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laytest Story in Chronological Order [Iterations]

Playtest Session 1
● Lofi Prototype: Interactive Narrative Walkthrough Playtest
● Time: 4/28 9:00 PM EST
● Playtesters: Christina's mom [CM] & dad [CD]
● Starting intimacy level:

○ CM = 0 pts
○ CD = 0 pts

轉重點班？

傑出人才引進子女轉學換城市擇校，工作調動

消息-》落實，調動就商量一兩個月？已經過去了商量10-20天？
人事部門的，需求單位的人力主管，入職手續辦好了，房子也準備好了，調令開出來了，什麼時候

到，小孩要不要一起，商量一下要不要轉學

明顯衝突/不明顯衝突：西安地獄模式->福建條件好
孩子站得住腳不去的理由：江蘇教育程度好，去福建只是未了高考移民，南北生活習慣差異，早戀

了不願意走hh玩的好的朋友，性格原因等
張姐：人力主管同事

林爸&小林：網友，參加活動，夏令營，親戚+同齡人，堂哥etc.

2021年2月20日週六

張姐

朋友圈

張姐：就算是年段範文也有進步的空間，A校教的好啊！附圖：週末勤勤懇懇改作文的小章同學

2021年2月20日週六10:29AM

我：您孩子太優秀了！要找您分享一下教育經驗[Salute][Salute]
張姐：哈哈我沒有怎麼管，主要是學校好，老師也好。

我：哎說的是啊，也許我也應該把XX送到像A這樣的優秀學校。
張姐：我有朋友就把他小孩轉到A了，明天上班我跟你說說。
我：多謝張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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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2日週一

伴侶

2021年2月22日週一11:43AM

我：下班了沒？我同事給我說了一個轉學到A的渠道。
Z：吃飯呢。
通話時長23：33

2021年2月28日週日

孩子

2021年2月28日週日5:00PM

我：X，你覺得轉學到小林他們學校怎麼樣？
X：怎麼突然說轉學？高二怎麼轉？
X：而且那不是寄宿學校嗎？
我：打電話聊吧。

通話時長84：28

2021年2月28日週日6:34PM

我：你再想想，A重本率高很多，這個機會確實很難得。你在這個學校好好學，肯定能上個更好的
大學。我們還會害你嗎？

要調動了，一起去啊，新的學校全省一半清北，考分很低錄取很多，競爭太激烈

我們工作調動都是為了你的考慮（高考移民），壓力加太大扣分

我：而且離我單位很近，週末接送也很方便。

我：你不是想要iPhone 11嗎？轉到寄宿學校就可以給你換個新的。
X：嗯……好吧，你們到家了再說。

2021年3月5日週五

林爸

2021年3月5日週五7:07PM

林爸爸：聽小林說XX準備轉學到A了？
我：是啊，正好有個機會，趕緊就轉了。

【親近的親戚】

是啊，工作調動，千鷗就要去，要做個姐姐的樣子

要多關心下我們XX了哦，就全部交給你了！
這你放心吧，有我們在你們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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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親戚】

小孩是性格內向，有沒有排擠外來人，多交代，客氣。

打聽老師，打聽學風，王老師管的嚴格

我：小林是在幾班？

林爸爸：高二一班

我：那正好還會是一個班啊！

我：要請小林多多關照一下我們XX了[Salute][Salute]
林爸爸：沒問題！多少年鄰居了，小林和XX一直玩的很好的。
我：那就多謝了

林爸爸：別客氣！

2021年3月27日週六

老師

2021年3月27日週六8:20AM

您已添加了王老師為好友，開始聊天吧！

王老師：XX家長您好！我是高二一班的班主任王老師。您是今天晚上送孩子過來是嗎？
我：王老師您好！我是明天下午送TA去學校，請問家長可以進宿舍樓幫孩子搬行李嗎？

添麻煩了，全拜託你了。多麻煩你了，面聊，介紹孩子

性格，特長，需要保護/盯著，科目，弱項強項【讓玩家了解一些孩子的人設】
王老師：好的，我跟宿管阿姨說一下。

我：謝謝您！孩子剛轉學可能課程有些地方會跟不上，還請您和各位課任老師多多關照了。

王老師：一定，還請您放心！五一放假前一周我們年段安排了月考，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應該是比

較充裕的。

我：[ThumbsUp]

伴侶

2021年3月27日週六9:03AM

Z：明天下午你送X'去學校吧？我公司要去培訓，晚上還有飯局得陪客戶吃飯。
我：好，那你打車去吧。

2021年3月28日週日

伴侶

2021年3月28日週日10:40AM

Z：[轉賬1000截圖]
Z：我剛給X'的飯卡充好錢了，應該夠一個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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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林爸爸說是差不多，要另外給點零花錢嗎？

Z：住家裡的時候我們也一直沒給過X'零花錢，換成寄宿學校用錢的地方應該就多了個吃飯吧，再
說吧。

我：啊你提醒我了，我之前還說給TA換個新手機呢。
Z：TA手機壞了？怎麼突然要換個新的？
我：沒壞，TA不是想要iPhone 11嗎，新學校就換個新手機唄。
Z：沒必要吧，而且TA到了寄宿學校能管住自己用手機嗎？晚上不睡覺打遊戲怎麼辦？有舊手機
能打電話發微信就夠了。

Z：你看TA天天睡覺前拿著手機不知道在幹啥，我還在想給TA換個老人機呢。
我：怎麼不搞一個小天才電話手錶……

之前轉校的時候不是答應他了嗎，答應的事情不做到不該有情緒了嗎？

高二這麼關鍵的時候，高考以後再獎勵個最好的。

父母之間自行決定了，不把孩子當成決策方，不了了之就不通知孩子了。

Z：哈哈說的對啊！

選擇

● 【Option 1】=>【偷手機線】
我：你說的也有道理，那就算了吧，反正TA已經答應轉學了。
Tip【理解】【溝通】：就算是隨口提的條件，孩子也可能當成了認真的承諾，若不兌現，TA會
很失望哦（親密度-10）

● 【Option 2】=>【未偷手機】
我：我問問X吧。
Tip【理解】【溝通】：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見，把決策權交給TA（親密度+10）

● 【Option 3】=>【未偷手機】
我：不行，我已經跟X說了會給TA換個手機。
Tip【理解】【溝通】：兌現向孩子做出的承諾，給TA樹立一個重諾守信的好榜樣。只是TA真
的能控制住自己不玩手機嗎？ （親密度+8）
Z：行吧，那你買吧。
CM+CD
【買手機操作】

孩子

2021年3月28日週日11:30AM

我：X呀，我給你搞個老人機怎麼樣？
把爺爺奶奶的老人機換給你怎麼樣？

X：不是說要給我換個新手機嗎(つД`)ノ
我：這不是怕你沉迷遊戲嘛。

就這兩年了很關鍵，要把心思放在學習上，考個好學校換個最新款的

現在能打電話能聯絡就行了，有智能機就會上網打遊戲耽誤學習

X：你們都不信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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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 【Option 1】
我：我當然是想相信你啦，所以這不是找你來商量嘛。

Tip【理解】【溝通】：學會信任、尊重孩子，並在言行中充分錶達你的信任與尊重（親密度+10
）

● 【Option2】
我：你晚上老是在床上玩手機，讓我們怎麼相信你？

Tip【理解】【溝通】：雖然這是事實，但你可以用更好的表達。信任是相互的，給孩子被信任
的機會，並在言行中充分錶達你的信任與尊重（親密度-10）

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少了一個誘惑不就少了一種可能性嗎？手機能讓你關鍵時刻聯繫上

不就可以嘛，並不是不相信你，放在身邊就是一個誘惑【幫助，具體建議】

五十五個同學個個都有智能機，就我沒有，我都不好意思把手機拿出來，21世紀了高中生還沒有
手機，被別人看不起，你們都不考慮我的感受，出爾反爾算什麼家長

約法三章，簽軍令狀

X：那你都說老人機了還有啥商量的餘地😭 😭
我：給你買新手機的話，你能保證不沉迷於玩手機嗎？

X：可以！ ！
我：那如果你做不到的話怎麼辦呢？

好，那我們要簽個合同，寫個保證書【命令vs.邀請孩子做覺得，平等交流】
X：那到時候你再給我換個老人機唄～
我：那我們就約定好了哈。我遵守承諾給你買了新手機，你也要遵守承諾不沉迷玩手機。

一天只能看多長時間的手機，發現會怎麼樣【幫助，具體建議加分】

X：嗯嗯！
【買手機操作】

X：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哦耶！ Y最好了！

—— 4.28 10:30PM EST Above———————
林爸

2021年3月28日週日12:40PM

林爸爸：你是待會兒送XX去宿舍吧？順便捎上我們小林唄，讓TA給你們帶個路再幫忙搬個宿舍。
我：是的，多謝！我們正在收拾，估計過一個小時走。

林爸爸：好的👌你們搬完估計就吃晚飯了，正好讓小林帶XX去食堂，再把學校各種地方都認一下
我：那再好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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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

2021年3月28日週日10:49PM

我：到了新的學校好好跟同學相處啊！課業也要抓緊跟上，五一前就又要月考了。

2021年3月29日週一

孩子

2021年3月29日週一6:39AM

X：知道了.

老師

2021年3月29日週一6:58AM

王老師：XX家長您好，今天早自習XX把手機帶到班裡來了，我們學校的規定是晚自習回宿舍後可
以在熄燈前用手機，但是不能在教學樓區域使用手機。 XX之前不知道，所以今天一天我會先幫
TA保管手機，晚自習後再還給TA帶回宿舍。
我：抱歉抱歉，我們XX第一次讀寄宿學校不太了解這些規定，麻煩您幫忙保管了

2021年4月2日週五

老師

2021年4月2日週五1:24PM

我：王老師，請問今天學校是幾點放學？家長去哪裡接比較方便停車？

王老師：XX家長您好，學校週五都是四點半放學，7點前來接都可以直接走學校大門，7點後學校
大門就鎖了，可以提前跟保安打聲招呼從後門接孩子。

我：了解了！多謝王老師！

2021年4月9日週五

張姐

2021年4月9日週五9:20AM

張姐：你聽說了嗎？最近有大項目，老闆說最好大家這兩週週五都加個班……
我：行吧。 996是福報[Smile][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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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姐：你今天加到幾點？

我：怕是要8點才能走了。下週應該事兒少點能早點走
張姐：同甘共苦🤝🤝

老師

2021年4月9日週五10:07AM

我：王老師，我今天估計要加班到很晚，您之前說是要和保安打招呼是嗎？

王老師：是的，我把趙叔的微信推給您，您跟他說下大致幾點會到就可以了。

王老師：【名片】趙保安

我：👌👌多謝王老師
我：這兩週XX的學習表現如何？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王老師：XX最近學習都很認真，我看TA為了補轉學落下的課程午休時都一直留在班裡學習。您多
鼓勵鼓勵，繼續保持下去月考沒問題的。

張姐

2021年4月9日週五9:20AM

張姐：你聽說了嗎？最近有大項目，老闆說最好大家這兩週週五都加個班……
我：行吧。 996是福報[Smile][Smile]
張姐：你今天加到幾點？

我：怕是要8點才能走了。下週應該事兒少點能早點走
張姐：同甘共苦🤝🤝

保安

2021年4月9日週五11:12AM

您已添加了趙保安為好友，開始聊天吧！

我：趙叔您好！我是高二一班XX的家長，我今天估計要晚上8-9點來接孩子，王老師說我應該停在
後門是嗎？

趙保安：對對，後門有個保安亭，你停旁邊給孩子打個電話讓TA出來就行
趙保安：讓TA記得把校卡拿手上，晚走的學生要登記一下。
我：👌謝謝您！

孩子

2021年4月9日週五11:27 AM

我：晚上我加班，8-9點來接你，到了給你打電話。
我：走後門，趙保安說記得把校卡拿手上，晚走的學生要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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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9日週五5:07 PM

X：OK

2021年4月16日週五

保安

2021年4月16日週五11:01AM

我：趙叔您好！我今天可能晚上七點多一點會到學校，還是從後門走嗎？

趙保安：你要是七點十五之前能到我就在前門多等一會兒，7:15之後就還是後門方便一點。
我：謝謝您！

選擇

● 【Option1】【彩蛋線索】
我：那我七點十五之前到！

我：這次出校門也要讓TA帶校卡登記嗎？
趙保安：在前門走就不用了。你是來接高二一班XX對吧？
我：是啊

趙保安：你家孩子前幾天和朋友來保安室查了段監控，好像是丟了什麼東西，但他們教室

監控正好在維修，後來東西找到了嗎？沒有的話也可以在家裡找找，我見過不少同學以為

東西丟了但實際上是忘帶到學校了。

我（瞳孔地震）：嗯我問問TA。多謝您！
趙保安：沒啥

【玩家解鎖線索1：XX曾經和同學去看監控】XX和李四一起查教室的監控，沒找到證據說
XX偷了李四的手機。

● 【Option2】
我：那我七點十五之後到！

趙保安：好的。

● 【Option3】剛剛好七點十五到(bushi

老師

2021年4月16日週五12:37PM

王老師：XX家長您好，幾位任課老師最近向我反饋說您孩子上課經常走神，作業也很多沒交，XX
是跟我說TA這幾天一直犯困。馬上要月考了，週末還請您多關註一下。
我：會的會的，謝謝您！

選擇

● 【Option 1】=> 【批評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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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孩子怎麼回事，剛乖了沒兩天就原形畢露了。我回去一定好好督促孩子復習。

Tip【理解】【觀察】：不要經驗主義地預設原因，尊重孩子，學會傾聽TA的聲音，了解孩子犯
困的原因（親密度-5）

● 【Option 2】=> 【批評對話】
我：TA估計又開始晚上不睡覺玩手機了，週末回去我好好批評TA！
Tip【理解】【觀察】 ：不要經驗主義地預設原因，尊重孩子，學會傾聽TA的聲音，了解孩子犯
困的原因（親密度-5）

● 【Option 3】=>【跳過批評對話】
我：怎麼會突然犯困呢？我回去好好問問TA。
Tip【理解】【觀察】：不要經驗主義地預設原因，尊重孩子，學會傾聽TA的聲音，了解孩子犯
困的原因（親密度+5）

孩子

2021年4月16日週五12:42PM

【批評對話】

我：王老師說你最近上課老是走神，你怎麼回事？又開始晚上不睡覺玩手機了？

Tip【理解】【溝通】：學會傾聽，在言行中尊重孩子，用平等而不是質疑的語氣（親密度-10）

2021年4月16日週五4:42PM

【沒偷手機】

X：我沒有。

選擇

● 【Option1】
我：違反了承諾就需要付出代價，下週給你換老人機去學校。

Tip【理解】【溝通】：學會傾聽，武斷的命令或質疑會切斷溝通的可能性（親密度-10）

● 【Option2】
我：沒有？那你為什麼會犯困？馬上月考了，你要抓緊跟上啊。

Tip【理解】【溝通】：學會傾聽孩子的聲音，武斷的質疑會切斷溝通的可能性（親密度-10）

【偷手機線】&【沒偷手機】
X：哦。

選擇

● 【Option1】
我：哦什麼哦？你這是和長輩說話的態度嗎？

Tip【理解】【溝通】【觀察】：學會通過孩子的言行語氣關注孩子的心情，尊重孩子，不以長輩
的身份壓人，用平等、冷靜的語氣交流（親密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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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2】
我：

張姐

2021年4月16日週五5:47PM

張姐：誒你家孩子轉學到A啦？

選擇

● 【Option1】
我：是啊！之前都忘了跟你說。還要謝謝你的消息呢。

● 【Option2】
我：是的，兩週前轉的。你怎麼今天突然聽說了？

張姐：嗨，我們小章放學路過一班好像看到XX了，順便就來問我。

選擇

● 【Option1】
我：哈哈真巧。

張姐：可不嘛。

● 【Option2】【彩蛋線索！ 】
我：原來如此！

我：哎要是我們XX也像小章一樣省心就好了，馬上都要月考了，結果王老師跟我說TA學習
狀態下滑了。

張姐：啊，說起來小章是說看到XX和李四一起說話呢。
我：李四是？

張姐：唉，我也是聽說啊，李四家有錢，TA自己就喜歡在學校拉幫結派的。最好還是讓你家
孩子別和李四一起玩了，影響不好。

我：啊這。我晚上接TA回家了仔細問問。多謝！
張姐：好說

【玩家解鎖線索2：小章看到李四和XX說話】表面上是和壞孩子玩到了一起，但實際上是李
四在威脅XX

孩子&伴侶

2021年4月16日週五7:30PM

【偷手機線】&【沒偷手機】
【面聊形式】

我：X，這兩天怎麼了，睡不好嗎？
【高親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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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如果我說我真的沒玩手機，你們信嗎？
【低親密度】

X：嗯……沒什麼，就是……

Z：沒玩手機為什麼會突然這兩天睡不夠？王老師都說你上課走神了。
X：……

選擇

● 【Option1】
我：這就是你Z'的不對了，孩子都沒說完呢，插什麼話？我只聽你說。只要你是誠實地說，
我們就相信你。

Tip【理解】【溝通】【觀察】：從孩子的語言中推斷、理解TA的心情，充分錶達對孩子的信任與
支持。若伴侶的言行傷害到了孩子，應當場製止並糾正。 （親密度+10）

● 【Option2】
我：是啊，我們也是關心你呀，你誠實地告訴我們就好了。

Tip【理解】【溝通】【觀察】：從孩子的語言中推斷、理解TA的心情。若伴侶的言行傷害到了孩
子，應當場製止並糾正。 （親密度-5）

【高親密度，偷手機線所需親密度更高】=>【坦白局】
X：我真的沒玩手機，我睡不好是因為其他的事情……

【低親密度】=>【偷賣手機】
X：我……我沒玩手機。睡不夠是因為……因為考試壓力太大了……

2021年4月16日週五7:35PM

【坦白局】=>【坦誠相告結局】

【偷賣手機】

伴侶

2021年4月16日週五10:37PM

【面聊形式】【睡前反思聊天】

我：Z啊，睡著了嗎？
Z：嗯怎麼了？

選擇

● 【Option1】
我：X最近是不是不太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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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觀察】：通過孩子的言行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並及時與伴侶針對教育與溝通策略進
行討論反思。 （親密度：+5）

● 【Option2】
我：剛才跟孩子說話的時候，你太急了吧？

Tip【理解】【溝通】【觀察】：若伴侶的言行傷害到了孩子，除了當場製止並糾正，事後也應與
伴侶針對教育與溝通策略進行討論反思。 （親密度：+5）

Z：你也覺得嗎？哎我剛才說話都太急了……
我：是啊，你得學學控制自己的情緒，話趕話的只會越鬧越僵

Z：嗯，下次要是我還是這樣你就直接打斷我吧，最近你也少跟TA說成績的事。

選擇

● 【Option1】
我：

● 【Option2】
我：那我能不急嗎，好不容易把TA轉到一個好學校，成績總不能比之前還差啊！
Tip【理解】【溝通】：能發現別人身上的問題不代表自己不會犯相同的錯誤，謹記多聽孩子
的聲音，避免把自己的想法與期待強加在孩子身上。

Z：你還說我呢，你這話要說給X'聽TA肯定又給你擺一張臭臉。
Z：X'不是不努力的孩子，班主任說TA都不午休了，只是這兩天狀態不好，別給TA太大壓力了。
我：好，咱們互相監督吧，晚安……

2021年4月17日週六

孩子

2021年4月17日10:00AM

X：Y，Z'，我出門了！今天約了小林在圖書館學習，中午我就和TA在外面吃了。

朋友圈

林爸爸：家門口新開的這家餐廳不錯👍小林表示很贊！
【一張沒有XX的兩人座空盤合影】
【玩家點贊解鎖線索3：XX和小林約飯？ 】XX謊稱和小林約在圖書館學習，實際去偷賣手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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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伴侶

2021年4月17日1:00PM

X：

2021年4月19日週一

孩子&老師&伴侶

2021年4月19日週一4:20PM

【坦誠相告結局】

2021年4月28日週五

孩子

2021年4月28日週五6:05PM

月考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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