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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擴增系統生成之 IDE 可提供的輔助機制 

我們從語言語法定義中萃取出有用資訊，藉以實現文字編輯頁面上的程式碼摺疊

(Folding)、程式碼語法錯誤標記(Marker)、程式碼自動完成(Code Completion)、程式碼格

式器(Code Formatter)，程式範例新增精靈(New Template Wizard)等輔助機制，以及型態

宣告(Declaration)及引用(Reference)控管機制。以下各節，將逐一探討各項機制之實作

原理與實作方法。 

 

 

6.1 程式碼摺疊(Folding)輔助機制 

針對文字編輯器的程式碼摺疊功能，Eclipse 已提供 org.eclipse.jface.text.source.projection

套件(package)輔助進行此機制之開發。實作上，首先，於文字編輯器實作類別中覆寫

createPartControl 及 createSourceViewer 方法(method)。其中，createPartControl 方法，需

經由建構 ProjectionSupport 物件來控管程式碼摺疊機制之開啟和關閉，以及控管程式碼

摺疊標記之浮動說明機制。同時，還需以 ProjectionAnnotationModel 物件，負責作摺疊

標記之增刪和修改 (參見表 6.1)；另外，在 createSourceViewer 方法中，需建構

ProjectionViewer 物件負責顯示程式碼摺疊標記(參見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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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覆寫文字編輯器實作類別之 createPartControl 方法。 
public void createPartControl(Composite parent) 
{ 
    super.createPartControl(parent); 
    ProjectionViewer viewer =(ProjectionViewer)getSourceViewer(); 
 
    projectionSupport = new ProjectionSupport(viewer,getAnnotationAccess(),getSharedColors()); 
    projectionSupport.install(); 
 
    //turn projection mode on 
    viewer.doOperation(ProjectionViewer.TOGGLE); 
 
    annotationModel = viewer.getProjectionAnnotationModel(); 
} 

表 6.2：覆寫文字編輯器實作類別之 createSourceViewer 方法。 
protected ISourceViewer createSourceViewer(Composite parent, 
            IVerticalRuler ruler, int styles) 
{ 
   ISourceViewer viewer = new ProjectionViewer(parent, ruler, 
    getOverviewRuler(), isOverviewRulerVisible(), styles); 
 
   // ensure decoration support has been created and configured. 
   getSourceViewerDecorationSupport(viewer); 
   return viewer; 
} 

    覆寫上述兩項方法(method)後，即可於適當時機設置或更新文字編輯器上的程式碼

摺疊標記。實作上，通常藉由 ProjectionAnnotationModel 物件中的 modifyAnnotations 

(Annotation[] deletions, Map additions, Annotation[] modifications)方法，達到增刪和修改

摺疊標記之效果。其中，此方法第一項參數用於傳入欲刪除之摺疊標記。第二項參數用

於傳入欲新增之摺疊標記的 Map 資料結構，此資料結構由欲新增之摺疊標記映射至文

字編輯器上的程式碼範圍。第三項參數用於傳入欲修改之摺疊標記，可藉此控制既有之

摺疊標記進行展開或摺疊，此機制之詳細原理與實作方式可參見文章 Eclipse articles 上

的文章 Folding in Eclipse Text Editors【14】。 

本系統生成之 IDE，在文字編輯頁面上的程式碼摺疊標記預設設置方式是，先由結

構化編輯頁面取得程式碼語法樹的根節點(root)，再針對根節點下每項子節點(node)找出

相應之程式範圍，並對此範圍設置程式碼摺疊標記。如圖 6.1 所示，程式內容概要視圖

(Outline View)中包含三項整數宣告子節點與一項陳述式集合(statements)子節點。因此，

文字編輯頁面將針對此四項節點相應之程式範圍設置程式碼摺疊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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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Tiny IDE 之程式碼摺疊輔助機制。 

另外，針對此項機制，我們訂定簡單之客制化描述規則，並以內容概要視圖(Outline 

View)為輔助，嘗試提供此項機制之客制化支援。實作上，我們依據 IDE 開發者提供之

客制化文件的內容，從內容概要視圖(Outline View)中篩選出重要的節點，並針對此類節

點之相應程式範圍設置程式碼摺疊標記。此外，因內容概要視圖(Outline View)中每項節

點，皆對應至具體語法定義中某項 BNF Rule。因此，於此項機制客制化描述文件中，

僅需指明 BNF Rule 名稱，即可決定哪些類型之程式片段需設置程式碼摺疊標記。 

例如，表 6.3 為 Tiny 語言之程式碼摺疊機制的客制化描述文件範例。若以此文件

客制化程式碼摺疊機制，則當使用者開啟 Tiny 程式文件時，內容概要視圖中的每項 if

節點、while 節點，以及父節點(parent node)為 program 的 statements 節點，在其相應程

式範圍上將設置程式碼摺疊標記。 

表 6.3：Tiny 語言之程式碼摺疊機制客制化描述文件範例。 

[folding_rules_name] : #statements[parent=program]  
#if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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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程式碼語法錯誤標記(Marker)輔助機制 

此項輔助機制，用於偵測文字編輯頁面上的程式碼語法錯誤，並於文字編輯頁面上以標

記註明程式錯誤位置。同時，此類錯誤標記可提供浮動說明，告知使用者錯誤發生原因

。另外，Eclipse 提供問題視圖(problems view)，針對工作區(Workspace)上所有的程式錯

誤資訊作集中顯示。 

    本系統生成之 IDE，內含 Antlr【13】語法分析程式，若於語法分析過程中發現語法

錯誤，將統一經由 reportError 方法(method)將錯誤資訊作系統輸出，事後無法再取得語

法錯誤資訊。因此，我們修改系統生成 Antlr 文法定義文件(grammar)，使 Antlr 語法分

析程進行語法分析時，另外保存語法錯誤資訊於資料結構中，以方便其他機制取得此資

訊。 

  

 

 

 

 

 

 

 

 

圖 6.2：Tiny IDE 之程式碼語法錯誤標記輔助機制。 

Eclipse 在工作區(workspace)的設計上，以 ‘Resource’ 類別或子類別物件來管理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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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Project)、資料夾(Folder)，以及檔案(IFile)等 resource。同時，‘Resource’ 物件提供 create- 

Marker 與 deleteMarkers 等方法來控管 resource 上的錯誤標記。實作上，當使用者在文

字編輯頁面上連續修改一段程式碼之後，協同策略將偵測到程式文件變更，並嘗試分析

程式碼語法以重建結構化編輯頁面。其中，語法分析過程將紀錄程式語法錯誤資訊於資

料結構中。因此，語法分析後，此機制可先取得控管程式碼文件的 ‘Resource’ 物件，

再針對資料結構中的錯誤資訊，逐項於文字編輯頁面上作相應之錯誤標記。最後，此機

制之功能呈現如圖 6.2。 

 

 

6.3 程式碼自動完成(Code Completion)輔助機制 

此項輔助機制用於提供常用程式碼之程式樣板。以 Java 語言為例，此機制可針對 Java

程式常用之建構子、欄位存取子，以及 if 等陳述句，事先建置相應之程式樣板。當使用

者於程式設計過程中觸發此項輔助機制，編輯器上將浮現樣板選擇視窗，讓使用者選取

程式樣板放置於程式編輯位置(offset)中，藉此加速程式設計效率。 

實作上，首先，需經由 SourceViewerConfiguration 類別中的 getContentAssistant 方

法(method)提供客制化實作。另外，如表6.4內容顯示，getContentAssistant 方法中需建構

ContentAssistant 物件來負責控管此機制之圖形化顯示；需建構 TemplateCompletion- 

Processor 類別，此類別實作 JFace 提供之 IContentAssistProcessor 介面(interface)。其中

，有兩項需實作之重要方法(method)。computeCompletionProposals 方法，用於計算當前

編輯狀態下此機制可提供之程式樣板。例如，在 JDT 的編輯器上，使用者若輸入 ‘whil’ 

並啟動程式碼自動完成機制，經由此方法(method)計算後，將以樣板選擇視窗條列出與

while 迴圈相關之程式樣板以供選擇；而 computeContextInformation 方法，則用於設定

樣板選擇視窗上的文字顏色及字型等顯示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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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於 plugin.xml 明細文件中制定樣板內容型態(Template Context Type)，並指

明程式樣板來源文件之檔案相對路徑(參見表6.5)。 

表 6.4：經由 getContentAssistant 方法提供程式碼自動完成之實作。 
public IContentAssistant getContentAssistant(ISourceViewer sourceViewer) { 
        ContentAssistant assistant = new ContentAssistant();                             
        IContentAssistProcessor processor = new TinyTemplateCompletionProcessor();           
        assistant.setContextInformationPopupOrientation(IContentAssistant.CONTEXT_INFO_ABOVE); 
        assistant.setInformationControlCreator(getInformationControlCreator(sourceViewer));      
        assistant.setContentAssistProcessor(processor,IDocument.DEFAULT_CONTENT_TYPE); 
        assistant.enableAutoActivation (true); 
        assistant.setAutoActivationDelay(500);         
        return assistant; 
} 

表 6.5：於 plugin.xml 明細文件中制定之 Template Context Type。 
<plugin> 
… 
<extension point="org.eclipse.ui.editors.templates"> 
    <contextType 
        class="tiny.presentation.TinyTemplateContextType" 
        name="text editor templates" 
        id="tiny"/> 
    <include file="templates/templates.xml"/> 
</extension> 
… 
</plugin> 

表 6.6：經由分析 XSLT 樣式表自動生成之樣板來源文件內容。 
<templates>  
 <template id = "tiny.templates.Statements" 
  name = "Statements" 
  description = "Statements template" 
  context="tiny" 
  enabled="true" 
 >{&#10; ${cursor} }</template> 
 
 <template id = "tiny.templates.Affect" 
  name = "Affect" 
  description = "Affect template" 
  context="tiny" 
  enabled="true" 
 >${varName} = ${value} ;&#10;</template> 
 
 <template id = "tiny.templates.If" 
  name = "If" 
  description = "If template" 
  context="tiny" 
  enabled="true" 
 >if ( ${cond} )&#10; {&#10; ${cursor}} else&#10; {&#10; }&#10;</template> 
…… 
</templates> 

 樣板來源文件為 xml 格式。此文件含一項  ‘templates’ 元素，並於此元素下以 

‘template’子元素集描述欲提供之程式樣板。其中每項 ‘template’ 元素，包含多項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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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描述程式樣板之名稱、說明，以及此樣板之內容型態(Context Type)等資訊；而 

‘template’ 元素內容即為此程式樣板的內容。樣板內容包含一程式片段，並可於適當

位置放置${line_selection}、${cursor}等特殊字串。當程式樣板置放於文字編輯頁面時

，將解讀此特殊字串，進行程式碼反白或設定游標位置等特殊動作。另外，為了能順

利解讀此類特殊字串，需於樣板內容型態(Template Context Type)的實作物件中，提供

相應之解析程式(參見表6.7)。如果解讀某項特殊描述時無法找到相應之解析程式，則

此特殊字串將被視為一般程式碼，成為程式樣板的一部份。 

表 6.7：Tiny IDE 中的 Template Context Type 實作類別。 
public class TinyTemplateContextType extends TemplateContextType { 
    … 
    public TinyTemplateContextType() { 
        super(NAME);         
        // global 
        addResolver(new GlobalTemplateVariables.Cursor()); 
        addResolver(new GlobalTemplateVariables.WordSelection()); 
        addResolver(new GlobalTemplateVariables.LineSelection()); 
        addResolver(new GlobalTemplateVariables.Dollar()); 
        addResolver(new GlobalTemplateVariables.Date()); 
        addResolver(new GlobalTemplateVariables.Year()); 
        addResolver(new GlobalTemplateVariables.Time()); 
    } 

} 

表 6.8：Tiny 語言具體語法定義文件的部分內容。 
<plugin> 
… 
Cosynt for tiny is 
  
Concrete Syntaxe { 
   BNF { 
      … 
      if(Cond, Then, Else)  : "if" %LPARENT #Cond %RPARENT #Then "else" #Else; 
      … 
} 

目前本系統經由分析 XSLT 樣式表(XSLT stylesheet)，可獲得相關資訊自動生成一份

樣板來源文件，以下將簡述系統如何進行分析與生成此文件。首先，針對標的語言具體

語法中每項 BNF Rule，XSLT 樣式表中皆定義一項與之相應的<xsl:template>元素。而我

們針對每項<xsl:template>元素內容，擷取相關資訊生成樣板來源文件中的一項 

‘template’ 元素，藉此逐步建構完整之樣板來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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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項 ‘template’ 元素皆包含五項屬性(參見表 6.6)。id、name，以及 description 屬性

可由此元素相應之 BNF Rule 名稱修改而得，context 和 enabled 屬性皆為固定值。至於 

‘template’ 元素內容，則需進一步分析與之相應的<xsl:template>元素內容。以 Tiny 語言

具體語法中的 ‘if’ BNF Rule 為例(參見表 6.8)。‘if’ BNF Rule Right Hand Side 的"if"、

%LPARENT、%RPARENT 及"else"等四項子規則(child rules)，分別對應至固定詞彙"if"、

"("、")"，以及"else"。而 XSLT 樣式表的 ‘if’ <xsl:template>元素中，各以一項<xsl:text>

子元素與此類固定詞彙相呼應。此外，‘if’  BNF Rule Right Hand Side 中包含#Cond、

#Then，以及#Else 三項子規則，藉以套用其他 BNF Rules。而 ‘if’ <xsl:template>元素中，

各以一項<xsl: apply-templates >子元素與此類子規則相呼應。 

根據上述已知，欲生成樣板來源文件中的 ‘if’ template 元素內容，可針對與之相應

的<xsl:template>元素，依序取出<xsl:text>子元素中的元素內容(對應於固定詞彙)。並針

對<xsl:template>元素中每項<xsl:apply-templates>元素進行特別處理。其中，如表6.9內容

所顯示，XSLT 樣式表中每項<xsl:apply-templates>元素皆含一段註解。若此註解開頭為 

‘this_child_name’，表明此<xsl:apply-templates>元素可套用之程式樣板的選擇非唯一；若

註解開頭為 ‘the_only_one_child’，則表明可套用之程式樣板的選擇為唯一。針對此兩種

情境，我們分別作相應之處理。首先，若某項<xsl:apply-templates>元素可套用之樣板的

選擇為唯一，則以此樣板名稱於樣板來源文件中取得相應之程式樣板內容，並將其置放

於欲生成之 ‘if’ template 元素內容的相應位置上；若此項<xsl:apply-templates>元素可套

用之樣板的選擇非唯一，則僅置入"${the value of this_child_name}"字串於 ‘if’ template

元素內容的相應位置上。 

由實例來看，表6.9的內容為 XSLT 樣式表中的 ‘if’ <xsl:template>元素定義，分析此

元素生成之樣板來源文件 ‘if’ template 元素內容，可參見表6.6。其中，‘if’ <xsl:template>

元素包含三項<xsl:apply-templates>元素，此三項元素經由特殊處理後，分別相應於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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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 元素中以底線顯示之程式樣板片段。第一項<xsl:apply-templates>元素，因可套

用之樣板非唯一，故僅以${cond}提醒使用者於此位置需輸入條件判斷式。另外，第二

及第三項<xsl:apply-templates>元素，僅可套用唯一之 ‘statements’ 樣板。因此，將以樣

板來源文件中的 ‘statements’ 樣板內容{&#10; }，置放於 ‘if’ template 元素的相應位置中

。此外，樣板來源文件中的其他程式樣板之 ‘template’ 元素，亦可經由上述之分析方式

獲得。 

表 6.9：Tiny 語言之 XSLT 樣式表部分內容。 
<xsl:template match="*[@xsi:type = 'tiny:IfNode'] | IfNode"> 
<xsl:text>if</xsl:text> 
<xsl:text> </xsl:text> 
<xsl:text>(</xsl:text> 
<xsl:text> </xsl:text> 
 
<!-- this_child_name=cond --> 
<xsl:apply-templates select="./*[1]"/> 
 
<xsl:text> </xsl:text> 
<xsl:text>)</xsl:text> 
<xsl:text>&#10;</xsl:text> 
<xsl:text> </xsl:text> 
 
<!-- the_only_one_child_type_name=statements --> 
<xsl:apply-templates select="./*[2]"/> 
 
<xsl:text> </xsl:text> 
<xsl:text>else</xsl:text> 
<xsl:text>&#10;</xsl:text> 
<xsl:text> </xsl:text> 
 
<!-- the_only_one_child_type_name=statements --> 
<xsl:apply-templates select="./*[3]"/> 
<xsl:text>&#10;</xsl:text> 
</xsl:template> 

具備樣板來源文件後，可實作 computeCompletionProposals 方法。首先，利用 JFace

提供之 TemplateStore 類別，以 plugin.xml 文件中宣告之樣板內容型態識別碼(Template 

Context Type ID)，取得樣板來源文件中定義的程式樣板集。而當使用者於文字編輯頁面

上啟動此項機制時，應先以當時編輯狀態篩選出可套用之程式樣板，再顯示於樣板選擇

視窗中供使用者選擇。 

其中，樣板過濾的方式，需從資料結構 ‘eobject_to_range’ (參見5.5節)中找出一模型

實例物件 ‘EO’，此物件相應之程式碼範圍需涵蓋啟動此機制之程式位置(offset)，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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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範圍為最小。另外，因為每項模型實例物件皆相應於具體語法定義中的某項 BNF 

Rule。因此，我們針對模型實例物件 ‘EO’ 可含之各類 child 模型實例物件，取得與之

相應的 BNF Rule，再於樣板來源文件中找出與此 BNF Rule 相應之程式樣板，最後所成

即為當前編輯狀態下合法之程式樣板的集合。 

此外，套用程式樣板所置入之程式碼不一定符合標的語言語法。當程式碼不合於語

法時，則無法啟動同步機制重建模型實例。因此，套用程式樣板置入程式片段後，我們

將額外建立模型實例物件 ‘EO’ 與其 child 模型實例物件間的包含關係，確保套用程式

樣板後兩類編輯頁面依然同步。 

 

 

 

 

 

 

 

 

 

 

 

 

 

 

圖 6.3：在 Tiny IDE 中啟動程式碼自動完成功能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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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Tiny 語言為例，當使用者於程式碼 statements scope 內啟動程式碼自動完成機制

，並選擇套用 If Template 時，將於啟動位置插入 ‘if’ 程式樣板內容。當使用者反白

ConditionExp_字串再啟動此項機制，則樣板選擇視窗將提供符合條件判斷之程式樣板以

供選擇，其運作過程如圖6.3所示。由此圖可見，套用樣板所置入之程式片段尚有程式排

版不合理之問題。為此，我們將於6.4節及6.5節提供相應方案解決此問題。 

另外，如圖 6.4 所示，我們還提供程式樣板喜好設定頁面(Template Preference Page)

，讓使用者經由圖形化介面的輔助，客制化此項機制可提供之程式樣板集。 

 

 

 

 

 

 

 

 

 

圖 6.4：Tiny IDE 的程式樣板喜好設定頁面。 

 

 

6.4 程式碼格式器(Code Formatter)輔助機制 

雛形系統生成之 IDE 已提供粗略之程式文件(Document)排版能力。實作上，首先，根據

具體語法定義文件中的 ‘Layout’ 定義，經分析後生成 XSLT 樣式表。再依據此樣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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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 XSLT 處理器進行分析轉換，將模型實例 XMI【30】序列化內容轉換成程式碼。目

前，此轉換而得之程式碼在縮排處理上還不是很合理。因此，我們嘗試經由 JFace 的程

式碼格式器設計框架(framework)，建立標的語言程式碼格式器輔助機制，提供較完善之

程式碼重新排版能力。 

程式碼格式器輔助機制，實作上，需經由 SourceViewerConfiguration 類別中的

getContentFormatter 方法，提供 IContentFormatter 介面(interface)的實作物件，負責控管

程式文件(Document)中各類型內容型態(Content Type)之程式碼排版處理方式。目前

Eclipse 針對 IContentFormatter 介面已提供兩種預設實作類別： 

 ContentFormatter：此類別提供兩種排版處理模式。其中，partition-aware 模式可針對

各類型內容型態，提供專屬之格式化策略(Formatting Strategy)，負責重新排版該類型

內容型態之程式碼；partition-unaware 模式則僅以單一之格式化策略，負責重新排版

整份程式文件。 

 MultiPassContentFormatter：此類別可提供主要之格式化策略 (Master Formatting 

Strategy)，負責重新排版預設類型內容型態之程式碼。另外可提供一附屬之格式化策

略(Slave formatting strategy)，負責重新排版其他類型內容型態之程式碼。 

以 EGOE II 系統生成之 IDE，在文字編輯頁面上僅含預設類型之內容型態。未來若

提供程式註解支援，我們將增加另一類型之內容型態。因此，在 getContentFormatter 方

法的實作上，我們採用 MultiPassContentFormatter 物件，負責控管程式文件之排版處理(

參見表 6.10)。 

表 6.10：經由 getContentAssistant 方法提供程式碼格式器之實作。 
public IContentFormatter getContentFormatter(ISourceViewer sourceViewer) { 

final MultiPassContentFormatter formatter= new 
MultiPassContentFormatter(getConfiguredDocumentPartitioning(sourceViewer),  

IDocument.DEFAULT_CONTENT_TYPE); 
        formatter.setMasterStrategy(new TinyFormattingStrategy()); 
         
        //formatter.setSlaveStrategy(new CommentFormattingStrategy(),CommentPartition); 
        return forma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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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程式格式器輔助機制，我們訂定簡易之排版描述規則，使 IDE 開發者可設計

客制化之程式排版樣式。表 6.11 為 Tiny 語言之程式排版樣式的範例文件。以下，我們

將以此文件為輔助，逐項說明排版描述規則： 

 profile_name：排版樣式名稱。 

 global_indent：指明程式碼依據排版樣式重新排版後，需將整分程式文件往右位移多

少單位。 

 newline：指明程式換行時機。例如，表 6.11 中的換行描述項#program[1,2]，指明排版

過程中，應針對符合 program BNF Rule 語法之程式碼，在相應於 program BNF Rule

第一和第二項 child Rules 的程式片段尾端進行一單位換行；另外，換行描述項

#println[5:2]，指明應針對相應於 println BNF Rule 第 5 項 child Rule 的程式片段尾端，

進行兩單位換行。 

 indent：指明程式內縮時機。例如，表 6.11 中的內縮描述項#booleanDecl [2:3]，意指

重新排版時，應針對相應於 booleanDecl BNF Rule 第 2 項 child Rule 的程式片段前端

，置入兩單位空白字元，以到達內縮之效果。另外，不論是換行或內縮描述項，若未

指明單位，則分別採用 newline_default_size 及 indent_default_size 作為預設值。 

表 6.11：Tiny 語言之程式碼格式器的客制化描述資訊。 

[profile_name] : tiny_formatting_profile; 
[global_indent] : 2; 
[newline_default_size] : 1; 
[indent_default_size] : 1; 
[newline] : #program[1,2] #statements[1,3] #booleanDecl[2] 

#intDecl[2] #while[5] #affect[4] #if[7] #println[5:2] ; 
[indent] : #while[1:3,2,5] #booleanDecl[2:3] 
        #intDecl[2:3] #equal[2,3] #notEqual[2,3] 
        #plus[3,4] #minus[3,4] #mult[3,4] #div[3,4] 
        #affect[1:3,2,3,4] #if[1:3,2,5,7] #println[1:3,2,5] ; 

依據 IDE 開發者提供之排版樣式，結合程式格式器輔助機制的核心實作，可提供標

的語言程式碼的客制化排版支援。以下，我們將解析程式格式器的核心實作原理及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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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FormattingParser：首先，我們額外生成專屬於此機制之語法分析程式(FormattingParser)

。Antlr Parser 在分析程式時，將以實際程式碼和語法規則(Rule)作匹配(match)，若程

式碼合於語法，則程式碼最終可與最上層之語法規則(Top Rule)相匹配。其中，每項

語法規則與程式碼之匹配方式為，逐一取出語法規則之 Right Hand Side 所定義的各項

child Rule，依序與程式碼作匹配動作。其中，若此 child Rule 相應於固定字串之詞彙

，則呼叫 ‘match’ 方法進行程式碼匹配；若此 child Rule 引用 BNF Rule ‘RuleName’

，則改為呼叫 ‘ruleTYPE_RuleName’ 方法作程式碼匹配。因此，我們於呼叫 ‘match’ 及 

‘ruleTYPE_XXX’ 方法前後，紀錄程式位置(offset)，即可取得 BNF Rule 中各項 child 

Rule 相應之程式碼範圍等資訊。 

 格式化策略物件：此項輔助機制，利用格式化策略物件負責程式碼排版工作。而建構

格式化策略物件時，將分析 IDE 開發者提供之排版樣式，並建構資料結構以儲存排版

樣式。另外，格式化策略物件包含三項重要之方法(method)。其中 format 方法用於重

新排版編輯中之程式碼；formatterStarts 和 formatterStops 方法分別於 format 方法執行

前後作相關處理，此兩項方法我們目前僅提供空白實作。 

 格式化策略物件之 format 方法：格式化策略物件之 format 方法的實作上，首先，以

FormattingParser 分析程式碼，分析出與每段程式碼相匹配之 BNF Rule，並進一步取

得此 BNF Rule 中各項 child Rule 相應之程式碼範圍。然後，依據 IDE 開發者提供之

排版樣式，找出需換行或置入空白字元之所有程式位置(offset)。並於此類程式位置中

，分別置入"@egoe_indent_num@"及"@egoe_newline_num@"型式之特殊字串，註明此

位置應保存多少空白或進行幾次換行。下一步驟，將程式碼中空白及換行字元刪除。

並由程式碼末端往前尋找以"@egoe_"為開頭之特殊字串，將其更換為相應單位之空白

或換行字元。最後，在每一程式碼行的最前端，置入等同 global_indent 數值之空白字

元，藉此達到全域內縮之效果。如此，即達成重新排版程式碼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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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程式重新排版後，需調整程式標記(Marker)置放的位置。此步驟之實作

，沿用先前所述之換行及內縮的處理機制。首先，依程式行數(line number)由小到大

尋找程式標記，並將"@egoe_marker"字串放置於此標記所標註之程式位置前端(置入時

機與"@egoe_indent#num@"等特殊字串相同)。並依序記錄尋得之標記的型態、相關描

述，以及程式行數等資訊。最後，刪除所有程式標記。並於程式排版後，由程式碼最

前端往後尋找"@egoe_marker"字串，再根據先前依序紀錄之各標記的相關資訊，於

vertical bar 上重建程式標記。 

表 6.12：貢獻 ‘Resource Format’ Context Menu Action 的擴充宣告。 

<extension point="org.eclipse.ui.popupMenus"> 
      <objectContribution 
            objectClass="org.eclipse.core.resources.IFile" 
            id="tiny.presentation.action.contribution.object"> 
         <action 
               label="Format" 
               class="tiny.presentation.ResourceFormatAction" 
                
               id="tiny.presentation.action.contribution.Format" 
               enablesFor="+"> 
         </action> 
      </objectContribution> 
</extension> 

圖 6.5：程式碼格式器輔助機制運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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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除了可於編輯器上針對已開啟之程式文件進行程式碼格式化之外，我們亦針

對 IFile 型態之物件貢獻 Context Menu Action，使其可支援同時格式化多份未開啟之標

的語言程式文件。貢獻此 Context Menu Action 之宣告方式如表 6.12。其中，Resource- 

FormatAction 類別之實作，僅需針對使用者在檔案檢視視圖(File Navigator View)中選取

的每一項 IFile Objects，依序呼叫格式化策略物件中的 format(IFile)方法進行程式文件重

新排版。以 Tiny 為例，此項輔助機制實際運作如圖 6.5 所示，左圖為尚未以格式器排

版前之程式編輯狀態。右圖為針對左圖之程式文件，依表 6.11 所示排版樣式經由程式

碼格式器重新排版之結果。 

如 6.3 節所述，透過套用程式樣板，於文字編輯頁面上置入的程式碼片段，在排版

上還不是很不合理。為此，我們提供程式片段格式化輔助機制(Format Partial)以改善此

問題。此機制啟動前，需確認程式碼符合標的語言語法。然後，在程式內容概要視圖

(Outline View)上選取一項節點(node)，並執行 Context Menu 中的 ‘Format Partial’ 動作

(Action)，即可達成重新排版此節點相應程式片段的效果。 

圖 6.6：Tiny IDE 之程式片段格式化運行過程。 

 ‘Format Partial’ 動作的實作上，首先，針對使用者在程式內容概要視圖中選取的節

點，找出與之相應的程式碼片段。同時，取得與此節點相應的 BNF Rule ‘partial_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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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進行程式格式化前的程式語法分析過程中，由原先以 Top rule 和完整程式碼作匹配

之方式，改為以 BNF Rule ‘partial_rule’和此程式片段作匹配。其餘諸如重新調整程式碼

內縮與換行，以及調整程式標記位置等各步驟的實作方式，皆與排版完整程式碼內容的

實作方式雷同。其運作過程如圖 6.6 所示。 

雖然程式碼格式器機制已能提供較為完善之程式重新排版的輔助，但 XSLT 樣式表

依然有其存在之必要性。以下，我們將列點說明 XSLT 樣式表的其他功用： 

 重建儲存程式碼之文件：以系統生成之 IDE，包含結構化與純文字兩種編輯頁面，

且針對結構化編輯頁面上顯示之模型實例 XMI 序列化內容，以及文字編輯頁面上顯

示之程式碼，各以一份文件來儲存(參見 5.1 節)。當儲存程式碼之文件遺失時，可利

用 XSLT 處理器，依據 XSLT 樣式表，將模型實例 XMI 序列化內容轉為程式碼，以

達到重建程式碼文件之效果。 

 輔助進行編輯頁面間之同步：當使用者於結構化編輯頁面上增加節點時，欲使文字

編輯頁面與之同步，則需經由 XSLT 處理器與 XSLT 樣式表之輔助，取得因加入此

項節點而額外增加之程式碼片段，並將其置放於文字編輯頁面中的相應位置(參見 5.5

節)。 

 輔助生成程式樣板來源文件：在程式碼自動完成機制中，可經由分析 XSLT 樣式表

取得相關資料，自動生成一份程式樣板來源文件。 

 

 

6.5 程式範例新增精靈(New Template Wizard)輔助機制 

本系統利用 EMF【18】工具生成之 Eclipse IDE 雛形，已包含程式範例新增精靈的基本

框架。因此，我們僅需再自動生成一份標的語言程式範例，與此項機制基本框架結合後

，即能成為完整之程式範例新增精靈輔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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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成標的語言程式範例的實作上，首先，我們先從樣板來源文件中取得 Top BNF 

Rule 相應之 ‘templates’ 元素內容，再針對此內容中的${line_selection}、${cursor}等特

殊字串進行解讀(參見6.3節)，所得之程式碼即可作為標的語言程式範例。以 CoSynt 語

言為例，系統生成之程式範例如圖6.7所示。由此圖可見，此程式範例的排版不是

很合理，因此，我們希望能藉由程式碼格式器重新排版程式範例。但後來發現，

程式範例可能包含部分內容不合於語法。例如，圖6.7的 BNF 定義區中，BNF Rule  

‘bnf_name’ 的 Right Hand Site 為"BNF_Token_"特殊字串，此字串僅用於提示使用

者於此位置應輸入符合 BNF_Token 型態的 operators 引用，故明顯不合於 CoSynt

語言的語法。因此，若欲將此類程式範例作重程式格式化，則需針對不合於語法

之特殊字串作特別處理。 

   

 

 

 

 

 

 

圖 6.7：CoSynt 語言之程式範例(未排版)。 

以 CoSynt 語言為例，因 CoSynt 抽象語法 ‘Concrete’ 型態定義的 Right Hand Site

中包含 ‘concrete’ operator(參見附錄C-1)。且假使在某情境下，語法分析程式正以BNF 

Rule ‘concrete’ 向程式碼作匹配，且下一個程式詞彙為 ‘Concrete_’。則我們可將此情

境視為特殊之程式分析狀態，並將 ‘Concrete_’ 字串視為符合 BNF Rule ‘concrete’ 語

法之程式片段。則此類不完全合於語法之程式片段，即可通過語法分析。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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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利用上述實作技巧分析程式範例語法，再依循程式碼格式器的處理步驟，即

可重新排版系統生成之程式範例。例如，針對圖 6.7 之 CoSynt 語言程式範例作重新

排版後，其結果如圖 6.8 所示。 

 

 

 

 

 

 

 

 

圖 6.8：CoSynt 語言之程式範例(已排版)。 

     

 

 

 

 

 

 

 

圖 6.9：套用程式樣板時將置入之程式片段格式化。 

目前，我們已能對含有特殊字串(不合語法)之程式碼進行重新排版。因此，針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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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式樣板所置入之程式片段，其排版效果還不夠合理之問題(參見 6.3 節)，我們可提

供更為完善之解決方法。實作上，我們參照 ‘Formate Partial’ 動作的實作方式 (參見 6.4

節)，以及重新排版程式範例之實作技巧，提供一項專門針對程式樣板的格式化(format)

支援。另外，在樣板偏好設定頁面(Template Preference Page)中，我們新增一項 ‘Use code 

formatter’ 勾選盒(check box)。當使用者勾選此選項，並於文字編輯頁面上套用某項程式

樣板時，將事先對此程式樣板內容作重新排版，再將其置放於相應之程式位置(offset)上

(此機制運作過程如圖 6.9 所示)。 

 

 

6.6 型態宣告及引用控管機制 

我們針對程式碼的型態宣告及引用建構一項分析控管機制。並利用此機制，於文字編輯

頁面上實現三項編輯輔助機制。分別是型態宣告和引用之間的超連結機制(Go To 

Declaration)、醒目顯示特定型態宣告及其引用(Toggle Mark Occurrences)輔助機制，以及

內容輔助機制(Content Assistant)。 

為了實作此項控管機制，首先，我們對具體語法的定義方式稍作限制。例如，Tiny

程式中可含整數和布林值之變數宣告。而在 Tiny 語言之具體語法定義文件(*.consyntax)

中，必須各以一項 BNF Rule 定義整數及布林值之變數宣告。同時，於此類 BNF Rule

定義中，必須以屬性值當作變數宣告的識別名稱(如表 6.13 所示)。 

表 6.13： Tiny 語言之具體語法定義文件部分內容。 
Cosynt for tiny is 
Concrete Syntaxe { 
 BNF { 

… 
  intdecl () {@varName }：   “int“ @varName; 

booldecl () {@varName }：  “bool“ @varNam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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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們針對此控管機制設計簡單的描述規範，並要求 IDE 開發者提供此項機制

之客制化描述文件。依循上述規範，本系統即可建立此項控管機制。此控管機制之客制

化描述文件分成三項描述區，以下，我們將列點說明其描述規則： 

 Type_Decl：此描述區中，需針對標的語言各類型態宣告，指明與之相應的 BNF Rule

名稱，並註明此 BNF Rule 中作為變數宣告識別名稱的屬性名稱。 

 Decl_Scope_Constrain：此描述區，用於針對型態宣告的可引用(Reference)範圍作限

制。其中，針對欲作限制之型態宣告，需指明此型態宣告相應之 BNF Rule，並提供

一個以上的可引用範圍描述。此類描述包含兩項資訊，並以冒號作區隔。其中，左

邊資訊係可引用程式範圍所對應之 BNF Rule；而右邊的資訊係可引用程式範圍與此

型態宣告之間的空間關係，此空間關係需由內容概要視圖(Outline View)的角度來解

讀。 

如表 6.14 內容所示，‘Decl_Scope_Constrain’ 描述區中，型態宣告可引用範圍描

述的格式為 ‘target_BR：relationship’。此描述意指，先由內容概要視圖中篩選出與

BNF Rule ‘target_BR’ 相應之節點(node)，再根據 relationship 進行二度篩選。最後，

針對兩次篩選後剩餘的節點，取得各節點相應程式範圍進行聯集，即是 ‘bnf_rule1’ 

型態宣告的可引用範圍。另外，先假設型態宣告所對相應之節點為 ‘decl_node’。當

relationship 為 ‘the_decl_ancestor’，則可通過二度篩選之節點必須為 ‘decl_node’ 節

點的祖先(ancestor)；當 relationship 為 ‘before_the_decl’，則可通過二度篩選之節點

必須位於 ‘decl_node’ 節點之後；當 relationship 為 ‘after_the_decl’，則可通過二度

篩選之節點必須位於 ‘decl_node’ 節點之前；若 relationship 為 ‘gobal’，則表示不需

再進行二度篩選；另外，如果可引用範圍描述中的 target_BR 非指明實際 BNF Rule

名稱，而是以 AnyRule 作為描述時，則不需由內容概要視圖中作第一次篩選；最後

，若可引用範圍之描述僅為 ‘AnyRule’，則表示此型態宣告可於任意之程式位置作引

用。此外，若於此描述區中未提供可引用範圍描述之型態宣告，則表明此型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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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任意程式位置作引用，而不多作限制。 

表 6.14：對部分型態宣告限制其可引用之程式範圍的描述 
[Type_Decl]：… 
[Decl_Scope_Constrain]：   
    # bnf_rule1[target_BR： the_decl_ancestor] 
    # bnf_rule2 [target_BR：before_the_decl] 
    # bnf_rule3 [target_BR：after_the_decl] 
    # bnf_rule4 [target_BR：gobal, AnyRule: after_the_decl] 
    # bnf_rule4 [AnyRule]; 

[Ref_Perfix_Constrain]：… 

 Ref_Perfix_Constrain：此描述區針對型態宣告之引用，描述其引用之程式前端必須含

有之特殊符號。若無特別描述的型態宣告，則不作此限制。以 CoSynt 語言為例，型

態宣告及引用控管機制的客制化描述文件可設計如表 6.15。 

表 6.15：CoSynt 語言之型態宣告及引用控管機制的客制化描述範例。 
[Type_Decl]：   
    #[bnf_rule = bnf_rule , identification_attr = bnf_name] 
    #[bnf_rule = arg , identification_attr = arg_name] 
    #[bnf_rule = attribute , identification_attr = att_name] 
    #[bnf_rule = lexer_rule , identification_attr = lexer_rule_name] 
    #[bnf_rule = ns_rule , identification_attr = ns_rule_name]; 
     
[Decl_Scope_Constrain]：   
    #bnf_rule[layout:after_the_decl] 
     
    #arg[bnf_rule:the_decl_ancestor] 
    #attribute[bnf_rule:the_decl_ancestor] 
     
    #lexer_rule[bnf_def:before_the_decl, lexer:the_decl_ancestor]; 
     
[Ref_Perfix_Constrain]：    
    ###arg[#] 
    ###attribute[@] 

    ###lexer_rule[%]; 

    以下各小節，將針對本控管機制衍生實現之三項文字編輯頁面上的編輯輔助機制，

逐一說明其實作原理與實現方法。 

 

6.6.1 型態宣告和引用之間的超連結輔助機制 

透過此項機制的輔助，使用者可由某項型態宣告之引用的程式位置，超連結至此型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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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程式位置上。實作上，我們在文字編輯頁面上貢獻一項 Context Menu Action，讓使

用者藉以觸發此項輔助機制。為貢獻此項 Context Menu Action，需於 plugin.xml 明細文

件進行宣告(可參見表 6.16)，並實作 GotoRuleAction 類別。 

    表 6.16：貢獻 ‘Open declaration’ Context Menu Actioon 的擴充宣告。 
<extension point="org.eclipse.ui.popupMenus"> 
      <viewerContribution 
            targetID="consyntax.presentation.ConsyntaxTextEditor" 
            id="consyntax.editor.popup"> 
       <menu 
             id="consyntax.editor.popMenu"  
             path="consyntax_pop_menu"  
             label="consyntax pop menu">  
             <separator name="consyntax.pop"/>  
       </menu>  
       <action 
             class="consyntax.presentation.actions.GotoRuleAction" 
             id="consyntax.editorpop.gotoaction" 
             label="Open declaration" 
             menubarPath="consyntax_pop_menu"> 
       </action> 
       … 
      </viewerContribution> 

   </extension> 
 

 

 

 

 

 

 

 

 

 

圖 6.10：型態宣告和引用之間的超連結輔助機制運作過程。 

GotoRuleAction 類別主要需實作 ‘run’ 方法(method)。實作上，先判斷使用者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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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字編輯頁面上反白選取一項程式詞彙(text selection)，如果結果是否定的，則利用游

標位置計算出相應之程式詞彙。接下來，依據 ‘Decl_Scope_Constrain’ 描述區中的型態

宣告可引用範圍描述資訊，篩選出此程式詞彙所處之程式位置上可引用的型態宣告。並

依據 ‘Type_Decl’ 描述，找出識別名稱與此程式詞彙等同之型態宣告，而此時，程式詞

彙即是此型態宣告的引用。最後，變更文字編輯頁面上程式碼顯示位置，並將游標移至

此項型態宣告的程式位置上，即完成實作。此機制運作過程如圖 6.10 所示。 

 

6.6.2 醒目顯示特定型態宣告及其引用輔助機制 

當使用者於文字編輯頁面上某項型態宣告或其引用上雙擊滑鼠左鍵，則此項輔助機制將

被觸發，並以灰色背景色醒目顯示此型態宣告及所有引用。實作上，需經由 SourceViewer- 

Configuration 類別中的 getDoubleClickStrategy 方法，提供雙擊滑鼠左鍵所引發處理機制

的客制化實作(如表 6.17 所示)。 

表 6.17：提供醒目顯示特定型態宣告及其引用的實作。 
public ITextDoubleClickStrategy getDoubleClickStrategy(ISourceViewer sourceViewer, String contentType) { 
    return new TinyDoubleClickStrategy(consyntaxtexteditor); 
} 

 

 

 

 

 

 

 

 

圖 6.11：醒目顯示特定型態宣告及其引用輔助機制的運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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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yDoubleClickStrategy 類別繼承 ITextDoubleClickStrategy 介面。主要實作方法

(method)為 ‘doubleClicked’。實作上，首先，針對雙擊滑鼠左鍵後所選取之程式詞彙，

找出與之相應的型態宣告(實作方式可參見 6.6.1 節)。然後，依據 ‘Decl_Scope_Constrain’ 

描述，計算出此型態宣告的可引用範圍。於此範圍內，取出所有與此項型態宣告識別名

稱相同的字串，並將其視為型態宣告之引用。最後，依據 ‘Ref_Perfix_Constrain’ 描述

對此類字串進行篩選，並透過加註 ‘org.eclipse.jdt.ui.occurrences’ Annotation 的方式，使

通過篩選之字串以灰色背景色作醒目顯示，即完成此項實作。此機制運作過程如圖 6.11

所示。 

 

6.6.3 內容輔助(Content Assistant)機制 
內容輔助機制提供相似於程式自動完成(Code Completion)的輔助支援。當 IDE 使用者於

編輯中觸發此項機制時，將分析出當前編輯位置下可銜接之合法程式碼，並與程式樣板

一同條列於選擇視窗中以供選擇。實作上，這兩項輔助機制皆須經由 SourceViewer- 

Configuration 類別中的 getContentAssistant 方法(method)提供客制化實作，但因 get- 

ContentAssistant 方法僅為唯一。因此，我們額外設計一項 CompletionProcessor 類別，整

合這兩項輔助機制，並經由 getContentAssistant 方法提供兩項輔助機制的客制化實作。

最後，getContentAssistant 方法的內容由表 6.4 改為表 6.18。 

表 6.18：修改後之 getContentAssistant 方法內容。 
public IContentAssistant getContentAssistant(ISourceViewer sourceViewer) { 
 
        ContentAssistant assistant = new ContentAssistant();                     
         
        IContentAssistProcessor processor = new TinyCompletionProcessor(tinytexteditor); 
        assistant.setContextInformationPopupOrientation(IContentAssistant.CONTEXT_INFO_ABOVE); 
        assistant.setInformationControlCreator(getInformationControlCreator(sourceViewer)); 
      
        assistant.setContentAssistProcessor(processor,IDocument.DEFAULT_CONTENT_TYPE); 
        assistant.enableAutoActivation(true); 
        assistant.setAutoActivationDelay(500); 
         
        return assist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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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Tiny IDE 為例，內容輔助和程式自動完成兩項機制的實作類別分別為

TinyContentAssistantProcessor 及 TinyTemplateCompletionProcessor，而用來整合此兩項機

制的類別為 TinyCompletionProcessor，這三項類別皆實作 IContentAssistProcessor 介面。

其中，TinyContentAssistantProcessor 及 TinyTemplateCompletionProcessor 類別各依照與

之相應的輔助機制提供此介面實作(implements)。而 TinyCompletionProcessor 類別，則

針對每項實作方法(method)，整合這兩項輔助機制在各自實作類別上的此項方法實作。

藉此模擬兩項輔助機制皆由 getContentAssistant 方法提供客制化實作的效果。

TinyCompletionProcessor 類別的部分程式內容如表 6.19 所示。 

表 6.19：TinyCompletionProcessor 類別部分程式內容。 
public class TinyCompletionProcessor implements IContentAssistProcessor { 
… 
    public TinyCompletionProcessor(TinyTextEditor editor) { 
        tinyeditor = editor; 
        content_assistantProcessor = new TinyContentAssistantProcessor(tinyeditor); 
        template_completion_processor = new TinyTemplateCompletionProcessor(tinyeditor); 
         
    } 
    public ICompletionProposal[] computeCompletionProposals(ITextViewer viewer,int offset) { 
        List<ICompletionProposal> matches= new ArrayList<ICompletionProposal>(); 
        ICompletionProposal[] templatecompletionproposal = 

template_completion_processor.computeCompletionProposals(viewer, offset); 
         
        ICompletionProposal[] contentassistantproposal = content_assistantProcessor.computeCompletionProposals(viewer, 

offset); 
         
        if(templatecompletionproposal != null){ 
         for(int count=0;count<templatecompletionproposal.length;count++){ 
             matches.add(templatecompletionproposal[count]); 
         } 
        } 
         
        if(contentassistantproposal != null){ 
         for(int count=0;count<contentassistantproposal.length;count++){ 
             matches.add(contentassistantproposal[count]); 
         } 
   } 
         
       return (ICompletionProposal[]) matches.toArray(new ICompletionProposal[matches.size()]); 
   } 
   … 

} 

    Tiny IDE 中，內容輔助機制相應之實作類別為 TinyContentAssistantProcessor。其中

，此類別主要需實作之方法為 computeCompletionProposals。此方法實作上，首先，需

取得使用者在文字編輯頁面上啟動此機制的程式位置(offset)，並計算出此位置上可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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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型態宣告的集合(參見 6.6.1 節)。然後，針對此集合中每項型態宣告取得其識別名稱，

並以此建構 ICompletionProposal 陣列結構作為此方法之回傳物件。而 JFace Text 則可透

過此方法取得合法型態宣告之識別名稱的集合，將其條列於選擇視窗中供使用者選擇。 

另外，我們由  ‘Ref_Perfix_Constrain’ 描述中取得相關資訊，實作 TinyContent- 

AssistantProcessor 類別中的 getCompletionProposalAutoActivationCharacters 方法。提供此

方法之實作後，當使用者於文字編輯頁面上，鍵入型態宣告之引用前端的特殊符號時(

例如 Java method 前端含 ‘.’ 符號)，將自動啟動內容輔助機制以輔助使用者完成程式碼(

內容輔助機制之運作過程如圖 6.12 所示)。 

 

 

 

 

 

 

 

 

圖 6.12：內容輔助機制之運作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