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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Snit 是 一 個 物 件 系 統 ， 不 同 於 其 它 物 件 系 統 Snit 走 的 是 composition 和
delegation 的路線而非 inheritance 的路線，Snit 可以讓你充份發揮 delegation 的
優點，只要將既有的元件組合起來就能夠拼裝出想要的功能。讓人覺得神奇的是
Snit 它整個套件全部都是用 Tcl 語言寫成的。

type and object
Snit 可以讓你定義三種資料型別(Abstract Data Type)：


snit::type



snit::widget



snit::widgetadapter

其中 snit::widget 跟 snit::widgetadapter 用來定義 Tk megawidget 視覺元件(GUI
widget)，而 snit::type 則是用來定義不含 GUI 的一般資料型別。舉個例子，假如
你要為狗狗訓練中心設計一套狗籍管理系統，你會需要一個 dog 資料型別：
snit::type dog {
option -breed mongrel
option -color black
method bark {} { return

"$self barks." }

}

這會定義一個 dog 指令，可以用來產生 dog 物件。

產生物件
要產生物件只要把物件名稱傳給該資料型別的 create method 就行。底下的例子
中，我們產生了一個名為 black 的 dog 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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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 create black
=> ::black

一般來說，建立物件時 create method 是可以省略不寫的。所以，底下的寫法也行，
一樣可以產生名叫 black 的 dog 物件：
dog black
=> ::black

通常我們都是用後面這種簡短的寫法。
在建立物件的時候，也可以順便設定 option 的起始值。例如，底下建立了一個淺
黃色的拉布拉多可魯物件：
% dog quill -breed {Labrador Retriever} -color lightyellow
=> ::quill

物件建立出來後，我們便可以處理擺佈之。例如，查詢可魯的種類、顏色：
quill cget -breed
=> Labrador Retriever
quill cget -color
=> lightyellow

或是命令可魯吼叫一聲：
quill bark
=> ::quill barks.

有些人比較喜歡把物件名稱存到變數中，然後間接使用物件。例如：
set myPet [dog quill -breed {Labrador Retriever} -color lightyellow]
=> ::quill
$myPet cget -breed
=> Labrador Retriever
$myPet cget -color
=> lightyellow

如果你也喜歡這種方式，那你可能會希望 Snit 幫你自動產生物件名稱。如果你希
望 Snit 幫你自動產生物件名稱，請在物件名稱上傳個 %AUTO% 關鍵字：
set myPet [dog %AUTO%]
=> ::dog2
$myPet bark
=> ::dog2 barks.

甚至也可以把 %AUTO% 關鍵字安插在一個字串中，以組出特定形式的物件名稱：
set myPet [dog obj_%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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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_dog3
$myPet bark
=> ::obj_dog3 barks.

刪除物件
要刪除物件只要呼叫一下物件的 destroy method 即可：
dog mydog
=> ::mydog
mydog bark
=> ::mydog barks
mydog destroy
mydog bark
=> invalid command name "mydog"

不僅物件有 destroy method，data type 也有 destroy typemethod，如果你對某個 data
type 呼叫其 destroy typemethod，Snit 會把該 data type 以及所有屬於該 data type
的物件全部刪除掉：
dog mydog
=> ::mydog
mydog bark
=> ::mydog barks
dog destroy
mydog bark
=> invalid command name "mydog"
dog mydog2
=> invalid command name "dog"

請 注 意 ！ Snit 並 沒 有 為

Snit megawidget ( 使 用 snit::widget 或

snit::widgetadapter 產生的物件) 定義 destroy method。跟刪除 Tk widget 一樣，要
刪除 Snit megawidget 必須使用 Tk 的 destroy 指令。

method
要寫 instance method 可以在 type 的定義中用 method 這個關鍵字來定義。底下的
例子中，我們為 dog 定義了 bark 和 chase 兩個 method：
snit::type dog {
method bark {} { return

"$self bar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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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chase {thing} { return

"$self chases $thing." }

}

所以，狗不僅會吼叫還會追著東西跑：
dog mydog
=> ::mydog
mydog bark
=> ::mydog barks.
mydog chase cat
=> ::mydog chases cat.

method 的寫法跟 Tcl proc 幾乎一樣，差別在於 method 是寫在 snit::type 的定義
中。值得注意的是，Snit 會在每個 instance method 中偷偷塞一個 self 變數，這個
self 變數儲存了該物件的名稱(其實除了 self 外 Snit 還偷偷塞了幾個變數，後面
會提到)。
要呼叫同一個物件的 method，要透過 self 這個變數：
snit::type dog {
method bark {} { return "$self barks." }
method chase {thing} {
append result "$self chases $thing.\n"
append result "[$self bark]\n"
append result "Don't move!I wanna eat you!"
return $result
}
}

上列程式碼定義了一種訓練有素的狗，這種狗在追東西的時候，不僅會一邊吼叫，
還會一邊作吃人狀：
dog mydog
=> ::mydog
mydog bark
=> ::mydog barks.
mydog chase cat
=> ::mydog chases cat.
::mydog barks.
Don't move!I wanna eat you!

因為 Snit 沒有提供 method 的 access control，所以跟 Java/C# 不一樣，Snit 的
method 並沒有 public, protected, private 之分，也說是 Snit 的 method 都是 public
的。儘管如此，建議還是盡量按照慣例來，我們自己從 method 名稱上來區別
method 的存取層級：public method 請用小寫字母開頭，而 private method 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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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寫字母或者是底線字元開頭。

instance method 的 type, selfns, win, self 隱含變數
每個 instance method 都有 type, selfns, win 和 self 四個隱含變數，這四個變數的
用途說明如下：


type：存放 data type 名稱



selfns：存放物件的 namespace 名稱



win ： 存 放 的 是 Tk window 的 物 件 名 稱 。 win 變 數 只 對 snit::widget 和
snit::widgetadapter 才有意義。



self：存放物件名稱。

constructor 與 destructor
物件誕生時會被自動執行的 method 稱之為 constructor，物件生命結束時會被自動
執行的 method 稱之為 destructor。通常我們會在 constructor 中做一些初始化的工
作，而在 destructor 裏歸還資源。舉個例子，狗有尾巴，所以我們在 constructor 中
幫牠拼裝一個尾巴物件，狗死了尾巴也活不了，所以我們在 destructor 中刪除掉尾
巴物件，如下：
snit::type dog {
component mytail
constructor {args} {
set mytail [tail %AUTO%]
}
destructor {
$mytail destroy
}
method wag {} {$mytail wag}
}
snit::type tail {
option -length 5
method wag {} { return "Wag, wag, wag."}
}

如果你沒有寫 constructor，沒有關係，Snit 會幫你寫一個 default constructor。另外，
有沒定義 option 會影響到 Snit 所產生出來的 default constructor 的內容。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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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type 中有定義 option，default constructor 會長這樣：
constructor {args} {
$self configurelist $args
}

假如 data type 中沒有定義 option，default constructor 則是如此：
constructor {args} {}

要注意，在寫自己的 constructor 的時候，如果你有定義 option，千萬記得像 default
constructor 一樣要在 constructor 裏安插一行 $self configurelist $args。為
什麼要這麼做，原因請參考底下的例子：
snit::type dog {
option -color black
constructor {args} { # do nothing }
}

上 例 就 是 一 個 不 好 的 寫 法 ， 因 為 我 們 定 義 了 option 和 constructor 但 卻 未 在
constructor 裏寫一行 $self configurelist $args，那麼「在建立物件的時候自
動設定 option 起始值」這個功能就會失效：
dog mydog -color lightyellow
=> ::mydog
mydog cget -color
=> black

option and variable
Snit 的 option 就是 Java/C# 指的 public data member 或 property。請注意， option
的名稱一定要以 - 減字符號開頭，而且名稱全部都要用小寫字母，不能有大寫字
母。
請看個例子：
snit::type dog {
option -breed -default mongrel
option -color -default black
}

dog 型別有 -breed 和 -color 兩個 option，而且都有預設值。我們可以用 cget
method 取出 option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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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 mydog
=> ::mydog
mydog cget -breed
=> mongrel
mydog cget -color
=> black

用 configure method 賦予 option 新的值：
mydog configure -color "lightyellow"
mydog cget -color
=> lightyellow

如果你要一次設定多個 options，請使用 configurelist method：
mydog configurelist [list -breed "Labrador Retriever" -color
"yellow"]
mydog cget -breed
=> Labrador Retriever
mydog cget -color
=> yellow

method 內部要如何存取 option？
有兩個方法可以達到目的，第一個方法是用標準的 configure 與 cget method：
snit::type dog {
option -exp -default 0
method bite {thing} {
if {$thing == "cat"} {
set exp [$self cget -exp]
incr exp
$self configure -exp $exp
}
return "$self bites $thing."
}
}

我們訂了一規則，當狗咬到貓時就自動幫牠加個經驗值，以便日後可以當作為狗狗
封官加爵的參考：
dog mydog
=> ::mydog
mydog cget -exp
=> 0
mydog bite cat
=> ::mydog bites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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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dog bite
=> ::mydog
mydog bite
=> ::mydog
mydog cget
=> 2

cat
bites cat.
man
bites man.
-exp

第二個方法是直接存取物件內部的 options 陣列。所以，底下的寫法效果跟前面是
一樣的：
snit::type dog {
option -exp -default 0
method bite {thing} {
if {$thing == "cat"} {
incr options(-exp)
}
return "$self bites $thing."
}
}

直接存取內部 options 陣列可以少打一些字，而且比起 configure method 速度也會
比較快一點，看起來好像還不錯，不過請小心使用，因為如果你有定義 –cgetmethod,
-configuremethod 或 –validatemethod 的話， 最好 還是乖乖 來用標 準的 cget 與
configure method 存取 option，不然的話後面要講的 -cgetmethod , -configuremethod
以及 -validatemethod 這些功能就會失效。

-cgetmethod, –configuremethod and –validatemethod
我們可以在 option 後面添加一些選項，底下一一說明。
每當有人使用 cget method 查詢 option 的值時，-cgetmethod 就會自動被呼叫。我
們可以在 -cgetmethod 中做一些計算工作，或是從資料庫撈資料，或是從網路上下
載資料等。例如，底下是一個網路型溫度計，每當你用 cget method 去查詢溫度的
時候，網路型溫度計就會上網下載新的溫度資料：
snit::type thermoMeter {
option -temperature -default 0 -readonly yes \
-cgetmethod _getTemperature
method _getTemperature {option} {
set sock [socket $::env(server) 7777]
gets $sock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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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 $sock
return $temperature
}
}

預設的 -cgetmethod 長得類似這樣：
snit::type dog {
option -color -default brown -cgetmethod GetOption
method GetOption {option} {
return $options($option)
}
}

每當有人使用 configure method 設定 option 賦予新值時，-configuremethod 就會被
呼 叫 。 -configuremethod 的 作 用 剛 好 跟

-cgetmethod 相 反 ， 我 們 可 以 在

-configuremethod 裏面把資料存到資料庫，或是丟到網路 Server 上，或者是丟到特
殊的設備上。例如，底下是一個處理 serial port 的型別，每當你用 configure method
改變 -baud 時，Snit 便會呼叫 _setBaud 這個 -configuremethod，_setBaud 不僅會
把 新的 baudrate 設 定存到 options 陣 列，而 且還會用 fconfigure 指令去 改變
channel 的 baudrate 設定：
snit::type serialChannel {
option -device -readonly yes
option -baud
-default 38400 -configuremethod _setBaud
variable channel
constructor {args} {
$self configurelist $args
if {$options(-device) == ""} {
error "required option -device is missing."
}
set channel [open $options(-device) RDWR]
fconfigure $channel \
-mode $options(-baud),n,8,1 -buffering line
}
method gets {} { return [gets $channel] }
method puts {data} { puts $channel $data }
method _setBaud {option value} {
set options($option) $value
fconfigure $chann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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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options(-baud),n,8,1 -buffering line
}
}

要注意，如果你沒把新的設定值存到 options 陣列裏，那麼 options 陣列的內容將
永遠不會更新。所以，在寫 -configuremethod 的時候，請記得要更新 options 陣列
的內容。
預設的 -configuremethod 長得像這樣：
snit::type dog {
option -color -default brown -configuremethod SetOption
method SetOption {option value} {
set options($option) $value
}
}

另外，每當有人使用 configure method 設定 option 賦予新值時，-validatemethod 也
會被呼叫。-validatemethod 用來檢查輸入值是否為合法的值。-validatemethod 會比
-configuremethod 先被呼叫。例如，底下的例子中，PowerSwitch 的 -enable option 只
允輸入布林值，所以我們替它寫了一個 -validatemethod 檢查輸入值：
snit::type PowerSwitch {
option -enable -default 0 -validatemethod BooleanOption
method BooleanOption {option value} {
if {![string is boolean -strict $value]} {
error "expected a boolean value, got \"$value\""
}
}
}

如果你輸入不合法的值，就會得到一個錯誤：
PowerSwitch sw
=> sw
sw configure -enable 1
sw configure -enable dontEnable
=> expected a boolean value, got "dontEnable"

我們還可以在 option 後面加個 -readonly yes 的選項，像這樣：
snit::type dog {
option -breed -default mongrel -readonly yes
option -color -black
SNIT(SNIT's Not Incr Tcl)

11

typevariable, typemethod and typecontructor

}

如此一來，使用者就只能在建物件的時候設定 -breed 的值，物件一旦建立之後，
就不能再去改變 -breed 的內容了：
dog mydog -breed "Labrador Retriever"
=> ::mydog
mydog configure -color "lightyellow"
mydog cget -color
=> lightyellow
mydog configure -breed "mongrel"
=> option -breed can only be set at instance creation

假 如 在 option 的 宣 告 中 除 了 -default 選 項 以 外 沒 有 設 定 其 它 選 項 ， 例 如
-cgetmethod, -configuremethod, -validatemethod 或 -readonly 等，那麼 -default 這個
關鍵字是可以省略不寫的。

variable
Snit 的 variable 就是 Java/C# 的 private data member。你可以用 variable 指令來
定義新的 variable，例如：
snit::type BankAccount {
variable balance 0
method getBalance {} {return $balance}
}

也可以宣告陣列 variable：
snit::type Sale {
variable clients -array {}
method addClient {id name} {set clients($id) $name}
}

不過，要注意自己寫的 variable 名稱千萬不能也叫做 options。

typevariable, typemethod and typecontructor
底下的例子可以說明什麼是 typevariable, typemethod 與 typecontructor：
snit::type Circle {
typevariable PI
typeconstruc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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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PI 3.14
}
typemethod PI {} {return $PI}
option -rad -default 1
method area {} {
set r $options(-rad)
return [expr [Circle PI] * $r * $r]
}
}

Circle 型別有一個存放圓周率的 PI typevariable，typecontsuctor 負責設定 PI 這個
typevariable 的起始值，另外 Circle 型別還有一個也叫 PI 的 typemethod。所以我
們就可以這樣使用 Circle 型別：
Circle c -rad 5
=> ::c
c area
=> 78.5
Cicle PI
=> 3.14

component
當一個物件包含其它物件時，例如一部車子有數個輪胎、一隻狗有一條尾巴，則輪
胎和尾巴這些被包含的物件就稱之為 component。對於元件，在 Snit 世界中標準
的處理方式是用 component 關鍵字來宣告之，SNIT 會自動在內部建立對應的
instance variable。舉個例子，小狗有尾巴，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定義 dog 型別：
snit::type dog {
option -color black
component mytail
constructor {args} {
set mytail [tail %AUTO%]
$self configurelist $args
}
destructor {
$mytail destroy
}
method wag {} {$mytail wag}
}
snit::type t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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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length 5
method wag {} { return "Wag, wag, wag."}
}

於是我們就可以叫狗狗搖搖尾巴：
dog mydog
=> ::mydog
mydog wag
=> Wag, wag, wag

要建立 component 物件也可以用 install 這個指令：
constructor {args} {
set mytail [tail %AUTO%]
$self configurelist $args
}

constructor {args} {
install mytail using tail %AUTO%
$self configurelist $args
}

delegation
前面的例子中，dog 的 wag method 其實是間接呼叫 tail 的 wag method，在 OO
的術語中這叫做任務委託(delegation)。其實 SNIT 提供了一個更簡單的方法可以讓
我們簡化這種委託任務的工作。就拿前面的例子來說，我們其實可以用 delegate 指
令來改寫簡化之：
snit::type dog {
option -color black
component mytail ;# 這行不寫其實也可以
delegate method wag to mytail
constructor {args} {
install mytail using tail %AUTO%
$self configurelist $args
}
destructor {
$mytail destro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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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 delegate 指令做了兩件事：
它幫 dog 定義了一個 wag method 並把工作委派給 mytail 處理。因此我們就不

1.

用再自己寫 dog 的 wag method 了。
它還幫 dog 偷偷定義了一個 mytail 的 instance variable。所以 component

2.

mytail 這行程式碼其實不寫也是可以的。不過，為了讓程式碼看起來完整一點，

建議不要偷懶，還是明白宣告比較好。

我們可以為 delegate method 取個不同的名字。舉個例子，「叫狗搖一搖(wag)」不
如說成「叫狗搖尾巴(wagtail)」來的好，假設要把 dog 的 wagtail method 委託給 tail
的 wag method 處理，很簡單，這樣做：
snit::type dog {
option -color black
component mytail
delegate method wagtail to mytail as wag
constructor {args} {
install mytail using tail %AUTO%
$self configurelist $args
}
}

我們也可以傳個額外的參數給目標 method。比如說，假設 tail 的 wag method 接
受一個 count 參數，可以命令尾巴應該搖幾次，那麼在委託 dog 的 wagtail method
給 tail 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設定讓尾巴剛好整整搖 3 次：
snit::type dog {
delegate method wagtail to mytail as {wag 3}
# ...
}
snit::type tail {
method wag {{count 1}} {
return [string repeat "Wag " $count]
}
# ...
}

我們也可以把 method 委託給 Tcl 指令處理，不用一定要委託給物件處理。舉個
例子，假設系統上本來就有一個 saverec 指令可以把物件的資料存到檔案或資料
庫，那麼我們可以替貓狗型別加上一個 save method 並委由 saverec 處理，像這樣：
proc saverec {self ar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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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s "Saving \"$self $args\" to file..."
}
snit::type cat {
delegate method save using {saverec "%s"}
}
snit::type dog {
delegate method save using {saverec "%s"}
}

這麼一來，當貓狗物件收到 save 的訊息時，就會全部轉給 saverec 處理：
cat garfield
=> ::garfield
dog odie
=> ::odie
garfield save 1 2 3
=> Saving "::garfield 1 2 3" to file...
odie save 4 5 6
=> Saving "::odie 4 5 6" to file...

在本例中，using 子句中的 %s 這個特殊字串會被換成物件名稱(self)然後傳給
saverec 指令，除了 %s 以外，還可以傳遞 method name(%m), type name(%t),
instance namespace(%n), Tk window name(%w) 以及 component name(%c)，假如有
指定 component 的話。
也可以把 option 委託給 component 處理，寫法和 delegate method 差不多。底下
這個例子中，我們把 dog 的 -taillength 委託給 tail 的 -length 處理：
snit::type dog {
delegate option -taillength to mytail as -length
constructor {args} {
set mytail [tail %AUTO%]
$self configurelist $args
}
}

很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一個 Snit 物件大部份的 method 與 option 都是來自於它
的 component。舉個例子，animal 型別擁有各種動物都有的行為，如吃、喝、拉、
撒、睡等，而我們希望 dog 型別除了繼承 animal 的行為外，還可以額外增加 dog
型別專有的特性，那麼可以這樣做：
snit::type do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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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option * to animal
delegate method * to animal
option -breed mongrel
constructor {args} {
install animal using animal %AUTO% -name $self
$self configurelist $args
}
method wag {} {
return "$self wags its tail"
}
}

亦即，dog 型別是一種 animal 而且多了 -breed option 和 wag method。
請看個例子：
snit::type dog {
component animal
delegate option * to animal
delegate method * to animal
option -breed mongrel
# ...
}

事實上，上面這段程式碼中的 componet 和 delegate 這三行，其實只要寫成一行
component animal -inherit 1 就可以了：

snit::type dog {
component animal -inherit 1
option -breed mongrel
# ...
}

上例把未定義的 method 和 option 全權委託給 animal，像這種寫法的好處是不用
把所有 method 和 option 全部條列出來，但是全部繼承或者說全權委託也是有壞
處的，因為按理該捨棄的特性是不應該被繼承過來的。如果你不想全權委託的話，
可以這樣子做：
snit::type manager {
delegate method * to secretary except {deal deci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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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it::widget

上面例子的意思是說，除了簽約和決策外，經理的其它工作都委託交由秘書處理。

snit::widget
snit::widget 可以用來定義 megawidget: 一種由一個或一個以上的 Tk widget 組成
的 widget。snit::widget 的用法其實跟 snit::type 完全一樣，兩者的差別在於：


snit::type 所產生的物件名稱可以是任何有效的 Tcl 指令。snit::widget 所產生的
物件則必須是合法的 Tk widget 物件名稱(Tk widget 物件名稱有階層關係，最
上層的視窗稱之為 . 物件)。



要刪除 snit::type 的物件要用物件的 destroy method，要刪除 snit::widget 的物
件則必須用 Tk destroy 指令。



每個 snit::widget 的物件都有一個預先定義好的 hull 元件。hull 通常是 Tk
frame 或 toplevel widget。hull 是殼的意思，可以包含其它東西，所以 snit::widget
定義中產生的所有 widget 都會被包在這個 hull 元件中。



可以利用 TK Option Database 來設定 snit::widgets 的 options 起始值。

底下這個例子定義了一個 toolbar 型別：
snit::widget toolbar {
constructor {args} {
# create the buttons
button $win.open -text Open -command [mymethod open]
button $win.save -text Save -command [mymethod save]
# pack everything
pack $win.open
-side left -padx 2
pack $win.save
-side left -padx 2
}
method open {} {
set filename [tk_getOpenFile]
# code to open file
}
method save {} {
set filename [tk_getOpenFile]
# code to save file
}
}

於是當我們產生一個 toolbar 物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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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bar .toolbar1
=> .toolbar1

電腦上就會出現這樣的畫面：

snit::widget 的 hull 元件預設是 Tk frame，我們可以用 hulltype 指令選擇想要的
hull 種類，例如把 hull 換成 toplevel widget：
snit::widget mytoplevel {
hulltype toplevel
# ...
}

Snit 接受的 hull types 定義在 snit::hulltypes 這個變數中，預設有 frame, labelframe,
toplevel, ttk::frame, ttk::labelframe 和 ttk::toplevel 這 6 種。

snit::widgetadapter
snit::widgetadapter 是一種 snit::widget，不同的是 snit::widgetadaper 的 hull 元件
可以是任何 Tk widget, Snit megawidget 或是其它套件做出來的 megawidget。
snit::widgetadapter 可 以 用 來 改 變 既 有 widget 的 介 面 ， 以 產 生 符 合 需 求 的 新
widget。
在使用 snit::widgetadapter 定義資料型別時，必須定義 constructor 並在 constructor
中以 installhull 指令安裝 hull 元件。
底下這個例子建立了一個唯讀的 text widget，它把 text widget 的 insert 和 delete
兩個 method 功能隱藏起來，接著定義 ins 和 del 兩個分別委派給 insert 和
delete 處理的新介面，所以 rotext 改變了 text widget 的介面並且添加了 ins 和
del 兩個新功能。雖然 rotext 變成唯讀的 text widget 了，但是我們還是可以透過
程式利用 ins 和 del 這兩個功能來新增刪除文字：
::snit::widgetadaptor rotext {
constructor {args} {
# Create the text widget; turn off its insert cursor
installhull using text -insertwidt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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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 Option Database

# Apply any options passed at creation time.
$self configurelist $args
}
# Disable the text widget's insert and delete methods, to
# make this readonly.
method insert {args} {}
method delete {args} {}
# Enable ins and del as synonyms, so the program can insert
# and delete.
delegate method ins to hull as insert
delegate method del to hull as delete
# Pass all other methods and options to the real text widget,
# so that the remaining behavior is as expected.
delegate method * to hull
delegate option * to hull
}

TK Option Database
用前面介紹的 toolbar 當作例子，首先我們在型別定義中加上一行 delegate
option * to hull 以建立 toolbar 的 delegate options，

snit::widget toolbar {
delegate option * to hull
constructor {args} {
# create the buttons
button $win.open -text Open -command [mymethod open]
button $win.save -text Save -command [mymethod save]
# pack everything
pack $win.open
-side left -padx 2
pack $win.save
-side left -padx 2
}
# ...
}

接著，在產生 toolbar 物件前我們先用 option add 指令設定 toolbar 的樣式，包括
邊框、背景顏色以及按鈕的字型和文字和背景顏色：
option add *Toolbar.borderWidth 5
option add *Toolbar.background pink
option add *Toolbar*Button.fo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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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Sans Serif-Bold-R-Normal-*-*-120-*-*-*-*-*-*"
option add *Toolbar*Button.foreground white
option add *Toolbar*Button.background blue

option 設定完成後，此後產生的 toolbar 物件，長相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pack [toolbar .toolbar1]

pragma
假設有一個 bankAccount 資料型別，其定義如下：
snit::type bankAccount {
option -owner "anoymous"
variable balance 0
typevariable rate 0.01
typemethod getRate {} { return $rate }
method deposit {amount} {
if {$amount > 0} {
set balance [expr $balance + $amount]
}
}
method withdraw {amount} {
if {$amount > 0 && $balance > $amount} {
set balance [expr $balance - $amount]
}
}
method getInterest {} { return [expr $balance * $rate ] }
method getBalance {} { return $balance }
}

我們可以利用 Snit 為 bankAccount 產生的 info method 得知許多 bankAccount
型別與 bankAccount 物件的內部資訊：
bankAccount info typevars
=> ::bankAccount::rate
bankAccount info typemethods
=> getRate info create destroy
bankAccount george -owner george
=>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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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emble commands

bankAccount mary -owner mary
=> ::mary
mary info type
=> ::bankAccount
mary info vars
=> ::bankAccount::Snit_inst2::options ::bankAccount::Snit_inst2
::balance
mary info methods
=> deposit info withdraw getInterest getBalance configurelist
configure destroy cget
bankAccount info instances
=> ::george ::mary

如果你不希望 Snit 產生 info method，可以用 prgama 把它關閉：
snit::type bankAccount {
pragma -hastypeinfo
0
pragma -hasinfo
0
option -owner "anoymous"
# ...
}

Ensemble commands
所謂 ensemble commands 指的是有 subcommands 的 command，例如 Tcl 的 file,
string, clock 指令。對 Snit 來說，所有的 Snit 物件都是 ensemble commands，因
為它們都有 instance method，亦即 subcommand。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 Snit 的 data type 變成 ensemble commands，例如：
snit::type mystring {
pragma -hastypeinfo
no
pragma -hasinstances no
pragma -hastypedestroy no
typecomponent mycomp -public string
typeconstructor {
set mycomp string
}
}

這樣一來，mystring 型別的用法就會跟 string 指令一模一樣：
mystring string length abc
=> 3
mystring string repeat A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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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AAAAAAA

再舉個例子，我們來寫個 mydialog 的 ensemble command：
snit::type mydialog {
pragma -hastypeinfo
no
pragma -hasinstances no
pragma -hastypedestroy no
delegate typemethod openFile \
using {tk_getOpenFile}
delegate typemethod saveFile \
using {tk_getSaveFile}
delegate typemethod chooseColor \
using {tk_chooseColor}
delegate typemethod chooseDirectory \
using {tk_chooseDirectory}
}

有了這個 mydialog ensemble，以後我們就可以使用 mydialog openFile 叫出開啟舊
檔對話方塊，用 mydialog saveFile 叫出儲存檔案對話方塊。

Macros
假設你要為 data type 定義屬性(property)，也就是定義 instance variable 而且還幫
instance variable 定義 getter 和 setter methods，那你寫出來的程式碼可能會像這
樣，總共大概要寫 9 行程式碼：
snit::type dog {
variable mood happy
method getmood {} {
return $mood
}
method setmood {newmood} {
set mood $newmood
}
}

假如只有一兩個屬性的話，事情還好辦，但是如果要定義的屬性很多的話，那你可
能就會覺得很囉嗦，這時候可以定義個 macro 以減化工作：
snit::macro property {name initValue} {
variable $name $init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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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get$name {} "return \$$name"
method set$name {value} "set $name \$value"
}

有了這個 macro 後，以後要定義屬性只要寫一行程式碼就可以了：
snit::type dog {
property mood happy
}

snit::macro 方便良多。再舉個例子，以 snit::widgetadapter 一節的範例程中定義的
rotext

widget 為例，我們可以定義一個 disableMethods 的 macro：

snit::macro disableMethods {args} {
foreach method $args {
set body [list error "\"$method\" is not defined" ]
method $method {args} $body
}
}

然後我們就可以改用 disableMethods 來把 rotext 不要的功能拿掉：
::snit::widgetadaptor rotext {
constructor {args} {
# ...
}
# Disable the text widget's insert and delete methods, to
# make this readonly.
disableMethods insert delete
# ...
}

參考資料
 Snit Manual page
 Snit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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