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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ce plus 79
【問】各動詞を指定された形にせよ。なお、je, tu は男性単数、nous, vous は男性複数とする。助動詞が必要
な場合には、どちらの助動詞を使うか注意すること。〔これまでの動詞の復習問題〕
□ 1.

avoir（直説法現在形 tu）

□ 2.

être（直説法近接未来形 nous）

□ 3.

finir（直説法近接過去形 vous）

□ 4.

danser（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ils）

□ 5.

sentir（直説法現在形 nous）

□ 6.

dormir（直説法現在形 elle）

□ 7.

finir（直説法近接未来形 tu）

□ 8.

donner（直説法現在形 nous）

□ 9.

téléphoner（直説法現在形 tu）

□ 10.

passer（直説法近接未来形 ils）

□ 11.

être（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elle）

□ 12.

avoir（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ils）

□ 13.

venir（直説法現在形 elles）

□ 14.

venir（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elles）

□ 15.

venir（直説法近接未来形 elles）

□ 16.

descendre（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ils）

□ 17.

lire（直説法近接未来形 nous）

□ 18.

mettre（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tu）

□ 19.

partir（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elle）

□ 20.

sortir（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ils）

□ 21.

avoir（直説法近接過去形 je）

□ 22.

pouvoir（直説法現在形 tu）

□ 23.

devoir（直説法現在形 nous）

□ 24.

faire（直説法現在形 vous）

□ 25.

vouloir（直説法現在形 ils）

1. tu as, 2. nous allons être, 3. vous venez de finir, 4. ils ont fini, 5. nous sentons, 6. elle dort, 7. tu
vas finir, 8. nous donnons, 9. tu téléphones, 10. ils vont passer, 11. elle a été, 12. ils ont eu, 13.
elles viennent, 14. elles sont venues, 15. elles vont venir, 16. ils sont descendus, 17. nous allons lire,
18. tu as mis, 19. elle est partie, 20. ils sont sortis, 21. je viens d'avoir, 22. tu peux, 23. nous devons,
24. vous faites, 25. ils veu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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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ce plus 80
【問】各動詞を指定された形にせよ。なお、je, tu は男性単数、nous, vous は男性複数とする。助動詞が必要
な場合には、どちらの助動詞を使うか注意すること。〔これまでの動詞の復習問題〕
□1.

aller（直説法現在形 tu）

□2.

aller（直説法近接未来形 tu）

□3.

faire（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ils）

□4.

mourir（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elle）

□5.

mourir（直説法近接過去形 elle）

□6.

ouvrir（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je）

□7.

voir（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nous）

□8.

savoir（直説法近接未来形 vous）

□9.

rendre（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tu）

□10.

pouvoir（直説法現在形 nous）

□11.

arriver（直説法近接過去形 tu）

□12.

dire（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vous）

□13.

tomber（直説法近接過去形 elle）

□14.

rester（直説法近接未来形 elles）

□15.

monter（直説法現在形 tu）

□16.

entrer（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ils）

□17.

faire（直説法現在形 nous）

□18.

vouloir（直説法現在形 je）

□19.

savoir（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ils）

□20.

prendre（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tu）

□21.

partir（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nous）

□22.

mettre（直説法近接未来形 tu）

□23.

chanter（命令法現在形 tu）

□24.

avoir（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nous）

□25.

lire（直説法複合過去形 tu）

1. tu vas, 2. tu vas aller, 3. ils ont fait, 4. elle est morte, 5. elle vient de mourir, 6. j'ai ouvert, 7. nous
avons vu, 8. vous allez savoir, 9. tu as rendu, 10. nous pouvons, 11. tu viens d'arriver, 12. vous avez
dit, 13. elle vient de tomber, 14. elles vont rester, 15. tu montes, 16. ils sont montés, 17. nous faisons,
18. je veux, 19. ils ont su, 20. tu as pris, 21. nous sommes partis, 22. tu vas mettre, 23. Chante (!),
24. nous avons eu, 25. tu as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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