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3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祝賀 2021 年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最佳優勝者 

  
州長盃頒發給品達葡萄園 

  
葡美奧克葡萄園被命名為年度葡萄酒莊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第 35 屆年度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的最佳優勝者，這項美國

知名的賽事展示紐約州最好的葡萄酒。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今晚在紐約

葡萄酒與葡萄基金會 (New York Wine and Grape Foundation, NYWGF) 舉辦的虛擬現

場活動上發表聲明。 今年久負盛名的州長盃 (Governor's Cup) 獎在經典賽上頒發給品達

葡萄園 (Pindar Vineyards)，這一來自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葡萄園因其 2019 年丹

博士招牌收藏 (Dr. Dan's Signature Collection) 瓊瑤漿葡萄酒 (Gewurztraminer) 而獲

獎。此外，長島地區的葡美奧克葡萄園獲得「年度葡萄酒莊 (Winery of the Year)」獎。 

  
「祝賀品達葡萄園和葡美奧克葡萄園，它們不僅在比賽中取得的勝利被認可，也展示了

紐約州是葡萄酒最佳勝地的原因」葛謨州長表示。「在我們所做的戰略性投資幫助下，

紐約的葡萄園產業在過去幾年中取得空前發展。隨著我們重新開放本州，葡萄酒愛好者

就能在全州享受紐約這裡獨一無二的體驗了。」  

  
「疫情對葡萄酒產業造成了巨大的挑戰，但紐約的葡萄酒莊和葡萄園經過調整和創新，

繼續釀造出全國最好的葡萄酒，」副州長凱西·霍楚爾表示。「從長島地區綿延至伊利湖 

(Lake Erie)，現在紐約擁有超過 1,200 家葡萄酒莊、釀酒廠和葡萄酒莊，這些酒莊的優

良產品最終都獲得了認可。祝賀品達葡萄園和葡美奧克葡萄園獲得受之無愧的獎項。」  

  
州長盃是一個巨大的銀製酒杯，是「最佳獎品 (Best of Show)」或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

上所有獎品中的頭獎。「年度葡萄酒莊」獎是根據參賽選手的水平和獎品數量而定，並

頒發給總體表現最佳的酒莊的獎項。  

  
除贏得州長盃外，位於佩克尼克 (Peconic) 的品達葡萄園還在爭奪最佳白葡萄酒 (Best 

White Wine) 的比賽中贏得唯一一枚白金獎牌 (Platinum Medal)。品達葡萄園由希羅多德

「丹」達米亞諾 (Herodotus "Dan" Damianos) 博士建造，他率先在長島地區於 20 世紀 

80 年代協助創辦了釀造葡萄酒產業，該酒莊至今還是以家庭經營的方式運營。品達每年

生產 7 萬多箱葡萄酒，是長島地區最大的葡萄園。  

  



 

 

葡美奧克葡萄園位於阿奎博格 (Aquebogue)，該葡萄園在爭奪最佳釀酒葡萄混釀紅葡萄

酒 (Best Vinifera Red Blend)；最佳傳統釀法起泡酒 (Best Traditional Method Sparkling) 

和最佳長相思白葡萄酒 (Best Sauvignon Blanc) 的比賽中贏得紐約葡萄酒金牌 (New 

York Wine Classic Gold Medals)。 葡美奧克佔地 127 英畝的土地由烏蘇拉 (Ursula) 和

查爾斯·摩薩德 (Charles Massoud)，以及他們的三個兒子所有和管理。 葡美奧克種植最

優質的釀酒葡萄藤，葡萄酒有夏頓埃酒 (Chardonnay)、雷司令 (Riesling)、長相思白葡

萄酒 (Sauvignon Blanc)、白詩南 (Chenin Blanc)、梅樂 (Merlot)、卡百內紅葡萄酒 

(Cabernet Sauvignon)、品麗珠 (Cabernet Franc) 和小維多葡萄酒 (Petit Verdot)。葡萄

園中通常採用的每英畝 1100 至 1400 枝葡萄藤傳統種植密度能產出最濃郁的果實，進而

釀造出更高品質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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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能

對所有的獲勝者表示祝賀，祝賀兩座歷史悠久的重要葡萄酒莊捧走了州長盃獎杯和年度

葡萄酒莊獎。今年長島地區的北福克 (North Fork of Long Island) 尤其嶄露頭角。經典賽

結果凸顯了紐約全州各地區都能產出值得品嘗的優質葡萄酒。我們期待在天氣回暖時能

很快安全重啟出行。探訪紐約葡萄酒經典賽的獲勝酒莊將會是探索紐約各地葡萄酒的最

佳方式。」  

  
品達葡萄園所有人兼總經理品達·達米亞諾表示，「品達葡萄園很驕傲能以 2019 年瓊瑤

漿葡萄酒而贏得 2021 年州長盃。這實證了我們對長島地區釀酒業的奉獻。為紀念創始

人達米亞諾博士而以丹博士為標籤來推出這款葡萄酒，從而慶祝我們的 40 週年慶，對

此我們感到驕傲。感謝紐約州葡萄酒與葡萄基金、紐約葡萄酒經典賽和飲品鑒定機構 

(Beverage Testing Institute, BTI) 頒發的這一大獎。」  

  
葡美奧克葡萄園釀酒人卡里姆·摩薩德 (Kareem Massoud) 表示，「能獲得 2021 年紐約

葡萄酒經典賽的年度葡萄酒莊大獎，我們感到非常興奮和榮幸。感謝紐約州葡萄酒與葡

萄基金促成此次活動。最後，我們要感謝葡美奧克葡萄園所有辛勤勞動的團隊為釀造出

優質美味的葡萄酒所許下的承諾。祝賀獲得大獎的所有同事。」  

  
今天也公佈了「最佳類別 (Best in Category)」獲獎者。 他們是： 

  
州長盃和最佳白葡萄酒 (Best White Wine) 

品達葡萄園 

丹博士招牌收藏 

2019 年瓊瑤漿葡萄酒  

  
最佳起泡葡萄酒 (Best Sparking Wine) 

葡美奧克葡萄園 

2016 年白中白葡萄酒 (Blanc De Blancs)  

  
最佳粉紅葡萄酒 (Best Pink Wine) 

萊恩威廉姆葡萄園 

2019 年黑品諾玫瑰紅葡萄酒 (Pinot Noir Rose)  



 

 

  
最佳紅葡萄酒 (Best Red Wine) 

葡美奧克葡萄園 

2015 年混合釀造葡萄酒 (Assemblage)  

最佳甜味酒 (Best Dessert Wine) 

斷界葡萄酒 (Boundary Breaks) 

雷司令冰葡萄酒 (Riesling Ice Wine)  

  
紐約葡萄酒經典賽「最佳級別」獎於 2021 年 2 月 24 日公佈。結果請查看此處。  

  
紐約葡萄酒經典賽的鑒定時間為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1 年 2 月 15 日，參賽方有來

自全州 96 家酒莊的 607 件參賽葡萄酒。本屆共頒出了 1 面雙白金獎、138 面金牌獎、

355 面銀牌獎和 104 面銅牌獎。紐約葡萄酒與葡萄基金會首次與飲品鑒定機構 (BTI) 合

作，對上交紐約州的葡萄酒進行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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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州長盃和年度葡萄酒莊獎的獲勝者，祝賀紐約葡萄酒經

典賽的所有獲勝者和參賽者。 很榮幸在紐約州葡萄酒與葡萄基金的幫助下，我們能延續

紐約葡萄酒經典賽這樣的長期傳統。 這一久負盛名的年度比賽驗證了全州世界一流的酒

莊和農業社區能生產處用於釀造優質釀酒葡萄汁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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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今天的獲勝者和所有的參賽酒莊，你們展示了紐約質量上乘的葡

萄酒。 在這一行業今年遭遇挑戰以後，紐約葡萄酒經典賽是稱讚酒莊、釀酒人和葡萄種

植者的絕佳方式，是他們在全州各地釀造出了世界一流的葡萄酒，刺激了經濟增長，推

動了旅遊業發展，創造了崗位。」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埃裡克·

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紐約州世界一流的葡萄園和酒莊將繼續發展和釀造能獲

得全國和國際聲譽的葡萄酒。一年一度的紐約葡萄酒經典賽展示了最頂尖的精品，也對

支持這一重要產業的人們、企業和社區予以認可。感謝他們對釀造工作所做的奉獻。」  

  
葛謨州長自就任以來始終帶頭發展紐約州的精釀飲料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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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紐約州共有 471 家

登記營業的葡萄酒窖，其中包括 374 座農場酒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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