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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殖溶菌酶(Lysozyme)及穿孔素(Holin)基因

增加水稻抗病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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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將分離自 Xanthomonas fragariae (草莓角斑病菌)菌株的類似噬菌體 

(phage XF)的溶菌酶 (lys)及穿孔素 (hol)基因，並構築到水稻葉綠體基因轉殖之二

種載體(pMT92-GHA 及 pMT92F-GL-sA)，利用基因槍轟擊法，混合轉殖到'台農 67

號'水稻之癒傷組織的葉綠體。培殖體經 100 ppm streptomycin 持續篩選三個月，可

獲得再生植株。再生的水稻葉片以 PCR 及 RT-PCR 分析之結果顯示，lys 基因、hol

基因及 gus報導基因，已存在於轉殖水稻植株的葉綠體基因組中，並表現其mRNA。

轉殖水稻葉片接種水稻白葉枯病菌後，明顯的具抗病的特性。本研究初步結果顯

示，利用水稻葉綠體基因轉殖系統，共同轉殖 lys 基因及 hol 基因，培育出抗病水

稻是可行的。 

 

 
前   言 

溶菌酶 ( Lysozyme) 又稱為胞壁質酶，是一種專門作用於微生物細胞壁的水解酶，其

化學名稱為 N -乙醯胞壁質聚糖水解酶（N-acetylmuramidases），水解 N-乙醯胞壁酸與 N-

乙醯葡萄糖胺第 4 碳間之鍵結，而破壞細胞壁的肽聚糖 (Loessner, 2005)。溶菌酶普遍存

在於大自然生物中，例如哺乳動物的眼淚、唾液、血液、鼻涕、尿液、乳汁和組織細胞中，

鳥類、家禽的蛋清，從許多植物中也能分離出溶菌酶，其中以蛋清含量最高。溶菌酶作用

的基質之特異性很強，依來源不同可分為蛋清溶菌酶、動物溶菌酶、植物溶菌酶、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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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溶菌酶和細菌噬菌體產生的溶菌酶；又依作用細胞壁不同分為細菌細胞壁溶菌酶和

真菌細胞壁溶菌酶。由於溶菌酶具有殺菌、抗病毒、抗腫瘤細胞作用。因此，可用於醫療

和食品添加劑，還可用於生物技術研究中的工具酶。T4 噬菌體溶菌酶是同類酶中活性最

強的溶菌酶之一，對革蘭氏陰、陽性菌均有效。已有報導轉移噬菌體 T4 Lysozyme 基因

到馬鈴薯種球可抗軟腐病 (Erwinia carotovora) (Düring et al., 1993)，轉殖蘋果可抗火傷病 

(Erwinia amylovora) (Ko et al., 2002)，轉殖水稻抗稻熱病 (Magnaporthe grisea) (Xu et al., 

2003)，轉殖高羊茅草(Festuca arundinacea Schreb.) 抗灰斑病 (Rhizoctonia solani) 和褐斑

病 (Magnaporthe grisea) (Dong et al., 2008)。 

Holin 是噬菌體所編碼的一個穿膜蛋白，噬菌體感染宿主的晚期，Holin 在宿主細胞

膜上會聚集形成聚合體，直到某個“特定時間點”形成致命的孔洞，且所形成的孔洞沒有

專一性，此時在胞內累積的 lysozyme 便可藉此孔洞到達細胞間質對細胞壁進行水解，讓

組裝完畢的噬菌體子代送出 (Dewey et al., 2010)。不同噬菌體間 Holin 的同源性不高，且

具有 dual start motif，各自編碼 holin 及 antiholin，藉由兩個蛋白的互相調控來決定噬菌

體裂解宿主細胞的時機 (Young and Blasi, 1995)。大部分的 holin 大致可依據穿膜區域的

數目分成兩類：第一類的 holin 具有三個穿膜區域，如 Sλ
；第二類的 holin 具有兩個穿

膜區域，如 S21 (Young and Blasi, 1995)。相較於 lysozyme，holin 在宿主細胞膜上所形成的

孔洞沒有專一性，至於其整個調控的機制，以及藉由何種機制來決定噬菌體裂解宿主的時

機等，都還待進一步的探討。 

中興大學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楊明德老師之研究室，發現分離之 Xanthomonas fragariae 

(草莓角斑病菌)菌株的細菌素對 X. campestris pv. campestris (十字花科黑腐病菌)、X. 

axonopodis pv. citri (柑桔潰瘍病菌)、X. oryzae pv. oryzae (水稻白葉枯病菌) 等具有強列抑

菌效果 (廖珮鑾, 2006)。選殖與分析類似噬菌體尾部細菌素 (XF phage tail-like bacteriocin) 

的基因組，發現由 lysozyme (溶菌酶, lys)及 holin (穿孔素, hol)協同作用下，可裂解病原菌。 

水稻是台灣重要的農作物之一，也是世界上三大糧食作物之一，在台灣其栽培面積十

分廣大，在台灣農業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腳色，因此不斷地改善水稻的品質及生產方式，

發展安全及永續性的水稻生產事業，是提昇台灣成為水稻王國的努力目標。抗細菌性病原

菌之植物抗病育種研究，目前是所有抗病研究中進展最緩慢。本研究利用葉綠體基因之大

量表現轉殖基因的特性，將所分離與構築之 lys 及 hol 基因共同轉移至水稻之葉綠體中，

其目的為探討利用水稻葉綠體基因轉殖系統，培育出具有抗病性水稻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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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植物材料 

本實驗以水稻(Oryza sativa L. sub. Japonica) '台農 67 號' (TN 67) 品種為基因轉殖的材

料。以水稻種子誘導生成的癒傷組織做為基因槍轟擊材料，誘導癒傷組織的步驟參照傅等

(2012)之方法。 

二、轉殖基因載體 

本試驗做為水稻葉綠體基因轉殖的基因共有：溶菌酶基因(lys)、穿孔素基因(hol)、

β-glusuronidase 基因 (gus)、抗 streptomycin 之 aminoglycoside-3-adenyl transferase 基因

(aadA)。分別以 16S ribosomal RNA 啟動子基因(prrn)為啟動子；以光系統 II 反應中心 D1

蛋白基因(psbA)的 3’核酸序列為終結子，並構築到含有水稻 16S ribosomal RNA 基因序列

片段及水稻 23S ribosomal RNA 基因片段的水稻葉綠體轉殖載體中，命名為：pMT92-GHA 

(圖 1A)及 pMT92F-GL-sA(圖 1B)等二種。 

 

 

   

 

 

 

 

 

 

 

 

圖 1. 水稻葉綠體轉殖載體 pMT92-GHA (A)及 pMT92F-GL-sA (B)之基因圖譜。 

Fig. 1. Genetic maps of rice 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vectors pMT92-GHA (A) and pMT92F- 

GL-sA (B). 

 

 

三、試驗方法 

1. 基因槍轉殖方法 

金粒子製備、裹覆 DNA 到金粒子、基因槍轟擊方法，均參照傅等(2012)之方法。 

2. 混合基因轉殖 

取配置好的金粒子，加入攜帶 hol、lys 目標基因之質體 DNA 各 5 μl，緩緩加入 50 μl、

2.5M 的 CaCl2，充分混合均勻，再加入 20 μl 的 spermidine，充分混合均勻。沉澱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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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 600 xg 快速離心吸除上清液，加入 150 μl 的無水酒精，再以 600 xg 快速離心吸除

上清液。最後加入 55μl 無水酒精，充分混合均勻，此時目標質體的 DNA 已被包覆在金粒

子上。 

3. 植株再生與抗生素篩選 

基因槍轟擊處理後，於避光環境下暗培養一天，再將水稻癒傷組織移置再生培養基

(0.05% BactoTM Casamino Acid、0.04% MES、1.0% mannitol、1.5% D-Sorbitol、2 ppm BA、

0.5 ppm IAA、0.2 ppm TDZ 與 0.4% gelrite 之 MS 培養基) 含有 100 ppm streptomycin 之抗

生素中進行篩選與同質化。每 14 天繼代一次，待分化長出不定芽後，再移至發根培養基

(0.04% MES、1.5% 蔗糖、0.3% gelrite 之 1/2 MS 培養基)。誘導發根後，待其根系健全後

將植株移出瓶外定植於塑膠杯並套袋健化，最後移到溫室定植。 

4. 小量質體 DNA 萃取 

以High-Speed Plasmid Mini Kit試劑組來萃取小量質體DNA。沾取E-coli菌液畫於含 

200 ppm ampicillin之LB培養基上，置於37 ℃培養12小時。取單一菌落接種於含有抗生素

ampicillin之5 ml LB培養液中，置於37 ℃震盪培養12小時。取培養菌液 1 ml分裝於 1.5 ml 

微量離心管中，以16,000 xg、4℃離心1分鐘，之後倒除上清液，並重複上述動作兩次。加

入200 μl的 PD1 buffer (於使用前須先加入RNase A)，之後劇烈震盪溶液使菌體能均勻懸浮

於溶液中。再加入200 μl的 PD2 buffer，並將微量離心管溫和的上下顛倒搖晃十次，以均

勻混和液體，之後靜置於室溫下2分鐘，使菌體細胞壁破裂放出DNA。最後加入300 μl的 

PD3 buffer，並將微量離心管溫和的上下顛倒搖晃十次，此時會有白色沉澱物出現。接著

以16,000 x g 離心3分鐘，之後吸取上清液至2 ml Collection Tube的PD Column中，以16,000 

x g 離心30秒，並除去Collection Tube中液體，再將PD Column放回Collection Tube中。加

入400μl的W1 buffer，以16,000 xg 離心30秒後，除去Collection Tube中的液體，並將PD 

Column放回Collection Tube中。加入含有酒精的Wash buffer 600 μl，並以16,000 x g 離心30

秒後，除去Collection Tube中液體，並將PD Column放回Collection Tube中，再以16,000 rpm

離心3分鐘後，去除剩餘酒精。最後將PD Column置於新的1.5 ml 微量離心管中，再加入

50 μl的無菌水於PD Column的膜之正中央，靜置兩分鐘使質體DNA充分回溶，以16,000離

心2分鐘後，即可獲得小量質體DNA，儲存於-20℃備用。 

5. 限制酵素切割 

將載體加入適合的限制酶切割：pMT92-GHA 使用 PstI 於 37℃下作用 4~5 小時；

pMT92F-GL-sA 使用 XbaI 於 37℃下作用 4~5 小時。其後使用 1.0%瓊脂凝膠以電泳方式分

離 DNA，約 30 分鐘後，經 ethidium bromide 進行染色後於長波 UV 光下觀察 DNA 片段。 

6. 水稻葉片染色體 DNA 萃取 

以 CTAB(cetyltrimethylammonium bromide)法萃取水稻葉片 DNA。秤取 0.1 g 左右的轉

殖株水稻葉片，放入已滅菌之研缽內，並以液態氮急速冷凍葉片後，迅速將葉片研磨成粉

狀。待粉狀的組織樣品退冰後，加入已預熱至 65℃之 0..5mL CTAB 萃取液，混和研磨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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勻後倒入微量離心管中並劇烈搖晃 15 分鐘，之後置入 65℃水浴中煮 40 分鐘。取出後以 4

℃、12,000rpm 離心 10 分鐘，取上清夜至新微量離心管，加入等體積 phenol：chlorform：

isoamylalcohol (24：25：1)混和均勻，於 4℃下以 12,000 rpm 離心 10 分鐘，吸取上清液至

新微量離心管中，加入等體積 chlorform：isoamylalcohol (24：1)混和均勻，於 4℃下以

12,000rpm離心10分鐘，吸取上清液至新微量離心管中，混和均勻並加入等體積 isopropanol

混合均勻，此時可看到雲狀體出現，靜置於-20℃沉澱一晚。取出後於 4℃下以 12,000 rpm

離心 10 分鐘，去除上清液，並加入 500μl 的 70%酒精清洗沉澱物，離心 5 分鐘後，自然

風乾 DNA，最後以 50 μl TE buffer 回溶 DNA，儲存於 4℃備用。 

7. 聚合酶連鎖反應法(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 PCR) 

本試驗採用 DNA 聚合連鎖反應器進行 PCR 分析。取 1 μl 轉殖與未轉殖水稻葉片 DNA

為模板，並加入 16.75 μl 去離子水、0.25 μl DreamTaq DNA polymerase、2.5 μl DreamTaq 

buffer 、 2.5 μl dNTP 、 1 μl 核酸引子。偵 測 lys 基因所使用的核酸引子 為

5’-TAAACACCACGCCATTTCGC-3’、5’-CCGCACCTCGCCCTATCAGT-3’；偵測 gus 基因

所使用的核酸引子為 5’- GATCCCTTTCTTGTTACCGC -3’、5’- CGTGGTGATGTGGAGTA 

TTG -3’；偵測 hol 基因所使用的核酸引子為 5’-CCATGGAAAAAATCAGTTCTCT-3’、

5’-CTCGAGGCGGTCTGGCTCAAAGTTAA-3’。偵測 gus、lys 基因反應流程為起始變性溫

度 94℃、5 分鐘；變性溫度 95℃、45 秒，煉合溫度 72℃、1 分鐘 30 秒，延展溫度 72℃ 、

1 分鐘 30 秒，循環 40 週期；最後延展溫度 72℃、10 分鐘；偵測 hol 基因反應流程為起始

變性溫度 94℃、2 分鐘；變性溫度 94℃、30 秒，煉合溫度 52.5℃、30 秒，延展溫度 72

℃ 、25 秒，循環 35 週期；最後延展溫度 72℃、 10 分鐘。反應完畢取 10 μl 產物於 1.0%

洋菜膠上進行電泳分析。 

5. 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RT-PCR) 

本試驗採用 DNA 聚合連鎖反應器進行 RT-PCR 分析。取 1 μl 轉殖與未轉殖水稻葉片

cDNA 為模板，並加入 16.75 μl 去離子水、0.25 μl DreamTaq DNA polymerase、2.5 μl 

DreamTaq buffer、2.5 μl dNTP、1 μl 核酸引子。偵測 lys 基因所使用的核酸引子為

5’-TAAACACCACGCCATTTCGC-3’、5’-CCGCACCTCGCCCTATCAGT-3’。反應流程為

起始變性溫度 94℃、2 分鐘；變性溫度 94℃、30 秒，煉合溫度 52.5℃、30 秒，延展溫度

72℃ 、25 秒，循環 35 週期；最後延展溫度 72℃、 10 分鐘。反應完畢取 10 μl 產物於 1.0%

洋菜膠上進行電泳分析。 

6.病原菌接種測試 

將水稻白葉枯病菌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oryzae) 之病原菌(菌系：Xf2b, XL-7, 

XH78-a, XH10-a, XF50a) 分別培養至 LB 培養基中，28℃，震盪培養 24~48 小時。待

O.D.600=1 時，取 20 μl 為接種原，並滴於切下之轉植株水稻葉片的切口處，置於沾有水

之濾紙上，葉片放在培養皿中觀察其變化。並選取轉殖及對照組水稻植株，整株噴灑水稻

白葉枯病菌菌液，風乾後，拍照記錄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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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轉殖載體分析 

為確認轉殖載體是否正確，分別利用限制酵素切割確認 DNA 片段大小。分析結果顯

示載體 pMT92-GHA 以 PstI 限制酵素切割，產生 9,602 及 1,292 bp 的 DNA 片段；

pMT92F-GL-sA 經過 XbaI 切割產生 7,610 bp、3,598 bp、1,121 bp 的 DNA 片段 (圖 2)。

限制酵素切割之 DNA 片段大小，與預期結果相同(圖 1)，顯示轉殖載體正確無誤。 

 

 

 

 

 

 

 

 

 

 

 

 

 

 

 

 

 

 

 

圖 2. 以限制酵素切割，檢測二種水稻葉綠體轉殖載體的正確性。pMT92-GHA 經限制酵

素 PstI 作用後可得到 9,602 bp、1,292 bp 的 DNA 片段；pMT92F-GL-sA 經限制酵素

XbaI 作用後可得到 7,610 bp、3,598 bp、1,121 bp 的 DNA 片段。 

Fig. 2. Identification of two rice 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vectors by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digestion. The DNAs of pMT92-GHA were digested by PstI to produce 9,602 bp and 

1,292 bp fragments. The DNAs of pMT92F-GL-sA were digested by XbaI to produce 

7,610 bp, 3,598 bp, and 1,121 bp fra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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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稻葉綠體基因轉殖之癒傷組織篩選及誘導植株再生情形 

本研究取成熟'台農 67 號'種子無菌播種發育三週後(圖 3A~B)，切離種子，再預培養

一週的癒傷組織作為實驗材料。癒傷組織切下後於無篩選抗生素的滲透培養基中在預培養

4 小時以上，再進行基因槍轟擊。轟擊前一天需先將水稻之癒傷組織排至於滲透培養基中

心半徑約 2 公分的同心圓中(圖 3C)，以氦氣壓力 1,100 psi 進行水稻葉綠體基因轉殖。基

因槍轟擊處理後，於避光環境下培養一天後，將水稻癒傷組織移置含 100 ppm streptomycin

再生培養基，每兩週繼代一次。兩週後水稻癒傷組織會開始出現小綠點，四週之後可以出

現明顯的篩選結果(圖 3D)，未轉殖的癒傷組織會有褐化、白化或死亡的現象。約六週後成

功轉殖之癒傷組織在長期具有抗生素環境的篩選下可再生出正常芽體(圖 3E)。再將芽體獨

立放置於培養基中生長至一定的大小後(圖 3F)，將其移入發根培養基中誘導根系的發育，

約二到四周後繼代至玻璃瓶中(圖 3G)。在玻璃瓶中大約一個月後，根系即可發展完全，等

植株生長至適當高度之後出瓶、馴化、定植於栽培盆中生長(圖 3H、I)。 

三、聚合酵素連鎖反應(PCR)分析水稻再生植株 

選取經基因槍轉殖 pMT92-GHA/pMT92F-GL-sA 混合載體，streptomycin 持續篩選，

成活的水稻再生植株葉片，萃取其 DNA 進行 PCR 分析。在萃取 8 個(編號 1、2、3、4、

5-1、5-2、6-1、6-2)轉殖再生水稻之葉片 DNA 進行 PCR 分析中，結果顯示在 8 個供試樣

品中有 6 個可偵測到 500 bp 的 gus 基因片段 (圖 4A，編號 1、4、5-1、5-2、6-1、6-2)，

有 5 個可偵測到 370 bp 的 lys 基因片段 (圖 4B，編號 1、5-1、5-2、6-1、6-2)，有 6 個可

偵測到 250 bp 的 hol 基因片段 (圖 4C，編號 1、2、5-1、5-2、6-1、6-2)。其中編號 5-1、

5-2、6-1、6-2 的 DNA 樣品均可偵測到 gus、lys、hol 等三種基因的存在。就此結果顯示，

混合二種質體進行基因槍轉殖的技術，使二種基因共同轉移到葉綠體之基因組是可行的。  

四、逆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RT-PCR)分析水稻再生植株 

選取經基因槍轉殖 pMT92-GHA/pMT92F-GL-sA 混合載體，streptomycin 持續篩選，

成活的水稻再生植株葉片，萃取其 RNA 進行 RT-PCR 分析。萃取 8 個(1、2、3、4、5-1、

5-2、6-1、6-2)轉殖再生水稻之葉片 RNA 進行 RT-PCR 分析之結果顯示在 8 個供試樣品中

有 4 個可偵測到 370 bp 的 lys 基因片段 (圖 5，編號 2、4、6-1、6-2) 。 

五、水稻白葉枯病菌接種測試 

選取共同轉殖 pMT92-GHA/pMT92F-GL-sA 混合載體之水稻葉片及對照組水稻葉片，

接種不同品系的水稻白葉枯病菌(Xf2b、XL-7、XH78-a、XH10-a、XF50a)於其切口處。七

天後，明顯的在對照組葉片呈現黃化、開始枯萎，轉殖 pMT92F-GL-sA 及之 pMT92-GHA/ 

pMT92F-GL-sA 水稻幼苗葉片仍維持鮮綠色外觀 (圖 6)。整株噴灑水稻白葉枯病菌菌液

(XL-7)到轉殖 lys 及 hol 基因(pMT92-GHA/pMT92F-GL-sA)及對照組水稻植株，經過 14 天

後，轉殖水稻植株抗水稻白葉枯病之效果更為明顯，與未基因轉殖的對照組水稻有明顯差

異(圖 7)。本研究初步結果顯示，利用葉綠體基因轉殖系統，轉殖溶菌酶基因(lys)及穿孔

素基因(hol)，培育出抗病水稻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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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台農 67 號'水稻葉綠體基因槍轉殖、篩選及再生。(A) 水稻種子無菌播種；(B) 種子

發芽 2~3 週後，癒傷組織再生之情形；(C)基因槍轟擊前之癒傷組織；(D)轟擊後，

以含抗生素的培養基進行篩選；(E)芽梢再生之轉殖植株；(F)尚未發根的轉殖植株；

(G) 誘導根系形成；(H)、(I)轉殖水稻苗移植至栽培盆。 

Fig. 3. Regeneration of transplastomic rice (Oryza sativa L. ssp japonica, TNG 67) from callus. 

(A) rice seeds were germinated in vitro. (B) Calli were induced from scutellum. (C) 

Calli were placed in the circle within a 2 cm radius for biolistic bombardment. (D) After 

biolistic bombardment, calli were cultivated in regeneration medium supplied with 

D-alanine or streptomycine. (E) Shoots were emerged in survival plantlets.. (F) Growth 

of shoots. (G) Root formation in transplastomic plantlets.. (H~I) Transplastomic rice was 

transferred to pots and grown in the gree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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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轉殖水稻幼苗葉片之 DNA，經 PCR 分析 gus (A)、lys (B)、hol (C)基因片段之情形。

M：MW. marker；H: 水；P：plasmid DNA；CK：未轉殖水稻、編號 1~6：共同轉

殖 pMT92-GHA 及 pMT92F-GL-sA 之水稻幼苗葉片之 DNA。 

Fig. 4. PCR analysis of gus (A), lys (B), hol (C) genes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rice leaves. 

The parts of gus (500 bp) (A), lys (370 bp) (B), and hol (250 bp)(C) gene sequences 

were amplified from leaf DNAs using specific primers and analyzed by electrophoresis, 

respectively. CK: un-transformed rice. 

 

 

 

 

 

 

 

 

 

 

圖 5. 轉殖水稻幼苗葉片之 RNA，經 RT-PCR 分析 lys mRNA 之情形。M：MW. marker；

H: 水；P：plasmid DNA；CK：未轉殖水稻、編號 1~6：共同轉殖 pMT92-GHA 及

pMT92F-GL-sA 之水稻幼苗葉片之 RNA。 

Fig. 5. RT-PCR analysis of lys mRNA genes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rice leaves. The parts of 

lys mRNA (370 bp) were amplified from leaf DNAs using specific primers and analyzed 

by electrophoresis, respectively. CK: un-transformed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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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Lys 及 hol 基因轉殖水稻葉片及對照組水稻接種不同品系之水稻白葉枯病菌(Xf2b、

XL-7、XH78-a、XH10-a、XF50a)，七天後，葉片外觀之情形。 

Fig. 6. Appearances of lys and hol genes transplastomic rice leaves after 7 days of inoculation 

with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oryzae (Xf2b, XL-7, XH78-a, XH10-a, XF50a). 

 

 

 

 

 

 

 

 

 

 

 

 

 

 

 

 

圖 7. Lys 及 hol 基因 (pMT92-GHA/pMT92F-GL-sA) 轉殖水稻植株及對照組水稻，接種不

同品系之水稻白葉枯病菌(XL-7)，14 天後，葉片外觀之情形。 

Fig. 7. Appearances of lys and hol genes (pMT92-GHA/pMT92F-GL-sA) transplastomic rice 

plants after 14 days of inoculation with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oryzae (X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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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this study, two 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vectors, designated as pMT92-GHA and 

pMT92F-GL-sA, which contained phage lysozyme gene (lys) and holin gene (hol) as target 

genes, respectively, were transferred into rice chloroplast via biolistic bombardment. The 

regenerated plants were primarily selected by 100 ppm streptomycin and further confirmed by 

PCR and RT-PCR. The results of PCR and RT-PC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ransformed lys, hol, 

and gus genes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plastid genome of transplastomic plants, and its mRNAs 

were expressed. Resistance to bacterial leaf blight of rice was found in the lys and hol gene 

transplastomic plants after inoculation with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oryz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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