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8 月 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祝賀  2017 年紐約州葡萄酒與食品經典競賽  (NEW YORK WINE & FOOD 

CLASSIC) 的優勝者   

  

本次大賽展示了紐約州世界一流的葡萄酒、酒類和蘋果酒   

 

支持紐約州發展精酿饮料產業的举措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第  32 屆紐約州葡萄酒與食品經典競賽的優勝者，這

項美國知名的賽事展示紐約州最好的葡萄酒、烈酒、蘋果酒。選手夢寐以求的『州

長杯 (Governor's Cup)』大獎是最受重視的獎項，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的巴頓

伍德·格魯夫酒莊  (Buttonwood Grove Winery) 憑其 2016 年的雷司令  (Riesling) 葡萄

酒摘得該獎項。此外，五指湖地區的  CK 酒窖/托里·里奇葡萄酒莊  (CK 

Cellars/Torrey Ridge Winery) 和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斯帕克林·普安特葡萄園與

葡萄酒莊在  (Sparkling Pointe Vineyards & Winery) 贏得『年度葡萄酒莊  (Winery of 

the Year)』獎。 

  

「紐約州各地的葡萄酒莊、蒸餾酒廠、蘋果酒廠都在推動旅遊業發展、創造就業並

強化我們的經濟，」州長葛謨表示。「年度紐約州葡萄酒與食品經典競賽歌頌這

個繁榮產業的精英企業，並表彰這些企業。我祝賀優勝者，並鼓勵紐約民眾親自品

嘗這些世界頂級產品。」  

  

紐約州葡萄酒與食品經典競賽被譽為紐約州葡萄酒競賽的『奧斯卡獎  (The 

Oscars)』，競賽由紐約州葡萄酒與葡萄基金會  (New York Wine & Grape 

Foundation) 主辦，面向全州  420 多家葡萄酒莊開放。今年的競賽包含  958 項獨立

參賽產品：915 款紐約州葡萄酒、27 款烈性蘋果酒、16 款精釀烈酒參賽，這些酒

來自長島地區、哈德遜河谷  (Hudson Valley)、五指湖地區、紐約州西部  (Western 

New York) 以及其他地區。  

  

紐約州葡萄酒與葡萄基金會執行理事塞繆爾 ·費勒  (Samuel Filler) 表示，「我們很

自豪每年舉辦紐約州葡萄酒與食品經典競賽，並表彰品質上乘、種類豐富的紐約州



葡萄酒、烈酒、蘋果酒。這項賽事競爭激烈。每款參賽的酒都具備獨一無二的品

質，我們祝賀今年的優勝者。我們還要感謝葛謨州長及其州政府持續支持紐約州葡

萄酒產業。」  

  

紐約州農業與市場廳  (New York State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廳長理查德  A. 鮑

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紐約州葡萄酒是全世界最好的葡萄酒，紐約州優秀的

農業部門是每瓶酒的根本。很高興利用該競賽慶祝種植戶與生產商開展的合作。我

祝賀全體獲勝方，並感謝葛謨州長承諾強化這兩個產業，下一代農民和釀酒商將能

夠繼續鞏固這些成就。」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總裁、首席執行官  (CEO) 兼

專員霍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帶領下，紐約州精

釀飲料產業正實現空前的發展、創造就業並為蓬勃發展的市場提供新產品。祝賀今

年紐約州葡萄酒與食品經典競賽的全體優勝方，並感謝全體參賽方支持紐約州精釀

飲料生產。」  

  

紐約州酒類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Liquor Authority) 主席文森特·布拉德利  

(Vincent Bradley) 表示，「葛謨州長設法振興精釀飲料產業並推行變革，該產業因

此正實現復興。正如該賽事展示的，是州長的領導力鋪平了道路，紐約州各地才得

以釀造出越來越多優質的葡萄酒、烈酒、蘋果酒。我祝賀今天的全體優勝方，這些

人不僅生產出世界聞名的精釀飲料，還為紐約州的經濟做出了重要貢獻。」  

  

參賽的酒產品由全國各地的  21 位專家評委以盲品的方式評選。競賽聘請的評委包

括著名的葡萄酒作家、餐廳老闆、零售商和葡萄酒教育家。評委團負責選出基本獎

項，而評分最高的葡萄酒則將經過  21 名專家級評委評選出「同類最佳獎」和「州

長杯」大獎的得主。  

  

今年一共評出了  81 面雙金牌獎、88 面金牌獎、454 面銀牌獎和  241 面銅牌獎。

雙金牌獎需要得到評委團的一致通過，而金牌獎則需要獲得大多數評委的認可。  

  

州長同時宣佈了「2017葡萄酒和美食經典」競賽的獲獎者：  

  

「同類最佳獎」獲獎者：  

  

最佳起泡葡萄酒  (Best 

Sparkling Wine)  

斯帕克林·普安特葡萄園與葡萄酒莊，2014 年特級

黃寶石葡萄酒  (Topaz Imperial)，傳統香檳釀造法  

(Méthode Champenoise)  

最佳白葡萄酒  (Best 

White Wine)  

巴頓伍德·格魯夫葡萄酒莊  (Buttonwood Grove 

Winery)，2016 年雷司令葡萄酒   



最佳粉紅色或桃紅色葡

萄酒 (Best Blush or 

Rosé Wine)  

CK 酒窖/托里·里奇葡萄酒莊，卡托巴葡萄酒  

(Catawba)  

最佳紅葡萄酒  (Best 

Red Wine)  

3 兄弟葡萄酒莊與葡萄種植園  (3 Brothers Wineries & 

Estates)，2016 年茨格威/赤霞珠紅葡萄酒  

(Zweigelt/Cabernet Sauvignon)  

最佳甜味酒  (Best 

Dessert Wine)  

觀鵝酒莊 (Goose Watch Winery)，經典奶油雪莉酒  

(Classic Cream Sherry)  

  

  

「同等級最佳獎」獲獎者： 

  

最佳橡木桶陳釀霞多麗白葡

萄酒 (Best Oaked 

Chardonnay)  

奧斯摩特葡萄酒公司  (Osmote Wine)，2014 年

霞多麗白葡萄酒   

最佳清純霞多麗白葡萄酒  

(Best Unoaked Chardonnay)  

瑪莎可拉拉葡萄園  (Martha Clara Vineyards)，

2014 年霞多麗白葡萄酒   

最佳瓊瑤漿白葡萄酒  (Best 

Gewürztraminer)  

康斯坦丁·弗蘭克博士酒窖  (Dr. Konstantin 

Frank)，2016 年瓊瑤漿白葡萄酒  

(Gewürztraminer)  

最佳雷司令乾白葡萄酒  (Best 

Dry Riesling)  

盧卡斯葡萄園  (Lucas Vineyards)，2015 年雷

司令乾白葡萄酒  (Dry Riesling)  

最佳雷司令半乾型白葡萄酒  

(Best Medium Dry Riesling)  

康斯坦丁·弗蘭克博士酒窖，2016 年雷司令半

乾型白葡萄酒  (Riesling, Semi-Dry)  

最佳雷司令半甜型白葡萄酒  

(Best Medium Sweet Riesling)  

巴頓伍德·格魯夫葡萄酒莊  (Buttonwood Grove 

Winery)，2016 年雷司令葡萄酒   

最佳雷司令甜白葡萄酒  (Best 

Sweet Riesling)  

狐狸奔跑葡萄園  (Fox Run Vineyards)，2014 

年第 11 批雷司令白葡萄酒，達娜湖葡萄園  

(Lake Dana Vineyard)  

最佳整體雷司令白葡萄酒  

(Best Overall Riesling)  

巴頓伍德·格魯夫葡萄酒莊  (Buttonwood Grove 

Winery)，2016 年雷司令葡萄酒   

最佳長相思白葡萄酒  (Best 

Sauvignon Blanc)  

跑瑪洛克葡萄園  (Paumanok Vineyards)，2016 

年長相思白葡萄酒  (Sauvignon Blanc)  

最佳灰皮諾白葡萄酒  (Best 

Pinot Grigio)  

塞尼卡海岸酒窖  (Seneca Shore Cellars)，灰皮

諾白葡萄酒  (Pinot Grigio)  

最佳綠維特利納白葡萄酒  

(Best Grüner Veltliner)  

康斯坦丁·弗蘭克博士酒窖，2016 年綠維特利

納白葡萄酒  (Grüner Veltliner)  



最佳其他釀酒葡萄單一白葡

萄酒 (Best Other Vinifera 

White Varietal)  

康托考斯特葡萄酒莊  (Kontokosta Winery)，

2016 年歐維尼耶葡萄酒  (Viognier)  

最佳釀酒葡萄混釀白葡萄酒  

(Best Vinifera White Blend)  

比德爾酒窖  (Bedell Cellars)，2016 年品味系列

乾白葡萄酒  (Taste White)  

最佳塔明內葡萄酒  (Best 

Traminette)  

約翰遜莊園酒莊  (Johnson Estate Winery)，

2016 年塔明內葡萄酒   

最佳維尼奧勒葡萄酒  (Best 

Vignoles)  

安東公路葡萄酒公司  (Anthony Road Wine 

Company)，2016 年維尼奧勒葡萄酒   

最佳寒溫帶單一白葡萄酒  

(Best Cold Climate White 

Varietal)  

維斯葡萄園  (Weis Vineyards)，2016 年湖心葡

萄酒 (Heart of the Lake)  

最佳混釀白葡萄酒  (Best 

Hybrid White)  

3 兄弟葡萄酒莊與葡萄種植園，赤裸葡萄酒  

(Nearly Naked)  

最佳鑽石葡萄酒  (Best 

Diamond)  

饑渴貓頭鷹葡萄酒公司  (Thirsty Owl Wine 

Company)，2016 年鑽石葡萄酒  (Diamond)  

最佳尼亞加拉葡萄酒  (Best 

Niagara)  

拉菲·雷紐城堡葡萄酒廠  (Chateau LaFayette 

Reneau)，尼亞加拉薄霧葡萄酒  (Niagara Mist)  

最佳桃紅色葡萄酒  (Best 

Rosé)  

拉菲·雷紐城堡葡萄酒廠，2016 年黑皮諾桃紅

色葡萄酒 (Pinot Noir Rosé)  

最佳粉紅色葡萄酒  (Best 

Blush)  

奧維拉葡萄園  (Owera Vineyards)，卡澤諾維雅

粉紅色葡萄酒  (Cazenovia Blush)  

最佳卡托巴葡萄酒  (Best 

Catawba)  

CK 酒窖/托里·里奇葡萄酒莊，卡托巴葡萄酒  

(Catawba)  

最佳梅樂葡萄酒  (Best Merlot)  
達米亞尼酒窖  (Damiani Wine Cellars)，2012 

年梅樂珍藏葡萄酒  (Merlot Reserve)  

最佳黑皮諾葡萄酒  (Best 

Pinot Noir)  

瑪莎可拉拉葡萄園，2015 年莊園珍藏黑皮諾

葡萄酒 (Estate Reserve Pinot Noir)  

最佳品麗珠葡萄酒  (Best 

Cabernet Franc)  

峽灣酒莊 (Fjord Vineyards)，2015 年品麗珠葡

萄酒 (Cabernet Franc)  

最佳西拉葡萄酒  (Best Syrah)  

克洛維斯茅尖葡萄園與葡萄酒莊  (Clovis Point 

Vineyard & Winery)，2014 年西拉葡萄酒 

(Syrah)  

最佳釀酒葡萄混釀紅葡萄酒  

(Best Vinifera Red Blend)  

3 兄弟葡萄酒莊與葡萄種植園，2016 年茨格

威/赤霞珠紅葡萄酒  (Zweigelt/Cabernet 

Sauvignon)  



最佳其他紅色釀酒葡萄單一

葡萄酒 (Best Other Red 

Vinifera Varietal)  

饑渴貓頭鷹葡萄酒公司，2015 年馬爾貝克葡

萄酒 (Malbec)  

最佳寒溫帶單一紅葡萄酒  

(Best Cold Climate Red 

Varietal)  

塔格山葡萄園  (Tug Hill Vineyards)，2015 年馬

奎特葡萄酒  (Marquette)  

最佳雜交紅葡萄酒  (Best 

Hybrid Red)  

石器時代酒莊  (Stone Age Winery)，瑞格德查

娜克葡萄酒  (Reugeon de Chaunac)  

最佳水果酒  (Best Fruit Wine)  
21 布瑞克酒莊 (21 Brix Winery)，覆盆子酒  

(Raspberry)  

最佳蘋果酒  (Best Cider)  

黑茲利特 1852 葡萄園 (Hazlitt 1852 

Vineyard)，斯特拉啤酒花釀蘋果酒  (Cider Tree 

with Citra Hops)  

最佳烈酒 (Best Spirit)  
五指湖蒸餾酒廠  (Finger Lakes Distilling)，塞尼

卡鼓杜松子酒  (Seneca Drums Gin)  

最佳波爾特酒  (Best Port)  
黑茲利特 1852 葡萄園，淡波爾特酒  (Light 

Port)  

最佳晚收葡萄酒  (Best Late 

Harvest)  

沃夫莊園葡萄園  (Wölffer Estate Vineyard)，

2014 年迪奧莎晚收葡萄酒  (Diosa Late 

Harvest)  

最佳冰葡萄酒  (Best Ice Wine)  

倫納德·奧克斯莊園葡萄園  (Leonard Oakes 

Estate Winery)，2015 年白威代爾冰葡萄酒  

(Vidal Blanc Ice Wine)  

最佳單一起泡白葡萄酒  (Best 

Vinifera Sparkling White)  

斯帕克林·普安特葡萄園與葡萄酒莊，2012 年

白中白香檳  (Blanc de Blanc)，傳統香檳釀造

法  

最佳單一起泡桃紅葡萄酒  

(Best Vinifera Sparkling Pink)  

斯帕克林·普安特葡萄園與葡萄酒莊，2014 年

特級黃寶石葡萄酒 (Topaz Imperial)，傳統香

檳釀造法 (Méthode Champenoise)  

最佳混釀起泡白葡萄酒  (Best 

Hybrid Sparkling White)  

J.R. 迪爾酒莊 (J.R. Dill Winery)，卡尤加白瑞

茲葡萄酒 (Cayuga White Rise)  

  

如今使用葡萄以外的其他水果或蜂蜜製作葡萄酒的企業越來越多，因此，大賽還頒

發『特色酒之冠  (Specialty Wine Champion)』大獎，用於表彰始終如一地保持酒類

品質的酒商。2017 年獲獎方是 21 布瑞克酒莊。『最佳限產葡萄酒  (Best Limited 

Production Wine)』獎授予產量低於  100 箱的葡萄酒，巴恩斯托米酒莊  

(Barnstormer Winery) 的 2016 年雷司令 N6679P 葡萄酒今年贏得該獎。  

  



2017 年紐約州葡萄酒與食品經典競賽的完整比賽結果請見此處。 

  

葛謨州長自就任以來始終帶頭對紐約州精釀飲料產業開展現代化建設，並透過新法

規、法規變革、開創性的計畫以及宣傳活動為空前規模的增長奠定基礎。今天，紐

約州各地共有  1,000 多家持有執照的葡萄酒廠、啤酒廠、蒸餾酒廠、蘋果酒廠，數

量比 2011 年增加了三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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