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表： 2018 年 8 月 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祝賀 2018 年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 (NEW YORK WINE CLASSIC) 優勝者

第 33 屆年度競賽焦點為世界級的紐約州葡萄酒與蘋果酒
州長盃得主為珂卡春天葡萄園 (Keuka Spring Vineyards) 的 2017 年瓊瑤漿白葡
萄酒 (Gewürztraminer)，史上首屆州長蘋果酒盃得主為風箏熊牌 (Kite & String)
的「先鋒蘋果酒」 (Pioneer Pippin)，年度葡萄酒廠則為康斯坦丁 · 弗蘭克博士葡萄
酒窖 (Dr. Konstantin Frank Winery)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目前在《今日美國》民調 (USA Today Poll) 的最佳葡
萄酒產區 (Best Wine Region) 項目中領先，請紐約州民眾在 8 月 20 日前踴躍投
票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第 33 屆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的優勝者，這項美國知
名的賽事展示紐約州最好的葡萄酒、蘋果酒。今年，經典賽中最尊崇的「州長
盃」大獎頒給了來自五指湖地區的珂卡春天葡萄園所釀造的 2017 年瓊瑤漿白葡
萄酒。史上首屆州長蘋果酒盃得主為風箏熊牌的「先鋒蘋果酒」。此外，五指湖
地區的康斯坦丁·弗蘭克博士葡萄酒窖則獲頒「年度葡萄酒莊」獎。州長的州長盃
相關公告，正好與《今日美國》民調中，五指湖地區為全國最佳葡萄酒產區此一
結果不謀而合。
「紐約州世界知名的葡萄酒莊和蘋果酒廠獨步全國，不但有助提振旅遊業、強化
地方經濟，更在全州各地創造許多就業機會，」 州長葛謨表示。「『年度紐約州
葡萄酒經典賽』慶祝並認可我們的精釀飲料產業中的佼佼者，我在此恭賀各得獎
者，也鼓勵有興趣的民眾親自品嘗這些世界級的產品。」
「紐約州是許多最佳酒莊和蘋果酒廠的根據地，本競賽更展示出許多本地生產商
精心推出的精釀飲料，」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透過州政府對

精釀飲料產業的投資，我們保證生產商將得到應有的支持，助他們持續發展並獲
得成功。」
紐約州葡萄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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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多家葡萄酒莊開放。今年的競賽包含 924 項獨立參賽產品：853 款
紐約州葡萄酒以及來自全州各地的 71 款烈性蘋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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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
很興奮能揭開 2018 年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的結果。今年的競賽迎來了新的名
稱、新標誌，以及來自全國各地令人讚嘆的專家評審陣容，當然還有 924 款正式
參賽的產品。對得獎者名單的熱烈預期顯而易見，因為各大酒莊和消費者都知道
在「經典賽」得到大獎就意味著該款葡萄酒將迅速售罄。紐約州葡萄酒與葡萄基
金會將為得獎者，亦即紐約州最優秀的產品，在全州和全國各地展開為期一整年
的促銷活動。將於 2018 年 8 月 22 日在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舉行的大紐約州
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 也將開設特別課程介紹這些得獎好酒。」
紐約州蘋果酒協會 (New York Cider Association) 執行理事詹·史密斯 (Jenn
Smith) 表示，「紐約州擁有悠久的果園植栽傳統，適合種植蘋果的土壤、氣候和
天氣模式，再加上我們的精釀飲料專家社群，難怪紐約州的蘋果酒一向被視為頂
級品質。我們很感謝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和我們合作，包含的獎項類別足以反映
紐約州生產的琳琅滿目的蘋果酒，並以全國蘋果酒產業的共同語言與我們交流，
從而助我們為優秀的紐約州蘋果酒產品打上聚光燈。」
珂卡春天葡萄園負責人連‧維特伯格 (Len Wiltberger) 表示，「我們獲得此獎真是
興奮無比，倍感殊榮。我們珂卡春天酒莊一直都相信瓊瑤漿 (Gewürztraminer) 品
種是本區的頂級葡萄。它完全適應本地的氣候，使其得以產出五指湖地區風格獨
具的葡萄酒。因此我們生產了三款不同的瓊瑤漿白葡萄酒，一款是地區級的調和
酒，另外兩款則能夠凸顯酒莊特色，展示出特級品質。瓊瑤漿白葡萄酒佔了我們
產品的一大部分，也塑造出我們的特色，我們更希望這座獎項能使這款產品發光
發熱，因為若談及紐約州最棒的產品，它絕對能實至名歸佔有核心地位。」
風箏熊牌蘋果酒廠共同負責人梅麗莎 ‧麥登 (Melissa Madden) 表示，「好的蘋果
酒要先有好的蘋果，而我們所使用的蘋果都是從本廠在五指湖地區的美好人生農
場 (Good Life Farm) 所種植的獨特蘋果。我們很自豪能夠贏得州長蘋果酒盃，也從
產出紐約州蘋果酒的這種有機、生物多樣化果園植栽的潛力得到無窮能量。」
康斯坦丁·弗蘭克博士葡萄酒窖總裁佛萊德‧法蘭克 (Fred Frank) 表示，「能獲得
紐約葡萄酒經典賽的年度葡萄酒廠大獎，我們感到非常興奮。我們都認為這座獎

項見證了康斯坦丁·弗蘭克博士葡萄酒窖團隊的努力，以及我們所生產的優良品質
葡萄酒。這真是美妙無比的榮譽！」
本屆共頒出了 40 面雙金牌獎、49 面金牌獎、324 面銀牌獎和 334 面銅牌獎。
除了蘋果酒最高榮譽州長蘋果酒盃之外，今年還新增了三類蘋果酒評選項目：
最佳現代蘋果酒 (Best Modern Cider)、最佳特製蘋果酒 (Best Specialty Cider)，
以及最佳傳統蘋果酒 (Best Heritage Cider)。憤怒果園 (Angry Orchard) 的「鮑德溫
SVC 2015」(Baldwin SVC 2015) 贏得最佳現代蘋果酒獎；三兄弟酒莊與莊園
(Three Brothers Wineries & Estates) 的「凱恩艦事變之紅蘋果炸彈」(Cane Mutiny,
Red Apple Bombshell) 贏得最佳特製蘋果酒；而風箏熊牌的「先鋒蘋果酒」則贏得
最佳傳統蘋果酒，最終更贏得 2018 年的州長蘋果酒盃。
州長也宣佈了下列葡萄酒的「同類最佳獎」 (Best of Category) 和「同級最佳獎」
(Best of Class) 得獎者：
「同類最佳獎」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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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kling Pointe Vineyards & Winery)，2008
年傳統香檳釀造法乾香檳誘惑 (Brut Seduction)
最佳白葡萄酒 (Best White Wine)
珂卡春天葡萄園，2017 年瓊瑤漿白葡萄酒
最佳粉紅葡萄酒 (Best Pink Wine)
薛卓克點 (Sheldrake Point)，2017 年乾玫瑰葡萄酒 (Dry Rosé)
最佳紅葡萄酒 (Best Red Wine)
康斯坦丁·弗蘭克博士葡萄酒窖，2016 年藍佛朗克葡萄酒 (Blaüfrankisch)
最佳甜味酒 (Best Dessert Wine)
兄弟葡萄酒窖 (Brotherhood Winery)，2017 晚收雷司令葡萄酒 (Late Harvest
Riesling)
「同級最佳獎」是頒給包含最少七款葡萄酒的分級中的雙金牌獎與金牌獎得主：
最佳橡木桶陳釀霞多麗白葡萄酒 (Best Oaked Chardonnay)
馬卡里葡萄園 (Macari Vineyards)，2015 年霞多麗珍藏白葡萄酒 (Chardonnay
Reserve)

最佳清純霞多麗白葡萄酒 (Best Unoaked Chardonnay)
奧斯摩特葡萄酒公司 (Osmote Wines)，2017 年卡尤佳湖霞多麗白葡萄酒 (Cayuga
Lake Chardonnay)
最佳整體霞多麗白葡萄酒 (Best Overall Chardonnay)
奧斯摩特葡萄酒公司 (Osmote Wines)，2017 年卡尤佳湖霞多麗白葡萄酒 (Cayuga
Lake Chardonnay)
最佳瓊瑤漿白葡萄酒 (Best Gewürztraminer)
珂卡春天葡萄園，2017 年瓊瑤漿白葡萄酒
最佳雷司令乾白葡萄酒 (Best Dry Riesling)
賀榮山丘酒窖 (Heron Hill Winery)，2016 年雷司令珍藏白葡萄酒 (Riesling Reserve)
最佳雷司令半乾型白葡萄酒 (Best Medium Dry Riesling)
賀斯摩葡萄酒窖 (Hosmer Winery)，2016 年限量推出雷司令白葡萄酒 (Limited
Release Riesling)
最佳雷司令半甜型白葡萄酒 (Best Medium Sweet Riesling)
突限酒廠 (Boundary Breaks), 2017 年雷司令珍藏白葡萄酒第 198 號 (Riesling
Reserve #198)
最佳雷司令甜白葡萄酒 (Best Sweet Riesling)
奔狐葡萄園 (Fox Run Vineyards)，2016 年 11 號地戴娜湖雷司令白葡萄酒 (Lot 11
Lake Dana Riesling)
最佳整體雷司令白葡萄酒 (Best Overall Riesling)
賀斯摩葡萄酒窖 (Hosmer Winery)，2016 年限量推出雷司令白葡萄酒 (Limited
Release Riesling)
最佳灰皮諾白葡萄酒 (Best Pinot Gris)
雷克伍葡萄園 (Lakewood Vineyards)，2017 年灰皮諾白葡萄酒
最佳綠維特利納白葡萄酒 (Best Grüner Veltliner)
黑茲利特 1852 葡萄園 (Hazlitt 1852 Vineyards)，2014 年綠維特利納白葡萄酒
最佳釀酒葡萄混釀白葡萄酒 (Best Vinifera White Blend)
亞特沃特莊園葡萄園 (Atwater Estate Vineyards)，2016 年利俄茲白葡萄酒
(Riewurz)

最佳塔明內葡萄酒 (Best Traminette)
饑渴貓頭鷹葡萄酒公司 (Thirsty Owl Wine Company)，2016 年塔明內葡萄酒
最佳桃紅色葡萄酒 (Best Rosé)
薛卓克點葡萄酒窖 (Sheldrake Point Winery)，2017 年乾玫瑰葡萄酒
最佳粉紅色葡萄酒 (Best Blush)
奧維拉葡萄園 (Owera Vineyards)，2017 年卡澤諾維雅粉紅色葡萄酒 (Cazenovia
Blush)
最佳赤霞珠葡萄酒 (Best Cabernet Sauvignon)
兄弟葡萄酒窖，2015 年單一葡萄園紐約指標赤霞珠葡萄酒 (New York Icon
Cabernet Sauvignon, Single Vineyard)
最佳梅樂葡萄酒 (Best Merlot)
兄弟葡萄酒窖，2014 年單一葡萄園紐約指標梅樂葡萄酒 (New York Icon Merlot,
Single Vineyard)
最佳黑皮諾葡萄酒 (Best Pinot Noir)
埃利科特維爾葡萄酒窖 (Winery of Ellicottville)，2016 年黑皮諾葡萄酒
最佳品麗珠葡萄酒 (Best Cabernet Franc)
賀榮山丘酒窖，2016 年經典品麗珠葡萄酒 (Classic Cabernet Franc)
最佳倫貝格爾/藍佛朗克葡萄酒 (Best Lemberger/Blaufrankisch)
康斯坦丁·弗蘭克博士葡萄酒窖，2016 年藍佛朗克葡萄酒 (Blaüfrankisch)
最佳西拉葡萄酒 (Best Syrah)
哈比斯葡萄園 (Harbes Vineyard)，2014 年西拉葡萄酒
最佳混釀紅葡萄酒 (Best Red Vinifera Blend)
哈比斯葡萄園，2014 年園主典藏混釀紅葡萄酒 (Red Blend, Proprietor's Reserve)
最佳混種紅葡萄酒 (Best Hybrid Red Varietal)
葡萄園景葡萄酒窖 (Vineyard View Winery)，2016 年瑪凱特 (Marquette)
最佳晚收葡萄酒 (Best Late Harvest)
兄弟葡萄酒窖，2017 晚收雷司令葡萄酒 (Late Harvest Riesling)

最佳冰葡萄酒 (Best Ice Wine)
杭特鄉村葡萄園 (Hunt Country Vineyards)，2016 年維達爾冰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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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傳統香檳釀造法乾香檳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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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是一個非常棒的機會 ，讓我
們不只能向本州堪稱全球最佳的各大酒窖和葡萄酒廠舉杯致敬 ，也能向我們種植
出頂尖農產品的農業同行致敬，有這些產品才能製作出這些獨特的多元品種美
酒。我在此恭喜所有創新、專注高品質產品的得獎者，並感謝葛謨州長持續支持
我們的精釀飲料生產商。」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我們的葡萄酒窖和蘋果酒廠乃是紐約州的大
生意，不但提供就業機會、促進旅遊業發展，還運用了本地農民所種植的產品。
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讓我們得以展示本州盛產的最高級產品，我也在此恭喜今年
的得獎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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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的葡萄酒窖和蘋果酒廠生產了許多世界最佳的
葡萄酒和蘋果酒，也藉此持續獲得全國認可。要慶祝這個生機勃勃的產業所得到
的成就，以及它對本州經濟的巨大影響，一年一度的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無疑是
很棒的方式。」
2018 年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的完整比賽 結果將於明天發表。
除了獲得獎牌之外，州長盃、年度最佳葡萄酒廠、康柯特白蘭地 (Concord
Brandy)、最佳紅葡萄酒、最佳白葡萄酒、最佳粉紅葡萄酒、最佳起泡葡萄酒和最
佳甜味酒等分類的得獎者將獲得間接行銷組合方案，以助在一整年間推銷他們的
葡萄酒。
紐約州葡萄酒與葡萄基金會也將在包括大紐約州博覽會的品酒研討會、紐約廚房
(NY Kitchen) 的重要人士晚宴、國內外貿易展以及其它接待場合等，今年多場活動
中推薦州長盃、年度葡萄酒廠和康科特葡萄白蘭地酒等類別的得獎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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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
今日，紐約州共有 440 家登記營業的葡萄酒窖以及 66 家登記營業的蘋果酒廠，

其中包括 350 座農場酒窖和 41 座農場蘋果酒廠。此外，更有 85 家農場酒窖和 8
家農場蘋果酒廠在全州各地開設了廠外的品酒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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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 出訂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