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8 月  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布魯克林  (BROOKLYN) 特里斯啤酒公司  (THREES BREWING 

COMPANY) 在紐約州博覽會  (NEW YORK STATE FAIR) 精釀啤酒競賽   

(CRAFT BEER COMPETITION) 中獲得「最佳飲品獎  (BEST IN SHOW)」  

  

特里斯啤酒公司釀製的皮尓森啤酒  (Pilsner) 從  700 種參賽飲品中脫穎而出—— 

贏得「州長杯  (Governor’s Cup)」大獎   

  

19 種啤酒在本次在紐約州舉行的規模最大的專業評審精釀啤酒競賽中贏得金獎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布魯克林的特里斯啤酒公司獲得首屆紐約州精釀啤

酒競賽的最高榮譽，捧回「州長精益求精杯  (Governor’s Excelsior Cup)」。特里斯

啤酒公司出品的皮尓森啤酒「Vliet」在淡拉格 (Light Lager) 類啤酒中贏得金獎，  

爾後贏得了「最佳飲品獎」。  來自紐約各地啤酒廠出品的  19 種啤酒贏得了金

獎。  本次紐約州博覽會舉行的官方競賽由紐約州釀酒商協會  (New York State 

Brewers Association) 提供贊助，邀請了進  40 名評審品嘗總共  707 種飲品。這是在

紐約州舉辦的規模最大的一次專業評審精釀啤酒競賽。  

  

「紐約州久負盛名的精釀啤酒業正在全州境內蓬勃發展，推動著經濟的增長，」

州長葛謨表示。「本次精釀啤酒競賽的廣泛參與成為該行業日新月異、迅猛發展

的又一標誌。我衷心祝賀獲獎者所取得的成就，並鼓勵所有紐約民眾都能親身體驗

在今夏紐約州博覽會上展示的我國頂尖啤酒。」  

  

紐約州精釀啤酒競賽面向紐約州境內所有精釀飲料生產商開放。來自紐約境內  143 

間啤酒廠均選送了產品參賽。  該數字佔到了近一半紐約境內持證經營的啤酒廠。  

  

20 個類別的飲品分設金、銀、銅獎，這些類別包擴主要啤酒風味，例如印度淡色

愛爾蘭啤酒  (IPA) 和拉格啤酒，以及一些新型或新興風味，例如酸啤酒、果味啤酒

和香料啤酒。  各類別獲得金獎的產品為：  

  



  淡拉格：  特里斯啤酒公司出品的「Vliet」——布魯克林 (Brooklyn)  

  小麥啤酒：  奧米岡啤酒廠  (Brewery Ommegang) 出品的「Witte」——

庫柏斯敦 (Cooperstown)  

  果味和香料啤酒：  皮克斯基尓啤酒廠 (Peekskill Brewery) 出品的

「Pinky Up」——皮克斯基尓 (Peekskill)   

  比利時農莊酒：  特里斯啤酒公司出品的「Wandering Bine」—— 

布魯克林  

  琥珀和深色拉格啤酒：  納基德福啤酒公司  (Naked Dove Brewing Co.) 

出品的「Naked Dove Exposinator Doppelbock」——卡南代瓜 

(Canandaigua)  

  琥珀 /紅啤酒：  塞內卡街釀酒屋  (Seneca Street Brew Pub) 出品的

「 Irish Red Ale」——曼留斯 (Manlius)  

  淡色艾爾酒：戰馬啤酒公司  (War Horse Brewing Co.) 出品的

「Lieutenant Dan IPA」——日內瓦  (Geneva)  

  美式  IPA：古納徹啤酒公司  (Good Nature Brewing Co.) 出品的「Blight 

Buster」——漢密爾頓  (Hamilton)  

  美式  IPA 改良：普利森市啤酒廠  (Prison City Brewing) 出品的  

「4 Piece」——奧本  (Auburn)  

  美式雙倍  IPA：比格斯萊德啤酒廠和酒吧  (Big Slide Brewery & Public 

House) 出品的「Giant IPA」——普萊西德湖  (Lake Placid)  

  波特、世濤和棕色艾爾酒：醉猴啤酒公司  (Stumblin’ Monkey Brewing) 

出品的「Oatmeal Stout」——維克多 (Victor)  

  帝國世濤和波特酒：  蜘蛛蟄啤酒公司  (Spider Bite Beer Co.) 出品的

「Boris the Spider」——霍爾布魯克  (Holbrook)  

  比利時其他類酒：辛曼公司 (Thin Man) 出品的「Hyperballad」—— 

水牛城 (Buffalo)  

  烈性艾爾：哈特蘭啤酒廠  (Heartland Brewery) 出品的「Old Red Nose 

Special Edition 14」——紐約市  (New York City)  

  野性艾爾和酸艾爾：米爾屋啤酒公司  (Mill House Brewing Co.) 出品的

「Citra Bridges」——波啟浦夕市  (Poughkeepsie)——和拉辛達克啤酒

廠  (Rushing Duck Brewing) 出品的「Zingerbier Berliner Weisse」——

徹斯特 (Chester)——在該類別中並列第一   

  桶陳酸啤：  布魯克林啤酒廠  (Brooklyn Brewery) 出品的「Kiwi's 

Playhouse」——布魯克林  

  桶陳啤酒（非酸型）：三首啤酒廠  (Three Heads Brewing) 出品的

「Baltic Porter Aged in Iron Smoke Whiskey Barrels」——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實驗啤酒：  普利森市啤酒廠出品的「Wham Whams」——奧本  

  紐約州啤酒：聖詹姆士啤酒廠  (Saint James Brewery) 出品的「Saint 

James Brewery Pomme- Apple Ale」——霍爾布魯克   



  

「州長精益求精杯」獲得者特里斯啤酒公司在以下兩個類別——淡拉格啤酒和比利

時農莊啤酒中分別榮獲了金獎。來自日內瓦的戰馬啤酒公司則捧回了金獎、銀獎和

銅獎各一枚，成為獲獎最多的啤酒公司。來自漢密爾頓的古納徹啤酒公司贏得了 

IPA 類的金獎。該類別參賽飲品共有  88 種，是參賽飲品數量最多的一個類型。全

州境內共有  16 間啤酒廠分別捧回了兩枚獎章。如需查看完整競賽結果和其他資訊，

請參考此處。 

  

州長精益求精杯優勝者和其他獲獎者將在博覽會園藝大樓  (Horticulture Building) 

內展示，博覽會將從  2017 年 8 月  23 日持續到 9 月 4 日。此外，博覽會提供機會

讓人們在所有釀酒商在所展示獎牌旁的試飲展位品嘗啤酒，釀酒商可以主辦博覽會

一天的每日品嘗紐約葡萄酒與啤酒研討會  (Taste NY Wine and Beer Seminar)。研討

會每天三場，讓飲料產業的老闆和專家有機會提供產品樣品並向公眾宣傳其生產的

飲料。  

  

紐約州釀酒商協會執行理事保爾·利昂  (Paul Leone) 表示，「我們的競賽委員會的

工作異常努力，使得本次競賽能夠達到世界專業級水準。鑒於此，我們匯聚了來自

全州各地的  40 多名專業啤酒評審和專家來評估超過  700 種參賽產品。63 塊獎章

分別嘉獎給了紐約州境內的  45 間啤酒廠，證實了我們正在生產全國首屈一指的啤

酒，如果不能說世界首屈一指的話。我們要衷心感謝『品嘗紐約  (Taste NY)』計

畫和大紐約州博覽會  (The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 給予我們的這次機會，舉辦

本州規模最大的精釀啤酒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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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紐約精釀啤酒生產商是一批全球最優秀的廠商，我們很高興能夠在首屆

『州長精益求精杯』精釀啤酒競賽中表彰他們的創新和多元發展。在葛謨州長的大

力支持下，該行業年年獲得持續增長，提供大量本地原料，刺激了農業生產。  熱

烈祝賀獲獎者和所有參與本次競賽的啤酒廠。我們期待著在今年博覽會上充分展示

他們在精釀啤酒時取得的巨大成就。」  

  

代理博覽會理事特洛伊·瓦弗那  (Troy Waffner) 表示，「我們十分高興能夠獲得贊

助，與紐約州釀酒商協會展開合作，舉辦首屆專業評審啤酒競賽。本地自製產品擁

有巨大需求。能夠在大紐約州博覽會上展示我們出品的精釀啤酒是再好不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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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dley) 表示，「『州長精益求精杯』精釀啤酒競賽是展示本州各地精釀啤酒的

絕佳場所，葛謨州長推行的法律和政策使得新興企業和業務擴張更為簡便和經濟，

從爾將本州建設成為了一個全體紐約民眾引以為傲的精釀啤酒主要生產區。」  

  

布魯克林特里斯啤酒公司所有人格雷格 ·多羅斯基  (Greg Doroski) 表示，「隨著紐

約州日漸成為精釀啤酒業之領袖，本廠最受青睞的啤酒之一能夠捧回『州長精益求

http://newyorkcraftbeer.com/news/new-york-craft-beer-competition-and-governors-excelsior-cup-results/


精杯』，我們的團隊感到榮幸之至。當許多啤酒廠都在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時，看

到皮尓森啤酒能夠獲此殊榮，我們倍感欣慰。」  

  

普萊西德湖比格斯萊德啤酒廠和酒吧所有人克里斯托弗 ·埃里克森  (Christopher 

Ericson) 表示，「我們出品的『Giant IPA』能夠在本次競賽中贏得金獎，我們的

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美式雙倍  IPA 啤酒目前在美國正在熱銷，爾我們紐約的精釀

啤酒商釀製了十幾種世界一流的飲品。我們生產的『Giant IPA』被選為本州最佳使

得我們感到榮幸之至，這定將給我們的業務帶來短期和長期的積極影響。能夠獲此

殊榮，本人感到謙卑爾感恩，並期待著與我的釀酒師和其他酒廠員工共同慶祝這一

成就。」 

  

日內瓦戰馬啤酒廠的首席釀酒師托尼 ·柯多瓦  (Tony Cordova) 表示，「能夠在我

國最優秀的啤酒中榮獲品質啤酒的殊榮，我們感到榮幸之至。本社區持續給我們帶

來挑戰，要求我們更加勤勉、精益求精。這類合作、友誼和包容推動著我們不斷嘗

試、做到最好。紐約州擁有美國頂尖釀酒社群之一，我們從未停止過交流與分享！  

讓我們舉杯歡慶吧！」  

  

來自紐約漢密爾頓的古納徹農場釀酒廠和酒吧  (Good Nature Farm Brewery & Tap 

Room) 聯合創始人麥特·偉倫  (Matt Whalen) 表示，「我想衷心祝賀所有獲獎釀酒

廠。本次競賽將成為紐約州最佳競賽之一。我們出品的啤酒能夠在競爭如此激烈的

類別中獲獎，我們倍感榮幸。這是對我們的釀酒師所取得的卓越成績的盛讚，對紐

約農場主提供的品質原料的褒獎。我們期待著年年都能在這類競賽中維持競爭優勢，

該行業已經成為我所熟知的友誼至上的行業之一。」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正在持續推動精釀飲料產業向前發展。透過批准幾項

重大立法、發起積極的宣傳活動、實施重要的監管改革，該經濟部門已經成為紐約

州各社區創造就業崗位和實現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紐約州各地目前有超過  340 

家小型啤酒廠、農場啤酒廠以及餐館啤酒廠，代表著該產業將近  600% 的增長。 

 

大紐約州博覽會管理將近  70 個類別的競賽，其中大多宣傳紐約州農業的各個方面。

競賽包括各類烹飪活動、馬匹和牲畜競賽、莊稼和花卉活動、乳製品、聖誕樹和業

餘愛好者釀造的葡萄酒。還有美術領域的競賽，例如油畫和繪畫、攝影、雕塑、詩

歌。青少年活動包括天才競賽和青少年農業活動與  4-H 活動。州博覽會競賽面向

全體紐約民眾開放。如需了解詳細資訊，請參考競賽頁面，博覽會網站。 

 

紐約州博覽會將由紐約州農業市場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於  2017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4 日召開。博覽會的使命體現在其主題中，

「追求最佳  (FIND YOUR GREAT)」旨在展示紐約最佳農業成果並提供一流的休閒

娛樂服務。  

 

大紐約州博覽會的場地是一塊全年經營的占地  375 英畝的展區和娛樂場地。全年

https://nysfair.ny.gov/competitions/how-to-enter/


活動安排現已發佈在展覽會的網站上。請在以下頁面中關注大紐約州博覽會：

Facebook 頁面、Twitter 頁面：@NYSFair、Snapchat 頁面和 nysfair 頁面查看博覽

會的照片：  Flickr.com/photos/nysfair。此外，現誠邀紐約州民眾為大紐約州博覽會

建言獻策 statefairideas@agriculture.ny.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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