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事答辯狀 
 

案號：107 年度重訴字第 473 號 
案由：給付代墊款等       
承辦股別：發股 
訴訟標的金額：新台幣 9,066,053 元 
 
原      告 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即郭永增  

住址：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520號 7樓之 1 

訴訟代理人  蘇志倫律師  呈睿國際法律事務所 

                    住址：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10號 8樓 

電話：(02)2388-5789 

被      告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地號等 3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路 650巷 2弄 1號                     

法定代理人  廖家驥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路 650巷 2弄 1號 

 
為原告要求給付代墊款等事件，提出答辯事： 
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後如判決勝數，將依據合約(原證 4)條文內容請求原告提賠償訴

訟。 
答辯事實及理由： 
一、 原告訴之聲明中請求被告給付一~四項金額，內均含訴外人鄭亦翔自主更

新有限公司依合約(原證 4)承攬部份，訴外人鄭亦翔自主更新有限公司並

沒有提告，原告不能擅做主張把不屬於自己的權益，不經訴外人同意而

訴求為自己的權益。被告已經函通知訴外人此事，訴外人也告知被告將

會對原告提出異議，並出席民事庭說明。因此被告不同意原告訴之聲明

等項目。 
 

 1 



二、 原告是依據合約第七條第一、二項條文(原證 4)來訴之聲明請求被告賠 
償。被告解約原告是採用合約第六條第一、二、五項條文(原證 4)，所以

與原告起訴狀貳、第一項第(三)款條文說明內容(詳起訴狀)無關，自然就

沒有合約第七條第一、二項條文(原證 4)情事發生。 
三、 以下為被告解約原告之要因： 
  (一)根據 106 年 10 月 03 日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舉辦本案都市設計審議 

及建造執照預審審議第 46 次幹事聯席會議會議記錄(答證 1)內容二、 
其他指導意見如下(一)應修正事項 4、7、24、31 及臺中市政府都市更 
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06 年第 3 次會議記錄(答證 2)內容之出列席單 
位意見：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書面意見)2。 
由以上歸總四個原告用錯法規檢討建築設計圖說： 
1. 住變商應設計地上 1-3 層為商業使用，原告設計 1-2 層為商業使用。 
2. 住變商基地興建大樓，樓層 20 層以上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說明，原

告向被告說本案不用環境影響評估說明，詳(原證 10)113 頁內容。 
3. 本案地下層停車空間是根據臺中市都市計畫住宅區變商業區回饋要

點(原證 10)之 171 頁 10 點條文，應申請樓地板面積每 100 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停車位數計算停車空間…..。而原告卻用 1-2 樓商業使用每

100 平方公尺設置一部停車位、3-12 層住宅使用每 150 平方公尺設置

一部停車位來計算停車空間，詳(原證 10)39 頁內容，明顯與法規差

距甚多。 
4. 本案為都市更新案，單元範圍內既有巷道(非計畫道路)廢道規定問題，

當然是採用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六條辦理(原證 10)174 頁內容，

並非是原告起訴狀貳、第一項第(三)款條文說明內容。且(原證 10)38
頁內容一、現有巷道廢止構想條文已經敘述的非常清楚。又原告於

107 年 3 月 12 日曾函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永增字 107031201 號函)
詢問既有巷道廢道問題，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也回函原告及被告是

根據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六條辦理(答證 3)，不適用臺中市建

築管理自治條例有關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規定。於此原告竟還在起訴

狀貳、第一項第(三)款條文訴之既成巷道廢道改道等攸關更新會全體

會員重大權益影響之事，根據原告意思為目前都更單元內 2466 地號

(位 650 巷)、2444 地號(位 650 巷及 2 弄)、2463 與 2462(位 2 弄)、2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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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2444-3(位 16 弄)，這些土地原告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有

關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規定是要廢巷道，而無法參與更新後分配的。

所以原告就引據合約第四條第 1 項第 3 款條文內容(權利變換案調查

意願表)，應由被告提供原告參考辦理(並以原證 5 即永增字第

1061212301 號函，向理監事提出說明…)，原證 5 並不是永增字第

1061212301 號函，原告 106 年 12 月 13 日寄給理監事的應為永增字

第 1061212302 號函(答證 7)，真不知道原告在講什麼。但被告大約知

道是原告想讓持有上述巷道土地會員知道無法分配…..以便原告參考

辦理後續設計案修正部份。 
原告此起訴理由含糊難懂，都市更新案審議程序分成事業計畫案(審
議申請興建量體)與權利變換案(依據核准量體依估價由會員選配房

屋及車位)兩個部份，目前事業計畫案尚未通過，何來現在就要被告

提供會員權利變換案調查意願表供原告參考辦理，更何況原告用錯法

規廢巷道解釋給會員知道，已經引起會員惶恐擔憂了，更不用談原告

是否了解都更程序及臺中市政府有關建築相關規定了。以上足顯原告

缺乏該有的建築師專業能力及學術素養，此乃足以構成原告被解除合

約要因之一。 
5. 被告再此說明，本都更案為自地自建方式而成立的都市更新會，會員 

41 位地主(1 位為臺中市政府財政局)40 位均為私有地主，40 位地主

並非是建築類專業人士，所以本案當初的建築規劃設計部份全權委託

原告。當然都更案的審議程序中難免會有要修正部份，所以當上述

1-3 由主管機關 2 個階層審議後，必然會要求依會議記錄修正後再申

請複審。 
所以於 106 年 11月 04 日召開第九次理監事會議討論如何修正報告書

內容，因這 2 個會議記錄要修正部份全為原告負責之建築設計圖說部

份。當天會議原告提出之地下層停車位設置方式規劃圖說，因出席理

監事全部無法認同而流會。故被告再與原告要求修正地下層停車位設

置方式規劃圖說，並與原告約定 106 年 11 月 14 日晚上將修正好地下

層停車位設置方式規劃圖說跟理監事作說明。106 年 11 月 14 日晚上

原告提出下列 2 個方案： 
(1) 地下層停車位設置方式規劃圖說為 14 個平面車位+124 個機械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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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式停車位(答證 4)。此方案理監事無法認同，因為機械停車位太

多，不管會員日後自住或餘屋賣出銷售均不符合臺中市新建大樓

基本要求，明顯的與原告最初設計 127 個平面車位(原證 10) 39 頁

內容差距甚多，所以理監事為替會員把關，堅決不同意原告提的

此方案。 
(2) 不然就要開挖到 6 層才能滿足法規要求及會員要的大部份是平面 

車位需求性。理監事問原告這樣要增加多少成本及對全體會員權

益影響有多大？原告說回台北計算後再答覆。 
以下原告(辦理此案郭慶元建築師)答覆上述問題，用 line 給被告

(法定代理人廖家驥)的答覆： 
【多挖地下2層成本多2.5億元，地面層少一層銷售金額少1億元，

先肯定你們完全沒關係，我再繼續吧﹗】，如此被告要損失 3.5 億。 
基於此，其與原先建築設計規劃案差距實在太大，被告只好另尋

求臺中市當地建築師協助及詢問本案難道就此上述方式來修正建

築設計圖說嗎﹗幸好找到蘇戊衍建築師事務所協助下得知，原來

本案地下層開挖率設計可達 80%(原告設計 65.38%，詳(原證 10)39
頁內容)，原告提的上述(1)、(2)均可解決，被告就不用增加 3.5 億

元成本負擔。故被告召開第 9 次理監事會(臨時會議)及第五次會員

大會後並依據會議記錄(原證 5)解約原告。由上述答證說明原告已

違反合約第六條第一、二、五項條文(原證 4)規定，故被告予以解

除原告委任合約。為主張被告解除原告委任合約是有所憑據，特

附上 107 年 08 月 08 日被告申請都市設計審議聯席幹事會複審，

由設計單位蘇戊衍建築師事務所提供建築設計規劃圖說(答證五)
供庭上檢核，由此(答證五)與(答證 4)比較後得知原告真的是專業

性不足，對臺中市建築法規等相關規定不熟，所以根本無法勝任

本案建築設計部份。被告如不解除原告委任合約，再聘請蘇戊衍

建築師事務所來執行建築設計規劃，有可能會導致更新會解散(無
法走到申請建築執照階段)，讓全體會員權益損失殆盡，此為原告

被解除合約要因之二。 
四、被告依據合約(原證 4)第八條第一項、第五項條文主張說明如下： 

(一)依上述原告被解除合約要因一~二，根據第五項規定條文：如係乙方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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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則案合約第六條第五項規定辦理：原告所代墊費用金額不得向甲 
方索賠…..。被告於第五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原證五)，經會員大會議 
決通過要支付原告新台幣 256 萬 5000 元整，將於第七次會員大會時提 
出不支付，因原告不體諒被告善念、且不理不睬被告通知雙方見面討 
論協調上述支付金額，而堅持走上訴訟途徑。被告將請大會議決通過 
不支付原告新台幣 256 萬 5000 元整，以維持合約該有的公平性。 
以上提供事證明確，請庭上將原告起訴狀所提訴之聲明駁回。 

   (二)原告依上述事證被解除合約，故無法完成合約第二條所規定期限本案工 
作，依第一項條文規定：原告每逾一日扣該案該階段總經費千分之一 
罰款….。依據第 9 次理監事會(臨時會議) (原證五)召開時間為 106 年 
12 月 16 日(翌日為起算日)至 107 年 08 月 08 日(申請都市設計審議聯席 
幹事會複審)總計 235 日，此階段為原告必須要完成事業計畫案審議通 
過(申請建築執照前)，所以按合約原告此階段承攬金額為： 

1. 建築設計費=1757萬元*70%=新台幣 1229萬 9000元整 

2. 建築執照規費=新台幣 25萬 8000元整 
3. 土地鑑界費(建築線)= 新台幣 11萬 6000元整 
4. 鑽探費=新台幣 22萬 5000元整 
5. 更新前建物測量費=新台幣 8萬 4000元整 
6. 總計新台幣 1298 萬 2000元整 
7. 罰款計算為 1298萬 2000元整 x1/1000x235日=新台幣 305萬 770元整。 

被告請求原告按合約違約賠償新台幣 305萬 770元整給付被告，以上

提供事證明確，請庭上准予被告請求賠償事項。 
五、被告請求庭上查明原告(即郭永增)自 105年 05月 31日與被告在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黃賢婷事務所簽約公證後(簽約前之審查建築師 

證件，也是由郭慶元拿原告文件給理監事審查)，日後被告舉辦事業計畫 

案自辦公聽會、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舉辦事業計畫案幹事會、公辦公 

聽會、聽證會、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舉辦本案都市設計審議及建造執照 
預審審議第 46 次幹事聯席會議及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06 年第 3 次會議等，還有被告召開 9 次的理監事會及 6 次會員大會(含更 
新會成立大會)等，都不見原告(即郭永增)出現過，均由郭慶元(自稱為原 

告姪子)出席上述會議。被告更起疑的是第 9次理監事會議(臨時會議)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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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就是要將原告解約，也不見原告(即郭永增)出席，還是由郭慶元出席會 

議。當天郭慶元也無所辯解時，還稱要回去與原告(即郭永增)商量看看。 

被告依序按合約地址寄雙掛號通知原告解約後續事宜，竟遭退回(答證 

6)，被告對此原告之不合乎常理，令人難以理解，幸好被告已解任原 

告，否則後續真不曉得如何善了！敬請庭上詢問原告與郭慶元關係及在本 

案兩人又是扮演何種角色。 

六、綜上所陳，狀請  鈞院鑒核，以上提供事證明確，請庭上將原告起訴狀 
駁回及准予被告向原告請求違約賠償。 

此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公鑒 

證據名稱及件數： 

一、 答證 1：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舉辦本案都市設計審議及建造執照預審審 
議第 46 次幹事聯席會議會議記錄。 

二、 答證 2：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06 年第 3 次會議記錄。 
三、 答證 3：中市都更字第 1070041202 號函 
四、 答證 4：106 年 11 月 14 日原告提供之修正建築設計圖說 
五、 答證 5：蘇戊衍建築師事務所提供建築設計規劃圖說 
六、 答證 6：被告寄給原告雙掛號退回信 
七、 答證 7：永增字第 1061212302 號函 
八、 原證 10：38頁、39頁、113頁、171頁、174頁 

九、 訴外人鄭亦翔自主更新有限公司(鄭亦翔字 1070828號函)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09 月  05  日 

 

具狀人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地號等 30筆 

土地都市更新會           （蓋章） 

 

 

撰狀人   廖家驥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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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ned with CamScanner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第三種商業區)  地上二十四層、地下五層 

基 地 位 置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土地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 

都市設計審議暨建造執造預審聯席會議審議報告書 

起 造 人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規 劃 單 位      蘇 戊 衍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日  期               2018.08.03 

工 程 名 稱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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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面積計算表 

壹層平面圖 

地下壹層平面圖 

地下貳層平面圖 

地下叄層平面圖 

地下肆層平面圖 

地下伍層平面圖 

貳層平面圖 

叄層平面圖 

肆層平面圖 

伍層~拾層平面圖 

拾壹層~拾伍層平面圖 

拾陸層~貳拾壹層平面圖 

貳拾貳層平面圖 

貳拾參層平面圖 

貳拾肆層平面圖 

屋突壹層平面圖 

屋突貳層平面圖 

屋突叄層及頂層平面圖 

各向立面圖 

立面色彩模擬圖 

 

 

陸、規 劃 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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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圖說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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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計算表 
陸、規劃圖說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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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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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壹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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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貳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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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參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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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肆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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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伍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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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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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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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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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層~拾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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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層~拾伍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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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層~貳拾壹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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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貳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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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參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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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肆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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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突壹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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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突貳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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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突參層及頂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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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向立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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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向立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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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立面模擬圖 

6-22 

陸、規劃圖說 

東南向外觀立面模擬圖 西北向外觀立面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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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 地號等 30 筆土地 

  都市更新會   函 
受文者：鄭亦翔自主更新有限公司    地  址：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0 巷 2 弄 1 號 

                                      代表人：廖家驥   

電話：04-27079142  0920-687755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8月 15日  

發文字號: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 地號等 30 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1070815 號 

附件: 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民事起訴狀(107年度重訴字第 473 號給付代墊款等)影本 

主旨：本會收到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民事起訴狀(107年度重訴字第 473號給付代墊

款等)，其起訴之聲明一~四項金額有涉及 貴公司權益，特通知  貴公司。詳

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 起訴狀請求賠償一~四項金額為新台幣 906萬 6053元整，根據本會 105年

05月 31日與貴公司及起訴人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共同所訂合約，根據合約

起訴人提訴之賠償金額新台幣906萬6053元整，有部份為貴公司承攬範圍，

而貴公司仍繼續履約中，起訴狀也無貴公司同意起訴人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

共同提告賠償證明任何文件。 

二、 本會函通知貴公司此起訴狀事項，敬請貴公司向起訴人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

提出異議書及依開庭日出席說明 。 

正本：鄭亦翔自主更新有限公司 

副本：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地號等 3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地號等 30 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廖家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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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亦翔自主更新有限公司 

   函 
受文者：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 地號 地  址：新北市新店區寶宏路 11 號 2 樓       

等 30 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代表人：鄭亦翔  

電話：02-29130368  0933-419145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8月 28日  

發文字號: 鄭亦翔字 1070828號 

附件: 無 

主旨：復更新會 1070815號函，並對起訴人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以下簡

稱原告)提出以下異議，並請更新會將此函附上於答辯狀中。詳如

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 依都市更新條例條文內容，都市更新涉及建築設計相關工作、都市

更新計畫規劃、不動產估價、地政士權利登記、銀行信託融資業務、

營建施工管理等專業領域。本公司(即鄭亦翔)為營建署 102 年度都

市自主更新種子營培訓計畫結訓人員(證號：營署更字 1022908455

號)。更新會為都市更新團體組織，故更新會自籌組到立案均為本

公司輔導協助取得立案證明，依培訓課程當然自主更新會都市更新

規劃也是本公司專長，故本案都更規劃也是本公司承攬規劃。 

二、 本公司 105年 05月 31日與原告所聯合承攬與更新會共同所訂合約

(原證 4)，根據合約(原證 4)第三條第六項(一)~(四)款條文清楚規

定本公司與原告承攬範圍及更新會付款分項明細。原告未經本公司

同意下要於起訴狀訴之聲明請求更新會賠償金額中已涉及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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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項目範圍，本公司向原告出異議及要求原告更正起訴狀內容。 

三、 以下為原告向更新會提出賠償新台幣 906 萬 6053元中侵占本公司

承攬項目說明： 

(一)以下為原告起訴狀(第 11頁)請求賠償金額附表說明： 

 

(二)以下依附表一說明侵占本公司承攬項目範圍： 

1. 代墊都市更新前期資金：立案申請 40 萬元+都市更新規劃 440萬元+

更新前建築物測量 8 萬 4000 元(並無實際測量，依本公司提供建物登記謄

本及建物測量成果圖作登記，門牌 650巷 12號因以前無建物補登，原告也無法幫忙

做合法房屋登記作業，由本公司花錢請代書補辦建物登記，補辦登記完成建號為

13150建號)=488 萬 4000元。 

2.代墊前期作業費用資金風險管理報酬：488萬 4000元*2.5%=12萬 2100元。 

3.全案管理服務費用：488 萬 4000元*4.5%=21 萬 9780元。 

4.合約終止賠償金額：488 萬 4000元*4.5%*20%=4 萬 3956 元。 

5.(1+2+3+4)=526 萬 98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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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據上述計算說明原告向更新會請求賠償金額新台幣 906 萬 6053

元，其中有 526萬 9836元已涉嫌侵占到本公承攬項目範圍，故原

告已涉及起訴內容不實，本公司對此向原告提出異議外，並請更新

會向庭上要求原告之起訴狀准予駁回。 

五、 本公司將配合更新會出庭說明。 

 

正本：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地號等 3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副本：原告訴訟代理人  蘇志倫律師  呈睿國際法律事務所 

 

 

 

鄭亦翔自主有限公司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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