  與您的MediCam 配對 

在開始頁面上會顯示空白列表，點擊螢幕 

右上角 + 圖案新增 MediCam 。 

 



MediCam與 App 建立連接(2)   

7.3  設定 

請先確認智慧裝置 WiFi 和藍牙功能已開啟。 

A. 找到新的 MediCam，在螢幕清單點擊 

新 MediCam 以繼續。 

B. 點選 “Join MediCam’s network”。 

A. 現在您可以從智能設備上預覽即將被 

拍攝的區域。 

 



如何錄製影片(1)

1. 在開始錄製前，請將” 視角區域校準圖”放置在接近

您舒適的工作距離(通常為30公分左右)，調整鏡頭

對準您要拍攝的區域(可調整的轉軸角度約為0-78度)，

利用”視角區域校準圖”做為輔助，幫助您決定即將

拍攝區域的模式(窄，中或寬)。

a. 按錄影鍵 

按錄影鍵開始錄影，再按一次錄影鍵將停止錄影。 

(以高音提示音表示錄影開始，以低音提示音表示 

錄影結束) 
錄影鍵 



如何錄製影片(2)

b. 點擊螢幕上的應用程式
當在預覽模式下，點擊紅色錄影按鈕可錄影，

點擊拍照按鈕可拍照。

c. 使用藍牙踏板
A. 在使用踏板前，請至少充電三小時。

B. 打開踏板的POWER鍵進行設置。

C. 透過您的智慧裝置與踏板進行藍牙配對。選

擇名稱”Bluetooth Music Pedal”進行連接。

D. 在配對過程中，踏板的LED會多種顏色快速閃

爍。配對成功，LED顯示綠燈閃爍。(當LED閃

爍紅燈時請為踏板充電)

E. 踩踏左踏板即開始錄影，再次踩踏左踏板即

停止錄影；踩踏右踏板即刻拍照。



影像設定

在預覽模式中, 點擊螢幕右上角的工具圖標 , 進行錄影或拍照的影像設定。



MediCam 設定

在應用程式開始列表，點擊 , 即進入 MediCam 設定”  “ 



將暫存MediCam影音檔案儲存到PC

a. 透過Type-C線連接MediCam與PC。
b. 開啟MediCam並讀取內建記憶卡檔案。
c. PC上查看視頻(videos檔案夾)和照片(photos檔

案夾)，選擇所需觀看/儲存的檔案。

*  當檔案儲存到PC或智慧裝置，請將MediCam檔案清除，以保留空間錄

製新視頻。



將暫存MediCam影音檔案儲存至智慧裝置

A. 在應用程式開始列表，點擊”  “圖案後，點

選”Manage Photo and Video”，以存取檔案至您的智慧裝

置。 

 

 

 

 

 

 

B. 或者在預覽模式下，點擊文件夾圖標， 

選取所需儲存的文件到您的智慧裝置。 

 



線上直播(1) – 準備直播

開啟直播之前，必須使用支援4G網路的智慧裝置，並且您的智慧裝置必須連
接到4G網路 (請注意此功能會消耗您的網路流量)。

11.1 建立直播 

(本產品附贈可免費觀看額度為 1000 小時的雲端 

流量，每加入一位觀看者會累積消耗此額度) 

A. 在預覽模式下，點擊”Live”切換為直播模式。 

B. App將顯示”準備直播”，然後顯示”開始直播串 

流…” 

C. 開啟直播串流模式，您將收到一組驗證碼。點

擊”     ” 圖標分享此驗證碼至指定用戶。 

 

 

 

 



線上直播(2) – 觀看直播

A. 所有受邀方必須先下載MediCam App以觀看直播。 

B. 點擊”直播活動”後，點選+的圖案新增直播， 

並輸入您收到的驗證碼。 

C. 直播活動將被添加到列表，綠燈 

表示該直播正在進行中。 

D. 點擊直播後讓觀眾進入直播視頻； 

點擊”X”離開直播視頻。 

 

 

 

 



LED 對應行為



FM-100S

實際錄製影像



Videos

1. 高畫質的影像錄影

2. 自動對焦影像錄影

3. 清晰的景深影像錄影

4. 牙醫手術過程影像錄影

www.fasmedo.com

http://www.fasmedo.com/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