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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Transitional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Myanmar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ssociation (MEAA)”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Myanmar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ssociation (MEAA)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Myanmar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ssociation (MEAA)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Myanmar Environmetal Assessment Association”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MEAA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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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s)မ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GOs)မ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MEAA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EIA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s)မ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GOs)မ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Non-Profit and Non-Political)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3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Myanmar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ssociation (MEAA)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 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Myanmar Environmetnal Assessment Association”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MEAA)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4 - 

 

 

 

မမမမမ ( 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Student Member)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Affiliated Member)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Junior Member)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Member)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Associated Member)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Member)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Member) 

(မ-မ) Functional consultant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Fellow)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5 -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Fellow) 

(မ-မ) Key consultant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Life Member)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Honorary Member and Honary Fellow Member)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Distinguished Honorary Fellow)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Distinguished Honorary Patron)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Corporate Member)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6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မမ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7 - 

 

မမမမမ( 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CBOsမ NGOsမ INGOs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EIA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MEAA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s)မ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GOs)မ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Member)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Fellow)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A.M.MEAA)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M.MEAA)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F.M.MEAA)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Hon.M.MEAA)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Hon.Fellow.MEAA)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Dist.Hon.Fellow.MEAA)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Dist.Hon.Patron. MEAA)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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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Member Organization)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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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10 -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MEAA)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EIA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EIA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Internal Audit)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11 - 

 

မမမမမ ( 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 ၍၍၍၍၍၍၍၍ 

(မ)  ၍၍၍၍၍၍၍၍၍၍၍၍၍၍၍၍၍၍၍၍၍၍၍၍၍၍၍(၍၍၍၍၍၍၍၍၍)၍၍၍၍၍၍၍၍၍မမမမ၍၍၍၍၍၍၍၍၍၍၍၍၍၍၍၍၍၍၍၍၍၍၍၍၍၍၍၍၍၍၍၍၍၍၍၍၍၍၍၍၍၍၍၍၍၍၍၍၍၍၍၍၍၍၍၍၍၍၍၍ ၍၍၍၍၍၍၍၍၍၍၍၍၍၍၍၍၍၍၍၍၍၍၍၍၍၍၍၍၍၍၍၍၍၍၍၍၍၍၍၍၍၍၍၍၍၍၍၍၍၍၍၍၍၍၍၍၍၍၍၍၍၍၍၍၍၍၍၍ ၍၍၍၍၍၍၍၍၍၍၍၍၍၍၍၍၍၍၍၍၍၍၍၍၍၍၍၍၍၍၍၍၍၍၍၍၍၍၍၍၍၍၍၍၍၍၍၍၍၍၍၍၍၍၍၍၍၍၍၍၍၍၍၍၍၍၍၍၍၍၍၍၍၍၍၍၍၍၍၍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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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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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14 -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 ) မမမ ( မ )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 မ ) မမမ ( မ )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 )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15 -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16 - 

 

မမမမမ( 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xxxxx ) မမ (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 (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 (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17 -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18 - 

 

မမမမမ( 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XXXXX)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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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 

*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 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20 -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 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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