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9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建議紐約民眾在今年秋收季遊覽本州葡萄酒與精釀飲料路線   

  

紐約州葡萄酒之路幫助宣傳  182 家紐約州葡萄酒廠   

  

自  2012 年起投資  2.148 億美元用來完善葡萄酒路線   

  

葛謨州長於  8 月  21 日簽字批准建設哈德遜上游葡萄酒路線  (Upper Hudson Wine 

Trail)  

  

從此處查看完善紐約州葡萄酒路線的地區項目的清單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建議紐約民眾在今年秋收季遊覽本州葡萄酒與精釀飲料之

路。全州目前共有  13 條葡萄酒路線，支持紐約州重要的農業產業、精釀飲料產

業、旅遊業。紐約州交通廳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為完善現有的葡萄

酒路線系統，已投資  2.148 億美元用於大規模升級該地區的道路、橋樑、涵洞，  

從而改善全州葡萄酒廠的交通。葛謨州長為了進一步支持紐約州各地的葡萄酒路線

系統和旅遊業，於  8 月 21 日簽署了法案，在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指定哈德

遜上游葡萄酒路線。  

  

「在紐約州幾乎每個地方，世界頂級的葡萄酒廠、啤酒廠、蘋果酒廠、蒸餾酒廠都

大力推動著旅遊業、創造就業和經濟發展，」州長葛謨表示。「投資於當地基礎

設施能夠改善這些企業的交通，從而保障其強勁的發展勢頭和增長。我建議遠近地

區的紐約民眾今年秋季走出家門，感受本州的飲料路線，品嘗這些富於創新力的地

方企業生產出的產品。」  

  

紐約州共有  182 家葡萄酒廠加入葡萄酒之路，紐約州葡萄酒路線從屬於一個強大

的系統，該系統由分佈在全州幾乎每個地區的  20 多條精釀飲料與美食路線組成。

這些路線共同推動旅遊業發展，並鞏固蓬勃發展的精釀飲料產業和食品產業。帝國

州 (Empire State) 僅葡萄酒產業每年就創造超過  48 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其中包括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NY_Wine_Trails.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Taste%20NY%20Trail%20Map%20%286-17%29%2002.pdf


 

 

4.08 億美元的州稅和地方稅。紐約州每年生產將近  2 億瓶葡萄酒，因此成為美國

第三大葡萄酒生產州。紐約州每年約有  530 萬人分享葡萄酒旅遊業的相關機會。  

  

紐約州交通廳為了支持紐約州葡萄酒廠和葡萄酒路線持續取得成就，已投資  2.148 

億美元支持  103 個項目，包括重鋪公路路面、橋樑維修與更換、涵洞修理與更

換，這些項目將確保民眾能夠繼續遊覽紐約州葡萄酒路線沿線的葡萄酒廠。要查看

為完善紐約州葡萄酒路線實施的州項目的清單，請點擊此處。  

  

紐約州交通廳代理廳長凱西 ·卡爾霍恩  (Cathy Calhoun) 表示，「我在紐約州葡萄

酒之鄉出生和長大，對紐約州交通廳在推動精釀飲料產業發展的過程中發揮的關鍵

作用感到自豪。紐約州交通廳已投資數千萬美元用於支持全州葡萄酒路線，在此過

程中完善旅遊業，並鞏固經濟發展。」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 

「自從葛謨州長就任以來，我們目睹了紐約州精釀飲料製造業實現巨大發展，地方

農產品的需求量因此也得以增加。我們卓越的飲料路線系統對突出展示這些企業及

其獨一無二的優質產品而言至關重要。遊客品嘗過後，就會回來購買更多產品。」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

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在葛謨州長這屆州政府期間，紐約州的

葡萄酒產業和精釀飲料產業大幅增長。飲料路線貫穿全州，我建議大家今年秋季計

劃一次行程，前往觀賞植物，並享受我們世界一流的食品和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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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正在迅速發展成為美國一處最熱門的葡萄酒目的

地。我們非凡的飲料路線創造方便條件，供紐約民眾和遊客體驗帝國州能夠提供的

所有頂級葡萄酒。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諸如此類投資已經顯著增強了旅遊業和本

州整體經濟。」   

  

紐約州葡萄酒與葡萄基金會  (New York Wine and Grape Foundation) 執行理事塞

繆爾·費勒  (Samuel Filler) 表示，「紐約州作為美國第三大葡萄酒生產州，其葡萄

酒廠每年吸引數百萬遊客。  秋收季是遊覽紐約州葡萄酒路線的理想時間，用於探

索紐約州豐富多樣的葡萄酒產品，並了解這些獲獎的葡萄酒的釀造過程。  紐約州

葡萄酒與葡萄基金會  (New York Wine and Grape Foundation) 感謝紐約州提供財政

援助和技術援助用於推動地方企業發展來支持葡萄酒產業，本基金會很自豪每年為

葡萄酒路線提供超過  25 萬美元的配套營銷資金。」   

  

塞內卡湖葡萄酒路線  (Seneca Lake Wine Trail) 執行理事保爾·托馬斯  (Paul 

Thomas) 表示，「30 多年來，事實證明葡萄酒路線是個非常有效的途徑，能夠吸

引遊客前往本地區和品酒屋。紐約州民選官員利用紐約州葡萄酒與葡萄基金會管理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NY_Wine_Trails.pdf


 

 

的多項計畫以及『我愛紐約  (ILoveNY)』計畫為我們的產業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並持續調整紐約州酒類管理局的法規，以來幫助減少耗費資源的政策。由於葛謨州

長這屆富於遠見的州政府的領導，以及對包括葡萄酒在內的紐約州整個精釀飲料產

業的支持，所有部門都實現了驚人的增長，這極大地提高了全州的產品銷售量，  

以及這些產業創造的高薪工作的數量。」   

  

卡尤加湖葡萄酒路線  (Cayuga Lake Wine Trail) 主席兼瑞典山酒莊  (Swedish Hill 

Winery) 與觀鵝酒莊  (Goose Watch Winery) 共同所有人戴夫·彼得森  (Dave 

Peterson) 表示，「卡尤加湖葡萄酒路線近年來開展聯合營銷，已幫助為我們帶來

很多新客戶。我們在  31 年前創辦葡萄酒廠時，每年只生產  1,200 箱葡萄酒。   

如今，我們的年產量超過  5 萬箱。 葡萄酒廠的遊客也提升了我們在酒肆和餐廳的

銷量，因為客戶能夠在其住宅附近買到我們的葡萄酒。若非卡尤加湖葡萄酒路線拖

過紐約州葡萄酒與葡萄基金會及其他渠道獲得的州資金，該路線將大幅削減營銷工

作。 葡萄酒廠的增加還帶動了許多其他相關產業，包括旅遊業、農業、製造業，

州政府提供的投資因此已經獲得了多倍的回報。」  

  

參議員約瑟夫·羅巴奇  (Joseph Robach) 表示，「全世界一些頂級的葡萄酒和精釀

飲料都產自紐約和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我很自豪與州長合作，保障紐約州

投資於我們的道路、橋樑和基礎設施，以便民眾能夠更加方便安全地使用紐約州提

供的所有重要便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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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指湖地區到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從哈德遜谷  

(Hudson Valley) 到長島地區  (Long Island)，紐約州的葡萄酒路線正在向人數日益增

多的酒迷介紹辛勤勞作的農民和釀酒商生產的世界級葡萄酒。秋季是品嘗紐約州味

道獨特的葡萄酒的理想時節，我很高興與州長一起建議紐約民眾外出探索下一款心

儀的葡萄酒。」  

  

議員里奇·芬克  (Rich Funke) 表示，「紐約州的葡萄酒廠屬於美國頂級的葡萄酒

廠。紐約州交通廳投資改善道路，方便民眾接觸紐約州精釀飲料市場，這將支持旅

遊業並推動全州小企業發展。完善基礎設施對於支持葡萄酒產業和精釀飲料產業等

小企業至關重要。秋季是享受紐約州葡萄酒、蘋果酒和精釀啤酒的理想時節。」  

  

眾議院農業委員會  (Assembly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兼眾議員比爾·麥基  

(Bill Magee) 表示，「紐約州的葡萄酒路線和精釀飲料路線是農業與旅遊業相結合

產生的景點，農業是本州一個最大規模的產業，旅遊業是本州最有前景的資產，  

這些景點旨在宣傳紐約州北部地區最好的資源，包括新穎的商店、餐廳、農場、  

酒店。我衷心支持葡萄酒路線、精釀飲料路線以及食品路線的發展和完善。」  

  



 

 

眾議員凱利·維爾納  (Carrie Woerner) 表示，「哈德遜上游葡萄酒路線的葡萄園是

秋季旅遊的好去處。感謝葛謨州長支持本地區和全州的葡萄酒產業。」  

  

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經許可的精釀飲料生產商的數量增加了  228%，包括農場

葡萄酒廠的數量增加了  72%。紐約州實施了重要的政策變革，用於對飲料製造商

簡化規定並使之合理化；更新了《酒精與飲料管控法  (Alcohol and Beverage Control 

Laws)》；並利用機會宣傳這個持續發展的經濟部門。紐約州目前有將近  1,000  

家經許可的啤酒廠、葡萄酒廠、蒸餾酒廠、蘋果酒廠，相比之下，六年前只有  342 

家。  

  

州長設立的『品嘗紐約  (Taste NY)』計畫在大型公共活動和零售地點開展戰略宣傳

工作，這也極大地促進了帝國州精釀飲料產業的發展。紐約州使用『品嘗紐約』  

標籤銷售的產品在全州  60 多個地點供應，包括紐約大中央車站  (Grand Central 

Terminal) 內的一家商店，這家商店專門銷售紐約州生產的葡萄酒和精釀飲料。  

  

『品嘗紐約』計畫由州長於  2013 年設立，用於宣傳紐約州的餐飲產業，之後穩定

發展。去年，『品嘗紐約』商店、攤位和活動共賣出價值  1,300 多萬美元的紐約州

產品。欲知更多『品嘗紐約』計畫詳情，請使用  www.taste.ny.gov。透過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和 Pinterest 連線至『品嘗紐約』。  

  

更多關於紐約州葡萄酒廠的資訊，請訪問： https://www.newyorkwines.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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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aste.ny.gov/
https://www.facebook.com/TasteNY?fref=ts
https://twitter.com/tasteny
https://instagram.com/tasteny
https://www.pinterest.com/TasteNY/
https://www.newyorkwines.org/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