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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祝賀 2019 年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 (NEW YORK WINE CLASSIC) 優勝者

第 34 屆年度競賽焦點為世界級的紐約州葡萄酒
州長盃 (Governor's Cup) 頒發給六英里溪葡萄園 (Six Mile Creek Vineyard)
瓦格納葡萄園 (Wagner Vineyards) 被命名為年度葡萄酒莊 (Winery of the Year)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第 34 屆年度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優勝者，該競賽由
紐約葡萄酒與葡萄基金會 (New York Wine & Grape Foundation) 組織，在全國都受
到認可，其焦點為紐約最好的葡萄酒。今年，經典賽中最尊崇的州長盃大獎頒給
了來自五指湖 (Finger Lakes) 地區的六英里溪葡萄園所釀造的 2016 年品麗珠葡萄
酒 (Cabernet Franc)。此外，五指湖地區的瓦格納葡萄園獲得「年度葡萄酒莊」
獎。特色葡萄酒冠軍 (Specialty Wine Champion) 獎是為水果酒或蜂蜜酒預留的獎
項，頒發給了強森地產酒莊 (Johnson Estate Winery) 的熱情蜜桃 (Passionate
Peach) 水果酒。
「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的獲勝者代表著紐約最好的酒莊，高品質的創新生產為這
些獲獎葡萄酒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葛謨州長表示。 「紐約很驕傲能支持這
些酒莊和葡萄種植商的成果，他們是紐約旅遊業和農業的重要部門。我們很激動
能歡迎各地的葡萄酒愛好者來到紐約州，這樣他們就能親自品嘗我們的葡萄
酒。」
「紐約是許多最佳酒莊的根據地，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展示了許多本地生產商推
出的美味飲料，」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透過州政府對這一
產業的投資，我們保證生產商和酒莊將得到應有的支持，助他們持續發展並獲得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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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長 盃和年 度 葡萄酒 莊獎 優勝者
將在今年夏季的特殊活動上獲得獎品。

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被稱為紐約葡萄酒競賽中的「奧斯卡獎 (The Oscars)」，
其針對全州超過 458 家酒莊舉辦。 這一葡萄酒競賽於過去的三天在紐約沃特金斯
峽谷 (Watkins Glen) 舉辦，共有全州來自 113 個酒莊的 883 名參賽選手。本屆由
來自全州和全球的 20 多名專業評審委員會共頒出了 31 面雙金牌獎、56 面金牌
獎、287 面銀牌獎和 320 面銅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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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是最大的年度盛會，旨在選出最好的紐約葡萄酒。我們對
今年的參賽人數感到驚訝。經典賽和我們的年度紐約飲品 (NY Drinks NY) 活動繼
續幫助紐約閃耀，這裡是釀造創新葡萄酒、令人激動人心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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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比斯葡萄園 (Harbes Vineyard)，白中白香檳 (Blanc de Blancs)
最佳白葡萄酒 (Best White Wine)
瓦格納葡萄園，2017 年釀造的雷司令乾白葡萄酒 (Dry Riesling)，本地種植
最佳桃紅色葡萄酒 (Best Rosé Wine)
咖啡壺酒窖 (Coffee Pot Cellars)，2018 年釀造的桃紅色葡萄酒
最佳紅葡萄酒 (Best Red Wine)
六英里溪葡萄園，2016 年釀造的品麗珠葡萄酒
最佳甜味酒 (Best Dessert Wine)
葡萄酒風光酒莊 (Vineyard View Winery)，2017 年釀造的冰葡萄酒 (Ice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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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佈酒窖 (Lieb Cellars)，2018 年釀造的霞多麗白葡萄酒
最佳清純霞多麗白葡萄酒 (Best Unoaked Chardonnay)
塔羅朗酒莊 (Toro Run Winery)，2018 年釀造的霞多麗白葡萄酒，本地種植
最佳整體霞多麗白葡萄酒 (Best Overall Chardonnay)

利佈酒窖，2018 年釀造的霞多麗白葡萄酒
最佳瓊瑤漿乾白葡萄酒 (Gewurztraminer)
謝爾德雷克點酒莊 (Sheldrake Point Winery)，2017 年釀造的瓊瑤漿乾白葡萄酒，
本地種植
最佳雷司令乾白葡萄酒 (Best Dry Riesling)
瓦格納葡萄園，2017 年釀造的葡萄酒，本地種植
最佳雷司令半乾型白葡萄酒 (Best Medium Dry Riesling)
貝亭霍龍農場葡萄園 (Baiting Hollow Farm Vineyard)，2015 年釀造的雷司令白葡萄
酒
最佳雷司令半甜型白葡萄酒 (Best Medium Sweet Riesling)
安東公路葡萄酒公司 (Anthony Road Wine Company)，2015 年釀造的雷司令白葡
萄酒
最佳整體雷司令白葡萄酒 (Best Overall Riesling)
瓦格納葡萄園，2017 年釀造的雷司令乾白葡萄酒，本地種植
最佳灰皮諾白葡萄酒 (Best Pinot Gris)
蘭茲酒莊 (The Lenz Winery)，2015 年釀造的灰皮諾白葡萄酒
最佳長相思白葡萄酒 (Best Sauvignon Blanc)
霍斯默酒莊 (Hosmer Winery)，2018 年釀造的長相思白葡萄酒
最佳其他混合單一白葡萄酒 (Best Other Hybrid White Varietal)
奔鹿酒莊 (Deer Run Winery)，阿羅麥拉葡萄酒 (Aromella)
最佳其他本地單一白葡萄酒 (Best Other Native White Varietal)
萊克伍德葡萄園 (Lakewood Vineyards)，2018 年釀造的尼亞加拉葡萄酒 (Niagara)
最佳桃紅色葡萄酒
咖啡壺酒窖，2018 年釀造的桃紅色葡萄酒
最佳赤霞珠葡萄酒 (Best Cabernet Sauvignon)
蘭茲酒莊，2013 年釀造的赤霞珠葡萄酒
最佳梅樂葡萄酒 (Best Merlot)

克洛維斯點酒莊 (Clovis Point)，2015 年釀造的精選梅樂葡萄酒 (Vintners Select
Merlot)
最佳品麗珠葡萄酒 (Best Cabernet Franc)
六英里溪葡萄園，2016 年釀造的品麗珠葡萄酒
最佳馬凱特紅葡萄酒 (Best Marquette)
維克多利風光酒莊 (Victory View Vineyard)，2015 年釀造的獨立紅葡萄酒
(Independence)
最佳西拉葡萄酒 (Best Syrah)
哈比斯葡萄園，2015 年西拉葡萄酒
最佳混釀紅葡萄酒 (Best Red Vinifera Blend)
奧斯普利土地葡萄園 (Osprey's Dominion Vineyards)，2013 年釀造的奮鬥麥瑞泰基
葡萄酒 (Flight Meritage)，本地種植
最佳其他紅色釀酒葡萄單一葡萄酒 (Best Other Red Vinifera Varietal)
克洛維斯點酒莊，2017 年釀造的小維铎干紅葡萄酒 (Petit Verdot)
最佳其他紅色混合單一葡萄酒 (Best Other Red Hybrid Varietal)
貝克農場威姿卡拉葡萄園 (Vizcarra Vineyards at Becker Farms)，2018 年釀造的露
珍紅葡萄酒 (Quaker Red Rougeon)
最佳混合紅酒（非釀酒葡萄製成） (Best Red Blend (Non-Vinifera))
蒙特蘇瑪酒莊 (Montezuma Winery)，NV 坎沃斯百客紅葡萄酒 (NV Canvasback
Red)
最佳晚收葡萄酒 (Best Late Harvest)
柯珞克地產酒莊 (Colloca Estate Winery)，2017 年釀造的晚收葡萄園甜酒 ® (Dolce
Riesling Lake Effect Vineyard ®)
最佳冰葡萄酒
葡萄園風光酒莊，2017 年釀造的冰葡萄酒
最佳傳統釀法起泡酒 (Best Traditional Method Sparkling)
哈比斯葡萄園，白中白香檳
最佳強壓碳化釀法起泡酒 (Best Forced Carbonation Method Sparkling)
塔格山葡萄園 (Tug Hill Vineyard)，2018 年釀造的氣泡微醺酒 (Bubbly Blush)

最佳加度葡萄酒 (Best Fortified Wine)
安葉拉葡萄園 (Anyela's Vineyards)，2009 年釀造的終極葡萄酒 (2009 Final
Approach)
最佳水果酒 (Best Fruit Wine)
強森地產酒莊公司，熱情蜜桃水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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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的所有優勝者和參賽人
員。這一久負盛名的年度競賽為本州不斷增長的世界級酒莊增添了光彩，我們生
產原料的農業社區創造了這些獨特的葡萄品種。 葛謨州長對我們葡萄酒產業的支
持使今天的市場上能夠持續供應最佳產品。」
帝國州經濟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
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紐約州世界級的葡萄酒和酒窖最適合打算
遊覽釀造飲品的遊客造訪，並能親自看到這一蓬勃發展的產業如何創造就業和支
持當地經濟的發展。祝賀今年所有的優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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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進一步凸顯了葛謨州長對支持和
促進紐約繁榮葡萄酒產業的持續承諾。 祝賀今天所有的優勝者，你們釀造了世界
級的葡萄酒，並為全州的社區帶來重大的經濟影響 。」
六英里溪葡萄園園主馬克·雷諾定 (Mark Renodin) 表示，「我們六英里溪葡萄園非
常榮幸能贏得州長盃。在我和我的妻子艾米 (Amy) 四年前接手六英里溪之時，
我們心懷對葡萄酒和五指湖的熱情。對於我們而言，這是對我們生產優良葡萄酒
目標的認可。感謝釀酒師保爾·金 (Paul King)，以及所有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標的
員工。」
瓦格納溪葡萄園 (Wagner Creek Vineyard) 園主約翰·瓦格納 (John Wagner)
表示，「我們非常驕傲能在今年的紐約州葡萄酒經典賽上獲得 年度葡萄酒莊的稱
號。我們的團隊為這一榮譽奮鬥了 40 年，這是瓦格納葡萄園慶祝季節的最佳方
式！」
2019 年經典賽的完整比賽結果請點擊此處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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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 家登記營業的葡萄酒窖，其中包括 361 座農場酒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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