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laytest Story in Chronological Order [Iterations]

Story Iteration 2 (after Playtest Session 1)

注1：玩家發出的信息盡量簡短：
三十字三十字三十字三十字三十字三十字三十字三十字三十字三十字

注2：如選項涉及分支/回答/對話/分數變動，使用模板如下。如未涉及：用/間隔開
選擇

● 【Option 1】
我：

Tip【】【】：
● 【Option 2】

遊戲背景：玩家及其伴侶擁有一個16歲成績中等喜歡玩手機(打遊戲/看小說/刷微博)的孩子
$CNN$，兩口子即將作為傑出青年人才被引進至某市，恰好某市擁有全省最好的中學$SN$，作
為傑出青年人才子女，可以給$CNN$一個可轉入該校就讀的名額。

主要人物簡介：

● 張姐—新公司人力負責人，女兒小章；
● 大哥—玩家或玩家伴侶大哥，兒子小林；
● 小林—玩家孩子表哥，亦在$SN$高二就讀，轉學後同班同學；
● 王老師—小林班主任；
● 小章—$SN$學霸，張姐女兒；
● 李四—$SN$學生富二代，不學好的校霸；
● 小趙—學校保安

遊戲變量

● 玩家的名字 Y' => $PN $

● 小孩的名字 $CNN$$CNN$ => $CN$玩家對孩子的暱稱 $CNN$ => $CNN$ (伴

侶叫孩子$CNN$' )

● 小孩的性別 TA => $ta$ 轉學學校的名字為 A => $SN$

● 小孩稱呼玩家為 Y => $PP$ 稱呼玩家的伴侶為 Z' => $PMP$

● 玩家稱呼伴侶為 Z => $M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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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日週一

張姐

2021年3月1日週一10:29AM

張姐：$PN$你好，你的調令下來了，入職手續和房子也在準備了，打算什麼時候來？
我：太好了，我盡快安排一下這邊的交接就過來報導，謝謝張姐！

張姐：孩子一起轉來吧，這裡有全省最好的$SN$，傑出人才子女有入讀名額。
我：好的，我們商量一下。 //了解了！多謝。

孩子

2021年3月1日週一11:43AM

我：$CNN$，你跟我搬家轉學到小林他們學校怎麼樣？
$CNN$：怎麼突然說轉學？
我：我和你$PMP$工作調動，你也一起去啊。
$CNN$：爺爺奶奶去不去？
我：他們擔心不習慣，暫時不過去，等我們安定了再一起過去。

$CNN$：都高二了，我不想轉學，我和爺爺奶奶一起。
我：$SN$是全省最好的中學，多年來壟斷了全省一半的清北。
$CNN$：我現在的成績上清北也不可能啊。
我：它一本率也有96%，一般人擠破頭都轉不進去，轉學名額不容易的。
$CNN$：新學校沒有朋友……
我：你表哥小林也在$SN$啊，有他帶著你很快就能認識很多新朋友。
$CNN$：我再想想……
我：在$SN$好好學，肯定能上比現在更好的大學。我們還會害你嗎？
【小貼士】【溝通】想要向孩子傳達觀點時，學會用更具體的事實，而不要僅僅反問一句“我們還會
害你嗎？”（親密度下降15）
$CNN$：可是他們的教學進度比較快，我擔心跟不上。
我：沒事兒，我們給你找幾個一對一的家教補一下進度。

$CNN$：我就是不想去……
我：我們工作調動還不都是為了你考慮！你留在這裡豈不是白費了嗎？

$CNN$：我擔心不習慣寄宿學校，從來沒有住過校……
我：而且你不是想要iPhone 12嗎？轉到寄宿學校就可以給你換個新的。
$CNN$：嗯……好吧。
---

$CNN$：這麼突然，你就不怕轉學影響我學習？
我：我看你在這個學校學的也不咋樣。干擾因素太多了，你靜不下心來學習。

我：就拿昨天來說吧。怎麼那麼晚才回家？差點作業都沒寫完，是不是又跟你那群狐朋狗友出去

瞎混了？

$CNN$：都跟你說多少次了，我的事你少管！再說作業最後也寫完了……
我：寫完了是寫完了，能保證質量嗎？馬上就高三了，升學怎麼辦？這些事情你考慮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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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 【Option 1】
我：作業要認真對待，這樣考試的時候才能拿高分！

● 【Option 2】
我：學過的知識要鞏固才能記牢！

我：不認真學習，天天上網游戲，小心近墨者黑！

$CNN$：我和小林都玩這麼多年了，也沒見我怎麼黑
$CNN$：再說了，小林學習那麼好，我多跟他玩玩，沒準還能提升成績呢

選擇

● 【Option 1】
我：你看人家是天天玩，沒看到人家用功的時候！林爸爸都跟我說了，人家小林天天回家

就學，一直學到十二點，你看看你！

Tip【溝通】：與孩子交流時，積極的溝通很重要。不要一味指責孩子（親密度-5）
● 【Option 2】

我：小林即使白天玩的瘋，晚上回家了也會努力學習。你要以他為榜樣。

Tip【溝通】：與孩子交流時，積極的溝通很重要（親密度+5）

● 【Option 3】
我：你看看你，再看看人家！人家成績那麼好，而你這兩天不僅僅不學習，還熬夜熬的那

麼晚，天天干啥呢？

Tip【溝通】：與孩子交流時，積極的溝通很重要。不要一味指責孩子（親密度-10）

$CNN$：學學學，天天就逼著我讀書！考清華大學又有什麼用？
$CNN$：再說了，老師也都說了要勞逸結合，我天天學習也學不下去啊！
我：你可別提你們那老師！他那水平也就大專畢業

$CNN$：人家可是正經的師範出身，教育學不比你懂得多！

選擇

● 【Option 1】
我：懂那麼多有什麼用？你看看他上一屆帶的班，考的才那麼幾分，把孩子未來都毀了

Tip【溝通】【觀察】：要以客觀的角度面對問題，不要讓情緒主導與孩子的對話（親密度-10）

● 【Option 2】
我：上過師範院校不代表就能成為好老師。你還記得上個月你跟我說他的課很模糊，都是

一帶而過嗎？他上一屆的班級總體分數也不高，我覺得這是老師的問題

Tip【溝通】【觀察】：與孩子交要以客觀的角度面對問題，不要讓情緒主導與孩子的對話（親
密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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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 3】
我：那老師看起來水平就不高，上一屆也考的那麼差，實在是難以信任。

Tip【溝通】【觀察】：與孩子交要以客觀的角度面對問題，不要讓情緒主導與孩子的對話

$CNN$：那是因為那個班生源本來就不好！已經考的很不錯了！
我：那你覺得你比上一屆聰明嗎？上次月考才考那麼幾分！

$CNN$：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翻老黃曆！
我：你看看你，能不能從自己身上找找問題！

我：算了，別提了，你這樣不換環境真的是學不了

我：你仔細考慮考慮吧！

$CNN$：……

選擇

● 【Option 1】
我：你在$SN$好好學，肯定能上個更好的大學。我們還會害你嗎？
Tip【理解】：了解並尊重孩子的意見與目標，而不是“為了$ta$好”（親密度-5）

● 【Option 2】
我：我們工作調動還不都是為了你考慮！你留在這裡豈不是白費了嗎？

Tip【理解】【溝通】：了解並尊重孩子的意見與目標，而不是“為了$ta$好”（親密度-10）

● 【Option 3】
我：而且$SN$離我單位很近，我還能看著點你

我：而且你不是想要iPhone 11嗎？轉到寄宿學校就可以給你換個新的。
$CNN$：真的嗎......
$CNN$：嗯……好吧。

大哥

2021年3月1日週一1:07PM

我：我的調令下來了，$CN$也答應和我一起來了。估計月底會轉學到$SN$。
大哥：恭喜啊！ $SN$當然是好學校了，$CN$過來是轉到哪班？
我：還不知道呢，小林是在幾班？看看能不能做同班同學。

大哥：小林是高二一班，他們班主任特別好，很負責任，那種不省心的孩子都管得很規矩。

我：那很好啊！你知道$CNN$性格比較內向，就怕$ta$剛轉學被欺負。
大哥：有我們小林帶著你們放心！不會被排擠的。

我：那到時候讓小林要多關照下我們$CN$了，要做個好表哥哦!
大哥：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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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5日週四

老師

2021年3月25日週四8:20AM

您已添加了王老師為好友，開始聊天吧！

王老師：$CN$家長您好！我是高二一班的班主任王老師。您是周日晚上送孩子過來是嗎？
我：王老師您好！是的，之後$CNN$就交給您啦，多勞您費心了！
王老師：孩子的成長進步需要$$ta$$自身多加努力，我們會盡職盡責的。
我：早就听說了王老師的赫赫大名，桃李遍天下。

王老師：言重啦，教育過程也需要家長的緊密配合，我看了他的學籍檔案，數理化還可以，語文外

語要加強啊。

我：王老師真是敬業！我們$CN$在原來學校排名中上，到$SN$我們也擔心$ta$跟不上。
王老師：各科教學進度發給你，看看和原學校進度比較一下，盡量補補。距離高考不遠了，家長一

定要多配合我們老師。

選擇

● 【Option 1】
我：$CN$剛轉學，課程上跟不上的地方還請您和各位課任老師多多關照了。

● 【Option 2】
我：$CN$性格比較內向，剛轉學人生地不熟的，還請您多多關心了。

● 【Option 2】
我：$CN$總體是個聽話的孩子，就是喜歡玩手機，說過$ta$好多次了，請您多督促。

王老師：👌五一放假前一周我們年段安排了月考，還有一個月的時間，一起努力。
我：那就多麻煩您了！

伴侶

2021年3月25日週四9:03AM

$MNN$：週日下午你送$CNN$'去學校吧？我公司要去培訓。
我：好。 /那你打車去吧。
$MNN$：[轉賬1000截圖]我剛給$CNN$'的飯卡充好錢了，應該夠一個月吧？
我：大哥說是差不多，要另外給點零花錢嗎？

$MNN$：住家裡的時候我們也一直沒給過$C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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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醒我了，我之前還說給$ta$換個新手機呢。
$MNN$：$ta$手機壞了？
我：沒壞，$ta$不是想要iPhone 12嗎，新學校就換個新手機唄。 /

沒壞，$CNN$不想轉學，我就答應他轉學了給$ta$買個iPhon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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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N$：怎麼能這麼沒有原則？你也知道我們孩子喜歡玩手機，我不同意。
我：但我都答應了……
$MNN$：$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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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學校有宿管老師看著呢。

$MNN$：有老師也能藏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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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位招租】

$MNN$：我來找$ta$談，高二這麼關鍵的時候不能分心，上大學了再買個好的，這個現在能聯繫
上就行了。

選擇

● 【Option 1】=>【偷手機線】
我：你說的也有道理，那就算了吧。

Tip【理解】【溝通】：若不兌現向孩子做出的承諾，$ta$會很失望哦（親密度-10）

● 【Option 2】=>【未偷手機】【約法三章】
我：我再問問$C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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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說了給$ta$換個手機。
Tip【理解】【溝通】：樹立一個重諾守信的好榜樣。只是$ta$真的能不玩手機嗎？ （親密度+8
）

$MNN$：行吧，那你買吧。
【買手機操作】

孩子

2021年3月28日週日10:30AM

【約法三章】

我：$CNN$呀，我把爺爺奶奶的老人機換給你怎麼樣？
$CNN$：不是說要給我換個新手機嗎(つД`)ノ

選擇

● 【Option 1】
我：這不是怕你沉迷遊戲嘛。

● 【Option 2】
我：高考就一年多了，要把心思放在學習上。考個好學校再給你換個最新款的

● 【Option 3】
我：你住校能在關鍵時刻聯繫上就行了，能上網不就會打遊戲耽誤學習嗎？

$C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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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言行中充分錶達你對孩子的信任與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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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孩子被信任的機會，並在言行中表達對孩子的信任與尊重（親密度-10
）

● 【Option 3】
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手機放在身邊就是一個誘惑，自控第一步遠離誘惑源嘛。

Tip【幫助】：幫助孩子提高自控力，給與孩子切實可行的建議（親密度+10）

$CNN$：五十幾個同學人人都有智能手機，就我的那麼舊，我都不好意思把手機拿出來，你們都
不考慮我的感受！

選擇

● 【Option 1】=>【偷手機線】
我：老人機也是手機，能打電話聯絡不就可以嘛。你就帶爺爺奶奶的手機去吧。

Tip【理解】【溝通】：在決策中要尊重孩子的想法，而不是命令或通知（親密度-10）
$CNN$：出爾反爾算什麼家長！
我：說啥也不買了，我和你$PMP$也商量過了，等上大學再買。

● 【Option2】=>【未偷手機】
我：給你買新手機的話，你能保證不沉迷於玩手機嗎？

Tip【理解】：在決策中尊重孩子的想法，並做出約定（親密度+5）
$CNN$：可以！ ！

● 【Option 3】=>【未偷手機】
我：那我們來約法三章吧，你打算怎麼用手機，做不到的話怎麼辦呢？

Tip【理解】【幫助】：邀請孩子參與決策，並給出製定約定的具體建議（親密度+10）
$CNN$：那我一天只用一小時手機，若有違反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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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嗯嗯！

【未偷手機】=>【買手機操作】
$CNN$：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哦耶！ $PP$最好了！ （親密度+10）

【偷手機線】=> 【不買手機】
$CNN$：童話裡都是騙人的，說話完全不算數！這個破手機帶著還不如不帶。 （親密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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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

2021年3月25日週四12:40PM

大哥：你周日下午早點送$CN$和小林一起去學校吧，讓小林帶著熟悉一下環境。
我：那多謝了！ /好的👌沒問題/那太好了！先謝謝了

2021年3月29日週一

孩子

2021年3月29日週一6:39AM

選擇

● 【Option 1】
我：到了新的學校課業要抓緊跟上啊，五一前就月考了。

Tip【理解】：您的孩子表示：只關心成績不關心我！ （親密度-3）
$CNN$：知道了。

● 【Option2】
我：在學校怎麼樣啊？宿舍收拾好了嗎？住的習慣嗎？好好跟同學相處啊！

$CNN$：還行。

● 【Option 3】
我：住校了以後就要自己管自己了，做好規劃哦。

$CNN$：好的。

老師

2021年3月29日週一6:58AM

王老師：$CN$家長您好，今天早自習$CN$把手機帶到班裡來了。
我：他上課玩手機了嗎？請您嚴加管教。

王老師：那倒沒有，學校規定手機不得帶到教學區，只有晚自習回宿舍後可以在熄燈前用，請家長

配合教育。 $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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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太了解這些規定，下次一定遵守！ /
不好意思沒有了解到學校的規定，給您添麻煩了，下次我們會注意！ /
麻煩您了。我們$CN$確實有個小毛病喜歡玩手機，拜託老師嚴加管教！

● 【Option 1】我：抱歉抱歉，我們不太了解這些規定，下次一定遵守！
Tip【溝通】【理解】：孩子在學校出現問題時，要心平氣和地與孩子交流，追溯原因，並採取
措施，防止再次發生，不要將一切都交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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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 2】我：不好意思沒有了解到學校的規定，我們家$CN$肯定不是故意的，給您添麻
煩了，我下次一定會提醒他！

Tip【溝通】【理解】：孩子在學校出現問題時，要心平氣和地與孩子交流，追溯原因，並採取
措施，防止再次發生，不要將一切都交給老師

● 【Option 3】我：麻煩您了。 $CN$確實喜歡玩手機，拜託老師嚴加管教！
Tip【溝通】【理解】：孩子在學校出現問題時，要心平氣和地與孩子交流，追溯原因，並採取
措施，防止再次發生，不要將一切都交給老師

2021年4月2日週五

老師

2021年3月29日週一12:12AM

王老師：$CN$家長您好！請問您現在有時間嗎？
我：王老師辛苦了！我現在有空！

王老師：那就好。我這次給您發消息主要是想跟您交流一下您家孩子在學校的情況。

我：老師您說

王老師：是這樣的，$CN$在學校學習進度沒有問題
王老師：但是$CN$似乎還沒有適應我們班級的環境，沒有交到朋友，上課表現也不是很積極
王老師：可能是我多慮了，但是轉學的前幾周挺關鍵的，所以想跟您說一下

● 【Option 1】我：感謝王老師提醒！我這就去找孩子了解一下情況
Tip【溝通】【觀察】：孩子在學校遇到問題時，要仔細觀察，積極溝通，與孩子合力解決。 （親
密度+5）

● 【Option 2】我：多謝王老師！我一定會監督他在課上積極表現的
Tip【溝通】【觀察】：孩子在學校遇到問題時，要仔細觀察，積極溝通，與孩子合力解決。

● 【Option 3】我：這孩子真是的！謝謝王老師，回家之後我一定好好教訓他！
Tip【溝通】【觀察】：孩子在學校遇到問題時，要仔細觀察，積極溝通，與孩子合力解決。 （親
密度-5）

大哥

2021年4月2日週五1:24PM

我：我下班了去接$CNN$，小林我也一起接了，你就別去了哈。
大哥：謝謝哈，我給小林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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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幾點到比較合適？

大哥：週五都是四點半放學，7點前來接都可以直接走學校大門。
我：時間倒是差不多，停車方便嗎？

大哥：不方便，人要在車上，7點後學校大門就鎖了。
我：晚到了要讓他們在門口等？

大哥：可以提前跟保安班長打聲招呼從後門接孩子，這個是小趙微信。

大哥：【名片】趙保安

我：好的，我存起來。

大哥：對了，$CNN$還適應新學校嗎？
我：不知道啊，才上了一周，接回來了聊聊。

大哥：好的。

【面聊形式】

【選項1：了解一下情況】
我：這兩天老師跟我反映你在學校似乎不太適應，沒有交到朋友，上課表現也不是很積極。是遇到

什麼問題了嗎？我看看我能不能幫上你什麼忙。

【選項2：監督積極表現】
我：這兩天老師跟我反映你在學校似乎不太適應，沒有交到朋友，上課表現也不是很積極。我答應

人家老師好好監督下你，你也要好好表現啊！

【選項3：好好教訓】
我：這兩天老師跟我反映你在學校似乎不太適應，沒有交到朋友，上課表現也不是很積極。到底怎

麼回事啊？怎麼轉個學還轉自閉了呢？

【低親密度】

$CN$：還不是你害的！本來在原來的學校學的好好的，非要逼我轉學！
$CN$：班裡的人都是高一一起入學的，都認識一年多了，我一個人也不認識！
$CN$：別說交朋友了，我接個筆記都難！

【高親密度】

$CN$：唉，雖然之前也想過轉學會有難度，沒想到這麼難....
$CN$：班級裡的同學都認識，而我記個人名都費勁，這可怎麼辦啊.....

● 【Option 1】我：你這孩子真是的！照你這麼說，那轉學的孩子都沒法融入班級了唄，明明
就是你自己不努力！你要是再用點心還會有這問題？

Tip【溝通】【理解】：責怪孩子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家長應嘗試從孩子角度理解問題，積極
交流，鼓勵孩子鼓起勇氣，解決問題。 （親密度-10）

● 【Option 2】我：你要多跟老師，同學們交流交流，才能搞好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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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溝通】【理解】：家長應嘗試從孩子角度理解問題，積極交流，鼓勵孩子鼓起勇氣，解決
問題。

● 【Option 3】我：嗯，來到新環境沒準有點不適應，可以理解。你先別著急。我覺得你班裡的
同學、老師都挺好的，你鼓起勇氣，多跟大家交流一下，一定沒問題的！

Tip【溝通】【理解】家長應嘗試從孩子角度理解問題，積極交流，鼓勵孩子鼓起勇氣，解決問
題。 （親密度-10）（親密度+10）

$CN$：你說的倒輕鬆……
$CN$：
我：我覺得你想的太多了，你們老師同學又不吃人（笑）

我：你再好好考慮考慮，你還要在這個學校待一年多呢！跟同學們搞好關係多重要啊！

我：多嘗試嘗試，總能成功的！我們也支持你。

$CN$：....
$CN$：那....我再試試吧....

2021年4月9日週五

老師

2021年4月9日週五10:07AM

我：王老師，這兩週$CN$表現怎麼樣？還跟得上嗎？ /
王老師，這兩週$CN$表現怎麼樣？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王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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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老師也給$ta$輔導了
落下的課程，狀態繼續保持下去沒問題的。

我：多謝王老師鼓勵！代我也謝謝各位老師！

更多轉學劇情的對話【TBD @Sydney】

伴侶

2021年4月9日週五3:20PM

我：我今天要加班，你能去接$CNN$嗎？
伴侶：我晚上還有個應酬，推不掉。麻煩一下大哥？

我：大哥他們有事，還要我一起接小林呢？

伴侶：那怎麼辦，我看看安排公司司機跑一趟？

我：算了，我晚點去接吧，讓他們在學校等一下。

保安

2021年4月9日週五3:32PM

您已添加了趙保安為好友，開始聊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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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趙你好！我是高二一班$CN$的家長，我今天估計要晚上8-9點來接孩子
趙保安：👌後門有個保安亭，你停旁邊給孩子打個電話讓$ta$出來就行
我：明白

趙保安：讓$ta$記得把校卡拿手上，晚走的學生要登記一下。
我：好的

孩子

2021年4月9日週五3:37 AM

我：晚上我加班，八點左右應該能到$SN$，到了就給你打電話。 /
今天加班，我8-9點來後門接你。把校卡拿手上，晚走的學生要登記。

2021年4月9日週五5:07 PM

$CNN$：好吧……怎麼搞得這麼晚……

更多轉學劇情的對話【TBD @Sydney】
如聊學校生活，新學校各科老師，新同學，新老學校對比等。

2021年4月16日週五

保安

2021年4月16日週五11:01AM

我：小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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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了，又這麼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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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 【Option1】【彩蛋線索】
我：那我七點十五之前到！

趙保安：好，在前門走就不用登記了。你是來接高二一班$CN$對吧？
我：是的，你記性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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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瞳孔地震）：沒給我說過啊？我問問$ta$。 /我都不知道這事兒，待會兒我問$ta$一下。
趙保安：家裡也找找，不少同學以為東西丟了但實際上是忘帶到學校了。

我：多謝！ /謝了
趙保安：沒啥/不用謝
【玩家解鎖線索1：$CN$曾經和同學去看監控】

● 【Option2】
我：那我七點十五之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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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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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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要月考了，週
末還請您多關註一下。

我：會的會的，謝謝提醒！/
謝謝您，我會密切關注的！/
多謝您👌👌這個週末接回來我們跟$ta$好好談談。

王老師：最近$ta$作業也很多沒交，$CN$是跟我說這幾天一直犯困，週末還請家長督促$ta$完成
作業。

選擇

● 【Option 1】=> 【批評對話】
我：這孩子剛乖了沒兩天就原形畢露了，我回去一定好好督促$ta$學習。
Tip【理解】【觀察】：不要經驗主義地預設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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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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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度+5）

孩子

2021年4月16日週五12:42PM

我：今天我加班晚上應該7點多來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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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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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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ption3】
我：還狡辯？那不然你為什麼會犯困？你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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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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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孩子的言行關注孩子的心情。尊重孩子，不以長輩身份壓人
（親密度-10）
$CNN$：反正就是困，啥原因就沒有。我很煩。

● 【Option2】
我：那你最近犯困是為什麼？哪裡不舒服了？

Tip【溝通】【觀察】：通過孩子的言行語氣關注孩子的心情，用平等、冷靜的語氣交流。 （親
密度+5）
$CNN$：沒事，我學習去了。

張姐

2021年4月16日週五5:47PM

張姐：最近你家小孩轉學以來還適應嗎？

選擇

● 【Option1】
我：還好，都挺適應的。

張姐：那就好！

● 【Option2】【彩蛋線索！ 】
我：不太好，有點著急……
張姐：啊，怎麼了？

我：這馬上都要月考了，王老師跟我說$CN$學習狀態下滑了。 /
王老師跟我說$CN$最近不認真了，要是$ta$像小章一樣省心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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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姐：我們小章放學路過一班好像是說看到$CN$和李四在一起蠻熱絡的……
我：李四是？

張姐：唉，我也是聽說啊，李四家有錢，$ta$就喜歡在學校拉幫結派的，口碑不是很好。還
是讓你家孩子別和李四一起玩了，不要被影響了。

我：啊這……我問問$CN$看是什麼情況。謝謝！ /
多謝！我晚上接$ta$回家了仔細問問。 /
還有這事？那我得趕緊去問問。謝了！

張姐：👌
【玩家解鎖線索2：小章看到李四和$CN$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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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NN$：$CNN$'，這兩天怎麼了，睡不好嗎？

選擇

● 【Option1】
我：有什麼事情你就跟我們說。是身體哪裡不舒服了嗎？

Tip【溝通】【觀察】從孩子的語言中推斷、理解$ta$的心情，並關注孩子的身體健康。
$CNN$：也不是，沒什麼不舒服的。

● 【Option2】
我：是心理壓力太大了嗎？最近有沒有交了什麼新朋友，跟朋友聊聊天？

Tip【觀察】【幫助】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給出實際建議。
$CNN$：大家都很忙啊，沒有時間交朋友，沒有什麼特別的？

$MNN$：那是怎麼回事？
【高親密度】

$CNN$：如果我說我真的沒玩手機，你們信嗎？
【低親密度】

$CNN$：嗯……沒什麼，就是……

$M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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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 【Option1】
我：這就是你$PMP$的不對了，孩子都沒說完呢，插什麼話？我只聽你說。
Tip【理解】【觀察】：若伴侶的言行傷害到了孩子，應當場製止並糾正。（親密度+10）
$MNN$：對對，只要你是誠實地說，我們就相信你。

● 【Op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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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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伴侶的言行傷害到了孩子，應當場糾正，避免間接肯定懷疑。
（親密度-5）

【高親密度，偷手機線所需親密度更高】=>【坦白局】
$C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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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我……我沒玩手機。睡不夠是因為……因為考試壓力太大了……

---
【玩家未解鎖線索1 &未解鎖線索2】
【坦白局】

$MNN$：那是怎麼回事兒？
$CNN$：我們班有個富二代叫李四，$ta$家裡很有錢，但在學校很霸道，我和$ta$前幾天
一起去看監控……
接【玩家解鎖線索2：小章看到李四和$CN$說話】【玩家未解鎖線索1】=>【坦白局】對話部分
---

【偷賣手機】

$MNN$：有什麼難事兒都跟我們說說，別憋著，聊聊天也能幫你調整一下心情。
$CNN$：其實……沒事兒……我自己可以。別管我了。

【玩家解鎖線索1：$CN$曾經和同學去看監控】

我：那你上周是丟了什麼東西嗎？我怎麼聽保安說你去找監控了，東西找到了沒有？

【坦白局】

【沒偷手機】

$CNN$：我沒有丟東西，是其他同學丟了東西懷疑我，我是和同學一起去看監控錄像。
---
$MNN$：啊怎麼回事？別人丟了東西怎麼懷疑你呢？

選擇

● 【Option1】
我：是啊，你沒有拿別人東西吧？

Tip【理解】尊重孩子，不隨意懷疑$ta$（親密度-10）
$CNN$：當然沒有！ ！怎麼你們也懷疑我！
$MNN$：對不起，是我們不對，你是丟了什麼東西啊？最後找到了沒有？

● 【Option2】
我：丟了什麼東西啊？最後找到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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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ta$手機丟了！我自己都有手機了要$ta$的手機幹嘛！
$MNN$：沒有拿別人東西就好，那你為啥和他一起去看監控？
我：手機說是中午不見的，那段時間教室正好就我一個人……結果教室監控也壞了。
$MNN$：記住了，你可不能拿別人東西。要真的缺什麼我給你買。

選擇

● 【Option1】
我：對，自己能賺錢了就自己買，千萬不能偷別人東西。

● 【Option2】
我：小時候偷拿東西的人長大了好多都誤入歧途，毀掉自己一輩子……

Tip【理解】【溝通】：多表達信任與尊重，注意語言表達中可能帶有的懷疑傾向（親密
度-3）
$CNN$：你們就這麼不相信我？都說了不是我拿的，你們倆還叨叨唸！
$MNN$：到也不是，但這個是原則問題，我們就見縫插針地囉嗦一下了……

● 【Option3】
我：別嫌嘮叨，我們沒有不相信你，但這個是原則問題，還是要強調一下。

Tip【溝通】：充分錶達對孩子的信任與支持（親密度+5）

$CNN$：哼，總之最後李四也沒找到手機，說都說不清，煩死我了(つД`)ノ

【玩家解鎖線索2】
我：是你們學校很出名的那個李四？

$CNN$：你怎麼知道？對，就是$ta$丟了手機！ $ta$把手機帶到教室玩結果丟了
要我賠，否則讓我吃不了兜著走。

$MNN$：你沒拿$ta$手機$ta$怎麼賴你？

選擇

● 【Option1】
我：惹不起咱躲得起，馬上就要考試了，離這種人遠一點，別自找麻煩。

Tip【理解】【幫助】：不站在孩子的角度幫忙解決問題，一味只讓孩子退讓，
孩子會很失望（親密度-20）
$CNN$：你們這樣太讓我傷心了！明明就不是我的錯！
$MNN$：別聽你$PP$瞎講，$ta$如果對你怎麼樣，你得像今天這樣趕緊告
訴老師和家長，他有沒有動手欺負你？

● 【Option2】
我：還欺負起同學來了，我去找你們班主任和$ta$家長解決這個事。
Tip【幫助】：值得信賴的家長能理解孩子並幫忙解決問題（親密度+10）

● 【Option3】
我：不好好學習就算了，還隨便指控別人，這個李四家裡怎麼不管管。

Tip【幫助】：除了和孩子同仇敵愾外，也要幫忙解決問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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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解鎖/未解鎖線索2】
$CNN$：昨天$ta$還帶著幾個校外的人，把我堵在廁所要我給錢，還威脅我不能告訴老師
和家長……

$MNN$：$SN$居然還有這樣的人！那你沒有對著嗆吧？保護好自己不要受傷害，安全最
重要。

$CNN$：我哪兒敢啊，都快嚇死了，我真的就不敢跟你們說……

【玩家解鎖線索3】週六坦白局
$MNN$：那你就把手機賣了換錢？
$CNN$：是啊……昨天你們興師問罪的樣子，我怕你們不相信我，又不知道去哪裡

搞錢

選擇

● 【Option1】
我：法治社會了，不要怕。下週我們去找老師聊一下，教這些孩子做人。

● 【Option2】
我：以後有什麼事都別一個人，一定告訴我們，至少可以給你出出主意嘛！

（親密度+20）

$MNN$：對，我們會一直相信你，做你的後盾。放寬心吧，接下來的就交給我們了。
$CNN$：嘻嘻，知道啦～

【偷手機線】

$CNN$：我……我沒有丟東西，是……是別的同學。
---

選擇

● 【Option1】
我：沒事，你慢慢說。

Tip【溝通】給孩子時間，耐心傾聽（親密度+5）

● 【Option2】
我：咋了你倒是說啊！

Tip【溝通】給孩子時間，耐心傾聽（親密度-5）

$CNN$：李四的手機是（廣告位招租）折疊屏的，老看$ta$玩遊戲可溜了，我都沒見過……

【玩家解鎖線索2】
我：是你們學校很出名的那個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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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你怎麼知道？ $ta$家裡很有錢，但在學校很霸道，我們都有點怕
$$ta$$……

【玩家解鎖/未解鎖線索2】
$MNN$：那你就拿了$ta$的手機？
$CNN$：我沒有！我……中午只有我在教室，我看$ta$手機沒有帶回去，就……就想偷偷
玩一會兒，結果$ta$突然回來了，我一緊張就把$ta$手機藏起來了……

選擇

● 【Option1】
我：你太讓我失望了，不告而取謂之竊啊！

Tip

● 【Option2】
我:只要你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真心改過，給我們坦白，就還是好孩子。
Tip

● 【Option3】
我：你怎麼能拿別人東西？你知不知道自己徘徊在犯罪的邊緣！

Tip

$CNN$：我就是好奇，我只見過李四有一個那樣的手機，太讓人羨慕了……
$MNN$：你能坦誠跟我們講出來，這是很好的，但不經他人同意碰別人的東西是很不對的
，你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了嗎？

$CNN$：我……我知道錯了……因為那段時間教室正好就我一個人，$ta$說是我偷了手機
要我一起去看監控錄像，結果監控正好壞了……我後來趁$ta$不注意又放回去了，晚上就
又看到$ta$在用了……
$MNN$：還好你知道把它還回去，否則你以後的人生道路上會犯大錯誤的。
$CNN$：可是這幾天李四老是說我偷了$ta$的手機，還要我賠……
我：你不都還回去了？ $ta$要你賠什麼？
$CNN$：$ta$要我賠錢，還威脅我不要告訴老師和家長，否則讓我吃不了兜著走……我也
不知道是不是有誰看到了什麼……
$MNN$：我看要去學校給老師和同學道歉，認真反思一下自己的過錯。
$CNN$：那傳出去了我還在學校怎麼上學？

選擇

● 【Option1】
我：不行，這是在拯救你，下週我們去學校，當面給老師和同學說清楚。

Tip【理解】【溝通】：不顧孩子的自尊心，武斷的命令會斷絕以後孩子坦白的可能（親
密度-10）

● 【Option2】
我：害怕了？現在知道丟人了，當初偷玩別人手機的時候怎麼這麼大膽。

Tip【理解】【溝通】：一昧的埋怨責備會切斷溝通的可能性（親密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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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3】
我：做錯的事願意主動和我們溝通是對的，那你說該怎麼處理？

Tip【理解】【溝通】：學會傾聽孩子的聲音，尊重孩子的自尊（親密度+10）

$CNN$：但是李四真的很過分！ $ta$帶著幾個校外的人，把我堵在廁所要我賠錢……

【玩家解鎖線索3】週六坦白局
$MNN$：那你就把手機賣了換錢？
$CNN$：是啊……昨天你們興師問罪的樣子，我怕你們不相信我，又不知道去哪裡

搞錢

我：遇到這種事情一定要告訴我們啊，我們$CNN$怎麼能讓人這樣欺負呢？
$MNN$：當時你沒有對著嗆吧？保護好自己不要受傷害，安全最重要。
$CNN$：我哪兒敢啊，都快嚇死了……但一開始我也有錯…李四也許是知道我動了$ta$的

手機

$MNN$：一碼歸一碼，你一開始沒徵得李四同意就去動$ta$的手機做錯了，但$ta$恐嚇你
肯定是不對的。你覺得怎麼解決比較好？有什麼想法都跟我們說說，我們一起商量。

$CNN$：能不能……我私下找李四道個歉？我真的知道做錯了……但如果被其他老師同
學知道了我也沒法做人了😭😭我好害怕，所以一直不敢跟你們說……
我：能誠懇承認自己的錯誤，是值得表揚的，但一定要認真反思，不能再犯了！

$MNN$：就按你說的做吧，我也陪你去。你確實有做的不對的，但李四威脅你這件事情也
得解決。

$MNN$：以後不管是什麼事情都要坦誠地跟我們說，有困難一起克服，有錯誤一起改正。
我：對，不要害怕，這個世界上最愛你的就是爸爸媽媽，我們會一直做你的後盾。

$CNN$：好😭😭我一定不會再犯的。

【偷賣手機】

$CNN$：沒啥，就……我的飯卡。監控壞了沒看到，但後來別人撿到還給我了。

【玩家解鎖線索2：小章看到李四和$CN$說話】【玩家未解鎖線索1】

選擇

● 【Option1】
我：我聽我們同事說，李四在你們學校挺有名的，他是啥情況啊？

【坦白局】

$CNN$：那是個富二代校霸，$ta$家裡很有錢，但在學校很霸道，我們都有點怕
$$ta$$……

我：那我怎麼聽別人說看到你和$ta$一起還挺熱絡的？
$CNN$：可能是看到我和$ta$前幾天一起去看監控……
---
$MNN$：你丟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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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偷手機】

$CNN$：沒，是$ta$丟了東西懷疑我，還硬拉我去監控室。
接【玩家解鎖線索1：$CN$曾經和同學去看監控】=>【坦白局】=>
【沒偷手機】【玩家解鎖/未解鎖線索2】對話部分---

【偷手機線】

$ CNN$：我……我沒有丟東西，是……是李四
接【玩家解鎖線索1：$CN$曾經和同學去看監控】=>【坦白局】=>
【偷手機線】【玩家解鎖/未解鎖線索2】對話部分---

【偷賣手機】

$CNN$：$ta$在學校很霸道，我們都有點怕$ta$……
我：你現在以學習為主，不要跟不好的人混在一起，交朋友要注意啊！

$CNN$：我沒跟他混在一起……
$MNN$：沒有就好。

● 【Option2】
我：我怎麼聽說你跟一個叫李四的校霸混在一起？離$ta$遠一點，不要被帶壞了！
Tip【理解】【溝通】：傾聽孩子的聲音，不要帶入預設立場（親密度-20）

【偷賣手機】

$CNN$：我哪裡有？
我：我們容易嗎？還不是為了你考個好學校，我們才來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MNN$：你還給我跟校霸混到一起去了，你對得起我們嗎？你自己好好反思一下！
$CNN$：什麼啊！我才沒有和$ta$混在一起！
$MNN$：哼，沒有就好。
$CNN$：你們太過分了！我不理你們了😭（噠噠噠跑回房間，砰地鎖上了門，拒絕後續交

流）

伴侶

2021年4月16日週五10:37PM

【面聊形式】

選擇

● 【Op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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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也應與伴侶進行反思。 （親密
度：+5）

● 【Op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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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次跟$CNN$說話注意一下語氣，有衝突$ta$就更不愛說了。不要著急，讓孩子說完。
Tip【理解】【溝通】【觀察】：若伴侶的言行傷害到了孩子，事後也應與伴侶進行反思。 （親密
度：+5）

$MNN$：你也覺得嗎？下次要是我還是這樣你就直接打斷我吧。
我：是啊，你得學學控制自己的情緒，話趕話的只會越鬧越僵

$MNN$：嗯，你以後也少跟$ta$說成績的事，別給$ta$太大壓力了。

我：好不容易把$ta$轉到一個好學校，成績總不能比之前還差啊！ /
哎，都是為了$ta$才來這裡，費了這麼多勁兒……

Tip【理解】【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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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NN$：你還說我呢，你能發現我身上的問題怎麼自己也犯相同的錯誤？你這話要說給$CNN$'
聽$ta$肯定又給你擺一張臭臉。班主任之前說$ta$都不午休了，只是這兩天狀態不好，$CNN$'不
是不努力的孩子。

我：好，咱們互相監督吧。

【坦白局】

$MNN$：不過剛剛這個事情我們確實得好好討論一下怎麼辦。
我：是啊，不解決$ta$肯定沒辦法安心學習了，怕還會留下心理陰影。

【沒偷手機】

$MNN$：這個乾擾因素要排除，不能小看校園霸凌對孩子的影響……
我：我們週一和老師約一下，一起去學校找一下老師反饋這個問題吧

$MNN$：好的，也聽聽老師的建議。

【偷手機線】

$MNN$：孩子這麼點誘惑也抵擋不住，真是的。
我：想想你自己年輕的時候就沒犯錯，時代不同誘惑的東西不同而已。

$MNN$：也是，不過$CNN$也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了，$ta$只是想玩一玩，也不是真的要偷
東西。

我：但哪怕$CNN$是害怕李四不敢問，$ta$想玩什麼也應該跟我們說啊。 /
但我們也從沒短過$ta$什麼，怎麼就能不告而取呢……

$MNN$：設身處地地想想，我也能理解$CNN$，畢竟我們一直不讓$ta$玩手機，包括之前
你說轉學給$ta$買新手機最後不也沒買？
我：確實，要是$ta$真的開口問了，感覺會有一段好長的說教……/

哎，然後$ta$心態一個不平衡就做錯事了。 /
當初其實沒有聊清楚，是不是$CNN$就覺得我們不會理睬$ta$的需求？

$MNN$：其實我們就是怕$ta$玩手機控制不住自己，影響身體和學習。
我：得跟孩子開誠佈公地聊一下，可以約法三章。 /

$ta$想要什麼跟我們說，可以設置成合理的獎勵。
$MNN$：對，$CNN$做錯了的事不能輕易過去，要讓$ta$有一個深刻的認識，以免將來鑄
成大禍。

我：可以和$ta$商量看看，讓$ta$寫個檢討書？
$MNN$：嗯，改天再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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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坦誠相告結局】

【偷賣手機】

選擇

● 【Option1】
我：還有剛才$CNN$啥都不肯說，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Tip【觀察】：通過孩子的言行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與行為反常，並及時與伴侶溝通。 （親密
度：+5）

● 【Option2】
我：還有之前王老師說$CNN$的問題，你怎麼看啊？真的就是考試壓力大？
Tip【觀察】：通過孩子的言行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與行為反常，並及時與伴侶溝通。 （親密
度：+5）

$MNN$：感覺還是發生了什麼事情瞞著我們，不然怎麼$ta$狀態看著那麼不對……
我：現在跟孩子溝通越來越難了，到底是什麼情況$ ta$又不肯說……/

怎麼辦啊，去學校之前得再聊一下吧？

$MNN$：不然明天我找小林說一下，讓小林去問一問？
我：可以。

2021年4月17日週六

孩子

2021年4月17日10:00AM

【面聊形式】

$CNN$：$PP$，$P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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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好好學啊！

朋友圈

大哥：家門口新開的這家（廣告位2招租）海底撈不錯👍小林表示很贊！
【一張沒有$CN$的小林&林媽媽合影】
【玩家查看PYQ解鎖線索3：$CN$和小林吃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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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伴侶

2021年4月17日1:00PM

【面聊形式】

$CNN$：我回來了_(:з」∠)_

【玩家解鎖線索3】
我：你今天中午和誰在哪兒吃的？

$CNN$：跟小林在圖書館附近的必勝客（廣告位1招租）吃的啊。
$MNN$：我都看到林爸爸發朋友圈了，你們根本就沒一起吃飯！

選擇

● 【Option1】
我：什麼情況啊？我想听你自己說。

Tip【觀察】：通過孩子的言行關注孩子的行為反常。 （親密度：+10）
$CNN$：我……我其實……
$MNN$：你馬上就成年了，我們也管不了你了，但我們希望你有什麼事情都能坦誠地說說
，我們一起想辦法解決。

親密度高=>【坦白局】
$CNN$：我早晨……是去把我的手機給賣了，我得弄點錢。哎這事兒說來話長……
接【玩家未解鎖線索1 &未解鎖線索2】【坦白局】對話部分---

親密度低=> 【接著隱瞞】

● 【Option2】【玩家解鎖線索2】
我：你到底有什麼事情在瞞著我們嗎？該不會又去找那個校霸了吧？

Tip【理解】：傾聽孩子的聲音，不要帶入預設立場（親密度：-10）
$CNN$：我沒有！我怎麼會跟李四混在一起！
$MNN$：那你去幹嘛了？

● 【Option3】
我：你現在都不跟我們說實話了。還學會撒謊了！

Tip【溝通】：一味的指責或質疑會切斷溝通的可能性（親密度-10）

【接著隱瞞】

$CNN$：我……是沒去吃飯，我在圖書館做作業呢，隨便買了點三明治，怕你們念叨我不好好吃
飯才說跟小林在外面吃的。作業那麼多考試又那麼近，哪來得及啊！

選擇

● 【Option1】
我：你知道就好，現在時間那麼緊急，不要去做那些無謂的事。

$CNN$：嗯嗯嗯好好好（敷衍）
【BE1：校園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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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2】
我：呵，你的手機呢？我們幫你保管一段時間，不要跟那些混混聯繫了，專心學習。

$CNN$：丟了！你們老是這樣自說自話，從來都不信我！別來煩我，我再也不要理你們
了。

【BE2：關係決裂】

● 【Option3】
我：編，接著編，我下午就去圖書館看監控！

$CNN$：去看啊！你們老是這樣，從來都不信我！別再來煩我了。我再也不要理你們了。
【BE2：關係決裂】

【玩家未解鎖線索3】

選擇

● 【Option1】
我：你這個狀態我們挺著急的，有什麼事情還是要說啊。

$MNN$：要不要在$SN$旁邊租個房子？關鍵時期你就安心讀書，其他什麼都不要管。
$CNN$：讀書讀書，你們根本就不關心我，就知道讓我讀書……
我：怎麼會這樣想？我們也挺想幫你的，但你什麼都不跟我們說啊！

親密度高=>【坦白局】
$CNN$：哎你們什麼都不知道，這事兒說來話長……
$MNN$：跟我們說說唄。我昨天太急了，語氣不好，我們還是關心你的啊！
$CNN$：我早晨……其實是去把我的手機給賣了，我得弄點錢……
接【玩家未解鎖線索1 &未解鎖線索2】【坦白局】對話部分---

親密度低=>【繼續隱瞞】
$CNN$：你們別再跟我提考試就是了，煩得很。
$MNN$：你這孩子……
【BE1：校園新霸】

● 【Option2】
我：馬上月考了，趕緊收心，晚上不要再玩手機了知道嗎？

$CNN$：嗯嗯嗯好好好（敷衍）
【BE1：校園新霸】

● 【Option3】
我：給我好好複習，如果成績下降就得沒收你手機了。

$CNN$：嗯嗯嗯好好好（敷衍）
【BE1：校園新霸】

【偷看日記被發現】親密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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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兩位家長都在，設置成雙方一起偷看日記吧，方便接坦白局的對話，允許家長補救？或者只

要看日記就是BE）
我：最近$CNN$好像有什麼事瞞著我們，要不要看一下$ta$的日記？
$MNN$：看孩子日記不好吧，$ta$會和你急的。

選擇

● 【Option1】
我：也是，那算了吧。

Tip【理解】：尊重孩子隱私。

● 【Option2】
我：趁$ta$不在偷偷看一下吧，別讓孩子發現就好。
（當場抓包？）

$CNN$：你為什麼偷看我的日記？做家長就能侵犯我的人權嗎？

選擇

● 【Option1】（這個選項感覺只在4.16-4.17的周末發生合理）
$MNN$：我們也是著急，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你又什麼都不肯說，都是為了你好啊！
$CNN$：這是我的隱私！
我：我也就是一時好奇，剛找到你就進來了，下次我們會注意啦！ /

不要這麼激動，這不都是為了你好嗎，我們擔心你誤入歧途啊。

$CNN$：你們老是這樣，自說自話，根本就不尊重我！別來煩我，我再也不要理你們了。
【BE2：關係決裂】

● 【Option2】
我：看日記怎麼啦？你都是我生的，看個日記就侵犯人權了，你咋不上天呢？成天學的都

是啥？

$CNN$：你們老是這樣，自說自話，根本就不尊重我！別來煩我，我再也不要理你們了。
【BE2：關係決裂】

● 【Option3】
我：對不起，這件事是我們不對，我們保證不會再有下次，一定尊重你。

$CNN$：這是我的隱私！
$MNN$：我們真的很擔心，不知道你發生了什麼事情，遇到什麼事情跟我們說說嘛。
$CNN$：你不都看了……
我：剛找到你就進來了，沒看到什麼。看到的也都忘了，我只聽說你說。

$MNN$：對，我們保證沒有下次了！最近看你狀態一直不對，能不能跟我們說一說？

若週六4.17偷看日記：$CNN$：我早晨……其實是去把我的手機給賣了，我得弄點錢……
接【玩家未解鎖線索1 &未解鎖線索2】【坦白局】對話部分---

26



2021年4月28日週五

張姐

朋友圈

🌹💗明天的你一定會感恩今天努力的自己！
【配圖$SN$光榮榜，小章位列段前十】
2021年4月28日週五

孩子&伴侶

2021年4月28日週五6:05PM

【未坦白線】【面聊形式】

$CNN $：月考卷子下來了，簽個名吧。
$MNN$：你最近這段的學習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怎麼成績下降了這麼多。

選擇

● 【Option1】
我：我們同事的小孩在$SN$，每次考試都是段前十。人家的孩子怎麼就那麼省心呢？
Tip【理解】【溝通】：不要把自己的孩子跟別人對比！ （親密度：-20）

$MNN$：是啊，你看看你，怎麼一點都不向人家好的同學學習呢？
我：得去上個課外補習班吧，針對性地找找一對一輔導。

$CNN$：你們老是這樣，自說自話，根本就不尊重我！別來煩我，我再也不要理你們了。
【BE2：關係決裂】

● 【Option2】
我：我對你是徹底失望了，以後怎麼樣，你就自己看著辦吧，我們也不再說你了。

$CNN$：隨便吧，反正你們老是這樣自說自話，我也不要理你們了。
【BE2：關係決裂】

● 【Option3】
我：$CNN$啊，我們總覺得你最近有什麼事情瞞著我們，有什麼困難可以給我們提啊！
$MNN$：不論你是做了什麼，還是受到了什麼影響委屈，有什麼事都可以坦誠跟我們說。
我：你要想這個世界上最愛你的就是爸爸媽媽，我們始終都是支持你的。 /

有困難我們一起來克服，有錯誤就一起改正，我們會一直做你的後盾。

$CNN$：你們這話早跟我說多好😭😭我……我之前確實遇到了事情。給我一點時間可以
嗎？我想先靜靜，以後再跟你們說。

$MNN$：沒事兒，你慢慢想。不管什麼時候想說了我們都聽著。
【OE：修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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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局線：

【HE：坦誠相告】
事件圓滿解決，家庭關係更加親密了，孩子更加信任家長，坦白後得以心無旁騖地全心學習，月

考成績進步很大，人也開始陽光自信，逐漸外向起來。

（若偷看了日記但仍走到坦誠相告結局，跳到OE）

【BE1：校園新霸】
孩子不再寫日記，極少和老師家長溝通，把賣手機的錢交給李四，被李四使喚著跑腿時反而找到

了存在感，覺得像李四一樣十分瀟灑，開始巴結李四，於是$CNN$也學會了抽煙喝酒逃課，一個
校園新霸冉冉升起……
編了謊言去派出所報警說李四打他，警察到李四家裡上門調查，李四父親正在家中宴請貴客，覺

得受到極大侮辱，給李四辦了退學帶到外地去做生意。 $CNN$四處吹牛，說自己家人和市領導有
關係，父母是市領導引進的人才，誰敢欺負我就讓誰坐牢。幾個社會小混混信以為真，開始巴結

$CNN$，$CNN$於是學會了抽煙喝酒，常常逃課，一個校園新霸冉冉升起……

【BE2：關係決裂】
（噠噠噠跑回房間，砰地鎖上了門，拒絕後續交流）

孩子不再寫日記了，沉默寡言，極少和家長溝通，抑鬱於心，月考成績平平。

【OE：修復關係】

【曾偷看日記+坦白】孩子不再寫日記，但開始努力讀書，成績漸漸上行。不願溝通了一段時間，但
在家長契而不捨的努力下，關係逐漸破冰。

【未偷看日記+未坦白】孩子不願溝通了一段時間，$ta$仍未告訴你當時所發生的事情，但在家長
契而不捨的努力下，關係逐漸破冰，也許有一天，$ ta$會告訴你吧。

反思問題

1. What type of parent do you think you have been during game play?

2. [Perspective] What does it mean to understand your children? How would you take the

perspectives of your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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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mmunication]

a. Before-game: How would you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with your children?

b. After-game: How would you build a safe, equal, and respectful environment for

parental-child communication, where children feel safe to speak up and feel

heard?

4. [Observation] How would you observe your children's behaviors in daily lives ? How

would you monitor your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5. [Guidance]

a. Before-game: How would you help your children solve their problems in life?

b. After-game: How would you provide scaffolded and actionable guidance to help

your children solve their problems, control emotions, and etc.?

6. ALL: What are some things you've learned in the game that's relevant to this component?

$CN$的日記

2021年3月1日週一
爸媽要我轉學。

都高二了，認識兩年的同學裡突然插個陌生人，不尷尬嗎。

他們也不是不懂，只是不覺得這比所謂升學率重要罷了。

那我能說不嗎，話都說到這份上了。

大概我考個好大學他們就功成身退了。

寄宿學校更自由吧？這倒挺好的。

2021年3月24日週三
那我確定要轉學了。下週一。我要怎麼跟我的朋友告別呢。

2021年3月25日週四
上次說考試進步10名就帶我去買遊戲機，結果轉頭就忘得一干二淨有什麼稀罕的我自己也一樣
能買:(
【偷手機線】這次爸媽果然又忘了答應我的獎勵。

【未偷手機】還以為爸媽又忘了答應我的獎勵。哈哈哈我有新手機了！再也不會被別人笑老土

了！Y加班太忙了嘛，上次忘了也是情有可原。但這次記得了就有兌現，那我原諒他們了
【+約定承諾】我一定要控制住自己不能睡前刷b站了，守護我的新手機！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搬宿舍好累……不過食堂好吃！小林傾情推薦的菜品果然不同凡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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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友們看上去都很友好……嗯我可以把日記放枕頭下面，應該就不會有人發現了！機智如我！
明天要見五十幾個人emm開始方了_(:з」∠)_希望今天晚上不要失眠……

2021年3月29日週一
救救孩子吧孩子學傻了

還有53個名字！這怎麼記得住啊！

2021年4月5日週一
不行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從今天開始我不午休！只學習！

2021年4月6日週二
好累！但是今天學了好多，這樣堅持下去的話大概很快就能趕上班級的進度！天，我是不是要先

挑挑哪個大學好……選清華還是選北大呢，哈哈哈！

2021年4月9日週五
今天怎麼又退步了？！！

我怎麼就管不住自己這手呢！！！

拖延症一犯就根本學不下去啊……
天，我該怎麼辦……

2021年4月10日週六
平時不用功，週末就發懵……這麼好的天氣我要悶在家裡學習補課程也太慘了……
不行，下週我一定要努力！！爭取證明自己！！

2021年4月12日週一
為什麼要大課間修監控啊……這所有人不就都知道了最近監控有問題……這種事情不應該趁沒
學生在的時候週末搞定嗎

【偷手機線】

2021年4月14日週三
李四在課間正大光明地打遊戲……呵不就是換了一個雙屏新手機嗎本來爸媽也是要給我買的！
我只是不敢借想趁午休沒人偷偷試看看到底有什麼好的而已。我沒想偷！結果午休有人提前回來

了，搞得我現在只能把$ta$手機藏身上……幸好監控確實壞了，我明天午休再偷偷還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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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5日週四
明明昨天陪$ta$一起去看監控也沒證據說是我偷的，明明午休我也偷偷把手機還回去了，我都看
見$ta$下午又在拿著手機玩遊戲了！$ta$從哪裡知道是我拿了$ta$的手機……
小林讓我不要招惹李四，說$ta$是$SN$的校霸……$SN$不是好學校嗎為什麼還會有校霸……我
要知道$ta$是校霸我肯定就不會去動$ta$的手機啊……
怎麼辦……$ta$現在威脅我以後都得幫$ta$打飯跑腿還找我要錢……
太過分了！我從哪裡給$ta$每週一百？ ！ ！我沒有零花錢啊！但是萬一，萬一$ta$真的有證據
呢？

【未偷手機】

2021年4月14日週三
我不是小偷我不是小偷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 ！ $ta$要說出去別人怎麼看我我根本就沒有
辦法證明我自己……而且$ta$還威脅我說要孤立我……怎麼這麼正好就只有我午休在班裡，怎麼
正好監控就這個時候壞了！

【低親密度】我說的話老師會信嗎？爸媽會信嗎？怎麼辦啊……
【高親密度】是不是還是得和家長說啊…哎要不周末試探一下吧

2021年4月15日週四
怎麼會有這麼霸道的人啊！明明昨天陪$ta$一起去看監控也沒證據說是我偷的，憑什麼就一口咬
定是我偷的！我都沒交到什麼朋友，現在李四一孤立我，我在一班跟不存在似的……
小林讓我不要招惹李四，A居然也有校霸……$ta$還威脅我想融入班級就要幫$ta$打飯跑腿，還
找我要錢……呵何必強求融入呢。我本來就應該是個……透明人

2021年4月16日週五

【偷賣手機】

我為什麼不直接蒸發呢？

花錢消災吧，真的太難受了……
我從哪裡搞錢啊……直接要零花錢也沒有什麼好理由啊……實在不行我去把我舊手機賣了先頂
一會兒吧……

【坦白局】->【HE坦誠相告結局】

2021年4月17日週六
【偷賣手機】->【HE坦誠相告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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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偷偷把手機賣了去換錢，結果被發現了……好吧，是我蠢了。果然遇到了這種事情還是應
該告訴家長。

【偷賣手機】->【BE校園新霸結局】
今天偷偷把手機賣了換錢，出奇地順利……手上有錢了就是好啊，以後只要說去圖書館就可以到
處亂跑著玩了！反正家長都不管我，他們只會自說自話，根本不關心我過得怎麼樣！

像李四這樣隨便找個人威脅一下就能要到錢，這日子過得可真瀟灑啊

【偷賣手機】->【BE關係決裂結局】
【解鎖線索3/3】被發現了又如何，呵他們根本不信任我，只會自說自話，根本不關心我是怎麼想
的！

【HE坦誠相告結局】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坦白了。終於不用提心吊膽了。

【偷手機線】我做錯了事情，但幸運的是我還有改正的機會。爸媽還是會相信我，他們還會繼續愛

我。

【沒偷手機】爸媽說他們會相信我，會一直愛我、做我的後盾。

我不會讓他們失望的。

他們說周一會和我一起去找王老師聊。這樣就能徹底解決了！

2021年4月19日週一

【未偷手機】

今天爸媽陪我去找王老師把事情聊開啦！王老師也找李四談過了，李四就再也沒來找我了～

上課也好開心\(^o^)/我愛學習！

【偷手機線】

今天爸媽陪我去找李四把事情聊開啦！李四就再也沒來找我了～上課也好開心\(^o^)/我愛學
習！

【4.17或4.19劇情結束，玩家無法再自由explore直接跳結局4.28月考】
【結局時reveal日記讓玩家看完真實劇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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