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2017 年 5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舉辦首屆『品嘗紐約』體驗品嘗活動  (TASTE NY EXPERIENCE 

TASTING EVENT) 用於展示紐約州持續增長的精釀飲料產業  

 

展示紐約州各地的葡萄酒、烈酒、蘋果酒、啤酒生產商  

 

這次 5 月 24 日的活動緊隨圓滿成功的『品嘗紐約』精釀啤酒挑戰賽  (Taste NY 

Craft Beer Challenge) 後舉辦  

 

設立美食與精釀飲料路線網站，用來幫助紐約民眾和遊客了解本州的飲料觀光目的

地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舉辦首屆『品嘗紐約』體驗品嘗活動，在 A 碼頭港

口之屋 (Pier A Harbor House) 展示紐約州四十多家頂級的葡萄酒、啤酒、烈酒、蘋

果酒生產商，該建築是紐約市  (New York City) 最具標誌性的歷史建築。5 月 24 日

的活動緊隨首屆『品嘗紐約』精釀啤酒挑戰賽後舉辦，該挑戰賽昨天把奧米岡啤酒

廠 (Brewery Ommegang) 和紐約羅斯科啤酒公司  (Roscoe NY Beer Co.) 生產的啤酒

提名為紐約州最受喜愛的啤酒。自從州長於  2012 年舉辦首屆啤酒、葡萄酒、烈酒

與蘋果酒峰會  (Beer, Wine, Spirits and Cider summit) 以來，精釀飲料產業增長了  

112%。 

 

「這次首屆『品嘗紐約』體驗活動將為我們世界頂級的飲料生產商聯繫新市場，用

於支持蓬欣欣向榮的飲料產業繼續發展和擴張，」葛謨州長表示。「透過展示本州

辛勤勞作的飲料生產商，我們在全州各地社區支持創新、創業精神、經濟增長和就

業。」  

 

『品嘗紐約』體驗活動將直接為生產商聯繫數百個消費者、媒體代表、貿易代表、

產業代表。這次體驗活動是『品嘗紐約』、紐約州葡萄酒與葡萄基金會  (NY Wine 

& Grape Foundation)、紐約釀酒商協會  (NY Brewers Association)、紐約釀酒業工會  

(NY Distillers Guild) 以及紐約蘋果酒協會  (NY Cider Association) 開展的一次合作。

該活動從屬於『品嘗紐約』與  A 碼頭港口之屋的一次更大規模的合作，包括『品

https://taste.ny.gov/cuisine-and-beverage-trails


嘗紐約』葡萄酒與烈酒商店  (Taste NY Wine and Spirits Shop)，專營紐約州出產的

葡萄酒、烈酒和蘋果酒；『品嘗紐約』自助販賣機  (Taste NY Kiosk)，銷售當地食

品和點心；在港口之屋的餐廳菜單上展示當地產品。還將為賓客提供『品嘗紐約』

自助餐菜單用於舉辦私人活動。  

 

該活動將展示來自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長島地

區 (Long Island)、哈得遜鎮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紐約市 (New York 

City)、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的將近 50 

家生產商。該活動透過紐約州精釀飲料撥款計畫  (State’s Craft Beverage Grant 

Program) 獲得資金，由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管理。該活

動是州長設立的葡萄酒、啤酒、烈酒與蘋果酒峰會結出的碩果。  

 

參與這次活動的生產商包括：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薩拉托加釀酒廠  (Saratoga Brewing)，薩拉托加郡  (Saratoga County) 

斯瑪特釀酒公司  (Shmaltz Brewing)，薩拉托加郡  

斯利伯羅蘋果酒廠  (Slyboro Cidery)，華盛頓郡  (Washington County)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瓦格納葡萄園  (Wagner Vineyards)，塞尼卡郡  (Seneca County) 

艾姆巴克精釀蘋果酒坊  (Embark Craft Ciderworks)，韋恩郡 (Wayne County) 

阿巴多恩釀酒廠  (Abandon Brewing)，耶茨郡 (Yates County) 

安東尼路葡萄酒公司  (Anthony Road Wine Co.)，耶茨郡  

狐狸奔跑葡萄園  (Fox Run Vineyards)，耶茨郡  

赫爾曼 J. 維摩葡萄園  (Hermann J. Wiemer Vineyard)，耶茨郡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飛行比利時釀酒廠  (Flying Belgian Brewery)，拿騷郡 (Nassau County) 

比德爾酒窖  (Bedell Cellars)，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馬卡里葡萄園  (Macari Vineyards)，薩福克郡  

姆斯特什釀酒廠  (Moustache Brewing)，薩福克郡  

拉斐爾葡萄園與葡萄酒廠  (Raphael Vineyard and Winery)，薩福克郡  

 

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特拉華菲尼克斯蒸餾酒廠  (Delaware Phoenix Distillery)，特拉華郡  (Delaware 

County) 

兄弟會酒莊  (Brotherhood Winery)，奧蘭治郡  (Orange County) 

紐堡釀酒廠  (Newburgh Brewing)，奧蘭治郡  

果園丘蘋果酒廠  (Orchard Hill Cider Mill)，奧蘭治郡  



疾走鴨釀酒廠  (Rushing Duck)，奧蘭治郡  

KAS 烈酒廠 (KAS Spirits)，普特南郡  (Putnam County) 

阿龍博爾蘋果酒廠  (Aaron Burr Cidery)，沙利文郡  (Sullivan County) 

奔瑪葡萄酒廠  (Benmarl Winery)，阿爾斯特郡  (Ulster County) 

白壁葡萄園  (Whitecliff Vineyard)，阿爾斯特郡  

布羅肯鮑啤酒廠  (Broken Bow Brewery)，韋斯切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楊克斯啤酒廠  (Yonkers Brewing)，韋斯切斯特郡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布倫克勒蒸餾酒廠  (Breuckelen Distilling)，金斯郡 (Kings County) 

布魯克林蘋果酒屋  (Brooklyn Cider House)，金斯郡  

布魯克林葡萄酒廠  (Brooklyn Winery)，金斯郡  

布魯斯考斯特薑汁啤酒廠  (Bruce Cost Ginger Ale)，金斯郡  

後裔蘋果酒廠  (Descendant Cider)，皇后郡 (Queens County) 

金斯郡釀酒商集體企業  (Kings County Brewers Collective)，金斯郡  

金斯郡蒸餾酒廠  (Kings County Distillery)，金斯郡  

紐約蒸餾酒公司  (NY Distilling Co.)，金斯郡  

范布倫特蒸餾酒廠  (Van Brunt Stillhouse)，金斯郡  

多克赫森天然烈酒公司  (Doc Herson’s Natural Spirits)，曼哈頓區  (Manhattan)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夏娃蘋果酒廠  (Eve's Cidery)，希芒郡 (Chemung County) 

五指湖蒸餾酒廠  (Finger Lakes Distilling)，舒勒郡  (Schuyler County) 

雷克伍德葡萄園  (Lakewood Vineyards)，舒勒郡  

康斯坦丁·弗蘭克博士葡萄酒窖  (Dr. Konstantin Frank)，斯圖本郡 (Steuben County) 

普羅希比森蒸餾酒廠  (Prohibition Distillery)，沙利文郡  

伊卡薩島啤酒廠  (Ithaca Beer)，湯普金斯郡  (Tompkins County) 

南希爾蘋果酒廠  (South Hill Cider)，湯普金斯郡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四英哩釀酒廠  (Four Mile Brewing)，卡特羅格斯郡  (Cattaraugus County) 

21 布瑞克葡萄酒廠  (21 Brix Winery)，肖托夸郡  (Chautauqua County) 

五 & 20 烈酒廠 (Five & 20 Spirits)，肖托夸郡  

約翰遜莊園葡萄酒廠  (Johnson Estate Winery)，肖托夸郡  

北部 42 號釀酒公司  (42 North Brewing Company)，伊利郡 (Erie County) 

社區啤酒坊  (Community Beer Works)，伊利郡 

 

在這次活動上提供餐飲樣品的紐約州企業包括卡博特奶油公司  (Cabot Creamery)、

喬班尼酸奶乳製品公司  (Chobani)、美世葡萄酒冰淇淋公司  (Mercer’s Wine Ice 

Cream)、奧瓦舍烘焙坊  (Orwasher’s)、紅傑克果園  (Red Jacket Orchards)、薩拉托



加礦泉水公司  (Saratoga Water)、航道蜂蜜養蜂場  (Seaway Trail Honey)，等等。該

活動在夜間  12 點至下午  4 點向媒體和同行開放，下午  6 點至  8:30 向公眾開放。

普通門票的價格為  75 美元，可從此處購買。  

 

美食與精釀飲料路線  

 

除了『品嘗紐約』體驗活動，州長還宣佈設立『品嘗紐約』美食與精釀飲料路線網

站。烹飪與精釀飲料系列活動網站是  2017-18 年紐約州預算案的成果，旨在進一

步宣傳蓬勃發展的精釀飲料產業。  

 

該一站式網站是首個匯集全州  18 條美食與精釀飲料路線相關資訊的網站。該網站

將幫助紐約民眾和遊客與這些觀光農業目的地建立聯繫，直接為之提供與路線以及

參加活動的葡萄酒生產商、啤酒生產商、烈酒生產商、蘋果酒生產商相關的詳細資

訊。  

 

該網站還將提供鏈接，供精釀飲料生產商訪問分步指南，用於透過紐約州農業市場

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和紐約州交通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申請葡萄酒路線或農場 /蘋果/美食路線認

定。  

 

紐約州農業部  (State Agriculture) 部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

「透過『品嘗紐約』體驗活動和飲料與美食路線頁面，我們幫助生產商接觸本地及

全世界的更多顧客。與 A 碼頭的合作令人激動並且充滿活力，真正體現了葛謨州

長設立的『品嘗紐約』計畫的目標，即透過向大規模消費者受眾重點展示產品來強

化紐約州的小企業和農業生產商。A 碼頭港口之屋長期以來在其標誌性的地點支

持當地餐飲企業，因此成為『品嘗紐約』體驗品嘗活動的理想場地。」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

示，「因為『品嘗紐約』計畫，紐約州的精釀餐飲產業正在經歷大幅增長、創造新

就業機會並幫助發展我們的經濟。我們很自豪支持『品嘗紐約』體驗品嘗活動，這

將幫助生產商接觸新市場並擴大業務，與此同時為紐約州世界頂級的食品和飲料帶

來新受眾。」  

 

WineAmerica 非營利組織總裁吉姆 ·特澤瑟  (Jim Trezise) 表示，「這是一條重要新

聞，對紐約州葡萄酒廠、其他精釀飲料生產商和農民來說還是個重大突破。紐約市

是全球頂級餐飲城市和葡萄酒之都，就在標誌性的環境中提供卓越的美食和葡萄酒

體驗而言，A 碼頭恰好最為合適。這次合作的各種要素完美地契合，『品嘗紐

約』體驗活動尤其令我們感到興奮，因為該活動將真正展現紐約州目前生產的世界

頂級的葡萄酒及其他精釀飲料。我們感激葛謨州長、保爾部長  (Ball) 以及整個『品

嘗紐約』團隊讓這一切成為現實。」  

https://www.tastenyexperience.com/public-event/
https://taste.ny.gov/cuisine-and-beverage-trails


 

紐約州釀酒商協會  (New York State Brewers Association) 執行理事保爾·勒尼 

(Paul Leone) 表示，「紐約市是全世界最具競爭力的多元化飲料市場之一，透過在  

A 碼頭港口之屋、餐館和『品嘗紐約』體驗活動現場展示紐約州精釀飲料，該市

如今為顧客和參與者提供機會用來品嘗其後院內生產的飲料。『品嘗紐約』等計畫

對於精釀飲料產業的發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無比感激州長提供寶貴的支

持。」  

 

紐約蘋果酒協會  (New York Cider Association) 執行理事珍·史密斯 (Jenn Smith) 

表示，「葛謨州長設立『品嘗紐約』體驗活動用來預展銷售紐約州境內釀造的蘋果

酒、葡萄酒以及烈酒的店鋪，藉此滿足真正的市場需求，為遊客和渴望探索新產品

的精釀飲料愛好者提供提供簡單的途徑體驗這些產品，並為蘋果酒商、葡萄酒商以

及蒸餾酒商提供寶貴的交叉推廣機會。所有這一切都在港口令人驚歎的景色中進

行，自由女神像  (Statue of Liberty) 只會為本州獨具特色的精釀飲料增添魅力。」  

 

在葛謨州長的引導和指導下，精釀飲料業出現了前所未有地長足發展。州長通過了

多項措施、推進了多項改革，以促進並擴張這一行業。紐約州現已擁有  900 多家

葡萄酒廠、啤酒廠、蒸餾酒廠和蘋果酒廠。  

 

紐約州還有  600 多家農場葡萄酒廠、啤酒廠、蒸餾酒廠以及蘋果酒廠。紐約州的

農場葡萄酒廠的數量增長了  65% 以上，從 2010 年的 195 家發展到如今的  322 

家。農場蒸餾酒廠的數量也從  2010 年的 10 家增加到如今的  109 家。自 2011 年

起設立了兩種新執照，包括  2013 年設立的農場釀酒廠執照，2014 年設立的農場

葡萄酒廠執照，由此設立了  149 家農場釀酒廠和  29 家農場蘋果酒公司。  

 

『品嘗紐約 (Taste NY)』計畫簡介  

『品嘗紐約』是葛謨州長於  2013 年推出的一項計畫，旨在推廣紐約州的食品與飲

料產業。『品嘗紐約』計畫由農業市場部監管，並創造機會供當地生產者在諸如大

紐約州博覽會和貝斯佩奇州立公園巴克萊高爾夫錦標賽等全州多個場館和大型公共

活動中展示商品。  

 

過去三年以來，『品嘗紐約』計畫穩定增長並獲得認可。該計畫報告稱在  2015 年

創下 450 萬美元的銷售額，這些銷售數字在  2016 年翻了將近三倍，增加至超過  

1,310 萬美元。如今，紐約州的  60 多個經營場所以及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聖胡

安省 (San Juan) 紐約州貿易旅遊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rade and 

Tourism) 均供應以『品嘗紐約』品牌的名義銷售的紐約州產品。  

 

欲知更多『品嘗紐約』計畫詳情，請登錄  www.taste.ny.gov。透過 Facebook、

Twitter、Instagram、Pinterest 連接『品嘗紐約』。  

 

https://www.taste.ny.gov/
https://www.facebook.com/TasteNY?fref=ts
https://twitter.com/tasteny
https://instagram.com/tasteny
https://www.pinterest.com/TasteNY/


A 碼頭港口之屋簡介  

A 碼頭港口之屋擁有曼哈頓區最美麗的日落景觀和水景，是一處佔地  2.8 萬平方英

呎、提供多種體驗的餐飲目的地，位於砲台公園  (Battery Park) 與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的交匯處。該大廈建造於  1886 年，是一處經過修復的註冊地標建

築，是紐約市海事、公民、文化歷史的組成部分。  

 

一樓由長廊  (Long Hall) 和牡蠣酒吧  (Oyster Bar) 組成，是一處自由流動的空間，用

於提供愉快的餐飲服務，周圍環繞著步行區，配備餐桌供戶外用餐。二樓是私人用

餐區和 A 碼頭黑尾酒吧  (BlackTail at Pier A)，這是一間新的古巴風格酒吧，由死亡

之兔酒吧 (The Dead Rabbit) 肖恩·馬登 (Sean Muldoon) 和傑克·馬克蓋瑞 (Jack 

McGarry) 創辦。三樓擁有曼哈頓下城區  (Lower Manhattan) 濱水區和金融區  

(Financial District) 天際線無與倫比的景觀，專用於舉辦特殊活動。  

 

A 碼頭港口之屋歸  HPH 公司所有和運營，這家聞名遐邇的紐約市餐館與開發公司

由皮特·珀拉卡考斯  (Peter Poulakakos) 領導，此人擁有死亡之兔酒吧、哈瑞咖啡  & 

牛排館 (Harry’s Cafe & Steak)、樂區市場 (Le District)、米其林星級  L'Appart 法國餐

館 (L’Appart)、尤利西斯餐館  (Ulysses’) 及其他著名的中心區場館。該建築位於砲

台廣場 (Battery Place) 22 號。 

 

如需了解更多資訊，請撥打  (212) 785-0153、瀏覽 www.piera.com、在 Facebook 頁

面 https://www.facebook.com/PierANYC/ 和 

https://www.facebook.com/TheLongHallPierA1886/ 給我們點讚、關注我們的  Twitter 

頁面 @PierA_NYC、Instagram 頁面 @piera_nyc 和 @partiesonthepiera。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http://www.piera.com/
https://www.facebook.com/PierANYC/
https://www.facebook.com/TheLongHallPierA1886/
https://twitter.com/piera_nyc
https://www.instagram.com/piera_nyc/
https://www.instagram.com/partiesonthepiera/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