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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梭（Shuttle）系統 

在第一章我們提出了欲輕鬆開發軟體，在今日仍面臨的問題，並想解決這些問題；隨著

第二章探討過諸多技術與標準，有些問題獲得解決了，但始終還有許多難題依然無解。 

我們認為，圖形化塑模、簡化易懂的模型轉換規則，以及自動適時的協助，應是當

今較能吸引應用領域塑模者的介面。本著這樣的理念，我們提出了「梭」系統：它運行

於 GMF 這樣一個圖形化塑模平台上；以「概念同步」作為實現模型同步、完全雙向工

程的第一步；為了彌補因自動判斷所造成精確度的不足，它提供視覺化、盡量不中斷塑

模者工作的模型元素間「同步建議」，讓使用者有實行同步與否的最終決定權。 

以下開始的頭兩節，我們會先對梭系統的動、靜態組態有個整體的介紹。接下來從

3.3 到 3.9，則會依 3.1 所規劃五大階段中，已實作的前三大階段，繼續較為詳細地解釋

梭的細部運作流程。 

3.1 系統動態行為概觀 

梭的主要輸入的資料有二：（一）透過 JWI（版本 1.1.1）取得之 WordNet（版本 2.1，視

窗作業系統專用）辭典內容；（二）GMF（版本 1.0.0）編輯器下之執行階段塑模元素群

（以下簡稱 GMF 元素）──例如在以 GMF 為基礎的 UML 編輯器中，執行階段正被編

輯的 UML 模型元素，其實皆以 GEF 下的 org.eclipse.gef.editparts. 

AbstractGraphicalEditPart 或其子類別物件而存在，故這些執行階段存在於

GMF 編輯器之中的 AbstractGraphicalEditPart物件，便被我們視為 GMF 元素。

至於梭的主要輸出資料，則是顯示於 GMF 元素之上的領域模型同步變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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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的運作流程粗分五大階段（如圖 三-1），藉著與 GMF 編輯環境互動而循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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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梭的運作流程，以 UML 活動圖（Activity Diagram，AD）呈現，Stage I – V（標題為粗斜體者）

分別代表階段（一）～（五），是梭的主要邏輯。在圖 三-12 當中，有關於階段（三）「顯示建議提示」

部分較為具體的實作資訊可供參考。階段（四）、（五）則屬未來研究，目前尚未完成實作。 

（一） 當任一 GMF 編輯器載入時，梭透過 GMF「裝飾員提供者」的轉介，取得

編輯器承載的 GMF 元素，接著向這些元素註冊事件監聽員（Event Lis-

tener），並記錄這些元素的「text」屬性內容；隨後，當有編輯事件發生在

這些元素上時，梭監聽到了，再擷取這些元素更新後的「text」內容； 

（二） 對上個階段擷取的新、舊屬性內容各進行斷詞，將斷詞結果投入 WordNet

搜尋，以找出相關的 Synset 概念（詳見 3.5.1），最後直接連結 GMF 元素

與搜尋出的這些相關概念，以便日後快速搜尋；因為是同一元素的新、舊

內容，故分別產生兩群新、舊連結；同時，在概念、規則一體的原則下，

代表各概念的同步規則實例也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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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若新、舊「text」內容也可連結到更早建立的規則實例，便觸發並匹配該

規則實例，接著搜尋與規則連結的所有其他元素，在相關受影響的元素

上，產出或者取消視覺化套用建議和建議提示； 

（四） （本步驟目前由塑模者手動操作）建議為塑模者接受而套用，領域模型更

新； 

（五） （本步驟目前未實作）建議為塑模者拒絕，刪除視覺化建議，凍結規則。 

我們試圖從模型元素的自然語言相關屬性內容中找出概念，並連結概念與模型元

素，進而產生規則。因為我們認為：背後具備相同概念的模型元素群，當「同生共死」，

如此才能成就一個概念的同步，進而達成系統模型語意上的一致；因此，若這群元素中

有一個被更動，則其他元素也應連帶進行相應的更動。這便是梭「概念同步」的核心假

設；而這個假設的實踐，則透過執行同步規則的推論來達成。 

值得留意的是：圖 三-1 中的編輯器 A、B，並非梭的內部元件，而梭也非 GMF 編

輯器；梭實際上可以看作寄宿於 GMF 編輯器的功能增益，透過與宿主編輯器互動，來

取得 GMF 元素及其自然語言屬性，並提供目前 GMF 編輯器所欠缺的、元素編輯時的

同步建議。 

3.2 系統靜態架構概觀與真實使用案例 

伴隨梭的開發，我們提供一件較為複雜的使用案例，除了用以解釋梭面對實際開發行為

時的運作細節，另一面也要順帶測試梭之正確性與可行性。這個案例，就取自梭本身開

發流程中的 Ecore 物件類別模型設計圖，使其兼具自我證明（Self-proof）與解釋系統之

功能，如圖 三-2。以下針對該圖的兩大意義，進一步說明。 

3.2.1 梭的靜態架構概觀 

圖 三-2 是梭的初步靜態架構圖，須注意的是──該圖只是部分系統的模擬設計，且尚

未利用 EMF.Codegen 生成 Java 程式，所以不全然和真正實作的程式碼一致。不過，我

們為梭系統的靜態結構，劃分了五大區塊（或子系統），基本上不論在模擬設計，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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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實作，仍是一致的；所以，我們還是可以透過這張圖，較為輕鬆地來理解這五大區

塊，他們分別是：（一)平台互動入口與公用設施；（二）同步規則架構；（三）應用同步

規則架構；（四）概念架構；（五）結構化規則架構。 

平台互動入口與公用設施區塊位於圖的最左側，包含 System（與實作一致的物件

類別，以此字體顯示） 、SupportedRuleChecker、RecommendationHintDecoratorProvider

與 MonitoredRuleTable 物件類別。System 繼承 org.eclipse. ui.plugin.AbstractUIPlugin，是

梭做為 Eclipse 外掛的入口，並存放 JWI 的 WordNet 查詢字典介面 IDictionary 等公用設

施物件。RecommendationHintDecoratorProvider 則是與 GMF 平台互動的入口，也是另一

處公用設施物件的存放點。SupportedRuleChecker 與 MonitoredRuleTable 這兩個公用設

施物件類別，用作已產生的規則實例的快取，便存放於 RecommendationHintDecorator- 

Provider。本區塊與下一區塊的互動細節，可參見圖 三-12。 

同步規則架構區塊在圖中央，包含 Model SyncRule（未實作或與實作不一致的物件

類別，以此字體顯示，這些物件類別將來也極有可能大幅度變動，所以若無實作便不贅

述，以免造成讀者困擾）、Rule Trigger（規則觸發員，RuleTrigger）、Rule Recommender

（規則建議員，RuleRecommender）以及 MP Hook（MPHook）物件類別，Model 

SyncRule 即實作裡的 Rule。這些一般化的規則相關型態，構成梭規則系統的核心，他

們之間如何互動，可參見 3.7。因為不論規則、觸發員和建議員，都會需要和 GMF 這樣

的塑模平台（Modeling Platform，MP）的元素連結（掛鉤），所以我們再把可重複使用

的掛鉤程序集中起來，以 MP Hook 統一管理。 

應用同步規則架構區塊在圖的上方，包括 GmfLabelSyncRule、GmfLabel-

SyncTrigger、GmfLabelSyncRecommender、GmfLabelWordNetSyncRule 和

EmfPropertySyncRule。其應用語意同時表現在其兩段式命名中，由「支援模型元素型態」

（如 GmfLabel）與「支援同步概念型態」（如 WordNet）所構成。目前幾乎是 GMF

標籤元素同步規則的天下，主要負責支援在 GMF 標籤元素上所發生的 WordNet Synset

概念（詳見 3.5.1）同步行為，未來可能納入支援 EMF 平台甚至知識本體的應用同步規

則架構，可參見 4.2.4 與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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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2 繁複案例：梭系統的 Ecore 模擬物件類別架構（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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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架構區塊在圖的下方，包括 ConceptSyncRule、ConceptSyncSet、Deniable- 

SyncSet、WordNetSyncSet、AcronymSyncSet、Conceptionary 以及 Conceptionary-

PriorityQueue。這區塊是同步概念（或「概念，可同步的集合」，SyncSet）的大本營。

梭將同步概念與實際運作同步的規則分開設計，相當於同步概念負責提供資料依據，以

指揮規則如何同步；如此一來不論規則或概念，可以各自擴充，再隨機組合，當規則／

概念型態日益多樣化後便較容易維護。然而，目前僅有 WordNet Synset 概念被實作，未

來則可能納入「頭字語概念」以及「可客製化概念」，並包括處理概念優先權的物件類

別，詳見 4.2.2、4.2.5 以及 4.2.1。 

結構化規則架構區塊在圖的最右方，包括 MPMESelection、SingleMPME 和

GmfLabelSelection，這些都是預備將來規則結構化用地物件類別，目前均未實作，有關

規則結構化的未來規畫，可參考 4.2.4、4.2.7 與 4.2.8。 

3.2.2 示範「梭如何幫助梭的設計」 

當圖 三-2 被載入安裝了梭的 GMF Ecore 編輯器後，我們便可以利用已實現的梭的功

能，來輔助未來梭的開發。以下我們就拿 3.1 所歸納的運作流程五大階段，解說當梭的

設計圖被載入 Ecore 編輯器，後所發生的故事： 

（一） 當 Ecore 編輯器載入圖 三-2 時，梭透過 GMF「裝飾員提供者」的轉介，

取得圖 三-2 的各個 GMF 元素，接著向這些元素註冊事件監聽員，並記錄

這些元素的「text」屬性內容，例如 Ecore 物件類別（EClass）名稱「Model 

SyncRule」和「ConceptSyncSet」、屬性（EAttribute）名稱「antecedent」、

動作（EOperation）名稱「apply」和「recommendApplication」等等；隨後，

假設當有編輯事件發生在「apply」這個元素上，「apply」被改為「execute」，

然後，梭監聽到了，擷取更新後的內容「execute」； 

（二） 對上個階段擷取的新內容「execute」和舊內容「apply」各進行斷詞，得到

斷詞結果仍然是「execute」和「apply」，將這些結果投入 WordNet 搜尋，

找出相關的 Synset 概念，最後直接連結「execute」所在元素與搜尋出的這



 - 29 -

些相關概念，以便日後快速搜尋；因為各是同一元素的新、舊內容，故分

別產生「execute」和「apply」各自的子詞－概念群連結；同時，在概念、

規則一體的原則下，代表「execute」和「apply」相關各概念的同步規則實

例也建立了； 

（三） 此時，「apply」也連結到更早建立的規則實例， 

1. 這規則實例，是在更早時候監聽「 recommendApplication 」與

「ConceptSyncSet」等等元素時，透過子詞「Application」與「Set」

等等連結的規則實例，因為「apply」、「application」和「Set」在我們

的 WordNet 搜尋策略下，是會搜尋到共同 Synset 概念的； 

2. 於是，這些規則實例便被觸發並匹配，接著搜尋到與規則連結的

「recommendApplication」與「ConceptSyncSet」等等元素； 

3. 「recommendApplication」與「ConceptSyncSet」等等，都是相關受影

響的元素，所以我們在這些元素上顯示建議提示，並將這些元素的工

具提示，設定為梭的規則套用建議； 

（四） 我們可以接受建議，譬如「 recommendApplication」的確需要改為

「recommendExecution」，因為「apply」和「recommendApplication」代表

的是連動的規則運作機制； 

（五） 又譬如在「ConceptSyncSet」元素上，我們認為事實上和「apply」沒有連

動關係，在該元素上的建議純屬誤判，所以就忽略不理。 

3.3 第一階段：監聽 GMF 編輯器模型元素 

梭的概念同步要能作用，第一步就是要取得正在編輯的領域模型元素，接下來才能擷取

元素所使用的「自然語言」屬性內容。GMF 身為一般化的框架，在 Eclipse 上被賦予通

用圖形化塑模平台的地位，具有強大的適應各種應用領域塑模之客製化能力。在 GMF

之上，可以建立各式各樣圖形化的塑模應用平台，如 UML 編輯器；梭選用 GMF 作為

優先支援的塑模平台，就等於支援 GMF 之上各式各樣的應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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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監聽活動的起點，我們從延伸「外顯裝飾員提供者延伸點」下手，因為它既提

供了梭存取 GMF 元素的管道，又符合接下來顯示視覺化模型同步建議的需求。於是，

我 們 設 計 RecommendationHintDecoratorProvider 物 件 類 別 ， 繼 承

IDecoratorProvider，主功能雖是用於 3.9，但也同時作為梭核心邏輯進出 GMF 編

輯器的入口。透過實作 createDecorators(IDecoratorTarget decoratorTar-

get)方法，我們直接通過了 GMF 編輯器的關卡，省去判斷存取編輯器時機的功夫，直

接取得以 IDecoratorTarget包裝的 GMF 元素。為了完成整個延伸點的擴充，梭的

外掛組態檔也作了如圖 三-3 的宣告，使 RecommendationHintDecoratorPro-

vider得以被 GMF 編輯器找到並叫用。 

 

圖 三-3 梭系統的外掛組態檔案「plugin.xml」。圖中粗體字代表必須提供的內容，包括外顯裝飾員提供者

延伸點的識別碼，我們繼承實作 IDecoratorProvider的 RecommendationHintDecoratorPro-
vider其 Java 全名（Qualified Name），以及多個裝飾員提供者並存時，我們所提供的裝飾之覆蓋優先順

序。 

如同在 2.4.4 的介紹，若以呈現在編輯器畫面上的視覺符號效果而論，GMF 有所謂

的符號型元素，依圖型化定義可再分成形狀（Shape）、連結（Connection）與標籤（Label）

三大基本型態。造成 GMF 強大通用特性的關鍵之一，就是提供了這些標準化的符號型

元素，使我們只需要監聽標籤元素之「text」屬性，就能取得待編輯模型上所有「看得

見」的文字內容，如圖 三-4 和圖 三-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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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4 可能的 GMF 編輯器中之待編輯模型。圖中包含四張子圖，由【6】與圖 三-2 所擷取而來，各子

圖所見的文字內容，均屬於 GMF 標籤元素之「text」屬性。 

 
圖 三-5 GMF MVC 樣式下，梭所關注的區塊。我們目前只對符號型（Notational）模型元素之一的標籤

元素「text」內容有興趣；所以在編輯器的執行階段，梭就監聽控制標籤元素之 IGraphicalEditPart，
以及找到顯示「text」屬性的 Draw2D 元件，擷取其顯示內容。原始的 GEF 與 GMF MVC 樣式對照，請

參見圖 二-1。 

如圖 三-6，經過我們以 Eclipse JDT 偵錯器（Debugger）實驗觀察，監看執行狀態

下的 GMF 元素，在排除若干可能後，發現：（一）控制 GMF 元素編輯的底層單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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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個共通介面 IGraphicalEditPart 外，也共同繼承自 GEF 的 Abstract- 

GraphicalEditPart 物件類別；（二）所有 GMF 標籤元素，均以延伸自 Drwa2D 的

org.eclipse.gmf.runtime.draw2d.ui.figures.WrapLabel 元件，來承載

「text」屬性。所以，梭的規則觸發員也繼承了GEF下的org.eclipse.gef.EditPar-

tListener，好監聽 AbstractGraphicalEditPart所管控的編輯事件；並且，若

判斷出該元素為標籤元素，便存取 AbstractGraphicalEditPart下的 WrapLabel 

IFigure，得到其中的文字內容，也就取得了「text」屬性之值。 

 
圖 三-6 透過 Eclipse JDT 偵錯器觀察執行階段之 GMF 標籤元素示意圖。圖中觀察的對象，便是在圖 三-2

中，用來顯示「Conceptionary」物件類別其名稱（Class Name）的標籤元素。 

至於形狀與連結元素，看似沒有自然語言屬性，然其屬性（如顏色）也有可能在其

他模型、文件等處的文字敘述被引用，這使得它們倆型態也不能被放過。只是要監聽這

些「藏在背後」的屬性，GMF 編輯器並不直接支援，因而我們可能就要尋求較底層 EMF

的協助，如監聽 EMF 編輯框架下的屬性（Property）編輯器等等。監聽 EMF 平台的困

難度和 GMF 不相上下，故我們以完成實作監聽 GMF 平台為優先，EMF 的部分待未來

再行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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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監聽執行階段 GMF 元素的最大好處，是在五花八門的領域模型編輯器下，梭

都可以直接安裝、執行，具備高度彈性、易於展延（High scalability）。因此對領域模型

編輯器的使用者來說，不需要去操作 GMF 下的 EMF.Codegen、genmodel 等複雜編輯器

打造流程，便可立即使用梭。而對領域模型編輯器的開發者來說，也毋須為了打造具備

「梭」功能的編輯器，而花費時間研究什麼獨特的程序，當作一般的 Eclipse 與 GMF 外

掛程式內嵌就成了。 

3.4 第二階段之一：自然語言斷詞 

傳統軟工輔助系統的詞彙管理與同步，幾乎建立在「精確字串匹配」的基礎上。然而，

我們認為精確匹配缺乏彈性，尤其在眾多概念、詞彙糾結的程式、模型命名法則下，更

無法達到模型、程式碼等開發資源間的主動連結。若被動等待開發者來建立連結，開發

者在繁重的工作下便容易忽略，徒使該功能聊備一格。模型在一些命名情境，其實繼承

了程式碼的斷詞特性；而斷詞技術在資訊擷取領域的亮眼表現，也在這時引起了我們的

注意，使我們覺得除了單純用來巡覽複合字以外，不妨給斷詞技術在軟工領域有更多大

展身手的機會，以彌補精確匹配的不夠主動與貼心。 

斷詞是取得模型元素背後「概念」的關鍵。在上一節，模型元素屬性中所使用的自

然語言內容已被萃取出來，這即將成為我們接下來的斷詞對象，斷詞後便可輕易進行以

詞為基礎的概念搜尋。這一節的自然語言斷詞工作，我們交給 Java 內建的標準斷句／斷

詞工具 java.text.BreakIterator。若遇上屬性內容為一群句子（如註解），則利

用 getSentenceInstance()取得斷句用的 BreakIterator先行斷句；爾後再針對

各句，呼叫 getWordInstance()取得斷詞用的 BreakIterator再行斷詞。 

因為 ICU 的複合字斷詞工具尚未支援英文，筆者也不諳泰文、德文，而 Eclipse 的

相關斷詞工具目前也不易重用，加上梭現在的測試、使用案例也以英文為主，故針對複

合字的斷詞，我們另行設計了一個簡單的、直接繼承、包裝（Wrap）Java 斷詞器 BreakI-

terator 的暫時性物件類別：CompoundWordBreakIterator。CompoundWord- 

BreakIterator的斷詞規則相當簡單，僅判斷駱駝命名與底線分隔字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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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第二階段之二：連結模型元素與概念 

憑著我們「相同概念的模型元素群，當同生共死」的假設，梭的概念，代表了一種潛在

應同步的關係，或者具備這些關係的模型元素群之集合，類似 UML 的關聯物件類別

（Association Class）。 

同步關係要能作用，就得將相關的模型元素群彼此連結起來，才能一同動作；概念，

在最後成了這個連結關係的易記代稱。在有助於自動化同步的概念中，梭注意到了透過

自然語言斷詞，使相關詞彙得以自動連結的這個區塊；尤其又以 WordNet 提供了龐大的

詞庫與 API，遂成了我們率先實驗自動化同步概念的對象。 

3.5.1 WordNet Synset 概念 

Synset 是 WordNet 詞意分析、推論的基本單位，在 JWI 實作中以介面 edu.mit.jwi. 

item.ISynset 表示。因同義詞本身便是具備「同義」的概念，故我們將 Synset 也定

為梭的概念之一。另外，JWI 為了後端 WordNet 資料庫的存取效率，也設計有未經 Synset

解析（Resolve）的 edu.mit.jwi.item.ISynsetID識別代碼型態。 

梭的同步概念源自 Synset，但梭為求將來概念的可擴充性與運算介面的一致性，並

不直接在同步規則中使用 Synset，而是設計了一般化的 ConceptSyncSet物件類別以

代表任何「同步概念」；「SyncSet（Sunchronization Set，同步集合）」的命名其實是受到

Synset 的啟發，只是後者是「同義詞的集合」，而前者代表的是「概念，可同步的（模

型元素）集合」。然後，梭以包裝員（Wrapper）的形式，把 ISynsetID 間接包裝於

WordNetSyncSet物件類別之內，再讓 WordNetSyncSet繼承 ConceptSyncSet。

因 JWI 設計成可純粹依賴 ISynsetID進行 WordNet 巡覽，Synset 解析在此並無必要；

所以為了達成較佳效能，現階段我們取 ISynsetID 捨 ISynset 封裝於

WordNetSyncSet內。 

接著，這 WordNet Synset（ConceptSyncSet）與相關元素間的連結，便透過 JWI

下的 WordNet 辭典索引查詢與概念搜尋兩大基本步驟建立。這是一個雙向的連結，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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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因應任何模型元素的編輯事件，都可以透過「概念」快速找到其他相關元素，而通

知提醒同步，如圖 三-7 所示。 

dd ME-Concept binding

If the license text is too large, the 
content should be scrolled for 

completely reading.

"scroll": 
WordNet 

IndexWord

in Use Case View

some concept: 
WordNet Synset

creating scroll bar

in Process Design View

ScrollBar: UML Object

in Run-time Object View

ScrollBar: Some GUIin Visual View in
a GUI Editor

Use Case 1 - a 
GUI system

another word: 
WordNet 

IndexWord

final: direct concept l ink

another concept
search

2: concept search

1: WordNet
Dictionary Lookup

dd ME-Concept binding

"apply": 
WordNet 

IndexWord

"application" 
concept: 

WordNet Synset
EOperation 

recommendApplication: 
GMF Label

EOperation apply: 
GMF Label

Rule system final: direct concept l ink

1: WordNet
Dictionary Lookup

2: concept search

 
圖 三-7 以 1.1 使用案例一局部（上），和梭的同步規則架構子系統（詳見 3.2.1）局部設計（下）為假想

情境的兩個模型元素－概念連結實例，可解釋 WordNet Synset 概念與模型元素間的連結關係。此圖是為

以物件為主之 UML 部署圖（Deployment Diagram，DD），左邊兩欄物件都是代表塑模者操作的模型元素，

而右邊兩欄，則是梭在進行索引查詢和概念搜尋時，所產生的中間物件。 

在連結「ScrollBar: Some GUI」元素與其背後概念的第一步（1: WordNet Dictionary 

Lookup）中，透過 edu.mit.jwi.dict.IDictionary 的 getIndexWord(java. 

lang.String lemma, PartOfSpeech pos)方法，在 WordNet 中先定位我們的斷

詞結果「Scroll」，找出所有詞類（POS）下含有「Scroll」的索引詞（Index Word）。 

第二步（2: concept search）進行概念搜尋，概念搜尋分兩個層次：（一）基礎搜尋

透過 edu.mit.jwi.item.IIndexWord的 getWordIDs()與 edu.mit.jwi.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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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ordID 的 getSynsetID()方法，負責找出索引詞對應的直接 Synset 概念，稱基礎

概念；（二）延伸搜尋則以基礎概念為起點，利用 edu.mit.jwi.item.IWord 下的

getRelatedWords()與 ISynset 的 getRelatedSynsets()方法，繼續取得如相

關詞（Related Words）、同義、泛義／上位詞、特義／下位詞、成分詞、合成詞等等（參

見 2.3.2）更廣泛的延伸概念。當我們設定求得的概念都到齊後，最終步驟（Final: direct 

concept link）便是在「ScrollBar: Some GUI」和這所有概念間建立直接連結，以利將來

加速概念搜尋，至此索引詞功成身退。這種直接連結，稱做子詞－概念群連結

（Subword-Concepts link）。 

所以在完成連結之後，將來使用案例一當中的 GUI 卷軸設計若又要取消、恢復舊

觀，還是改成使用其他元件，則不管在使用案例、程序設計、執行階段、還是 GUI 編輯

器的面向，相關的模型元素（圖 一-1 中的「ScrollBar: Some GUI」、「ScrollBar: UML 

Object」、「creating scroll bar」和註解）都能透過雙向連結，快速獲得同步更新的通知。 

延伸概念，係指透過延伸概念搜尋得來的概念，因此具有階層性，目前以一階（一

次延伸搜尋，或一次 getRelatedWords()／getRelatedSynsets()方法的叫用）

為限。延伸階層越多，當然所涵蓋的語意、模型元素越寬廣，將來同步的提醒越不會百

密一疏；不過，相對地「不用改卻建議改的假警報」機率增加，說不定也會帶給開發者

新的困擾。寬窄之間的拿捏，有賴未來透過資料掘礦或機器學習等技術建立學習機制，

以便依開發者的實際經驗，提供客製化的延伸階層深度。 

相關詞延伸概念，則是個比較特別的延伸概念。因為 WordNet 的相關 Synset 巡覽，

是巡覽「同詞類」下的語意相關 Synset；所以，我們若要跨越詞類去尋找更廣泛的概念，

便得利用相關字巡覽。 

3.6 由連結到規則：自然語言型同步規則 

一個概念──或潛在應同步關係──的建立，其實也代表了一個同步規則的建立；而因

應模型元素編輯事件，產生相應的同步建議，便是一個同步規則的推論過程。因為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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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自然語言關係為推論基礎，所以在梭，規則也被稱呼以自然語言型同步規則，或簡

稱同步規則。 

對許多人來說，將我們的推論規則以大家熟悉的格式寫下，可能更容易理解。若以

語意網規則語言（Semantic Web Rule Language，SWRL【61】）表示，則所謂的「WordNet 

Synset 概念」同步推論，長得就像這樣： 

changedTo(?x, ?z) ^  
rdf:type(?x, Monitored_GMF_Element) ^  
rdf:type(?y, Monitored_GMF_Element) ^ 
use(?x, ?subword1) ^ use(?y, ?subword2) ^  
relatedTo(?subword1, ?concept) ^  
relatedTo(?subword2, ?concept) 
 
    → changedTo(?y, ?z) 

在正常情況下，變數 x、y應對應到兩個梭所監聽的 GMF 標籤元素，有著「text」

屬性，屬性內容各包含子詞 subword1 和 subword2。這兩個子詞透過概念搜尋，都

可以找到概念 concept，於是 x、y都連結到 concept，兩個 relatedTo關係成立。

這層關係，令我們認為 x和 y也同時具有潛在同步更新關係，所以爾後若 x改成 z了，

我們將建議 y也同步更新為 z。 

在 3.3 中，於取得了欲監聽 GMF 元素的同時，我們也以註冊事件監聽員的方式，

隨時攔截發生在目標元素身上的編輯事件；當這些編輯事件發生時，規則左端的

changedTo關係成立，也是我們的推論規則被觸發之時。由上面的虛擬 SWRL 規則可

以看出：因為前提中的各關係（changedTo、rdf:type、use和 relatedTo）都已

發生，此時 GMF 元素對同步規則的觸發，便進入右端的結論套用階段。但因為概念同

步規則的建議性質，所以實際進入的是「顯示結論套用建議」的階段──亦即規則右

端的 changedTo關係要不要真的成立，留給使用者做最後裁決。 

以上提及 SWRL，純粹是為了讓人容易理解，梭規則的背後邏輯、語意；實際上的

設計並未遵循 SWRL／OWL／RDF 格式，也尚未利用任何 SWRL 引擎來執行這些規則。

在梭的實作上，我們設計了 Rule（或稱作 Model SyncRule，模型基底同步規則，

Model-based Synchronization Rule，專用於 EMF／GMF 模型，以別於一般規則系統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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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與 GmfLabelSyncRule（GMF 標籤元素同步規則，是當今梭的主力規則）；這些

基礎規則物件類別，將作為未來延伸應用範圍之用。另外，再設計繼承的物件類別

GmfLabelWordNetSyncRule，這是可以獨立運作的同步規則，專門處理 WordNet 

Synset 概念同步。 

3.7 推論規則的生命週期循環 

由上一節可以看出，梭是一個加入建議機制的複雜同步規則系統。加上未來我們希望延

伸同步規則至結構化、與知識本體結合的規則，屆時將需要利用一般化的邏輯規則推論

機制，故先於此規劃、試驗基本的規則運行架構，好為將來的一般化推論預作準備。觀

察目前坊間一些可能的開放規則架構，如 Jess【62】和 AGG 等，尚未發現可支援我們

的建議機制者；所以在發現適合的規則架構可供套用前，選擇先自行開發。 

推論規則由被發現（Discovered）、匯入（Imported），到被觸發（Triggered）、匹配

（Matched）、建議（Recommended）、套用（Applied）、匯出以共享，或到暫時凍結

（Frozen），而後被解凍再次套用，週而復始；或到被推翻（Deprecated），走完他的一

生，如圖 三-8 的狀態機所示。 

目前梭的規則相當單純，系統也相當陽春，所以在一開始，我們的同步規則建立後，

便直接通過發現狀態，進入匯入狀態。匯入後，推論規則由發生編輯事件的 GMF 元素

觸發。當一條規則前提中，有任一成員條件成立（由與規則連結的 GMF 元素啟動），這

規則就被觸發。進入「觸發狀態」的規則，開始判斷是否需在 MP（如 GMF 編輯器）

上顯示「匹配建議（Match Recommendation）」或「套用建議（Application Recommenda-

tion）」；若有任何建議可顯示，則進入「建議狀態」，準備顯示建議，以待使用者下令，

完成匹配、套用，或者被凍結、推翻。每個可以「獨立運作」的規則，都必須負責監控

觸發後接下來的大部分狀態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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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8 以 UML 狀態機（State Machine，SM）圖表示之規則生命週期。 

當規則中的所有前提元素均被觸發時，則跳過顯示匹配建議（此時所有建議匹配的

元素都已存在，不需要再「建議」了），馬上進入匹配狀態，規則的結論被提出預示而

形成「套用建議」，待使用者下令套用，或是被凍結、推翻。若使用者採納了建議，規

則便進入套用階段，完成套用後，一筆觸發至此順利終結。梭目前唯一採用的「自然語

言型同步規則」，便屬此種觸發模式。 

為因應可能在塑模平台上，有不確定的多處元素同時觸發該規則，或同時納入匹配

／套用建議，而每個元素觸發規則、顯示建議的條件又不一，故此時我們為每條規則下

的每個模型元素，配發觸發（監聽）員（Trigger）與建議員（Recommender）各一名。

如圖 三-9。圖中有觸發員 Trigger1 與 trigger3，和建議員 recommender3 與 recommender6，

分別向元素 me1、me3 與 me6，以及 X、Y 等等規則註冊；此時 me1 某些內容的修改被

trigger1 偵知，觸發了規則 X、Y 等等，最後透過 recommender3，在 me3 身上產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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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9 模型元素（Model element）、觸發員、建議員與規則間之互動關係。 

3.8 第三階段之一：從概念連結變動到套用建議產生 

在 3.5.1，我們透過子詞－概念群連結的建立，以傳遞元素的同步更新通知。到了上一節，

我們已經知道這些連結的建立，實際上是促成一種同步規則的生成；而模型元素的變

動，到最後會觸發「套用建議」。那麼現在，我們就來更深入地解析：當模型元素變動

後，同步更新通知和同步規則運作間的關聯。 

模型元素的變動若造成屬性內容的改變，則按照 3.5.1 的做法，新的內容可能導致

新的概念搜尋結果，元素將會因此擁有新的子詞－概念群連結。一開始，我們也許可以

選擇最簡單的做法：不管新、舊連結間的差異，透過所有連結，將同步更新通知傳遞出

去。然而問題來了，例如既然只是「recommendApplication」改為「recommendExecution」，

「recommend」並無變動，就沒必要連「recommend」也去建議變更為「recommend」─

─雖然很無厘頭，但我們最初的想法，的確會導致如此啼笑皆非的結果，徒然浪費電腦

的運算資源，以及使用者的寶貴時間。所以為了避免未更動的連結，造成多餘、擾（惱）

人的建議，我們採取改良策略：只透過新、舊連結間的差異連結，來傳遞同步更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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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偵測新、舊連結差異──利用列文斯坦演算法（Levenshtein Algorithm） 

新、舊連結之間的差異，源自於標籤內容字串的差異。而說到計算字串差異，再也沒有

哪個演算法比動態規劃（Dynamic Programming）的代表──列文斯坦演算法【7】更有

名了。 

我們透過改寫、擴充由【7】提供的演算法範例，對齊（Align）新、舊字串，如圖 

三-10 得到一系列的列文斯坦編輯動作（Levenshtein Editing）系列後，只取編輯動作中

來自舊字串的變動字元集合。因為目前的同步建議只顯示「何處有變動」，暫不做「變

為何」的進一步字串變動預測，故此時不需要新字串的資訊，也不需判斷編輯動作的種

類，只要有字元變化，一律歸入變動字元集合。接著，我們從舊字串中，找出與變動字

元產生重疊的連續子詞，稱潛在變動子詞（Likely Changing Boundary），集合成衝擊片

段（Impact Segment），所有的衝擊片段再集合成衝擊區域（Impact Area），如圖 三-11。

所以，我們現在只需要關注位於衝擊區域的這些「潛在變動子詞」，與其子詞－概念群

連結，這些連結，就是我們期待已久的新、舊連結差異！  

 

圖 三-10 列文斯坦對齊法（Levenshtein Alignment）。左半部為列文斯坦表（Levenshtein Table）；右半部為

相對應之列氏編輯動作（括號中為相應之列文斯坦編輯距離，Levenshtein Distance），表示「puzzle」與「pzzel」
間在字元編輯上的差距，均摘錄自【7】。 

 Substitute p with p (cost 0) 
 Insert u (cost 1) 
 Substitute z with z (cost 0) 
 Substitute z with z (cost 0) 
 Insert l (cost 1) 
 Substitute e with e (cost 0) 
 Delete l (c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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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1 衝擊片段與衝擊區域示意圖。圖中斷詞邊界（Boundary）是 Java 斷詞工具的產出，本意只是下

個斷詞的起始字元位置，而子詞則是以相鄰兩斷詞邊界包夾成的次字串，但斷詞邊界偶爾會使用過頭，

變成也用來代表以其為首的子詞。 

3.8.2 產生套用建議 

我們取得新、舊連結差異後，依其差異型態與標籤所在 GMF 元素的角色，分兩類對應

處理。第一類就是一般的規則觸發處理，有所變動的舊連結概念，通知被建議的 GMF

元素，顯示套用建議，例如某「apply」元素變為「execute」時的另一個「recommend- 

Application」元素，會因「apply」與「Application」間的舊共同概念而被通知。較特別

的是第二類，當標籤身在觸發源頭的 GMF 元素，例如「apply」元素本身時，對於消失

的舊連結概念如「apply」，表示 GMF 元素已不再參照這舊概念，若先前有因為舊概念

而生的同步建議，此時便應取消掉；至於新連結如「execute」等其餘變動，因為元素本

身是觸發源頭，並非被建議者，變動是在使用者自覺的情況下所引發，故暫不用理會，

等待下次被別處元素觸發時再說。 

模型元素變動的同步更新通知，是一套隱藏在背景運作的邏輯，到最後會呈現在使

用者眼前的，其實是所謂的「套用建議」。套用建議的功能，便是提醒使用者，需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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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變更其他模型元素的原因，或是可能的同步變更結果。要計算、預測可能的同步變更

結果比較困難，因此，目前梭的套用建議先停留在「提供原因」的階段。 

3.9 第三階段之二：推論建議視覺化 

建議視覺化是實現自動、適時協助開發者的法寶，最好顯示在使用者所編輯的對象上，

以就近提示開發者。所以，我們繼監控 GMF 元素後，更在 GMF 元素上顯示建議。透

過視覺化、圖形化的建議，貼近圖形化塑模者的習慣，幫助 GMF 編輯器更加人性化。 

建議視覺化目前有兩大要項：（一）先於 GMF 元素加註提示符號，以提醒開發者注

意，梭已有所建議可供參考，但又不至於打斷開發者目前的工作；（二）當開發者注意

到，並想知道建議的具體內容時，以類似目前塑模環境的符號呈現出來，在建議套用前

須與既有模型有所區隔，並維持「幽靈狀態」，可觀之而不可褻玩（編輯）焉，稱「幽

靈式虛擬模型部件」或「幽靈模型部件」，當開發者決定暫不處理建議時，恢復隱藏，

以免混淆視聽。 

3.9.1 建議提示 

兩大要項要在 GMF 編輯器上實現，同樣也需要 GMF 的兩大贊助：針對（一）我們利

用 GMF 的「外顯裝飾員提供者」延伸點機制，設計繼承 AbstractDecorator 物件

類別（實作 IDecorator介面）的 RecommendationHintDecorator物件類別，將

梭的建議提示（RecommendationHint）型態，以 GMF「裝飾」型態在編輯器上呈現，

兩者搭配如圖 三-12 所顯示。圖中深色物件代表梭的外在環境物件，包括 GMF、Eclipse

平台原生物件，或塑模者使用之領域模型元素；白色物件則為梭所有。SWRL 規則、

EODM 元素和 RecommendationCreationTool 屬未來的功能延伸，目前並未實作。 

為了讓 Eclipse 使用者感到熟悉，我們借用 JDT 慣用的警告符號，做為梭的建議提

示符號。提示符號出現的時機，除了當然伴隨 3.8.2 的套用建議顯示時機外，在遇上多

個概念皆於所在元素提示建議的時候，也有必須額外應付的狀況。這個額外狀況同樣來

自 3.8.2，當元素因第二類觸發而需要取消建議時，必須知道先前也許已經過不少次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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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觸發，所以並非各個「舊概念」此時都是觸發取消建議的對象，若不問青紅皂白一

律取消，反而造成錯誤。因此，梭設計了 HintForConcepts 陣列物件類別，用來儲

存過去曾第一類觸發本 RecommendationHint 的概念；若因為第二類觸發而需要取

消建議時，先自陣列中移除觸發來源規則（概念），只有當 HintForConcepts被完全

清空之時，本 RecommendationHint 才能放心真正取消，警告符號這時消失也才不

會留下「殘餘的概念」。 

 
圖 三-12 梭（Shuttle Eclipsespilce，此代號僅做為內部開發之用）與 GMF 的部份元件互動簡圖。以 UML
物件圖（Object Diagram）表示。Activator 後來已改名為 System，即梭身為 Eclipse 外掛程式的外掛入口

物件。 

3.9.2 文字型視覺化建議 

對於實踐要項（二），在研究過 GMF、GEF 與 Draw2D 的各元件特性後，我們決定使用

WrapLabel 的 setTooltip()，對標籤設定浮現式的工具提示（Tooltip），當作視覺

化建議的載體。標籤型元素的同步更新資訊，仍以文字為主；而工具提示則是當今 GUI

的常見機制，為眾人所熟悉，在文字資訊呈現方面應用簡便，也可適時地呈現／隱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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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故成了我們的首選。如此一來，同樣可實現建議的「幽靈狀態」，並簡化開發

流程。 

目前梭的概念基底同步規則，是直到匹配狀態才有建議（套用建議）產出；所以，

我們的視覺化建議討論，也先聚焦於套用建議。圖 三-13 便是擬顯示於工具提示中的套

用建議視覺化內容（以英文為例）。圖中粗斜體字代表變數，將以新舊標籤的「text」屬

性內容代入，故目前的建議僅止於觸發元素「text」內容發生了什麼變化。建議有可能

來自長時間下來多重規則觸發的累積，這時我們可依觸發建議的規則之優先權，由上而

下列出這些累積的建議。不過，在我們目前的實作中，還是只有記憶最新的觸發元素

「text」變化，所以只會列出最近一筆觸發的建議，圖中第二行以後（Label_Element_ 

2_old_value之後）的建議，在實作中並不會顯示，將待未來繼續完成。 

Because: 
Label_Element_1_old_value -> Label_Element_1_new_value 
Label_Element_2_old_value -> Label_Element_2_new_value 
Label_Element_3_old_value -> Label_Element_3_new_value 
...... 

 
圖 三-13 英文版本的套用建議視覺化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