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0 月 1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  10 月 20 日至  29 日將舉辦「紐約市蘋果酒週  (CIDER WEEK 

NYC)」活動   

  

鼓勵紐約民眾歡慶紐約蘋果酒廠和紐約農業所取得的成就，紐約市  (New York 

City，NYC) 各地將舉辦特別活動   

  

該行業在  2017 年贏得盆滿缽滿，在國際賽事上獲得  17 枚獎章，  

包括頂級榮譽獎章；並在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競賽中贏得  81 枚獎章   

  

鑒於州長頒布了《農場蘋果酒廠法  (Farm Cidery Law)》蘋果酒業的規模自  2014 

年以來已經翻了兩番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天宣佈至少  30 家紐約州蘋果酒製造廠將參加於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9 日召開的第  7 屆年度「紐約市蘋果酒週」活動，慶祝該行業在主要

全國和國際競賽中取得的空前成就。紐約市的幾十家酒吧、餐廳和零售店將在  

「紐約市蘋果酒週」上聯合起來，在為期  10 天的活動中提供紐約州產的各類蘋果

酒的品嘗、餐飲、培訓課程和其他活動，從爾促進農業發展。該活動由「紐約蘋果

酒協會  (New York Cider Association)」生產。完整活動清單和舉辦地點，請參見此

處。 

  

「本州境內迅猛增長的蘋果酒業不僅在紐約、還在全國範圍內打下了深刻烙印——

吸引了來自全球各地的精釀飲品愛好者。」州長葛謨表示。  「我鼓勵來自五湖四

海的遊客們能夠在品嘗帝國州出品的世界級蘋果酒時，充分享受紐約所能呈現的一

切。」  

  

自七年前創立以來，「蘋果酒週  (Cider Week)」就已成為紐約州的蘋果種植人和蘋

果酒製造商與餐廳、酒吧、瓶裝酒商店、各大市場以及消費者直接建立聯繫的一種

重要方式。來自全州各地參與本次「紐約市蘋果酒週」的蘋果酒製造商包括：  

•  Angry Orchard - 瓦爾登  (Walden)  

http://ciderweeknyc.com/
http://ciderweeknyc.com/


 

 

• Bad Seed Cider - 海蘭  (Highland)  

• Big Apple Hard Cider - 紐約  (New York)  

• Blackduck Cidery - 奧維德  (Ovid)  

•  Brooklyn Cider House - 新帕爾茨  (New Paltz)  

• Descendant Cider Company - 瑪斯佩斯 (Maspeth)  

• Diner Brew Co. - 維農山  (Mt. Vernon)  

• Doc's Draft Cider - 華威  (Warwick)  

•  Embark Craft Ciderworks - 威廉姆森  (Williamson)  

• Eve's Cidery - 范艾頓 (Van Etten)  

•  Graft Cider - 紐堡 (Newburgh)  

•  Hardscrabble Cider - 北薩勒姆 (North Salem)  

• Hudson Valley Farmhouse Cider -  斯塔茨堡  (Staatsburg)  

• Kings Highway Fine Cider - 米勒頓  (Millerton)  

• Kite & String Cider - 因特拉肯 (Interlaken)  

•  Metal House Cider - 埃索普斯 (Esopus)  

• Nine Pin Ciderworks - 奧爾巴尼市  (Albany)  

•  Orchard Hill Cider Mill - 新漢普頓  (New Hampton)  

• Original Sin Cider - 紐約  (New York)  

• Pennings Farm Cidery - 華威  (Warwick)  

• Phonograph Cider - 伊薩卡  (Ithaca)  

• Rootstock Ciderworks - 威廉姆森  (Williamson)  

• Slyboro Cider House - 格萊維爾 (Granville)  

•  South Hill Cider - 伊薩卡  (Ithaca)  

• Treasury Cider - 厚樸維爾交叉口  (Hopewell Junction)  

• Wayside Cider - 安德斯  (Andes)  

•  Westwind Orchard - 阿闊德  (Accord)  

  

此次參加活動的蘋果酒製造商的介紹現已發佈在「紐約市蘋果酒週」的網站上。 

  

「紐約市蘋果酒週」特別活動包括：隱秘之星 (Hidden Stars)，是一輪紐約州蘋果

酒品酒活動，展示了紐約州境內出品的各類優質蘋果酒；廣場蘋果市場銷售的蘋果

酒 (Cider in the Square Apple Market) 將蘋果酒製造商引入聯合廣場綠色市場(Union 

Square Greenmarket)；在巴德稀德酒吧 (Bad Seed Bar) 舉行盛大的開幕派對，設立紐

約市首間農場蘋果酒品酒室（位於克朗海茨 (Crown Heights) 的富蘭克林大道 (Franklin 

Avenue) 上）。 超過 20 多場活動，包括：免費品酒、獨家暢飲、收費晚餐和課程

等，都將在本行政區各地舉行。  

  

參與活動的酒吧、餐廳和零售商店包括：紐約市阿爾維夫  (Alewife NYC)、阿斯托

中心  (Astor Center)、柏根  (Berg'n)、穆雷  (Murray's)、紐約市啤酒公司  (New York 

http://ciderweeknyc.com/cider-makers/
https://www.eventbrite.com/e/hidden-stars-a-revealing-revelry-of-new-york-cider-tickets-37954458808
http://ciderweeknyc.com/cw_events/cider-market-at-union-square-greenmarket/


 

 

Beer Company)、斯頂奇布魯克林  (Stinky Bklyn)、塔普魯姆 307 號  (Taproom 307)、

翠桌  (The Green Table)、傑弗里精釀啤酒屋和小食餐廳  (The Jeffrey Craft Beer & 

Bites) 和阿普萊特居酒屋  (Upright Brew House)。 參與活動的「蘋果酒設點  (Cider 

Spots)」清單請參見此處。 

  

今年「紐約市蘋果酒週」的慶祝活動還將包括在阿斯托中心召開的貿易和媒體宣傳

會，重點展示了  5 名蘋果酒製造商。這些製造商在今夏組成了紐約蘋果酒製造商

和蘋果種植人代表團出訪了英格蘭  (England)，探訪當地更具規模的蘋果酒業。  

訪問期間，紐約的蘋果酒商在巴斯和韋斯特皇家展覽  (Royal Bath & West Show)  

中舉辦的國際蘋果酒錦標賽  (International Cider Championship) 中贏得了 17 枚獎

章，佔到了所有獎項名額的  25%。位於瓦爾登的安格利果園創新蘋果酒廠  (Angry 

Orchard Innovation Ciderhouse) 則榮獲了國際蘋果酒冠軍  (Champion International 

Cider) 獎項。 

  

今年早些時候，來自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和哈德遜谷  (Hudson Valley) 的紐約

蘋果酒廠也在第  12 屆年度五大湖國際蘋果酒和梨酒競賽  (Great Lakes International 

Cider and Perry Competition) 中獲得了  81 枚獎章。該競賽是在密歇根州  (Michigan) 

大急流城 (Grand Rapids) 舉辦的全球規模最大的蘋果酒競賽。全體獲獎者清單，  

請參見此處。 

  

此外，《美食與紅酒雜誌  (Food & Wine Magazine)》2017 年  9 月刊中選出的「30 

款最佳蘋果酒  (30 Best Ciders)」  中，超過  20% 的蘋果酒都產自紐約，這一比例高

出來自任何其他州和其他地區的蘋果酒中選比例。受到認可的蘋果酒包括：

Blackduck Crabby Pip、Good Life Cider Barrel Rye、Embark Craft Ciderworks Crab 

Series Vol. #1、Eve's Northern Spy、Redbyrd Workman's Dry、Angry Orchard 和 EZ 

Orchards。 

  

參議院農業委員會  (Senate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兼參議員帕蒂·里奇  (Patty 

Ritchie) 表示，「紐約蘋果酒日漸受到人們的青睞，為我們創造了就業、刺激了農

業發展並增強了整體經濟實力。像『紐約市蘋果酒週』這樣的活動是一次機會，  

使得更多人能夠品嘗本州出品的著名優質蘋果酒和蘋果。我要衷心感謝葛謨州長和

保爾廳長所給予的合作，促進本州的蘋果酒業，並希望『紐約市蘋果酒週』能夠使

得大家聚焦在紐約出品的『美味』之上。」   

  

州眾議院農業委員會  (Assembly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兼眾議員威廉·麥基  

(William Magee) 表示，「紐約州歷來就擁有種植蘋果的傳統，因爾這裡也出產最

優質的蘋果酒，也就不足為怪了。我鼓勵大家熱烈慶祝紐約州農場蘋果酒所取得的

成就，在『紐約市蘋果酒週』上品嘗紐約本地出品的各類美味精釀的蘋果酒。」   

  

http://ciderweeknyc.com/locations/
http://ciderweeknyc.com/locations/
http://ciderweeknyc.com/locations/
http://www.bathandwest.com/media/International-Competition-Results.pdf
http://www.foodandwine.com/cocktails-spirits/cider/30-best-ciders#eves-northern-spy-best-ciders
http://www.foodandwine.com/cocktails-spirits/cider/30-best-ciders#eves-northern-spy-best-ciders


 

 

紐約州蘋果酒協會  (New York Cider Association) 執行理事詹·史密斯  (Jenn Smith) 

表示，  「在國際性競賽中獲獎，和被影響深遠的飲食刊物報導，這些重要的嘉獎

都反映了紐約能夠在果園精心釀製優質蘋果酒。」   

  

發展精釀飲料業和紐約農業經濟   

葛謨州長於  2013 年 10 月簽署了《農場蘋果酒廠法》，大力支持本州的精釀飲料

業。鑒於此，紐約州獲得經營許可的農場蘋果酒廠的數量在近年來翻了兩番，從  

2014 年的  8 家迅速成長至目前的  39 家獲得許可的農場蘋果酒廠。  紐約州舉辦了

三場葡萄酒、啤酒及烈酒峰會用來直接聆聽業界專家的需求和了解發展機會，農場

蘋果酒廠法案就是在其中一場峰會后後制定的。這些峰會大大促進了行業的迅猛發

展，目前本州已經擁有近  1,000 家啤酒廠、葡萄酒廠、烈酒蒸餾酒廠和蘋果酒廠。  

  

紐約州的蘋果產量居全國蘋果業的第二位。本州擁有  700 多名種植人，所生產的

蘋果種類位居各州之首，這為紐約州蘋果酒的生產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隨著紐約

州蘋果酒廠的數量激增，紐約出產的蘋果的需求量也隨之持續增加。  

  

紐約蘋果協會  (New York Apple Association) 報告稱蘋果產業在紐約州提供大約  1 

萬個直接農業工作崗位，並透過水果處理、配送、營銷以及出口提供數千個間接工

作崗位。 

  

紐約州農業廳  (New York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優質蘋果可以生產優質蘋果酒，爾帝國州是兩者兼有。我們的種植人出

產的產品結合蘋果酒製造商的創新與努力，使得我們每次都能大獲成功。這也是我

們的蘋果酒業在全國首屈一指的背後原因之一。葛謨州長努力消除限制，為該行業

的增長鋪平了道路，這也是另一個原因。紐約州精釀飲料業的發展進程中有許多令

人興奮不已的事情，『紐約市蘋果酒週』是一個絕佳的機會，您可以盡情品嘗人們

連連稱讚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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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市蘋果酒週』不僅對紐約民眾來說是品嘗本州

最佳精釀飲品的好機會，還是幫助蘋果酒商與更多國內外消費者建立聯繫的好時

機。多虧有了大約在  3 年前的今天州長通過的《農場蘋果酒廠法》，紐約州的蘋

果酒業現已出現了空前的增長勢頭，本週的活動將以絕佳的方式來慶祝本行業的持

續成就。」   

  

黑鑽農場和蘋果酒廠有限公司  (Black Diamond Farm & Cider LLC) 和紐約州蘋果酒

協會  (New York Cider Association，NYCA) 理事會成員伊安  A. 麥文  (Ian A. 

Merwin) 表示，「『紐約市蘋果酒週』將『大蘋果  (Big Apple)』 (譯註：紐約州的

暱稱) 境內的蘋果酒愛好者和紐約上州各地的蘋果酒蘋果種植者聯繫起來。這次活

動是慶祝本州長達  400 多年歷史的蘋果種植業的絕佳方式，使得大家能夠充分享



 

 

受收穫季節的喜慶氛圍。請大家都到『紐約市蘋果酒週』上來看看，加入這一熱議

話題，支持本地的蘋果酒製造商。」   

  

果園山蘋果酒作坊  (Orchard Hill Cider Mill) 和紐約州蘋果酒協會理事會成員卡爾 ·

杜霍夫曼  (Karl DuHoffmann) 表示，「『蘋果酒週』重點為生產商提供各類論壇，

幫助他們與紐約民眾進行交流，並使得消費者能夠充分體驗這一增長迅猛的行業的

發展情況。從品酒到具有教育性質的研討會，我注意到『紐約市蘋果酒週』的活動

日益複雜，參與人員也年年增多。我感到非常興奮，因為今年定將是最好的一

年。」  

 

「紐約市蘋果酒週」簡介   

「紐約市蘋果酒週」由位於紐約冷泉  (Cold Spring) 的農業非營利性組織格林伍德  

(Glynwood) 創立，旨在將哈德遜谷  (Hudson Valley) 打造成為美食區，促進當地農

場的蓬勃發展。格林伍德的蘋果酒專案  (Cider Project) 最終促成了紐約州蘋果酒協

會  (NYCA) 的發展，並透過持續與該組織及其成員展開合作，支持有利於各大果園

的蘋果酒生產。「紐約市蘋果酒週」的主要贊助人達萬思北美公司  (Davines North 

America) 是一個家族式國際美髮品牌，在美髮美容業推廣創新方案，遵守可持續

發展的原則。  「紐約市蘋果酒週」的媒體贊助人是《曼哈頓美食匯  (Edible 

Manhattan)》。這套雜誌及其網站旨在向大家介紹紐約市民眾的餐飲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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