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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未來研究 

4.1 結論 

在歷經軟體工程、人工智慧與自然語言處理等領域的資訊蒐集與初步研究，最後我們決

定由整合自然語言處理與模型同步的角度切入，藉由嘗試實作以 WordNet Synset 輔助半

自動即時模型開發同步，來探討軟體工程輔助技術更多樣化的可能性。 

我們實作的原型「梭」，現在可支援 WordNet Synset 概念，以及在 GMF 標籤元素

編輯時顯示同步建議。透過 WordNet Synset 概念，我們發現在模型元素之間，其實還存

在著過去未發掘的關聯。和 GMF 編輯器充分整合，則讓使用者能以直覺方式，不必花

太多時間學習便可使用梭的功能；梭的同步建議，也盡量以直覺化、且最不干擾使用者

的方式呈現，不致因硬生生打斷使用者的塑模工作，而意外降低其工作效率。 

4.2 未來研究 

「梭」以及「概念同步」的提出，僅是一個起點，繼續我們將探討梭的未來種種可能。

以下，我們不以短、中、長期的發展進程順序，而是約略依議題應用的影響規模，由小

到大，依序條列介紹這些可能項目： 

（一） 梭原型最明顯的改善空間，莫過於執行效能了。梭是有可能處理大量規則

運算的系統，其可延展性（Scalability）便顯得相當關鍵。以梭的建議特性，

其實應該擺在背景默默服務、適時提供建議，就足夠了；但因為我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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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ipse 外掛程式的背景執行架構瞭解還不夠，所以目前放在前景模式執

行，導致 Eclipse 平台在漫長的啟動時間下近乎喪失回應。未來除了改在

背景架構下實施多執行緒平行處理（Multi-thread Concurrency）外，以

資料連結標準改寫規則系統，也是值得研究的方向，執行效能可能因此更

好，但也有可能改寫的工程太過複雜，反而降低了未來梭的設計之可讀性

與可維護性。 

（二） 以 EMF 重新設計、產製梭，讓圖 三-2 不再只是模擬，並配合使用如模型

交易等技術，提升梭的穩定性與效能。 

（三） 在部署梭方面，將考慮友善的安裝介面，讓使用者可以透過 GUI 指定

Eclipse、JWI 和 WordNet 的安裝路徑，並自動偵測 JWI 和 WordNet 的版本

衝突，或者提供內嵌 JWI 與 WordNet 資料庫的版本，以供對這兩套系統陌

生的使用者得以快速上手。 

（四） 待 ICU 支援英文等語言的字典斷詞法後，與其整合；並在 ICU 與 Java 的

全球化支援架構下，測試當模型混用其它自然語言（如中文）時，斷詞會

如何影響梭的表現。 

（五） 更人性化的視覺化建議，如研究「可暫時覆蓋標籤元素」、「毋須開啟 IDE

功能表便可套用建議」的工具提示； 

（六） 完整實作規則生命週期，即 3.1 中的階段（四）與階段（五），包括實作

3.7 中的「套用」、「凍結」、「推翻」等狀態； 

（七） 永續儲存（Making Persistence）同步規則實例。考慮中的方案有：將規則

實例儲存於自訂的 WordNet 資料庫，或 Java 序列化（Serialized）永續物

件，又或者，配合 4.2.8 以 SWRL 標準儲存，可更輕易地分享規則； 

（八） 多重建議／規則下的優先權管理，詳見 4.2.1； 

（九） 研究處理更複雜的 GMF 標籤文字編輯動作：如「apply」改為「execute」

等等之後，當又改回「apply」時，必須取消原來因為「apply」改為「execute」

而產生的建議，但不影響其他地方類似修改所觸發的建議（因不同標籤文

字修改，可能觸發相同概念／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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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現階段的梭，在概念偵測上有嚴重的誤判情形，致使許多其實不相關的

GMF 元素，彼此會互相觸發同步規則與建議，以下提出三種可能的改進

方案： 

甲、 目前梭在延伸概念搜尋階段（參見 3.5.1），尋找相關 Synset 時，並不

限定特定的語意關係；只要 WordNet 有定義的關係，我們都會找出來，

因此可能取得太多其實我們不需要的 Synset。未來我們將逐一研究各

種語意關係，若望能找出和軟體工程／系統開發最有關聯者，便可限

定只透過這些關係搜尋相關 Synset，提升取得 Synset 的精確度； 

乙、 支援客製化概念，如 4.2.5 和 4.2.6 所述； 

丙、 也有可能藉著分析開發者對梭的使用情形回饋，透過機器學習／資料

掘礦方法，來改善概念偵測的精準度；並以該學門的 Recall／Precision

等效標，作為評量改善程度的標準； 

（十一） 自動偵測出更多同步概念。我們在這篇論文提出了「概念同步」的想

法，但是，有同步潛力的自然語言概念，其實不只 WordNet Synset；

並且，也不是只有自然語言概念，才有同步的潛力。在 4.2.2 和 4.2.3，

我們就提出了頭字語（Acronym）概念，在 4.2.4 更提出了結構化概念

──特殊資料型態精確匹配概念，一路進化到 4.2.8 終極的、一般化的

結構化概念──知識本體概念。每類新開發的概念，在設計、實作上

是否可藉由現有的 WordNet Synset 概念延伸，以降低開發成本，也是

未來的研究重點； 

（十二） 研究以梭的技術為基礎，實現模型層次的重構，詳見 4.2.7； 

（十三） 連結模型與知識本體、語意網（Semantic Web），並輔助系統驗證，

詳見 4.2.8。智慧、即時模型開發同步的訊息來源，並不須侷限在

WordNet 等自然語言層次。延伸到具有邏輯推論、驗證能力的知識本

體層次，以實現理想中可「即時驗證、智慧同步」的高度友善 IDE，

才是我們最嚮往的目標。因為影響幅度更深遠，這條放在最後才討論，

且是未來持續發展梭的最優先推動項目。至於之前十一項的執行順

序，我們希望配合著 4.2.8 實際進行後的需要，再機動安排為短、中或

長期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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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多重建議／規則下的優先權管理 

現在的梭還相當陽春，尚未引入多重規則／建議衝突的觀念。當時間拉長，累積越來越

多的模型編輯事件與規則觸發，便有可能造成多重規則先後匹配，因此有多個套用建議

（同步更新原因）候選等待被採納的狀況。現在的梭規則建議員，每次只允許提出一個

最新發生的套用建議──但並不代表這一個就是使用者最想要的。面對這種情況出現，

梭應該盡量顯示所有的建議，不讓使用者錯失選擇機會；也因此，為了讓這個選擇更容

易，進一步就要考慮這些建議的出現順序，在這些建議有可能彼此衝突的情況下，就有

了候選優先權的機制。 

多重建議的候選優先權，我們擬除了依據來源規則本身的優先權外，也將搭配觸發

規則的 GMF 元素所在位置決定，例如：若位於目前操作焦點所在的編輯器，建議便擁

有相對高優先權；位於其他已開啟編輯器者次之；位於同專案之未開啟資源（如檔案）

者再次之；位於其他專案之未開啟資源者居末。 

因為多重建議，讓我們不得不考慮多重來源規則的優先權問題。同時也可以說間接

催生了概念集（特定概念之集合，詳見 4.2.5）：就像規則的建議（不論匹配或套用）有

優先權議題，當這些在建議上發生衝突的規則（概念），彼此也分屬不同的概念集時，

概念集也跟著被迫要在規則建議上，承接處理優先權問題。對概念（規則）與概念集，

我們計畫採用「相對與二元絕對優先權混和模式」，並且允許個別概念的優先權，可以

凌駕概念集的優先權，以增加彈性。相對優先權模式，即每個概念／概念集可以明確指

定較何者為高／低優先；二元絕對優先權模式，是可以要求概念／概念集擁有絕對高／

低優先權，梭預設將給使用者自訂概念／概念集絕對最高優先權。因此，在可以混合設

定優先權的環境下，最終優先權如何加權排序計算，也是接下來將面臨的課題之一。 

4.2.2 頭字語概念 

自創頭字語，是系統開發者常見的特有現象，如某些情況下「me」的意義，反而是「model 

element」的頭字語，而 WordNet 的詞庫並沒有這種「異於常態」的語意關聯。為了因

應這種 WordNet 力有未逮的特殊現象，我們提出了頭字語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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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字語概念，是繼續在自然語言型同步上擴充的概念，所以我們在既有的斷詞階

段，便可以對如「text」屬性進行頭字語詞的斷詞工作。「頭字語詞」斷詞除了模擬開發

者創造頭字語的過程，產出頭字語；也將一併記憶頭字語的詞源，以便於未來詞源部分

變動時也能提示同步更新，詞源由其衍生的眾頭字語詞共享，故也能作為該頭字語概念

的代稱。譬如，「model element」這段內容在經過頭字語斷詞後，可能產出「me」與「model 

element」兩詞，其中「me」屬頭字語詞，「model element」屬詞源；「modelElement」則

可能產出「me」與「modelElement」，「me」還是頭字語詞，而「modelElement」是詞源。

與 Synset 概念同樣地，當我們擷取出頭字語概念後，可連帶產生頭字語同步規則實例，

並儲存起來供日後觸發／套用。 

雖然我們新開發了頭字語斷詞法，但產出的頭字語詞，還是會試圖與 WordNet Syn-

set 概念做連結，以盡可能利用 WordNet 已有的頭字語詞概念網路──不過會產生一些

副作用：部分的頭字語概念，除了有可能已是 WordNet 所收錄者外，也可能和 WordNet

儲存的一般用詞發生歧義（例如：「me」當然也可以是「我」的意思）。歧義的解決，除

了交由使用者做最終裁決以外，未來可能也會規劃機器學習機制來進行自動化判斷。 

4.2.3 頭字語詞源掃描 

在頭字語斷詞的程序上，梭必須先確定詞源後，才有辦法自動計算衍伸出來的各種可能

頭字語詞。在詞源擷取方面，我們模擬開發者常用的頭字語創造模式，採窮舉原則，盡

量不放棄任何可能的頭字語組合（例如：「model and element」含兩個詞源「model and 

element」和「model element」，可產生「mae」與「me」兩種組合，因連接詞「and」有

時會被排除在頭字語生成過程之外，有時則否）。 

所以在「寧濫勿缺」的窮舉特色下，頭字語的包含關係可能發生，譬如「meta-model 

element (MME)」的可能頭字語「mme」，便隱含了另一個頭字語「me」。梭將以數學歸

納法的遞回，有效處理這種包含關係；即每當有較長的頭字語詞源出現時，將其拆解為

較短詞源的組合，例如「meta-model element」的頭字語詞，等於「meta-model」的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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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的，而「meta-model」的等於「meta」的加上「model」的，以此類推，以

重複利用先前發掘的頭字語概念。 

因為窮舉原則，我們所產生的詞源資料量可能會相當龐大。以「text」內容內含十

個子詞之複合字／片語／句子為例，其中空字串不算入頭字語，則一個元素將會產生： 

 

共多達 1023 個詞源，更不用說每個詞源還要再擷取其下各字（或子詞）的不定字

元，組合而成頭字語（例如「me」與「MoEl」，都有可能是「model element」的頭字語

詞）！幸好就一般而言，除了註解和自然語言文件以外，我們認為使用到這麼多字的模

型元素屬性，在系統開發領域畢竟是極少有的現象。即便是註解或自然語言文件，若予

以結構化，如製作成樣式豐富的 HTML 文件，也可能將句子進一步解構為較小的子句、

甚至模型化的元素（如<p>、<li>等元素）集合，有效降低連結單一元素的詞源資料量。

雖然各元素累積起來，總量仍可能龐大，但至少在元素層級的詞源管理與搜尋，仍能維

持效率。日後，我們還會再依梭的實際使用情形，設計其他詞源擷取策略。 

4.2.4 結構化概念──特殊資料型態的精確匹配概念 

文字屬性，讓 GMF 元素可以顯現其自然語言內容。而另一個系統開發的特有現象──

使用特殊型態屬性如數字、布林（Boolean）、列舉（Enumeration）等等──對 GMF 形

狀或連結元素可能更為重要。因為這些特殊型態屬性，往往就形成了該元素的關鍵語意

（例如連結元素的箭頭型態，便足以代表該連結的部分意義）。再者，和自然語言有關

的模型屬性，不一定侷限於「文字」型態屬性，數字甚至布林型態屬性的內容，例如常

數值，也都有可能在白話的註解／說明中被引用。這是目前重構或自即雙工技術所忽略

的一環。 

不過，對於這些非字串資料型態的處理也可能相對簡單。我們初步擬先將這些資料

轉換為字串後，不用斷詞，以精確匹配方式處理其接下來的概念連結。例如，浮點數「3.14」

雖在 WordNet 中尋無概念對應，但在精確匹配下，我們還是能給它一個「3.14」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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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特殊型態屬性，其實是存在於 GMF 底層的 EMF 層次。困難在於要存取這

些屬性，連帶也將擴張梭的支援塑模平台至全面的 EMF／GMF 平台、屬性，所以我們

將實驗存取一般化的 GMF 和 EMF 模型屬性，畢擷取不同資料型態屬性於一役。在取得

這些 EMF 屬性後，梭將取其內容的字串形式，除了投入 WordNet 內搜尋 Synset 概念外，

額外再補充為「精確匹配概念」。 

既然要監控所有 GMF／EMF 屬性，當然視覺化建議也一定得顯示於其上。對形狀

和連結元素，我們可以繼續透過 GMF 外顯裝飾員提供者顯示提示、建議；至於在 EMF

編輯元件（如編輯器［Editor］、屬性觀［Property View］、大綱觀［Outline View］等等）

上顯示，是否也可以從類似外顯裝飾員提供者的機制得到協助？還是須另起爐灶？則有

待進一步實驗。 

4.2.5 可客製化概念 

前幾小節提到的新開發概念，其實都是著眼於可自動偵測的概念。自動偵測可以減少系

統開發者的介入操作次數，讓開發者盡量專注在「本業」，而非花太多時間去學習使用

無關本業的 IDE 外掛；但缺點就是精確度的降低。為了彌補精確度不足的遺憾，梭將支

援客製化概念。自動化偵測的概念，增加使用便利性和生產力；客製化概念，理論上可

達百分之百準確，兩者相輔相成，共同達成優質的系統開發體驗。 

雖然目前梭所提出的，是一個近乎自動化的概念同步方式，但一來，我們知道靠機

器處理一定有其例外，二來，我們在 3.5.1、4.2.2 和 4.2.4，便舉了多達三種不同的「概

念」，所以可客製化的概念同步，幾乎是項可以預期的需求。也因此，梭在設計之初，

便已為概念的一般化、可客製化，預留了想像空間。 

客製化概念，就是客製化同步規則，目前分兩類做法：（一）對於梭內建概念（如

3.5.1、4.2.2 和 4.2.4 等技術）同步規則所產生的視覺化建議，使用者可選擇接受與拒絕，

因而使往後的概念同步規則，有不同於標準的表現；（二）使用者可自訂概念集

（Conceptionary），除了能對前項的自定接受／拒絕結果，進行包裹式管理，若使用者

還發現應同步的元素集合，卻未被內建的概念自動偵測出，此時也可以自行指定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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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集，顧名思義為概念之集合。其實像 3.5.1 中的 WordNet Synset、4.2.2 中的頭

字語，以及 4.2.4 中的特殊資料型態三種概念，便足以各自集結成三大概念集；因此概

念集對使用者而言，已不是一個陌生的觀念。概念集的另一個重要好處，便是可依概念

涉及應用領域的不同，加以分門別類，進而輔助應用領域導向的 MDA 開發。也因此，

概念集允許多重分類，一個跨領域的概念，便可同時被多個概念集所收納。 

4.2.6 利用 Eclipse 的 GUI 客製化概念 

梭的核心，是個在背景自動運作的規則引擎，若扣掉外顯的建議功能，其實不會和 Eclipse

的 GUI 互動。這裡會談到與 Eclipse 的 GUI 整合，最大原因還是為了讓概念易於客製化，

所以必須創造讓使用者輕易操控客製化的介面。初步觀察 Eclipse 的 GUI，客製化操控

介面牽涉兩部分： 

第一部分，與功能表整合，如編輯器的下拉式功能表與視景（View）中的蹦現式功

能表（Context Menu）。可能的功能表項目有：用以明確拒絕套用建議的「不需要這建議

（Need no recommendation）」、「不需要這些建議（Need no these recommendations）」、或

「前往這個建議的發生源頭（Go to the source of recommendation）」、「在視景中管理建議

（Manage recommendation in View）」等等； 

第二部分，便是已經暗示多次的視景整合。梭自動偵測出的 WordNet Synset、頭字

語、特殊資料型態、以及使用者自定的概念、概念集，還有已和某些概念連結的模型元

素，都可以在視景中一覽無遺。 

4.2.7 結構化、以自然語言為基礎的模型重構 

重構，基本上就是一個程式下許多成員的同步變動；所以換成重構的角度，若今天梭的

同步建議沒有影響到系統產出，那麼這時的建議，不也是個重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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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實行重構，首先就要找到可重組的「結構化目標」。光以目前梭支援的 GMF 標籤

元素「text」屬性，大概只能進行類似「改名」的重構。若要進行更複雜的重構，我們

需要支援形狀、連結元素及其屬性，以及為這些元素／屬性建立起結構化概念。 

梭目前的視覺化建議內容，僅能告知變動發生的來源，使用者就算接受了這個建

議，還是得自己手動輸入同步變動的結果。但目前的自動重構技術，是可以不用勞煩使

用者這一步的。若要能比擬目前自動重構技術的易用性，我們必須盡量減少人為操作的

次數；此時就得考慮讓建議具有預測性，使其在被接受後，可以不需修改而立刻變成模

型的內容。有預測能力的建議，除了可以靠使用者事先自訂外，我們更強調「自動預測」，

如此才最能落實減少人為操作的美意。自動預測可以率先應用在同步規則方面，以相同

詞類作為預測判斷（例如：「apply」、「execute」都是動詞，所以可以合理預測名詞

「application」應同步變更為名詞「execution」），應是可行的研究方向。 

梭一旦擁有結構化模型重構的能力，還可以更進一步拓展其支援／監控編輯器的範

圍，輔助更多的結構化編輯器，例如：（一）監控原始碼編輯器，輔助模型－原始碼即

時同步；（二）監控 HTML、PDF 或 Office 編輯器，輔助系統文件即時同步產生、維護。 

4.2.8 前進語意網與系統驗證──連結模型與知識本體 

梭一開始會借用 WordNet 等自然語言技術，其實背後有著更大的動機──以概念連結模

型元素，只是我們邁向模型智慧同步所採取的第一個步驟；下一步，就是要納入知識本

體，以概念連結起模型元素和知識本體，使同步規則徹底地結構化、知識本體化。將來，

梭的規則不會只是如 3.6 的模擬，而是真正的 SWRL 規則了！ 

我們在 2.3.1 曾提及：「概念」一詞源自於知識本體中的物件類別。那麼，何不就將

我們的「概念」，從連結 WordNet Synset、頭字語、特殊資料型態，再延伸至連結知識

本體呢？梭已證明模型元素可藉著自然語言斷詞技術，而連結至概念；那同樣可分解為

眾多知識本體元素的知識本體，理當也有可能對這些知識本體元素的名稱／標籤，進行

斷詞，然後連結。當這個模型元素與那個知識本體元素，均連結至相同概念時，兩者間

的依存關係，也就初步建立了。譬如圖 四-1 中，上方的物件類別 Compound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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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Iterator和下方的某知識本體元素 CompoundWord，均可透過對其名稱斷詞，

而連結共享 X 和 Y 兩概念，此時我們便可以說：CompoundWordBreakIterator 某

種程度使用到了 CompoundWord 的知識。如此取得模型的「背景知識」，也稱得上是一

種程式掘礦（Programming Mining）技術。 

 
圖 四-1 模型與知識本體連結示意圖。上方的物件類別，即為梭自行設計的複合字斷詞器 Compound-

WordBreakIterator。下方的知識本體則取自【8】。 

模型可以連結知識本體後，就像可以連結概念一樣，我們的規則便可以採用知識本

體化的語意網規則了。包括系統開發規則也可以知識本體化，譬如將設計樣式（Design 

Pattern）、面向（Aspect）、模型轉換規則等為人所熟知的開發規則形式，轉換以知識本

體表達。開發規則知識本體化後，和語意網結合，將有助形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全

球開發知識庫。另一方面，藉著知識本體的邏輯推論能力，也可能取得更多相關的知識

本體，以及與其連結的既有實作，輔助開發者「見多識廣」，而設計出更完善的系統。 

連結模型與知識本體後，我們便能猜測模型背後具備的語意；此時透過知識本體推

論器（Reasoner），更可對這些語意進行初步推論與驗證。若再將推論器與即時模型同步

引擎結合，還可以更友善的方式，將初步推論、驗證的結果，呈現在開發人員面前，提

供即時系統驗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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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十）之丙當中，用來改善概念偵測的精確度，未來也可以利用機器學習／

資料掘礦方法，輔助發現開發規則，並評量、改善智慧同步的精準度。目前已有像【63】

及【64】等，利用資料掘礦方法歸納出原始碼撰寫樣式與變動樣式（Change Pattern）的

實驗；我們可以進一步將這些實驗結果知識本體化，作為智慧同步的新增知識來源。 

若以上的規畫持續進行，一個「智慧型系統開發」的時代，在不久的未來就能全面

降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