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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系統架構 

本章，將介紹本系統之系統架構。首先，於 3.1 節，概略介紹系統輸入模型、模型處理

與轉換機制，以及標的語言 Eclipse IDE 各部原件的生成方式。於 3.2 節，說明系統輸入

模型之各項定義文件的設計規則。最後，於 3.3 節，簡單介紹本系統生成之 IDE 的程式

碼結構，並說明 IDE 執行時各部元件運作原理。 

 

 

3.1 IDE 生成架構 

我們參照模型驅動架構(MDA)【29】之概念，以標的語言(待開發 IDE 之程式語言)語法

及 IDE 輔助機制之客制化資訊作為語言模型。並以此模型作為系統輸入，再經由層層轉

換後生成標的語言(Target Language)之 Eclipse IDE。IDE 生成時期系統架構如圖 3.1 所

示，以下，我們將逐步說明此 IDE 生成架構： 

 系統輸入：如前所述，系統輸入模型包含標的語言之語法定義及 IDE 輔助機制的客

制化資訊。其中，我們選用 SmartTools【33】所定義之 AbSynt 及 CoSynt 模型語言，

分別用於定義標的語言之抽象及具體語法。 

 建構 Ecore 模型並生成 IDE 雛形：將語言之抽象語法定義經由系統模型轉換器(Model 

Translator)進行轉換後，可生成 Annotated Java 文件集。針對此文件集再經由 EMF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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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分析處理後，可建構出相應於標的語言抽象語法定義的 Ecore 模型。然後，利用已

擴充之 EMF 工具，依據此 Ecore 模型生成具多頁編輯能力之 Language IDE 雛形。其

中，此 IDE 雛形針對多頁編輯器的文字編輯頁面，僅提供基本核心框架。因此，尚

需與其他元件結合方可發揮效用。 

 生成 Parser 及 XSLT 樣式表(XSLT stylesheet)：將抽象及具體語法定義文件經由系統

的模型處理器(Model Processor)進行分析處理後，可建構出語法相關物件結構。然後

，利用多項程式碼產生器(Generator)處理此物件結構，生成標的語言語法分析程式

(Parser)及 XSLT 樣式表。 

 生成Editor Add-on元件：分析語言語法並建構相關物件結構，再利用Add-on Generator

依此物件結構生成文字編輯器相關實作程式。另外，我們提供客制化描述規則，IDE

開發者可依此規則提供客制化描述文件。然後，結合生成之實作程式與客制化描述

文件即為 Editor Add-on 元件。 

 結合各部元件建立完整之 Eclipse IDE：最後，結合 Eclipse IDE 雛形、語法分析程式

(Parser)、XSLT 樣式表，Editor Add-on 元件，即成為完整之標的語言 Eclipse IDE。 

圖 3.1：IDE 生成時期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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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輸入模型 

系統輸入模型包含標的語言之抽象語法定義文件、具體語法定義文件，以及 IDE 提供之

各項編輯輔助機制的客制化描述文件。 

 

3.2.1 標的語言抽象語法(Abstract Syntax)  

抽象語法由型態(types)、運算子(operators)及規則(rules)所組成。通常抽象語法定義中包

含多項型態(types)，各型態需訂定一種以上之規則(rules)。而每項規則包含 Left Hand 

Side(LHS)和 Right Hand Side(RHS)。其中，LHS 為型態名稱，RHS 則用於定義此型態可

由哪些結構所組成。RHS 通常可以是含有零或多項參數的運算子，或是其他型態的引

用。表 3.1 為抽象語法定義之簡易範例，其內容呈現了絕大多數抽象語法定義的結構。

例如，此實例中 ‘Type_1’ 型態訂定了三項規則，第一項規則闡明 ‘Type_1’ 型態的

RHS，可以是內含 ‘Type_2’ 型態及 ‘Type_3’ 型態兩項參數之 ‘op_a’ 運算子；而第三

項規則闡明 ‘Type _1’ 型態的 RHS 可以是 ‘Type_5’ 型態的引用。另外 ‘Type _2’ 型態

僅訂定一項規則，此規則指明此型態之 RHS 係不含參數之 ‘op_c’ 運算子。 

表 3.1：抽象語法定義之簡易範例。 

Abstract Syntax for Language 'L' { 
   Type_1：op_a ( Type_2 parameter1,  Type _3 parameter2 )  

|  op_b ( Type _3 parameter1,  …)  |  %Type_5 ; 
   Type_2：op_c () ; 

Type_3：op_d () ; 
   … 
   Type_5：op_e (); 
} 

針對表 3.1 的抽象語法定義，我們找出兩種可能的語法實例，並繪制與之相應的抽

象語法樹於圖 3.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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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符合表 3.1 所示之抽象語法實例所建構的抽象語法樹。 

本系統選用 AbSynt 模型語言，來定義標的語言抽象語法。此語言符合一般抽象語

法結構，以下我們將逐項說明 AbSynt 語言之語法定義規則。 

AbSynt 定義文件，由標頭(Header)、運算子與型態定義(Operator and Type definitions)

，以及屬性定義(Attributes definitions)等三項定義區組成。首先，‘Header’ 定義區用於

定義標的語言名稱及根(root)型態。如表3.2，此 ‘Header’ 定義區指明標的語言名稱為 

‘myLangage’ ，根型態為 ‘Type’ 型態。 

表 3.2：AbSynt 語法之 ‘Header’ 定義實例。 

Formalism of myLangage is 
Root is Type; 

其次，‘Operator and Type definitions’ 定義區用於定義語言之抽象語法結構。如一般

抽象語法結構，此區域由互有關聯之型態(types)定義及運算子(operators)所組成。以下

，我們將針對此定義區之規則作詳細說明： 

 型態定義：型態定義以型態名稱開始，以分號作為結束。每項型態定義可含一項以

上的規則，每項規則包含 LHS 和 RHS。所有規則共用一項 LHS(型態名稱)置於等號

op_a 

op_c op_d 

op_e 

AST_1 AST_2 

AST tree 建構的推導過程如下： 
 AST_1：假設 Type_1為 root type，故由此 Type_1開始推導。 

 op_a(Type_2：element1, Type _3：element2) 
 op_a(op_c, Type _3：element2) 
 op_a(op_c, op_d) 

 AST_2：假設 Type_1為 root type，故由此 Type_1開始推導。 
 Type_5 
 o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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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而所有規則的 RHS 依序放置於等號與分號之間，以逗點隔開。另外，RHS 可

以是兩種定義方式之一，其一，RHS 的語法為"%Type_name"，用於引用其他型態定

義之RHS定義內容。其二，RHS的語法為"opName(Type1 parameter1, Type2 parameter2) 

"或"opName"，用於指明其 LHS(型態)對應至何種抽象結構。另外，型態定義中的型

態引用不可含有直接或間接之迴圈關係，如表3.3為不合法之型態定義方式；但若於

定義的組成中含有迴圈關係則是合法的(參見表3.4)。 

 operator 宣告：同一種 operator(同一名稱)可引用於多種型態的定義中。另外，針對各

種operator，必須於某次被引用時定義其抽象宣告。此抽象宣告中，需指明這種operator

包含幾項參數及其參數型態，其中，參數個數可為零個以上，且需置放於 operator

名稱後的小括號中以逗點隔開。另外，在具體語法定義中，將針對每種 operator 進一

步指明其具體語法。例如，表3.5中， ‘Type’ 型態定義的第二項RHS，以及 ‘TypeInclus’ 

型態定義的第三項 RHS，皆引用 ‘opVariable’ operator。其中，‘Type’ 型態定義中引

用 ‘opVariable’ operator 時，定義了 operator 的抽象宣告。 

 特殊 operator 宣告：另外，如表3.5內容所示，‘TypeInclus’ 型態定義的第一項 RHS

為 opAtomique as Java.lang.String，此類 operator 宣告於邏輯上等同於 opAtomique()

。主要區別在於，此特宣告方式事先聲明 ‘opAtomique’ operator 將含有一項 ‘value’ 

屬性，且此項屬性相應之物件型態為 Java String。為符合此聲明，抽象語法 ‘Attribute 

definitions’ 定義區中必須作相應之定義，而定義方式將於後續說明。 

 operator 的參數形式：如表3.5內容所示，‘Type’ 型態所定義的第二項 RHS，係含有

三項參數的 ‘opVariable’  operator，此三項參數分別相應於三種合法的 operator 參數

形式。從程式碼的角度來解析，若根(root)型態對應至一份合於語法之程式碼，則 Type1? 

Parameter1對應於  ‘Type1’ 型態相應之程式片段，或對應於空字串；Type2[] 

parameter2對應於零個以上 ‘Type2’ 型態相應程式片段的串接；而 Type3 paramete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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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於 ‘Type3’ 型態相應之程式片段。另外，同樣由程式碼的角度來看，若 operator

的抽象宣告為 op1(Type1 p1,Type2 p2)，則意指分別取出 ‘Type1’ 及 ‘Type2’ 相應之

程式片段，依照 operator ‘op’ 的具體語法規則進行排列組合，再於其中穿插一些特定

詞彙，最後結果即為相應於此 operator 的程式片段。 

表 3.3：含不合語法迴圈關係之 Type 定義。 
Operator and type definitions { 

Type1 = %Type2, … ; 
Type2 = %Type1, … ; 

} 

表 3.4：含符合法迴圈關係之 Type 定義。 
Operator and type definitions { 

Type1 = %Type2, … ; 
Type2 = opA(Type1 t), … ; 

} 

    表 3.5：AbSynt 語法之 ‘Operator and type definitions’ 定義實例。 
Operator and type definitions { 

Type =  
opAtomique , 
opVariable (Type1? parameter1, Type2[] parameter2, Type3 parameter3),  
%TypeInclus; 

TypeInclus = opAtomique as java.lang.String, opVariable2(), opVariable ;...  
} 

AbSynt 語法定義文件最後一項定義區為 ‘Attribute definitions’。此定義區用於定義

各種 operator 所含之屬性。以表3.6為例，第一項屬性定義的 modifier 為 REQUIRED，

由程式碼的角度來看，此定義表示，與 ‘opAtomique’ 及 ‘opVariable2’ 兩種 operators

相應之程式片段中，都必須含有一項相應於 ‘attributRequis’ 屬性的程式詞彙，且此屬

性相應之物件型態為 Java Integer；第二項屬性定義，其 modifier 為 FIXED，此定義之

解讀方式與第一項定義大同小異，但此定義額外限定相應於 ‘attributFixed’ 屬性之程式

詞彙必為固定字串 ‘fix_value’。第三項屬性定義，其 modifier 為 IMPLIED，此定義之

解讀方式亦與第一項屬性定義相似。差異在於，與 ‘opVariable’ operator 相應之程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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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非必要包含一項與 ‘attributIMPLIED’ 屬性相應之程式詞彙。 

表 3.6：AbSynt 語法之 ‘Attribute definitions’ 定義實例。 

Attribute definitions { 
REQUIRED attributRequis as java.lang.Integer in opAtomique, opVariable2; 
FIXED attributFIXED = fix_value as java.lang.String in TypeInclus; 
IMPLIED attributIMPLIED = default_value default as java.lang.String in opVariable; 

} 

 除上述語法定義規則外，設計 AbSynt 抽象語法時需盡可能遵行以下規範。首先，

相同識別名稱可同時用於型態定義、operator 定義，以及屬性定義，但不可重複定義同

名稱之型態、operator，以及屬性。而定義 operator 時，不可含相同識別名稱之參數。其

次，定義 types 或 operators 時需使用明確之名稱，使得此定義文件閱讀者可更容易掌握

types 與 operatos 所勾勒出之抽象語法結構。此外，設計 AbSynt 語法時，應盡可能多宣

告及使用 operator 屬性，並減少 operator 的種類，以簡化程式碼 AST 的複雜度。 

 

3.2.2 標的語言具體語法(Concrete Syntax) 

通常具體語法定義內容，係針對抽象語法中所定義之 operators，闡明與實際程式碼間的

對應關係，以及訂定語言相關詞彙與語法分析規則。當結合抽象語法之型態定義及

operators 宣告、具體語法定義之各項 operator 與程式詞彙間的關係，以及程式詞彙與語

法分析規則，即構成完整之語言語法定義。此外，有些具體語法定義中，尚可提供與排

版相關之資訊，藉以將語言語法結構轉換成相應之程式碼。 

表 3.7：CoSynt 語法定義文件之主要結構。 
Cosynt for myLanguage is 
Concrete Syntaxe { 
   BNF {…} 

Parser [k = #lookaheadNumber] { …} 
   Lexer [k = 1, attributes = VAR] {…} 
} 
Layout{ 
   Styles[default = null, sugars = keyword, attributes = null] { …} 

Transformation Rules { …} 
Outpu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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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選用 SmartTools【33】所定義之 CoSynt 模型語言，作為標的語言之具體語

法定義語言。當 CoSynt 與 AbSynt 模型語言相結合後，可定義出完整之標的語言語法

結構。 而由表3.7可知，CoSynt 語法定義文件由標頭、具體語法(Concrete Syntaxe)及排

版樣式(Layout)三大定義區所構成。其中，標頭定義區僅用於指明標的語言名稱，而

‘Concrete Syntaxe’ 定義區可細分為具體語法(BNF)、語法分析規則(Parser)以及詞彙分

析規則(Lexer)等三項子定義區。以下，我們先針對 ‘Concrete Syntaxe’ 的各項子定義區

，說明其定義規則。 

首先，‘BNF’ 定義區與 AbSynt 語法定義兩者間為相互參照及互補之關係。如 3.2.1

節所述，AbSynt 語法定義文件包含語言之型態定義、operators 抽象宣告，以及 operator

的屬性定義。而 CoSynt 文件的 ‘BNF’ 定義區，則進一步定義各項 operator 具體語法，

並引用 AbSynt 文件中定義之 operator 屬性，輔助進行 operator 語法定義。 

表 3.8：CoSynt 語法之 ‘BNF’ 定義實例。 
Cosynt for myLanguage2 is 
Concrete Syntaxe { 
   BNF { 

class (Fields, Methods) {@name} :  "public" "class" @name "{" *[ #Fields]  *[ # Methods]  "}" ; 
intDecl() {@varName}   :  "int"  @varName  ; 
statements(StatementList)  :  *[ # StatementList  separator ";" beforeList "{" afterList "}" ]  ; 
plus(Left, Right)  :  "("  #Left  "+"  #Right  ")"  ; 
true()  : "true";  
int()  : getValue(%INT) ; 

}… 
Lexer [k = 1, attributes = VAR] { 

INT     = <('0')|(('1'..'9')('0'..'9')*)> ; 
… 

}… 
}… 

以表3.8所示之 ‘BNF’ 定義為例，假設 ‘myLanguage2’ 語言於 AbSynt 語法定義中

總共定義 class、intDecl、statements、plus、true，以及 int 六項 operators。因此，於 ‘BNF’

定義區則需針此六項 operator，各定義一項 BNF Rule 來描繪出 operator 與程式碼間的對

應關係。另外，針對每項 BNF Rule 定義，需定義 Left Hand Side(LHS)及 Right Hand 

Side(RHS)兩部分內容(參見表3.9)。其中，LHS 用於指明 operator 名稱，以及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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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參數與屬性名稱；而 RHS 則用於定義構成此項 operator 之詞彙組成方式。以表3.8之

‘BNF’ 定義實例來看，‘class’ operator 定義之 BNF Rule 的 LHS，指明此項 operator 的兩

項參數分別命名為 ‘Fields’ 及 ‘Methods’，這兩項參數之型態已宣告於 AbSynt 語法文件

中。此外，於 LHS 中指明此項 operator 含有一項 ‘name’ 屬性，而所有屬性相應之詞彙

型態為 VAR ( ‘Lexer’ 定義區中有指明)。 

表 3.9：CoSynt 語法之 BNF Rule 定義的語法結構。 

BNF Rule definition :  
   LHS  '：'  token+;  
LHS definition :  
   op_name  '('  (Type_Element_Parameter)*  ')'  (  '{'  ('@'attrName)+  '}'  )? 

表 3.10：BNF Rule 六種型式之 child Rule 結構。 

SUGAR         :  '"'  string  '"'    
REF_ATTRIBUTE  :  '@'  attrname   
REF_ARG       :  '#'  Type_Element_Parameter   
ITER          :   ( '+' | '*' )  '['  REF_ARG  ('beforeList' SUGAR*)?  
                                     ('afterList' SUGAR*)?  ('separator' SUGAR*)?  '] '    
OPTIONAL      :  '{' REF_ARG  ('beforeList' SUGAR*)?  ('afterList' SUGAR*)?  ('separator' SUGAR*)? '}'  
REF_LEXER     :  '%'  lexerElemName |  getValue (  '%'  lexerElemName ) 

BNF Rule 定義之 RHS，以多項子規則(child Rules)之串列所構成。其中，有六種合

法之 child Rule 定義型式，指明 child Rule 相應至何種詞彙串列(tokens list)。假若依序

將各 child Rule 相應之詞彙串列作串接，所得結果即為此 BNF Rule 相應之詞彙組成結

構。掌握各 BNF Rule 之詞彙組成結構後，即可實際以程式碼片段和各項 BNF Rule 作

匹配，藉此達到分析程式碼語法之效果。此外，六種 child Rule 定義型式之結構如表3.10

，而詳細說明如下： 

 SUGAR 型式之 child Rule：語法上以兩個雙引號圍住一段字串構成此 child Rule。從

程式碼角度來看，此 child Rule 僅對應於單一程式詞彙(token)。以表3.8中的 class BNF 

Rule 為例，其 RHS 的"public"即為 SUGAR 型式之 child Rule。此項 child Rule 意指

，若尚未存在一項僅對應於 public 字串之特定詞彙型態，則建立此詞彙型態；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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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型態已存在，則以對應於此字串之詞彙作為此項 child Rule 的相應詞彙。 

 REF_ATTRIBUTE 型式之 child Rule：語法上，此 child Rule 以 ‘@’ 符號串接一項於

LHS 中曾指明之屬性的名稱。而此 child Rule 僅對應於單項詞彙，其詞彙型態為所

有屬性共同之詞彙型態(定義於 ‘Lexer’ 定義區)，而此詞彙相應之程式碼即為此屬性

之值。 

 REF_ARG 型式之 child Rule：語法上，以 ‘#’ 符號串接一項於 LHS 中曾指明之參數

的名稱。此 child rule 相應之詞彙串列，即為此參數型態(type)可能之 operators 所對

應的詞彙串列。 

 ITER 型式之 child Rule：語法上，以 ‘*’ 或 ‘+’ 符號為開始，在左右中括號中包含

一項 REF_ARG 型式之 child Rule，此 child Rule 引用之參數為陣列型態參數。同時

，左右中括號中可分別定義 separator、beforeList，及 afterList 相應於何種字串串列

。以表3.8所示之 ‘statements’ BNF Rule 為例，其 Right Hand Side 內容為*[ # 

StatementList  separator ";" beforeList "{" afterList "}" ]，此為一項 ITER 型式之 child 

Rule。此 Rule 引用了參數 ‘StatementList’，其陣列型態為 Statement[]。此 child Rule

意指，依序取出陣列中各項 Statement 元素之相應詞彙串列進行串接，兩詞彙串列間

以 seperator ";"符號作區隔，最後，於串接後之詞彙串列前後兩端分別置入"{"及"}"

符號，所得結果即為此 child Rule 對應之詞彙串列。此外，此 child Rule 最前端之"*"

及"+"符號，分別用於指明 StatementList 參數相應之 Statement 元素的個數為0個以上

，或1個以上。 

 OPTIONAL 型式之 child Rule：其語法結構及解析詞彙串列的方式皆與 ITER 型式極

為相似。差異僅在於，OPTIONAL 型式之 child Rule 所引用之陣列型態參數相應的

陣列元素個數需為0個或1個。 

 REF_LEXER 型式之 child Rule：其語法結構為 getValue(%Lexer_Name)。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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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er_Name 需為 ‘Lexer’ 定義區所定義之詞彙的名稱，而此 child Rule 即對應至

Lexer_Name 這項詞彙。 

‘Concrete Syntaxe’ 的 ‘Parser’ 子定義區中，僅需定義 lookahead 數值，指明語法分

析過程需往前查看 (lookahead)多少詞彙 (tokens)。於  ‘Lexer’ 子定義區，亦需定義

lookahead 數值，指明詞彙分析過程需往前查看多少字元(characters)。而不論在 ‘Parser’ 

或 ‘Lexer’定義區，lookahead 數值之設定，皆須大到足以避免詞彙或語法分析過程中可

能發生的歧義(ambiguous)現象。 

此外，先前於 BNF Rule 之 RHS 中，已利用 SUGAR 型式之 child Rule，定義相應

於固定字串之特定詞彙型態。而 ‘Lexer’ 子定義區，尚須針對標的語言定義其他相應於

固定或非固定詞彙之詞彙型態，以及定義 BNF Rule 中引用之屬性的共同詞彙型態。表

3.11 為 CoSynt 語法之 ‘Parser’ 及 ‘Lexer’ 定義實例，它針對 ‘myLanguage2’ 語言定義

了 VAR、INT、及 String 等三種對應至非固定詞彙的詞彙型態，且指明 BNF Rule 中引

用之屬性的共同詞彙型態為 VAR。至此，完成了 CoSynt 語法文件 ‘Concrete Syntaxe’ 定

義方式之介紹。 

當系統模型處理器(Model Processor)分析標的語言語法文件時，將結合 AbSynt 文

件中的 ‘Operator and Type definitions’ 定義、 ‘Attributes definitions’ 定義，以及 CoSynt

語法定義文件的 ‘Concrete Syntaxe’ 定義，藉此建構標的語言之完整語法結構。然後，

利用 Parser 產生器(Parser Generator)針對此完整語法，生成此 Antlr【13】語法分析定

義文件。最後，再針對 Antlr 定義文件經由 Antlr 工具生成詞彙及語法分析程式。 

表 3.11：CoSynt 語法之 ‘Parser’ 及 ‘Lexer’ 定義實例。 
Cosynt for myLanguage2 is 
Concrete Syntaxe { 
   BNF {…} 

Parser [k = 3] { } 
   Lexer [k = 1, attributes = VAR] { 
     VAR     = < ('a'..'z'|'A'..'Z'|'_'|'$')('a'..'z'|'A'..'Z'|'_'|'0'..'9'|'$')* > ; 
     INT     = < ('0')|(('1'..'9')('0'..'9')*) > ; 

   STRING  = < '"'('a'..'z'|'A'..'Z'|'*'|'=')*'"'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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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Synt 語法另一大定義區為 ‘Layout’ 定義區。而系統模型處理器(Model Processor)

分析標的語言語法文件時，將以 AbSynt 文件與 CoSynt 文件所述之完整語法為基礎，並

依據 ‘Layout’ 定義區之定義，生成 XSLT 樣式表(XSLT stylesheet)。此樣式表記錄如何

將標的語言實例(instance)之語法結構轉換成程式碼，並紀錄轉換後之程式碼應以何排版

方式作呈現。 

於 ‘Layout’ 定義區中，我們僅需定義語法結構至程式碼間的轉換方式。如表 3.12

內容所示，‘Layout’ 定義區中包含 ‘Styles’、‘Transformation Rules’ 以及 ‘Output’ 三項

子定義區，其中，我們必須針對 ‘Transformation Rules’ 定義區進行定義。此定義區用

於指明，語言實例語法結構中相應之各項 BNF Rule 節點如何轉換為相應之程式碼。以

表 3.12 所示 ‘Layout’ 定義為例，‘class’ BNF Rule 的 Transformation Rule 定義，其 LHS

為 BNF Rule 名稱，RHS 依序以 ‘#’ 符號加上各項 child Rule 編號作串接。目前，此 

‘Transformation Rule’ 定義區其實並無實際效益。僅因 ‘Layout’ 定義區與系統間的耦合

度較高，所以若欲移除此項定義區將大幅度修改系統核心程式。未來，若有機會針對此

系統核心程式進行修改時，可考慮將 ‘Transformation Rule’ 定義區移除。 

表 3.12：CoSynt 語法之 ‘Layout’ 定義實例。 
Cosynt for myLanguage is 
Concrete Syntaxe {…} 
Layout{ 
   Styles [default = null, sugars = keyword, attributes = null] { }  

Transformation Rules { 
class ： #1 #2 #3 #4 #5 #6 #7 ;  
intDecl：#1 #2 ;  
statements：#1 ;  
plus：#1 ;  
true：#1 ;  

int()：#1 ;  
} 
Output {} 

} 

另外，‘Output’ 定義區用於指明，語言實例轉換為程式碼時之程式碼換行時機。而

此定義區非為必要，若無此定義區，僅使得利用 XSLT 轉換程式轉換語言實例而得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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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碼，不含換行字元。因此，IDE 開發者，可於程式碼格式器客制化描述文件設計完成

後，再參照此描述文件 ‘newline’ 定義區之設計內容(參見 6.4 節及表 6.11)，稍作修改後

作為‘Output’定義區之內容( ‘Output’ 定義區之設計範例可參照附錄 A-2、附錄 B-2，或

附錄 C-2)。 

 

3.2.3 IDE 各項輔助機制的客制化資訊 

如 3.1 節所述，系統以模型轉換器(Model Translator)，分析輸入模型中的抽象語法定義

文件，並生成 Annotated Java 文件集。再以此文件集經由 EMF 進行模型轉換，生成具多

頁編輯能力之 Eclipse IDE 基本雛形。此 IDE 雛形於多頁編輯器之文字編輯頁面上僅含

基本框架。因此，為完成此文字編輯頁面，我們嘗試擷取標的語言語法結構中的相關資

訊，並利用系統生成之 Parser 及 Xslt 樣式表為輔助，建構出文字編輯頁面上的各項輔助

支援。 

但因許多輔助機制於建構過程中，尚需要 IDE 開發者依其喜好提供客制化資訊，方

能使輔助機制達到相應之客制化效果。為此，我們嘗試針對此類輔助機制訂定簡易之客

制化描述規則，讓 IDE 開發者依此設計客制化描述文件，以客制化其輔助機制。以下，

我們將針對文字編輯頁面上各項輔助機制，逐項概述其程式實作與客制化描述資訊間的

關係(各項機制之客制化描述文件實例，可參見附錄)： 

 醒目提示(Syntax Highlight)：經由分析標的語言之語法分析程式等文件，可自動生成

此項機制之預設客制化描述文件，再藉此逐步建構其客制化實作。此外，IDE 開發者

亦可依其客制化描述規則，依個人喜好撰寫客制化描述文件以客制化此項機制(相關

說明可參見5.2節)。 

 內容概要(Content Outliner)：此項機制之預設實作，參照多頁編輯器之 ‘Selection’ 頁

面的實作方法，以建構內容概要視圖(Outline View)。目前尚未提供可客制化支援。 

 程式碼摺疊(Folding)：此項機制之預設實作，先取出內容概要視圖根節點下第一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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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點。再逐一找出各節點於文字編輯頁面上相應之程式片段，對其設置程式碼摺疊

標記(tag)。此外，我們亦訂定簡易之客制化描述規則，使 IDE 開發者依此設計客制

化描述文件，選定需設置程式碼摺疊標記之程式片段(客制化描述規則參見6.1節)。 

 語法錯誤標記(Marker)：此項機制之預設實作，先以語法分析程式進行程式碼語法分

析，再針對各項程式碼語法錯誤，於文字編輯頁面上設置相應之錯誤標記。目前尚

未提供可客制化支援。 

 程式碼自動完成(Code Completion)：我們依循 Eclipse 提供之樣板設計框架實作此項

輔助機制。此機制需制定一份樣板(templates)來源文件，作為此機制之程式樣板庫。

預設之作法，以 XSLT 樣式表(XSLT stylesheet)自動生成此樣板來源文件(文件實例可

參見表6.6)。而 IDE 開發者亦可依循此文件之描述規則，撰寫一份樣板來源文件，以

客制化此項機制。 

 程式碼格式器(Code Formatter)：為實現此項機制，我們先制定客制化之描述規則。

其描述內容由語法的角度，以相對的方式，指明各種程式位置上應進行多少單位之

換行及內縮。當啟動此機制時，則以語法分析程式為輔助，先取得需進行換行或內

縮之程式位置，再調整程式碼排版方式(客制化描述規則說明可參見6.4節)。 

 程式範例新增精靈(New Template Wizard)：我們先以程式碼自動完成機制之實作原理

，取得 Top BNF Rule 樣板元素內容。再利用程式碼格式器重新排版此份樣板元素內

容，以此作為新增之程式範例的程式碼。此外，我們亦允許 IDE 開發者自行提供程

式範例文件，藉以客制化此項機制(相關說明可參見6.5節)。 

 型態宣告及引用(Type Declaration And Reference)控管機制：為建構此項機制，我們要

求 IDE 開發者於具體語法定義上需稍作限制，並訂定此機制之客制化描述規則。讓

IDE 開發者依此描述各項型態宣告之基本資訊、型態宣告之合法引用位置，及各型態

宣告於引用前是否須含特殊符號等限制。此項控管機制之客制化描述文件，可輔助

實現型態宣告和引用之間的超連結、醒目顯示特定型態宣告及其引用，以及內容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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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等三項輔助支援(相關說明可參見6.6節)。 

 

 

3.3 系統生成之標的語言 IDE 

如圖 3.1 所示，系統對輸入模型進行分析轉換後，將生成四項組成標的語言 Eclipse IDE

之組成元件。以下，我們逐一針對各元件概述其程式結構： 

 IDE Prototype：此元件為本系統生成之標的語言 IDE的基本框架，內含 ‘Model’、‘Edit’

、‘Editor’，以及 ‘Test’ 等四項外掛程式專案(Plugin Project)，此四項專案之主要功用

的說明可參見2.2.1小節。為生成此四項專案，需針對抽象語法進行分析處理，並以

EMF 工具為輔助作模型轉換與程式碼生成動作。另外，原本 EMF 工具所生成四項外

掛程式專案，僅具備標的語言之結構化編輯能力。但本系統為使其額外提供純文字

編輯支援，因此嘗試對特定版本之 EMF 工具進行擴增。最後，生成之 ‘Editor’ 外掛

專案中，包含純文字編輯輔助的基本框架(EMF 工具擴增方式可參見7.1節)。 

 Parser：此元件相應於 Antlr 工具生成之 Lexer.Java、Parser.Java、ParserTokenTypes.Java

，以及 ParserTokenTypes.txt 四份文件。此四份文件分別用於程式碼詞彙分析、語法

分析，以及紀錄各詞彙型態之編號(Antlr 工具說明可參見2.2.2小節)。 

 XSLT：此元件僅包含於一份 XSLT 樣式表(XSLT stylesheet)。經由 XSLT 處理器解讀

後，可將語言實例(instance)之語法分析結構轉為相應的程式碼。 

 Editor Add-on：此元件包含 IDE 各輔助機制的實作程式。其中，部分輔助機制之實作

程式需搭配 Parser 及 XSLT 樣式表。因此，當結合 Editor Add-on、Parser 及 XSLT 三

項元件後，即構成完整之文字編輯器實作內容。最後，將此三項元件附加於 ‘Editor’ 

外掛專案的 presentation 等套件(package)中，即成為具備結構化及純文字編輯支援之

標的語言 Eclipse 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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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統生成之標的語言 IDE，相當於一套用於輔助標的語言程式設計的編輯環境。

此環境以多頁編輯器為核心，附加此核心發展之視圖(view)、程式編輯輔助機制、喜好

設定頁面(preference page)，以及新增精靈(New Wizard)等支援。其中，多頁編輯器包含

多項結構化編輯頁面及一項純文字編輯頁面。而各編輯頁面上皆鑲嵌相應之編輯器，讓

使用者可經由多型態編輯器進行標的語言程式設計。 

系統在生成標的語言 IDE 雛形的過程中，將建構出標的語言 Ecore 模型(EMF Ecore

模型相關介紹可參見 2.2.1 小節)。此模型用於定義標的語言模型實例(instance)之語法結

構設計規則。而當於系統生成之 IDE 環境中，新增一項標的語言實例時，將以兩份文件

分別紀錄此標的語言 Ecore 模型實例，及標的語言程式碼內容。 

當使用者選取結構化編輯頁面來設計標的語言實例時，此頁面將以 GUI 介面顯示語

言實例之 Ecore 模型實例內容。同時，允許使用者透過增加、修改及刪除此頁面所顯示

之語法結構，進行 Ecore 模型實例設計。當使用者於結構化編輯頁面上進行儲存動作時，

系統將以 XMI【30】格式紀錄此模型實例內容；另外，當使用者以文字編輯頁面設計標

的語言實例時，此頁面將顯示語言實例之相應程式碼，並提供多項程式編輯輔助支援。

而當於使用者完成程式設計並儲存時，將以相應之程式文件紀錄程式碼內容。 

由以上陳述可知，多頁編輯器上包含兩種不同類型之編輯頁面，分別使用 Ecore 模

型實例與程式碼當作資料核心。因此，當使用者以任一類型編輯頁面進行語言實例設計

時，我們即有必要調整另一類型頁面的資料核心，使兩種資料核心達成一致。為此，我

們設計兩類型編輯頁面之即時同步機制，其架構如圖 3.3 所示。當使用者以文字編輯頁

面進行程式設計時，將即時取出程式碼內容並進行語法分析。於此分析過程中，會依據

語法結構重新建構 Ecore 模型實例之相應物件結構。同時，當此物件結構遭受修改時，

相應之監視器(Listener)將接收到物件變更事件，並即時修正結構化編輯頁面的顯示內

容，以達到兩類型頁面同步。反之，當使用者以結構化編輯頁面設計 Ecore 模型實例時，

此同步機制將即時取出 Ecore 模型實例之 XMI【30】序列化內容，並以 XSLT 處理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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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XSLT 樣式表所描述之轉換機制，將序列化內容轉為程式碼。最後，利用此程式碼和

文字編輯頁面上的程式碼(文字編輯頁面資料核心)進行後比對找出兩者差異，並根據此

差異修正文字編輯頁面上的程式碼，從而與 Ecore 模型實例在邏輯上達成一致(兩類型編

輯頁面同步機制的實作方式可參見 5.4 節及 5.5 節)。 

 
圖 3.3：IDE 多頁編輯器之結構化與純文字編輯頁面同步機制架構圖。 

 除了多頁編輯輔助支援外，系統生成之 IDE，尚提供文字編輯頁面之醒目提示及程

式碼完成等功能的喜好設定頁面，輔助 IDE 使用者進行這兩項機制之客制化設定。此

外，此 IDE 提供簡易之程式範例新增精靈(New Template Wizard)，用於產生具備標的語

言基本程式框架之程式範例，讓使用者可快速瞭解標的語言程式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